
产品介绍Quantum GX 产品介绍

主要特点：

• 高分辨率（最高 4.5 μm）

• 快速成像（最快 8 秒）

• 适合长时程研究的低剂量成像（最低5 mGy）

• 多种成像视野范围和分辨率

• 两相呼吸门控和心电门控

• 兼容小鼠、大鼠及兔子成像

• 解剖学与功能学融合成像

小动物活体 microCT 影像系统

Quantum GX 是临床前活体动物成像研究中最先进
的 microCT 成像系统，在使用极低的X射线剂量以确
保实现对活体动物进行长时程  microCT 成像的基础
上，仍可提供行业领先的高分辨率和高速成像能力。此

高效高速
高分辨率
外，Quantum GX 是目前唯一能够对小鼠、大鼠和兔进行全身成像的多物种 microCT

系统。

基于同时具备高分辨率、多视野、快速成像的性能特点，Quantum GX 既能满足您进
行低辐射、快速、长时程小动物活体全身成像的需求，也能帮助您实现离体样本的小
视野、高分辨率成像。应用领域包括骨研究、心脑血管研究、呼吸系统研究、代谢疾
病研究、脑成像研究、肝脏及肾脏成像研究、癌症研究等。

除了优质的 microCT 成像性能，Quantum GX 还能便捷地与 PerkinElmer 公司
的 IVIS 及 FMT 光学三维成像系统进行联合使用，从而更全面系统地了解研究对象的
功能与解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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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市场上所有应用于活体动物研究的 microCT 成像
系统中，Quantum GX 提供了最高的的成像分辨率。基
于36 mm 或 72 mm 的扫描视野，研究者可以对小鼠、
大鼠和兔实现全身或局部的高分辨率成像。根据需要，研
究者可选择不同的成像模式，包括：高分辨率模式、高速
模式和标准模式。如在高分辨率模式下，使用 36 x 36 
mm 扫描视野，可获得最高 4.5 μm 的体素尺寸分辨率，
而在 72 x 72 mm扫描视野下，可获得高达 9 μm 的体素
尺寸分辨率。

可选配的专业骨分析软件可为您的高分辨率骨成像结果
提供高级分析功能，包括骨分割、BMD测量及骨形态
学分析（多种骨小梁及皮质骨分析参数）等。

Quantum GX 采用先进的工作流程，可从原始的全视野扫
描图像中，对局部任意区域进行高分辨率重建。在进行全
身扫描后，通过 ROI 圈选确定目标区域，并对该区域进行
高分辨率图像重建。换言之，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
同的扫描视野，并对不同范围的区域进行多种分辨率的图
像重建。采用这种流程的优点是，当研究者需要获取实验
动物不同区域的高分辨率图像时，无需对实验动物进行多
次局部扫描，因而降低了辐射损伤，并增加了实验通量。

基于最快8秒的扫描速度，Quantum GX 荣登业内最快的
活体动物 microCT 成像系统。另外，基于高性能 GPU 配
置，在 Quantum GX 上完成一张高分辨率3D 图像的重建
只需 15 秒。

借助 Quantum GX，研究者可进行不同时间点的成
像，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追踪并确定疾病进展。在不牺
牲图像质量的前提下，利用 8 秒的扫描时间，可大
大降低X射线辐射剂量，减少由于辐射而对实验动物
或疾病本身造成的伤害和影响，从而尽可能地保证生
物模型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相关性。另外，快速成像
和便捷的工作流程，使研究者能够轻松开展高通量研
究，在提高效率的同时获得高重复性数据。

高分辨率扫描及重建工作流程

图1. 上图：高分辨率小鼠股骨成像（4.5 微米体素，8000 x 8000重建
像素矩阵）；下图：从左至右分别为利用显影剂进行的心脏及血管成
像、皮质骨成像、不同成分骨分割影像。

图2. 对在高分辨率模式（FOV 36，72 微米像素尺寸）下采集的原始图
像（左上图），利用 4.5 微米重建像素尺寸进行局部区域的高分辨率
图像二次重建（右下图）。

