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8 PET/CT 产品说明

关键性能：

• 高达14%的业内最高成像灵敏度

• 放射性核素注射量可低至25 μCi

• 全视野范围达到 1.4 mm 的均一空间分辨率

• 单次扫描完成小鼠全身成像，适用于放射性探
针全身代谢动态成像

• 高速、低剂量的 CT 成像，扫描时间少于1分钟

• 软件具备多种操作模式，方便各类用户进行使用

• 紧凑型台式系统

小动物活体 PET/CT 二合一成像系统

PerkinElmer 公司最新研发的 G8 PET/CT 二合一
成像系统集成了高灵敏度 PET 成像及快速、低剂
量 microCT 成像，使研究者在进行功能或代谢
研究的同时，获取结构性图像数据。同时，为了

新一代PET/CT
成像技术

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和定量的准确性，G8 标配了多种成像附件，包括用于承载实验
动物的带麻醉接口成像盒、便于成像前放射性探针注射及维持实验动物正常生理状态
的预处理工作站、高度集成的气体麻醉系统。另外，基于高质量的成像性能及分析算
法，系统可以对成像结果进行真实准确的定量分析。结合 G8 PET/CT 成像系统，您可
以进一步扩展或深化现有的研究领域，包括神经学、肿瘤学、心脏病学、免疫学、生
物分布和新药研究等。

与传统 PET/CT 相比，G8 PET/CT 成像系统不仅具备强大的成像性能，而且凭借紧
凑精巧的台式机身设计，使其可以放置于普通实验台，无需额外的空间及房间要
求，可使研究者更便捷地开展 PET 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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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

肿瘤

膀胱

G8 PET/CT：以实验研究为设计根本，以便捷操作为最终目标

肿瘤研究
18F-FDG是最常见的研究肿瘤发生发展
的一种可靠、有效的放射性探针。通过
利用 18F-FDG 及 PET/CT 成像系统，能
够快速检测肿瘤中葡萄糖代谢水平的变
化，从而了解肿瘤的发生发展及治疗效
果。这种成像及分析技术是进行临床前
肿瘤研究及新药研发的有利工具。

神经疾病研究
18F-Fallypride 可用于进行多
巴胺 D2/3 受体的非侵入活
体成像，反映多巴胺  D2/3 
受体的含量。这类成像可为
研究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提
供重要的信息，以了解疾病
机理并进行药物开发。

更多应用

• 药物动力学和生物分布研究
• 心血管疾病研究，包括心肌梗
塞和动脉粥样硬化

• 新药研发
• 毒理学研究
•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研究

上图为利用 18F-FDG 及 G8 进行皮下移
植瘤的成像，结果显示了该探针被肿瘤
及心脏大量吸收，并经膀胱进行代谢。

上图为利用Na18F观测野生型C57BL/6 
小鼠的正常骨代谢，结果显示在脊椎、
膝盖和肘关节部位，骨的代谢比较旺
盛。

小鼠大脑（左）和大鼠大脑（右）的18F-Fallypride PET/CT成像

上图为利用放射性核素 Zr-89 标记的
cys-抗体二聚体观测野生型 C57BL/6 
小鼠体内的 CD8 T 细胞，结果显示在
脾、淋巴结等免疫器官中，有明显的 
CD8 T 细胞信号。

骨代谢研究

Na18F进入体内后，会特异性与骨骼中
的羟磷灰石结合，从而快速反映骨代谢
的区域。结合该探针，可将 PET 应用于
多种骨相关疾病，例如骨质疏松和肿瘤
骨转移而导致的骨溶发生。

免疫研究

抗体正逐渐成为靶向治疗研究的核心工
具，并提供了一系列强大的分子成像探
针以进行生物标记物的活体研究。抗体
成像是一种灵敏、非侵入式的分子表征
方法，用于指导诊断、预后、治疗方案
选择及监测疾病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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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 PET/CT 技术优势 G8 PET/CT 工作流程：事半功倍

过去，由于担忧放射性核素的辐射危害，很多研究人员不愿使
用PET技术。现在，基于 G8 PET/CT 极高的灵敏度，使研究者
能够大幅降低放射性核素的注射剂量，因此，研究者能在更为
安全的辐射剂量下进行工作。相比传统 PET 成像，实验动物和
操作人员的辐射暴露量只有此前的十分之一。

G8 PET 成像模块

• 模块像素化 BGO 探测器
• 高速数字化符合探测电路
• 使用 32个 CPU 进行快速 3D MLEM 重建
• 采集和图像重建同时进行

G8 CT 成像模块

• 小鼠全身 CT 扫描（9.5 cm）
• 少于 60 秒的小鼠全身快速扫描
• 75 微米重建像素尺寸
• 适用于低辐射、长时间扫描成像

便捷高效的实验动物处理流程

PET 成像研究除了仪器本身之外，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研究
者发掘出有价值的生物学信息。成功的实验依赖于成功的实验
准备过程，为获取有意义的生物学结果，研究者需要进行正确
而有效的实验动物准备。G8 系统的新型小动物准备和管理流
程能有效减少手动设置过程，从而降低人为实验干预。内置的
视频摄像头可支持对实验动物的生理状况进行实时监测，保障
最佳成像环境和稳定的实验结果。

