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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究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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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Elmer活体荧光断层成像技术的特点

• 突破表面，实现动物体内深层信号的观测

•  不只是2D，实现3D断层扫描及重建

•  不再是相对定量，实现绝对真实定量 

• 不局限于一个对象，实现对多个生物学过程  

   的同时监测

•  不仅是荧光成像，实现与其它分子影像模式

（CT、MRI、PET及SPECT）的联合使用

•  不满足于疾病表征研究，实现对疾病的分子

机理、发展过程及治疗反应的深入了解

•  无需解剖，节省实验成本及时间

不仅是漂亮的图片：PerkinElmer的荧光断层成像解决方案为您提供准确真实的定量数据

生物学过程不会以二维形式

呈现，也不会孤立存在。只

有将所研究的生物对象、

通路及进程相关联，才能获得对生命现象的

完整解释。为实现这一目标，您的研究不能

仅限于体表，而需要穿越表面，获取深层信

息。PerkinElmer公司可以帮助您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为您提供全新的小动物活体荧光断层成

像解决方案，帮助您直接在活体动物水平发

现更多关于生物靶点、通路及进程的信息。

利用我们专利的 FMT®（Fluorescence Molecular 

Tomography，荧光分子断层）技术以及配套的

活体荧光试剂，您可以获得非侵入式深层信号

成像及定量数据。

此外，结合多通道成像功能，您可以利用不同

波长探针标记多个研究对象，在同一个实验

中，实现对相关生物学对象、通路及进程的同

时观测与比较。无论您处于何种研究阶段，活

体荧光断层成像技术始终是您深度探究生物体

的最直接方法。

在卵清蛋白诱导的哮喘模式疾病小鼠中，利用 FMT技术及 
ProSense®荧光探针可真实准确定量肺部嗜酸性粒细胞中组

织蛋白酶活性（右）；而由于信号深度的原因，使用传统

二维荧光反射技术无法探测到深层信号（左）。

无论信号深度如何，与传统平面或单一视角

成像系统相比，FMT成像系统能够从荧光信

号中提取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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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
应用领域 PerkinElmer的FMT技术为您实现非侵入式小动物活体深层成像提供强大支持。

利用FMT技术可进行肿瘤、炎症、肺、心血管以及骨骼疾病等多领域的研

究。通过FMT技术，可实时监测活体体内靶点及其相关生物学过程的发展变

化，从而更深入地了解疾病分子机理及治疗反应。

通过FMT-MRI的联合使用，

观测蛋白水解酶活性，从而

证实在心肌梗塞后单核细胞

从脾脏向心脏聚集的情况。*

*图片来源：

Swirski et al, Science,
31 July 2009, Vol 325, p 612

心血管 肺

骨相关疾病

CNS

炎症

肿瘤

传染性疾病

在卵清蛋白诱发的哮喘模式疾

病小鼠中，利用FMT技术及

ProSense®荧光探针测定嗜酸性粒

细胞组织蛋白酶活性（右）；

这在使用传统平面二维反射荧

光技术时不可见（左）。

脑内EAE发病程度的FMT层

析成像。应用AngioSense®荧
光探针进行定量。

使用ProSense®荧光探针对乳

腺癌向肺部的转移进行FMT
定量成像（右）；这在使用

传统平面二维反射荧光技术

时不可见（左）。

使用ProSense®荧光探针对血

吸虫病进行FMT定量成像，

揭示了了肝脏及下消化道的

感染情况。

急性水肿及相关细胞炎症反

应的F M T定量测定。应用

AngioSense®荧光探针进行定

量。

使用ProSense®荧光探针对关

节炎进行FMT定量成像，以

对CAIA小鼠体内的关节炎症

进行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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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FMT成像技术及配套荧光试剂为在活体水平研究疾病发展情况和治疗反

应提供了有效的定量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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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定量

3D成像 动物体内物质对于可见光的吸收和发

散是影响光学成像的主要限制因素之

一。由于吸收和散射的影响，在动物

体表观测的信号与体内靶点实际发出的信号强

度之间没有直接线性关系。

对深层部位（非表面）的信号进行成像时，只

有PerkinElmer的FMT系统可以通过对荧光信号的

断层三维（3D）重建而保证实际信号强度与检

测信号强度的线性关系。PerkinElmer专利的FMT

技术以及专门设计应用于近红外波段活体成像

的生物相容性荧光探针，保证了活体成像水平

的最佳透光性和最高灵敏度。

荧光素酶及荧光蛋白标记成像  平面二维荧光反射成像 FMT：荧光分子断层成像 
  

可见光成像方法的比较

• 相对定量（二维表面反射成像）

• 需进行基因工程改造

• 体表浅层成像

• 仅适用于科研领域

• 相对定量（二维表面反射成像）

• 低灵敏度

• 体表浅层成像

• 适用于科研及临床领域

•  真实定量（激光透射扫描成像）

•  3D断层信息

•  体内深层成像

•  适用于科研及临床转化

在近红外光谱区（600-900 nm），体内物质对

可见光的吸收和发散程度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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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
适 合 您 的