图3. 上图：高速成像：8 秒完成小鼠肺部扫描，24 秒完成小鼠全身扫
描；下图：低剂量成像：乳腺癌 MDA-MB-231-D3H2Ln-luc 肿瘤骨转
移引起的胫骨溶骨性病变的长时程多次成像。

高速 / 低剂量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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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配套的多模式成像附件及影像融合软件，研究者可轻
松地将 Quantum GX 与全球顶级的 PerkinElmer 活体动物
光学三维成像系统进行联用，在获取 CT 解剖学信息的同
时，得到反映功能学信息的光学成像结果，并将二者进行
融合，更全面系统的了解疾病。

在心血管和呼吸疾病研究中，如何控制好由于心脏或隔膜
的运动而对 CT 图像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Quantum 
GX 利用先进的回顾性两相门控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通
过圈选隔膜或心尖上的目标区域，系统即可选取呼吸或心
脏循环特定时间点的图像并且进行处理，从而有效防止隔
膜或心脏移动对 CT 图像重建的影响。

Quantum GX 是真正意义上的多物种 microCT 系统，成
像仓孔径达到 163 mm，足以匹配整只小鼠、大鼠乃至
兔的成像要求。同时可配备小鼠床、大鼠床和兔床，对体
重 5 kg 以下的实验动物都可成像。分别通过一次、两次
及三次扫描，即可完成整只小鼠、大鼠及豚鼠的全身扫描
成像。

多模态融合成像 — CT 与光学联用

两相心电门控和呼吸门控

多物种成像

图4. MDA-MB-231-luc-D3H2ln 小鼠肿瘤转移模型的microCT图像与光
学图像融合

图5. 两相门控技术有效去除呼吸及心跳导致的运动伪影

图6. Quantum GX 的多物种成像，可用于小鼠、大鼠、豚鼠及兔的成像

豚鼠

大鼠

小鼠

吸气影像

呼气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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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临床前应用

骨关节炎

显影剂增强成像

正常对照

肺损伤

正常对照

正常对照

骨关节炎

骨关节炎

肺损伤

MIA诱导的大鼠膝关节炎的发生。上图左为患病关节成像
结果，上图右为正常关节成像结果。

心脏及胸部血管成像 肝脏血管成像 肿瘤微血管成像 肺分割成像

• 骨成像研究

• 骨形态学分析（包括皮质骨和骨小梁）、骨密度
测量、骨分割等。

• 心血管成像研究

• 心肌活性评估、动脉钙化评分、心室功能和代谢
评价、心肌梗死治疗评价等。

• 肺相关疾病研究

• 急性肺损伤时肺及气管成像；
• 肺容积、密度及功能余气量（FRC）的测定。

• 代谢疾病研究

• 内脏、皮下及棕色脂肪的分离成像

其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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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附件

XWS-260 移动工作台

XGI-8 气体麻醉系统

多模式联用成像适配器

CT 成像

成像视野 最大72mm成像直径

最小4.5μm

512 × 512 × 512 -
8000 × 8000

CMOS平板探测器

最快60fps

最大直径163mm

1450 x 980 x 930 mm

图像获取和可视化软件套装

450 kg

轴向最长240mm

分辨率（像素尺寸）

重建像素数量

最大管电压

最大管电流

最大输出功率

90 kV

200 μA

8 W

类型

帧频

内径

扫描范围

X 射线管

成像探测器

成像仓

扫描时间

高速模式：8 秒
标准模式：18 秒、2 分钟
高分辨率模式：4 分钟、
14 分钟、57 分钟

最快15 秒 @ 512 × 512 像素 
× 512 个视图数据

影像重建时间

软件

仪器尺寸（高 x 宽 x 深）

仪器重量

试剂自动注射装置

• 高级分析软件
• 心电/呼吸门控软件
• 3D 多模式影像融合软件
• 多模式成像适配器 (Spectrum, FMT)

• 兔床

其它附件

Quantum GX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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