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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侵入式小動物超音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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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時收費 



VisualSonics Vevo 2100簡介 
• 型號：Vevo 2100™ High-Resolution In Vivo Imaging 
System 
 

• 探頭：目前已購MS-550D，探頭頻率: 40 MHz， 影像
寬度: 14.1 mm, 影像深度: 15 mm。 
 

• 操作模式：目前已購B-Mode、M-Mode和Contrast 
modem三種模式。 
 

• 麻醉方式：此系統提供使用isoflurane來麻醉動物，使
用者也可自行處理使用其他麻醉方式。 
 

• 適用範圍：小鼠腹腔、生殖系統、胚胎、血管、腫瘤，
大鼠胚胎、大鼠之幼鼠血管與腹腔掃描。 



VisualSonics Vevo 2100 

麻醉系統 

生理監測系統 

操作系統 



功能與應用 



B-Mode 
- 提供生理組織的大小和形狀的訊息 

Foster FS et al., Ultrasound in Med and Biol, 28:1165-1172 (2002) 



M-Mode 
- 隨時間追蹤以檢視器官運動 



Contrast mode 
An imaging technique combining ultrasound and specially modified 
contrast agents may allow researchers to noninvasively detect cancer 
and show its progression. 



目前應用實例 



Liver tumor 

Gnmt-/-, Female, no.13, 15M Gnmt-/-, Female, no.13, 13M old 

• Follow-up of tumor formation  

• Determination of tumor size 

Gnmt-/-, Female, 15M old 



Liver stea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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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fibrosis 

Coin oil-10R CCl4-44R 

AAV-eGFP=> CCl4-33R 

1. Coarse and heterogeneous parenchymal 
echogenicity. 

2. Irregular or nodular hepatic surface. 
3. Regenerative nodules. BMC Vet Res. 2010 Jan 29;6:6. 

AAV-GNMT=> CCl4-28R 



M-mode echocardiography 

李香君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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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規定 
• 使用資格 

     一、曾使用過同類型超音波掃描儀，其操作技術經超音波掃描儀負責
人認可者。  
     二、經由訓練課程研習而熟悉操作，其技術經超音波掃描儀負責人認
可者。  
     三、本人不欲親自操作超音波掃描儀，可委由超音波掃描儀負責人委
請之技術人員代為作業。 

• 門禁管制  
非侵入式小動物超音波系統目前設置於動物房，欲進入使用者也需
要遵守動物房管理之規定，請先取得進入動物房之資格。 

• 使用時間 
    上午時段: 8:00~12:00  
    下午時段: 1:00~17:00  
     晚上時段: 清潔保養 



使用規定 
• 使用程序  

一、符合使用儀器資格者，應先瞭解儀器設置及工作環境概況後，才可
開始預約操作時間，操作結束要確實記錄使用人、單位及使用時間。  
二、使用者於第一次使用儀器時，應先瞭解儀器設置及軟體操作，以避
免操作上的錯誤與困擾。使用者若有任何技術上困難，請知會技術人員
，切勿自行嘗試。  
三、使用者於使用儀器前若發現儀器故障、掃描探頭損壞或污損時，請
知會技術人員，並於使用登記本加以記錄以釐清責任歸屬。  
四、各項儀器均附有簡易明瞭的操作程序與注意事項，務請按程序操作
與使用，未經指示之旋（按）鈕開關，請切勿自行嘗試轉動。  
五、使用完畢，請按指示將一切歸原，清理探頭並記錄下任何有關事項
。研究實驗所使用的物品以及廢棄物，請自行保留清理，切勿遺留於工
作檯面或實驗室之垃圾桶，以免實驗室受污損。 
六、使用者如無法親自操作，而是委託本超音波室所屬人員代為操作儀
器，則於論文發表時，需於誌謝欄中提及「高雄醫學大學傳染病與癌症
研究中心非侵入式小動物超音波系統之支援」，或將操作人員列入作者
群中。  
七、超音波屬精密且脆弱之儀器，不堪搬運途中地面上任何凸起或者撞
擊，原則上不得異地操作。 



計時收費 

單位 一般校內 
建教合作單位及育

成中心進駐廠商 
一般校外單位 

自行操作 200 元/小時 200 元/小時 400 元/小時 

代客操作 400 元/小時 400 元/小時 800 元/小時 

 

單位 一般校內 
建教合作單位及育

成中心進駐廠商 
一般校外單位 

自行操作 400 元/小時 400 元/小時 600 元/小時 

代客操作 600 元/小時 600 元/小時 1000 元/小時 

 

• 麻藥自備之收費 

• 使用中心麻醉藥劑之收費 

• 學校教學用與管理單位免收費 

成功大學: 
使用isoflurane收費400元/時，自備isoflurane則收費200元/時。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高醫:�3D全光譜活體分子影像系統：自行操作(麻藥自備)：校外使用者( 750元/小時)、校內使用者( 500元/小時)�育成中心進駐廠商：600/小時



敬請指教 



Sonogram trans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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