系 统
FMT成像系统是对各种体内生

物标记物、疾病通路以及治疗

反应水平进行观测和定量分析

的领先平台。无论是侧重于单

一应用的实验室，还是作为公

共平台的分子影像中心，都会

体验到FMT的易用性，并能快速上手。FMT成像

系统提供两种型号供您选择：FMT 1500™活体

荧光断层成像系统（双通道）和FMT 2500™活

体荧光断层成像系统（四通道）。

便于数据访问的开放式架构

如同所有PerkinElmer成像平台一样，FMT基于开

放式数据管理平台，使得从科研用户到全球化

制药公司的所有用户都能对FMT定量数据轻松

进行配置、联网、访问、共享和整合。

根据实验室要求进行配置

对于单一实验室或单一应用研究机构而

言，FMT 1500™ 是您的基本选择。

对于涉及多领域研究或公共平台性质的实验

室，FMT 2500™是您的最佳选择。

远程分析：

在高通量、多用户环境中，研

究人员可以在FMT PC上分析数

据，也可利用FMT远程许可证

进行远程分析。

仪器联网：

可将多台FMT仪器跨区域联网，并对图像

数据进行集中存储。

开放式架构：

FMT 1500和FMT 2500的数据可同等地进行

存储，并均可通过实验室网络进行访问。

标准数据格式：

可以轻松地将 FMT的数据导出为 

DICOM文件格式，以进行多模式图

像融合与分析。

FMT 1500

活体荧光断层成像系统

FMT 2500 LX 

活体荧光断层成像系统

仪器

便于数据访问的开放式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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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具有
生物学功能的
试剂进行成像

PerkinElmer的全套活体荧光试剂其波长均在红光及近红外光谱区域，这是为

了能够更好地进行活体成像。这些配套试剂虽然是为配合FMT技术的使用而

开发和优化的，但它们也与市面上其它体内及体外成像系统兼容。有关荧光

试剂的完整信息，请访问www.perkinelmer.com/invivoimaging，或发送邮件至 

agentinfo@perkinelmer.com。

应用多种试剂同时监测多个生物学过程

选择合适的荧光试剂

利用FMT成像技术及配套试剂，您可以在同一个实验中标记多种研究对象，进而同时观测疾病发展过程中的相

关生物学现象。FMT 2500  LX提供了4通道成像功能，您可以在四个独立通道内对多达4种不同探针进行成像，从

而实现对特定应用的四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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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FMT 2500 LX，您可以同时对多达四种探针进行成像，

以实现与特定应用相关的四种生物标记物的定量测定。 左
图显示了在 635 nm、670 nm、745 nm和 785 nm 4个通道同时

成像的结果。*

*图片来源：Waterman P 和 Nahrendorf M（哈佛麻省总医院）

同时对IntegriSenseTM和ProSense®进行成像，以评估Avastin® 
对肿瘤的治疗效果。左图显示了经Avast in给药的治疗组

小鼠及未经给药的对照组小鼠中IntegriSense（蓝色）和

ProSense（红色）的成像结果。其中IntegriSense表征了肿瘤

表面整联蛋白的含量，ProSense反应了肿瘤细胞内组织蛋

白酶的活性。右图是经3D重建后2种探针的融合图像，显

示出整联蛋白和组织蛋白酶在肿瘤中的不同分布及定位。

此外，定量结果显示，经Avastin治疗仅一周后，整联蛋白

的含量即有明显降低。IntegriSense与ProSense 的
融合成像

FMT定量断层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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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酶激活类试剂：在活体内可通过特异性酶激活而改变其荧光属

性，从而实时提供分子及功能信息。该类试剂在激活前无发光

特性，而在活体内可被特定疾病相关蛋白酶激活，因而产生发

光现象。

• 靶向类试剂：能与特定生物标识物相结合，从而实现对研究对 

   象的高度特异性靶向。

• 血管研究类试剂：可用于对血管的生理及病理变化进行监测和

   观察，诸如肿瘤渗血、发炎部位以及血管生成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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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像到分析

只需四个
简单步骤

FMT成像技术的操作流程非常便捷，无论您是何种应用（炎症、心血管、骨骼、

肺或肿瘤），通过FMT成像技术，从获取图片至数据分析只需4步。

操作过程

• 将成像试剂注入研究动物体内。

• 将小鼠麻醉，并以完全舒展的方式放

   入便携式动物成像盒中。

步骤 1：注射成像试剂并放置动物

待测小鼠

用于定位记录的基准小孔

成像过程很快（每只动物 2 至 3 分钟），动物处理也很简单，并且小鼠会持续保持稳

定和固定状态，因而可获得一致且重复的成像结果。

2：成像并获取数据 

• 底透照明：使用动态激光对体

   内信号进行底部多点透射扫描

   激发。

• 获取信号数据：利用激光底透

   多点连续扫描，获取多达10万

   级别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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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数据重建

