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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ker 7T PharmaScan
• 梯度：B-GA9S HP

(一)內徑：9 cm

(二)梯度磁場強度：380 mT/m

• 射頻線圈：大、小鼠體線圈與表面線圈各一組

(一)大鼠體線圈(內徑 72 mm)

(二)大鼠表面線圈

(三)小鼠體線圈(內徑 40 mm)

(四)小鼠表面線圈

• 影像擷取系統：ParaVision 6.0

• 儀器性能：

(一)具生理監控設備：呼吸、體溫、脈搏、脈搏血氧、心律、血壓等。

(二)分析軟體：工作站內建之形態學定量分析及測量軟體

(三)多功能磁振脈衝波序：Cardiac Package, Diffusion Package, Angiography Package, Pulsed ASL 
Perfusion Package, fMRI and DCE Package, Short Echo Time Package, Relaxation Package, Spectroscopy 
Package

• 工作站電腦：影像擷取暨控制工作站電腦。

• 動物承載裝置：大、小鼠表面與身體影像裝置各一組

• 氣麻機與廢氣收集系統

• 水浴機與大、小鼠水浴毯

• 不斷電系統



成像流程

1. Alignment & Precession
將待測物送入高強度磁場(B0)中，同步
質子precession方向

2. Resonance
給予ㄧ垂直B0方向並具質子共振頻率
之RF，導致質子自旋改變

3. MR signal & Relaxation time
RF結束後,接收質子恢復原來
precession方向時所放出的訊號來成像



開放服務波序種類

• T1-GRE : T1 weighted Gradient Recalled Echo

• T2-SE : T2 weighted fast spin echo

• MRA :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m 

• SWI :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 Resolution 

 Normal : 156um

 High : 60~80um



專有名詞介紹

• T1 Relaxation Time: 

proton在被RF改變自旋方向後,平行主磁場方向之淨磁矩
(Mz)回復所耗費的時間

• T2 Relaxation Time:

因鄰近proton間的spin-spin interaction導致垂直主磁場方
向之淨磁矩(Mxy)衰減所耗費的時間

• T1W or T2W

刻意凸顯因組織間T1與T2不同而造成影像對比度差異的
造影方式。



各種改變RF與獲取影像之間關係的造影方法

1. Gradient Recalled Echo ( GRE )
a. 省時
b. 能增加磁化不均勻的效應,適合觀察血流出血等病理現象
c. 雜訊較多
d. 對磁場不均勻較敏感

2. Fast Spin Echo (SE)
a. 減少移動產生的假影
b. 較能容忍不均勻的磁場

3. MRA

特別增強血管訊號的造影方法

4. SWI
a. 強調磁化率不均勻處的造影方法
b. 容易產生假影
c. 適合觀察腦內鐵離子沉積(血塊)等現象



rT2



rSWI



rMRA



1. Pulse Oxygen
2. BPM
3. Respiration rate
4. Temperation

生理監控系統



顯影劑

古爾貝特 業務:葉浚昌
0915115876
拜耳 業務:顏勝宏
0933018516



• 施打顯影劑約會增加30分鐘的掃描時間
• 增加動物死亡風險
• 依尾靜脈插管以及動物循環系統的狀況,顯影劑施打的效果
會有所差別

• 建議施打的情況 : BBB遭破壞

施打顯影劑的必要性?



應用

 形態學定量分析

 小動物神經科學

 腫瘤醫學研究

 脂肪分析

 血液動力學分析

 心臟功能分析

 腎功能分析

Image processing



案例



Null mice_Brain Tumor_T2



Rat_TBI_T2



Rat_TBI_T1h



Rat_TBI_SWI



Mice_ collagenase-induced ICH_T1



Rat_MCAO_T2



Rat_TMJ_T2



























phantom



Shark Nose



Chicken Embryo



Chicken Embryo



影像分析

• DICOM檔匯入Image J

http://lac1.tmu.edu.tw/wp-
content/uploads/2019/02/7TMRI-Image-Processing-
guideline_Lu.pdf

E-mail: 7tamri@gmail.com

http://lac1.tmu.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02/7TMRI-Image-Processing-guideline_Lu.pdf


技術服務申請流程說明



http://lac1.tmu.edu.tw/



諮詢申請單



造影服務申請單





造影選單圖例



注意事項
• 本儀器服務對象包含：

1. 飼養在動物中心1F與3F已麻醉之活體大鼠及小鼠。
大鼠腦部造影限重400 gw，週齡P10以上。

大鼠軀幹造影限重225 gw，週齡P10以上。

小鼠週齡P10以上。

2. 已安樂死之大小鼠、浸泡標本、顯影劑等材料。

• 預約活體掃描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三時、下午三時
至下午五時。

若因突發狀況而無法進行已預約的掃描服務，至少須於預約時間前
一天通知取消服務或縮短排程，若於預約時間申請人未出現、遲到
超過15分鐘、或臨時減少超過三個小時以上的預約時間，將依原預
約時間收費。 (臺北醫學大學研發處實驗動物中心小動物磁振造影技術使用規範 第七條第四項)

• 掃描完成之原始影像檔將統一以申請者攜帶之光碟片燒錄之。申請
人完成報帳流程後，即可持會一單至動物中心領取光碟。



活體掃描
1. 非動物中心代養於1F與3F之動物，不可使用此項技術之活

體服務。(臺北醫學大學研發處實驗動物中心小動物磁振造影技術使用規範 第八條第九項)

2. 申請人於實驗開始前與完成後自行將動物從飼養室取

出與放回。
(臺北醫學大學研發處實驗動物中心使用規範 第八條第五項)

3. 需自行承擔動物死亡風險,掃描過程中可不需全程參與

4. 每次請攜帶Isoflurane與空白光碟片

5. 活體動物掃描如需進行含磁振造影顯影劑之相關掃描，請各

計畫主持人實驗室自行準備，並於掃描當天帶給技術人員。
(掃描過程注射顯影劑所需之尾靜脈插管手術，收費標準為100元/動物)

6. 請勿在欲掃描的動物身上植入任何金屬物質(如耳標、皮釘)，
違者直接取消掃描。



校內使用者 校外使用者

掃描費
1200元/小時

(不包含氣體麻醉費用)

2000元/小時

(不包含氣體麻醉費用)

施打顯影劑 100元/隻

收費標準

範例1 : 為了看大腦解剖構造,僅掃描T1h及T2h
兩小時可掃三隻 (800元/隻)

範例2 : rT1h + rT2h + SWI + MRA+施打顯影劑
三小時最多掃兩隻 (1900元/隻)



Q＆A

1. 是否可以提供control組的影像給申請者?

2. 要先提出籠位還是造影申請?

3. 菜單上沒提供我想要的服務怎麼辦?

4. CT or MRI ?

5. 分析問題

Brain Thoracic cavity

C
T

M
R

I



CT or MRI ?

• CT

硬組織 :骨頭牙齒

肺臟

• MRI

軟組織 :大腦小腦心臟肝臟腎臟

循環系統 :血管造影



1. aMRI諮詢及服務申請相關問題
北醫神經醫學研究中心-神經影像團隊

聯絡人：郭敦邦博士

e-mail: 7tamri@gmail.com

2. 送件申請核可後預約掃描時間
實驗動物中心技術員：吳汶錡

分機:7256

e-mail : bigwu_tmu.edu.tw

儀器連絡人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