• 自动麻醉
• 持续恒温
• 可重现的 PET/CT 定位
• 用于环境保护的病原体屏障
• 简单设置后进行动物注射
• 实时扫描影像
• 成像过程中记录呼吸频率
• 多模态连接，可连接 PerkinElmer 光学成像系统
• 与 MRI 和 SPECT 成像系统兼容

传统的 PET 成像系统由于造价昂贵、使用及维护成本高、操作
繁琐，因此难以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临床前成像技术。为了能
够让更多的研究者将 PET 技术结合于实际应用，G8 PET/CT 成
像系统开创性地采用了全新的成像机械架构，用四面紧密环绕
的平板探测器架构代替了传统多边形环状架构。这种架构设计
不仅将系统成像灵敏度提升至新高度（14%），并保证整个扫
描视野中的成像分辨率几乎维持一致（1.4mm），而且极大减
小了设备的空间尺寸，使得整个系统更为易用。

图 1、G8 PET/CT 的创新性几何架构使得整个视野范围的空间分辨率
几乎一致，而传统PET的几何架构则是越远离视野中心，分辨率就越
低。图中红线代表 G8 整个视野范围的空间分辨率，蓝线代表典型的
环状系统。

图 4、成像盒是病原体屏障，可便捷地将实验动物从预处理工作站转
移至 G8 成像仓，实现了动物预处理和 PET/CT 成像的无缝链接，极大
降低了对实验动物的影响。

图 2、G8 包括 PET 和 CT 两部分成像模块，其中 PET 模块置于设备
前端，CT 模块置于设备后端。

图 3、高效便捷的实验动物预处理工作站。

精心设计的 G8 系统可最大限度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保证实验
的准确性。凭借特有的麻醉及恒温工作站，在成像一个动物的
同时，可进行另一只动物的成像前预备流程，从而减少准备时
间，增加实验通量。

CT Scanner PET Det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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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多样的成像设置模式

多种成像设置模式有助于各类使用者快速有效地采集数据，使
用者可根据需要选择通用模式、高级模式及管理员模式进行成
像设置。

• 通用模式基于预置的方案和优化的参数，提供了一种简单便
捷的成像工作流程，无论用户是否具有丰富的 PET 成像经
验，均可采用该种模式，轻松进行操作。

• 高级模式偏重操作灵活性，经验丰富的 PET 用户可选择该种
模式，进行多种图像获取和重建参数的灵活设置。

• 管理员模式能按项目或按用户轻松导入数据，以便进行各种
账户管理工作。

高速的 PET及 CT 图像重建

G8 利用高配置 CPU 阵列，自动进行快速数据处理和图像重
建，所有PET及CT数据重建只需数分钟即可完成。

成像结果

只需三次鼠标点击即可完成动物全身扫描、拼接和器官分析。
借助 G8 系统高灵敏度、高空间分辨率、易用性以及强劲的计
算性能，仅需最少的人工操作，即可快速获得大量高品质的
PET成像图片及定量分析数据。

小身材大能手 — 高性能紧凑型机身

只有 22 英寸宽、28 英寸高的 G8 系统是业内最小的 PET/CT 

成像系统。紧凑的机身设计使之可以安装在任何实验室内，只
需最少的场地规划和培训，即可让现有工作人员快速上手操作

图 5、多种成像设置模式使用户可根据需要灵活选择，用户还可以创
建自己的方案流程、增加同位素、选择校准方式、增加重建迭代、以
及其它特殊功能。

图 6、内置的视频摄像头可支持对实验动物的生理状况进行实时监
测，保障最佳成像环境和稳定的实验结果。

图 7、G8系统可以安放在任何实验室环境中。小于4平方英尺（56cm 宽 x 66cm 深 x 71cm 高）的机身非常容易安装，基本不用改变现有其它实验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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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 PET/CT 成像系统规格参数

仪器规格

尺寸（宽 x 深 x 高，重量）
工作环境温度

工作环境湿度
电源要求

加热成像室
气体麻醉接口

进样器接口

56 cm (22") x 66 cm (26") x 71 cm (28"), 108 kg (240 lbs)

65 - 75 °F (18 - 24 °C)

30 - 70% 

4 A @ 110 V (2 A @ 220 V)

具备，37 °C

具备

具备

轴向 FOV

径向 FOV

探测器元件尺寸

峰值绝对灵敏度

FOV 中心处重建分辨率

平均能量分辨率

能量窗口范围

探测器元件总数

重建算法

9.5 cm

4.7 cm

1.75 mm x 1.75 mm x 7.2 mm

>14 %

1.4 mm

18 %

150 - 650 keV

5,408

3D ML-EM

X射线源

X 射线探测器
像素尺寸
探测器 ADC bit 深度
标准扫描时间
标准扫描剂量
探测器有效成像尺寸
预热时间

50 kVp, 200 uA

CMOS+CsI 平板探测器
75 微米
14 bits

少于 1 分钟
~ 40mGy

14.5 cm x 11.5 cm

少于 1 秒

大鼠成像盒
大鼠神经成像盒
VivoQUANT软件

大鼠成像，体重最重达 200 克
大鼠脑成像，体重最重达 350-375 克
高级分析软件

PET 性能参数

CT 性能参数

可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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