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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窗模型的分类及其在影像学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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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视窗模型(Window Chamber, WC)是直接在动物活体上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对治疗药物的反应，尤其
对各种肿瘤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目前常用的视窗模型有脊背视窗模型、乳腺视窗模型、脊柱视窗模型以及颅
脑视窗模型，目前对其成像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荧光成像、超声成像、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及
核医学(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成像。这些成像方法的发展对于研究视窗内组织的血管、代谢及药物的治
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深入了解疾病进展及研究疾病治疗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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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window chamber model and its research
progress in iconography
GAO Yi-hui, JIANG Li-xi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window chamber models, including the mammary window chamber model, the spine window chamber
model and the craniocerebral window chamber model, are widely used in iconography, such as fluorescence imaging,
ultrasound imag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PET im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imaging method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vascularity, metabolism, and drug therapy of the tissues in the windows, which is
helpful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the progress of disease and the research on new treat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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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观察肿瘤血管。视窗模型发展至今，种类及用途
多种多样，比如研究多种肿瘤的脊背视窗模型
0 引 言
(Dorsal Skinfold Window Chamber, DSWC)、研究乳
视窗模型在研究血管生成、肿瘤微环境及药物 腺癌的乳腺视窗模型(Mammary Window Chamber,
治疗反应等方面已经有 70 多年的应用 。现已经发 MWC) 、研究脊髓血管及轴突的脊柱视窗模型
展为可以研究肿瘤发生、增殖和转移的一种方式， (Spinal Cord Window Chamber, SCWC)以及研究大
使得活体模型在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研究成为现实 脑的颅内视窗模型 (Intracranial Window Chamber,
。其主要优势在于可以在 2～3 周的时间内动态观 ICWC)。
察肿瘤及其微环境的变化 ，对肿瘤生长检测、肿 1.1 脊背视窗模型
瘤治疗新药物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意义 。
脊背视窗模型(DSWC)是一种活体模型，过去
三十多年在研究微血管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
1 视窗模型的分类
用。Moy 等 在 1943 年提出脊背视窗模型的概念，
使用两个铝框架固定在大鼠背部制作成为视窗模
20 世纪 20 年代，Sandison 制作出第一个视窗
型。通过不断改进，已经制作出可以应用于体型更
模型，用来观察兔耳微循环及炎症反应。Goodall 小动物的脊背视窗模型，比如应用于小鼠及仓鼠。
等 于 1965 年第一次将视窗模型安装在仓鼠脸颊上 固定装置也由铝框架改为由钛或更轻的材料制作
的框架，并且具有更高的物理稳定性。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脊背视窗模型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在活体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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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用广泛，例如，Laschke 等 研究血管生成，Yuan
