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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类同轴技术评价小鼠肾脏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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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应用同步辐射光源的相干性，进行肾脏组织的类同轴成像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评
价相位衬度成像技术在肾脏组织成像及研究病变模式方面的意义。方法：在上海光源BL13W1线站，取经过甲
醛溶液固定后的小鼠肾脏组织样品，置于类同轴光路的样品架上进行成像，以空间分辨率和组织衬度作为评
价标准，比较不同年龄的肾脏的形态、结构差异。结果：在样品与成像板距离Z为150cm获得的肾脏成像，具有
较高的组织衬度，年龄在10个月、18个月与年龄24个月小鼠肾脏的形态及血管均存在明显差异。结论：类同轴
技术能较好显示肾脏的微细解剖结构，而对于适龄和老龄的肾脏之间存在着的血管模式、形态上的差异对于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肾脏的老化特征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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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Evaluation of Mouse Kidney with In-line Outline X-ray Imag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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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Basing on the coherence character of synchrotron radiation (SR), kidney investigation
was performed with in-line outline X-ray imaging (IOXI) technology. Aim to evaluate the latent value in
study of disease mechanism with phase contrast imaging technology. Methods: The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in the BL13W1 of the SSRF (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The kidney samples were
fixed with formalin solution, and they were put on the shelf and imaged in in-line outline X-ray imaging
(IOXI) setup. The spatial resolution and tissue contrast were served as evaluate element, and the differences
of shape and structures among the kidneys of different ag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When the distance
was 150cm between the samples and the imaging plate, good contrast and high resolution were obtained in
the in-line outline X-ray imaging (IOXI), the renal capsule was revealed well, and the resolution reached to
30micron,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hape and vessels structures among the mice at different
ages. Conclusion: The vessels and minute structure of kidney are well present with in-line outline X-ray
imaging (IOXI). The difference in shape and vessels structure between the young and old mouse kidney may
indicate that aging kidney could be studied with in-line outline X-ray imaging (IOXI)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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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硬X射线成像的理论基础从几何光学走
向波动光学，成像的衬度得到大大改善，除吸收衬度
外，还包括X射线的相位改变、衍射、折射、散射、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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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光电子的激发等。其中硬X射线相位衬度成像，
因其具有高空间分辨率（微米量级）和高密度分辨率
（在硬X射线能段，轻元素C、H、O等的光学常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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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项比吸收项高1000 倍以上)等优点，可以获得弱
吸收衬度样品(如生物软组织中的早期肿瘤、血管和
高分子材料等)清晰的微结构信息。成像机制的改变
可以取得更好的分辨率[1]，结合硬X 射线的无损和高
穿透性等特点，使硬X 射线相位衬度成像在生物医学
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目前开展的同步辐射相位衬度成像方法主要有
干涉法[ 2 ] 、衍射增强法[3] 和类同轴法[4]。
类同轴成像是利用空间相干X 射线束在位相突
变处的边界发生菲涅尔衍射得到样品的轮廓像 [5] 。
在前面的研究工作中[6]，我们主要是在北京同步辐射
装置（BSRF）上开展的，一定程度受到光源本身、成
像经验等方便的局限。随着上海光源的建成，各项成
像技术得到不断改进，本研究通过同步辐射类同轴方
法进行肾脏的再次成像实验，对获得的图像信息的研
究以及对不同龄的小鼠肾脏的对照研究，以组织衬度
及空间分辨率为评价指标，旨在进一步评价相位技术
在肾脏成像方面的价值。
方

法

1.线站及光路设计
实验在上海光源BL13W1线站进行。图1是类同轴
衬度成像的实验装置示意图。本实验采用由单色器晶
体引出的单色光对样品进行成像。单色器选用Si (111)
晶面，单色光能量为12keV。样品台可以沿Z 轴方向移

动，以调节样品与成像装置的距离，根据之前实验经
验我们选用150cm。
2.样品
样品选用经4％甲醛溶液固定的小鼠肾脏，先行
正常适龄（10月龄）的小鼠切片进行高分辨成像，再进
行适龄小鼠、壮龄（18月）、老龄小鼠（24月）的成像对
照实验，并分别行CT三维重建。
3.成像装置-CCD
实验中我们采用分 辨率9µ mCC D ( Phot on ic S c i e n c e V H R ) 成 像，在 行 高 分 辨 扫 描 时，选 用
1.85µmCCD，曝光时间选用30ms。
结