•  对所有激发点的荧光信号进行定量。

•  在用户选择的目标区域 (ROI) 内进行定量分析。

•  提供通用格式的数据（如DICOM），以便进行分

析、建立数据库以及制定实验方案。

•  轻松创建包含图片及定量信息在内的动态3D影片。

•  轻松输出用于多模式影像融合的数据和图像。

•  以相同精度对所有动物在任意深度处进行数据定量

测定。

•  无需用于参考定量的人工模拟影像图集。

•  荧光定量结果以探针浓度表示，真实可靠。

步骤 3：数据整合处理

•  分析软件通过处理所有成对的激发光和发射光采集

   数据而生成标准化的荧光测量值。

•  分析算法将组织异质性引起的失真效应降至最低，

并会考虑表面边界、组织光谱特性以及导波效应对

于成像的影响，从而对每个荧光测量值进行修正和

标准化。

•  利用组织内光子传播的 FMT算法模型对数据进行

标准化处理。

A B C

A. 扫描区域 B. 激发光扫描图像 c. 吸收光扫描图像

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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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模 式
影 像 融 合 由于应用单一影像模式无

法解决所有生物学问题，

因此，FMT活体荧光成像系统具备了与其它功

能学及解剖学影像系统复合使用的特性。通过

多模式影像适配器，使用者可以轻松地将多种

影像系统结合使用，并利用分析软件将各种影

像数据进行融合，从而实现同时利用功能学与

解剖学影像方法进行生物学研究的目的。

步骤 3：选择多模式适配器

PerkinElmer拥有四种多模式成像适配器，可实现FMT与CT、MRI、SPECT以及PET的联合

使用。

Bruker MRI多模式成像

适配器

Gamma Medica SPECT/CT 
多模式成像适配器

Siemens Inveon® CT/PET/ 
SPECT多模式成像适配器

GE CT多模式成像

适配器

•  将功能学与解剖学成像模式结合使用（FMT 

与CT/MRI/SPECT/PET联用）

•  同时利用多种影像模式获取更加丰富的实验

数据

•  综合各种影像模式的优缺点，满足不同需求

•  从不同角度解释相关问题

•  在不同成像系统中反复利用同批动物获取相

关数据，节省时间及开支

步骤 2：放置并麻醉动物

将动物麻醉并固定在动物盒内以备成像。位于盒边缘的

基准标记物用于准确记录动物放置位点。

步骤 1：建立实验模型并注射成像试剂

将成像试剂注入研究动物体内。

多模式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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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模式成像适配器放入成像系统

中，并对动物进行成像。基准标记

物可用于轻松地在不同成像系统间

对图像进行对位校准。

步骤 5：将多模式成像适配器放入成像暗箱

将动物成像盒放入多模式成像适配

器中，以保证动物在不同成像系统

间转移时保持固定状态

步骤 4：将成像盒放入多模式成像适配器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多模式

融合影像（ FMT – CT ）。图

中信号来自于ProSense成像

探针。

小鼠颅内胶质瘤对化疗反应

的多模式融合影像（FMT-

MRI）。荧光信号可穿透颅

骨，因而可被捕捉并进行定

量分析。

成年小鼠肺癌的多模式融合影

像（FMT – CT ）。针对肿瘤血

管分布的AngioSense（绿色）

定量测定以及针对组织蛋白酶

活性的ProSense（红色）定量

测定。

步骤 6：获取多模式融合影像

MRI FMT MRI-FMT
Fusion Image

多模式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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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问题转化为突破性答案

在PerkinElmer，我们与您一起履行承诺，解答具有挑战性的

生物学问题。我们提供了仪器、试剂、软件和服务的广泛

组合，使您能够实现更多的目标。我们的多方位解决方案

可助您对研究对象进行更深入的检测、定位和定量。无论

您的研究处于何种阶段，PerkinElmer都能帮助您将研究向前

推进，从而获得更深入的了解以及突破性的答案。

需联系我们，请致电800 762-400（美国）、00 800 33 29 

0000（欧洲）或 800 820 5046（中国），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fmtinfo@perkinelmer.com。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erkinelmer.com/invivo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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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7-87322685   邮编：430071

沈阳分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51 号
新港澳国际大厦23层A室
电话：024-22566158
传真：024-22566153   邮编：110013

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建设六马路33 号
宜安广场2612 室
销售部 电话：020-8363 3179    传真：020-8363 3579
维修部 电话：020-8363 3176    传真：020-8363 3196
邮编：510060

PerkinElmer, Inc. 
940 Winter Street 
Waltham, MA 02451 USA 
P: (800) 762-4000 or 
(+1) 203-925-4602
www.perkinelm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