等 研究肿瘤进展及微血管靶向分子生物治疗的评
价等。Dewhirst 等 通过将肿瘤细胞系或原发肿瘤
细胞移植入脊背视窗进行肿瘤研究，可以直接观察
肿瘤及其周围血管。对脊背视窗模型的很多研究都
表明肿瘤血管与正常血管的诸多不同，并通过诸多
测量参数进行量化，例如血管通透性，血红蛋白饱
和度，红细胞通量，氧分压等，这些参数被作为肿
瘤治疗后的生物标志物进行研究 。
1.2 乳腺视窗模型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原位和异位器官环境的
差异性将会影响肿瘤细胞基因表达肿瘤生长、侵袭
力、血管生成、转移、药物的输送和对许多肿瘤类
型中治疗药物的敏感性。乳腺视窗模型是将乳腺癌
细胞系移植入雌性动物的乳房，可以重复、持续并
且无侵入性地动态观察原位乳腺癌的生长及血管
生成，对研究原位肿瘤的特性有更大的优势。原位
乳腺癌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研究，如用于研究乳腺癌
新型转移模型，新型分子靶点、生长因子对血管生
成和乳腺癌肿瘤生长的影响、乳腺及基因治疗等方
面 。Kedrin 等 使用可以稳定表达光转化荧光蛋
白 Dendra2 的乳腺癌细胞系 MTLn3 与乳腺视窗模
型相结合，以研究肿瘤的转移特性。该实验表明肿
瘤血管周围微环境(血管周围的肿瘤组织)富含肿瘤
相关的巨噬细胞和细胞外基质，刺激乳腺癌细胞的
转移和侵袭。Schafer 等 在视窗盖玻片表面涂上铂
卟啉，使用 MDA-MB-231/eGFP 乳腺癌细胞系，在
与盖玻片接触的乳腺癌组织和正常乳腺组织的范
围内测量氧分压水平。
1.3 脊柱视窗模型
脊柱视窗模型(SCWC)用于研究脊髓损伤、脊
髓肿瘤、脊髓炎及脊髓缺血后血管、轴突的变化。
目前对小鼠脊髓的研究是通过手术暴露脊髓，利用
显微镜等显示脊髓结构，但需要重复手术进行成
像，对脊髓进行长期观察将会增加脊髓感染，引起
脊髓损伤并对动物造成额外的疼痛 。脊柱视窗
模型的优势是可以在活体情况下将视窗固定在脊
柱的特定部位进行连续观察，避免重复手术对动物
的伤害。Fenrich 等 对 43 只成年 C57 小鼠安装脊
柱视窗模型。他们研究发现在植入视窗后的数小时
内小鼠动作活跃，小鼠体重随着时间持续增加，视
窗对脊髓细胞的结构几乎没有影响，且在成像中伪
影明显减少，是长时间研究小鼠脊髓的有用工具。
Farrar 等 使用脊柱视窗模型研究激光诱导小鼠脊
髓损伤之后小胶质细胞及血管的变化，进行多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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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连续成像观察，发现小胶质细胞的数量和范
围随着时间不断增加，且在损伤后 24 小时内变化
最大。
1.4 颅内视窗模型
颅内视窗模型(ICWC)常用于通过光学成像研
究动物大脑的结构及其皮质功能、脑肿瘤以及大脑
对药物治疗的反应等方面。Bok 等 使用双光子显
微镜观察颅内视窗模型局灶性脑缺血小鼠大脑中
小胶质细胞的活动，并成功在局灶性脑缺血区域观
察到 Iba-1 阳性小胶质细胞的活动，这有助于开发
抑制小胶质细胞活性的药物。Burrell 等 采用小鼠
颅内视窗模型研究肿瘤生长及药物对颅内结构的
影响，发现骨髓起源的细胞在脑肿瘤组织血管形成
中的作用，并在长达 8 周的时间内对大脑进行重复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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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视窗模型的影像学研究

解剖学成像和功能性成像是研究肿瘤生物学
的两种主要成像手段。解剖学成像常用于测量肿瘤
大小、内部结构及其对周围组织的侵袭，如超声、
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以及核
医学(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成像等。
但是在形态学变化之前常伴随着肿瘤微环境的变
化，如细胞受体表达失调、异常代谢途径、血管形
成及组织氧合的变化 ，这些功能变化的成像被称
为功能性成像，如荧光成像和光声成像等。解剖学
及功能性成像相互结合，能够更加全面地研究肿瘤
的发生和发展、对治疗药物的反应等。
2.1 荧光成像
荧光成像在肿瘤研究中应用广泛，包括研究肿
瘤的转移及侵袭、研究肿瘤细胞与宿主微环境的相
互作用、细胞受体的检测以及肿瘤血管等方面。视
窗模型的发展有助于使用光学技术来研究肿瘤在
体内的动态变化 。常用的荧光成像手段包括荧光
显微镜、激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以及高光谱荧光显
微镜等。
2.1.1 荧光显微镜
Oye 等 使用荧光显微镜观察裸鼠脊背视窗模
型。视窗内种植可以稳定表达 A-07-GFP 人黑色素
瘤细胞，在成像时尾静脉注射 TRITC–dextran 后观
察视窗内部血管，通过连续观察看到视窗内肿瘤组
织周边六种血管的显示：正常组织小动脉，正常组
织毛细血管，正常组织小静脉，肿瘤组织小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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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组织毛细血管和肿瘤组织小静脉。并绘制出这
六种血管内荧光强度与时间相关曲线，测量视窗内
不同血管内的血流速度，这对研究肿瘤内部血管及
其对治疗药物的代谢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2.1.2 激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成像
Azusa Maeda 等 使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裸鼠脊背视窗模型，将 DsRed-BxPC-3 人胰腺癌细
胞系种植到脊背视窗模型中，成像前通过尾静脉注
射 FITC-Dextran 以显示功能性血管，并使用 4 倍物
镜用于共聚焦成像。他们研究发现，在相同大小的