果

1. 肾脏高分辨成像
在 对1 0月龄小 鼠 的 高 分 辨 成 像 实 验 中（ Z 为
150cm），包括构成肾脏的基本单位肾小体、肾小囊以
及近曲、远曲小管等诸多肾脏组成微细结构（图2）均
能清晰显示，与传统病理学（图3）所显示的结构信
息基本相仿，经显微放大法测量获得其分辨率约为
10µm。
2.肾脏血管的BaSO 4造影与无造影剂成像
接下来对10月龄小鼠的肾脏进行成像实验，注射
Baso4后的肾脏血管均可以清晰显示（图4），而未注
射任何造影剂的肾脏血管（自主干直至远端分支）也
能获得直接显示(图5)， 相比较前者另外能部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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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衬度成像的实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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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类同轴成像显示肾小球结构。图3 肾小球结构病理图。图4 经肾动脉注射Baso4所显示的肾内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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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肾脏血管直接显示（未加任何造影剂）。图6 A. 10月龄小鼠肾脏。B. 10月龄小鼠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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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A. 18月龄小鼠肾脏。B. 18月
龄小鼠肾脏。

B

图8 A. 24月龄小鼠肾脏。B. 24月龄小鼠肾脏。

肾脏皮质（结构较为致密）、髓质（显示较为疏松）。
3. 不同期龄肾脏的成像比较
在分别对不同年龄的小鼠肾脏进行成像中 (图
6~8，A为直接成像，B为CT断层扫描后三维重建图)，
我们发现随着年龄不断老化，肾脏形态、血管结构均
发生明显变化，在10月龄的小鼠肾脏中（图6），血管
走行光整、自然，肾脏形态较为圆满；到18月龄时（图
7），小鼠肾脏可以见到轻度萎缩，皮质区呈不规则改
变，肾脏内血管走形略显杂乱，远端分支与近端主干
大小、粗细比例不均匀；而24月龄的肾脏显示为明显
变形、皱缩，边缘凹凸不平，甚呈结节状突起，肾脏内
血管结构完全紊乱、显示不清，甚至部分中断。
讨

论

1．类同轴法相位成像的优势
类同轴法相位成像相对于其他相位衬度成像技
术，除要求X射线源有较好的空间相干性外，对时间
相干性则要求不高，而且对实验设备要求及光路相对
简单，另外还有视场大以及图像直观无伪像等优点，
不需要特别的样品准备和复杂的光学器件（如单色

器、干涉仪等），样品在成像过程中不会受到光学元件
运行不正常等因素的干扰，因此这种光源具有非常大
的应用前景[7]。
2. 同步辐射肾脏成像研究进展
近年来应用同步辐射开展肾脏的成像研究有较
大发展；Gang等 [8] 采用最简单的两块晶体研究了肾
脏切片厚度与成像质量之间的关系。Wu等 [9] 在日本
SPring-8装置上应用干涉法对大鼠肾脏切片进行了成
像研究，获得的空间分辨率达到0.01mm，相当于20倍
光学显微镜的图像分辨力。Yoon等 [10] 在韩国Pohang
Light Source (PLS)装置上应用同步辐射折射成像方
法对肾脏 正常及癌肿组织进行了成像研究，发现通
过折射边缘增强效用可以显示相当于70 0倍光学显
微镜下的微细组织结构，对于癌症组织的亚型分类
及微细改变如囊性退变均可清晰显示。Wu等 [11] 在日
本PF装置应用同步辐射相位衬度干涉法技术研究仓
鼠的肾脏，观察到肾脏微细结构，其空间分辨率低于
0.01mm，肾脏的动脉、静脉以及毛细血管襻均得以显
示。国内陈志华等 [12] 采用同步辐射DEI成像显示一
个肾段的细微解剖结构，包括肾脏被膜、弓形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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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肾乳头结构、小叶间动、静脉，最细的分支直径
为30μm。髓质区直集合管、乳头管结构清晰，最细可
分辨直径为30μm的集合管和乳头管管道系统。
3. 同步辐射技术研究肾脏衰老的理论、实践及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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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的老化是一个自然过程，对于小鼠肾脏来
说；肾脏体积的减少主要与肾皮质变薄有关：随着年
龄的增长，完整和正常的肾小球数目进行性减少，硬
化性肾小球的数量逐渐增多，尤其是在肾皮质外带更
为明显，肾小管的数量和体积逐渐减少；肾血管结构
的老年性改变主要表现为小血管的透明样变性和动
脉硬化。
在本实验中，我们发现肾脏老年化中的血管、部
分皮质及肾脏体积改变的趋势，并且能间接分析出肾
小球数量的减少（24月龄小鼠的肾脏血管明显减少，
而肾小球本身即为毛细血管襻）。实验结果说明类同
轴成像技术可以从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反映出肾脏自然
衰老过程中的形态学改变，对于研究肾脏的生理、病
理学过程具有较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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