感兴趣区域内，与荷瘤小鼠相比，正常小鼠的功能
血管面积更大，且在视窗模型安装后的第 21 天差
异最为显著。使用骨化算法来分析血管网络，研究
表明与相同大小的正常区域相比，肿瘤血管比正常
的血管更加扭曲，肿瘤血管的长度及扭曲度会随着
肿瘤的生长而增加。Oraevsky 等 用白光及小于
400 nm 的光分别从视窗底部照射对表达绿色荧光
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GFP)的前列腺肿瘤
进行成像以检测肿瘤生长。荧光图像可以更加清楚
地显示肿瘤的位置、肿瘤内部及其周围的血管，并
可以测量肿瘤组织的大小。
2.1.3 高光谱荧光成像
高光谱成像常用来显示组织中的血液灌注，并
绘制出血红蛋白饱和度的图像，能够以逐个像素为
基础获得荧光发射或反射/透射光谱， 其主要优点
在于它可以使用化学计量算法定量分离多种对比
度来源。Sorg 等 使用高光谱荧光成像观察种植有
4T1 乳腺癌细胞，其可以稳定表达红色荧光蛋白
(Red Fluorescent Protein, RFP)并可在缺氧调控启动
子(Hypoxia Regulatory Element, HRE )作用下于细
胞乏氧时诱导 GFP 的表达，实验过程中分别给予小
鼠空气、氧气及处死后进行成像，用以测量不同情
况下视窗内肿瘤微血管的血红蛋白饱和度，并通过
GPF 的表达量来区分肿瘤乏氧区域。
2.2 光声成像
光声学(Photoacoustics, PA)是一种新兴的生物
医学研究模式，具有强大的癌症检测和鉴定潜力。
在光声成像(Photoacoustic Imaging, PAI)中，通常以
高能脉冲激光照射生物样品。光声成像的原理是，
当光照射生物组织时，其能量部分被吸收并转化成
热，产生热弹性膨胀和声波。其产生超声波与生物
组织的光吸收系数成比例，通过对超声信号的检
测，从而形成样品相对光吸收的图像。Oraevsky 等
用光声成像观察脊背视窗模型中的 GFP-PC-3 前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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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肿瘤组织。他们发现光声成像可以显示肿瘤血管
网并且使组织较深层的血管显示更加清晰。
2.3 超声成像
超声成像是利用超声声束扫描组织，通过对反
射信号的接收及处理以获取组织内部的图像。
Oraevsky 等 使用超声探测器发射并检测超声信号
以获取视窗模型内前列腺肿瘤的超声图像。超声图
像可以显示视窗内肿瘤组织的结构及其内部回声
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2.4 MRI 成像
MRI 成像是通过对静磁场中的生物体施加某
种特定频率的射频脉冲，由于生物组织中含水量丰
富，基于核磁共振的原理使氢质子受到激励 ，停
止脉冲后，质子在弛豫过程中产生 MR(Magnetic
Resonance)信号，通过对 MR 信号的接收、空间编
码和图像重建等过程成像。Leung 通过对乳腺视
窗模型进行 MRI 成像，视窗内种植 MDA-MD-231
乳腺癌细胞。使用多切面多回波序列 (Multi-Slice
Multi-Echo, MSME) 及快速获取弛豫增强序列
(Rapid Acquisition with Relaxation Enhancement,
RARE) 来获得二维的 T1W(T1 weight) 及 T2W(T2
weight)权图像，之后重建为视窗模型的三维图像。
他们研究发现乳腺癌组织有长 T1 及长 T2 特性，因
而在 T1 加权图像上比周围组织信号更弱，而在 T2
加权图像上比周围组织信号更强，并且在 T2 加权
像中肿瘤组织内部信号不均，可能是因为肿瘤信号
较弱的区域内含有较多的脱氧血红蛋白，信号较强
的区域内含水量较多的原因。由于肿瘤与周围组织
的高对比度，采用 T2 加权像来测量肿瘤大小并监
测其生长速度。
2.5 PET 成像
PET 成像是核医学成像的一种，是功能成像模
式，通过注射放射性标记药物提示示踪剂分布的成
像方法。常用的放射性药物是 F-FDG ，其原理是
利用恶性肿瘤常表现出异常高水平的糖酵解代谢，
使 FDG(Fluorodeoxyglucose)在恶性肿瘤中的摄取
率显著增加，在 PET 扫描中恶性肿瘤组织可摄取更
多 FDG 而明显显示。Leung 利用 PET 成像观察种
植 MDA-MD-231 乳腺癌细胞的乳腺视窗模型，研
究显示视窗内乳腺癌肿瘤及其周围组织对 FDG 的
高摄取率，并提示乳腺癌对周围组织代谢的影响。
2.6 多模态成像
上述成像方法各有利弊，多模态成像可以综合
上述成像方法的优点。多模态成像的目的是对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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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影像学方法，结合各个成像方
法的优势，经过数据处理将图像融合以显示更多影
像学信息，提高对肿瘤检测的精确度和灵敏性。目
前常使用的较为成熟的多模态成像手段包括 MRI
或 PET 与荧光成像结合、荧光与光谱成像结合以及
将光声、超声以及荧光成像相结合的三模态成像系
统。Gaustad 等 使用增强 MRI 与荧光显微镜相结
合，将 A-07-GFP 人黑色素瘤种植入脊背视窗模型
内，以获取肿瘤微血管的形态及功能信息。Schafer
等 在研究乳腺癌时使用乳腺视窗模型与共聚焦荧
光显微镜成像、PET 及 MRI 成像相结合，该实验使
三种成像手段的分辨率、成像深度与功能性成像相
辅相成，对研究乳腺癌的生物学特征及治疗药物的
研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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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综上所述，各种视窗模型的建立及多种影像学
的交叉研究对我们深入理解肿瘤尤其是肿瘤血管
的生成、肿瘤微环境的变化、肿瘤的转移，及对肿
瘤治疗药物的进一步研究将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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