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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1.5 T 磁場下，使用磷-31表面線圈擷取迷你豬心肌組織磷-31 磁振頻譜技術，以非侵襲性方式提供更

多活體組織中所含的生物化學訊息，目的為建立迷你豬心肌組織磷-31 磁振頻譜之技術，以評估實驗型迷你豬

心肌組織之能量代謝。儀器使用 Philips Intera 1.5 T 磁振系統與磁振頻譜分析軟體，直徑10cm之磷-31表面線

圈為擷取頻譜的設備。由標準假體測試最佳化參數與評估系統之穩定度。本研究以一維磷-31磁振頻譜影像技

術擷取6隻健康迷你豬心肌磷-31磁振頻譜影像資料。頻譜數據資 料透過填零運算、高斯濾器、傅利葉轉換、相

位修正及基底線修正處理後，最後進行相對定量及統計分析。針對健康迷你豬(n=6)進行心肌磷-31代謝物之相

對定量得PCr值為75.5±12.1 (65.7~92.3, a.u.,自定值)，γ-ATP值為35.9±3.5 (30.9~40.4 a.u.)，而PCr/γ-ATP值為

2.12±0.37(1.5~2.55)。本研究已成功的建立在 1.5 T 磁場下，迷你豬心肌組織一維磷-31磁振頻譜之技術，可

望提供臨床診斷之參考與進一步的研究。 

關鍵字：磷-31磁振頻譜、一維化學位移成像技術、高能磷酸鹽、心肌 

前  言 
 

磁振頻譜(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為
一非侵襲性且可重複對活體特定部位組織之代謝、生化環

境及化合物進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它可提供人體內新陳代

謝物成分及化學性質的訊息，適合長期、持續監測代謝化

合物的變化情形，有助於評估病程之進展。近幾年來，磁

振造影儀硬體設備、頻譜掃描的加速及 RF 脈衝設計的改

良等都有可觀的進展。磁振頻譜在臨床研究與應用中逐漸

扮演重要的角色。利用磁振頻譜技術得到最佳的頻譜品

質，可提供組織代謝物客觀的定量，以期在臨床病理研究

及診斷上，對於組織中的成分提供更進一步的診斷指標

[1]。磷-31 磁振頻譜(P-31 MRS)己被應用在人類心臟[2-4]
及骨骼肌肉[5-6]之臨床評估上。它可提供有關能 量的代謝

物質與細胞內 pH 值的代謝資訊 [7]，包括磷酸肌酸

(phosphocreatine, PCr)、腺嘌呤核苷三磷酸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無機磷酸鹽 (inorganic phosphate, Pi)、
磷酸二脂(phosphodiester, PDE)及及磷酸單脂 

(phosphomonoester,  PME)等代謝物質。腺嘌呤核苷三磷

酸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ATP 為參與細胞能量代

謝最重要的分子。所有食物經新陳代謝處理之最終能量產

物為 ATP，且細胞所有的能源需求則使用 ATP 作為燃料。

ATP 與其降解產品可以在大多數組織的 P-31 MR 頻譜中被

觀察到。腺嘌呤核苷三磷酸頻譜擁有兩個雙重峰

(doublet)γ-ATP, α-ATP 和一個三重峰(triplet)β-ATP 分別位於

-2.5, -7.5 及 -16.5ppm 處。 ATP 可被水解後提供能量或再

補充磷酸肌酸為能量緩衝，γ-ATP 將被消耗，然後轉變為

無機磷酸鹽和磷酸肌酸。 
磷酸肌酸 (Phospho-creatine, PCr) 在興奮組織(如肌

肉，心臟和大腦等)中，PCr 為一種能量的緩衝區。臨時

或慢性地增加能源的消耗可能會導致 PCr 水平下降。ATP
的濃度在細胞中通常是恆定的，因此，PCr/ATP 之比率為

興奮組織能量狀態很好的一個指標，PCr 的位置與 pH 值

無關，因此，經常被用來作為一種內部化學位移的參考。 
無機磷酸鹽 ( Inorganic phosphate, Pi )  無機磷酸鹽

是一種 H3PO4 的離子形式混合物，為 ATP 的降解產品。

Pi 的化學位移和 pH 值之間的關係是有據可查的，非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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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細胞內 pH 值測量可以非常準確的校準。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臨床磁振掃描儀為 1.5 T 臨床全身

磁振掃描儀(Intera; 飛利浦醫療系統，Best，荷蘭)，所有

的假體與活體實驗均使用自動化勻場 (Autoshimming)執
行磁場均勻度調整。在 1.5T 磁場下，磷-31 核種之共振

頻率在 25.9 MHz 處，本研究使用直徑 10cm 之的表面線

圈(Surface coil , P-100)偵測磷-31 的新陳代謝物質，所有

掃描所得之頻譜數據均使用儀器內建的 Gyroscan 
ACS-NT Release 9 (Philips)分析軟體測量磁振頻譜中各頻

峰的面積。假體則選用飛利浦 P-31 標準假體進行掃描以

獲得最佳化的參數選定，同時進行系統穩定度的評估。此

標準假體為直徑 15 公分、厚 2.5 公分的 2 個圓盤(Disk)，
其中的成份為 300 毫莫耳濃度的磷酸(H3PO4)。磷酸在頻

譜中為單一頻峰，其頻峰相對位置與 PCr 約差 2.9 ppm，

圖 1 為飛利浦 P-31 標準假體及其一維磷-31 磁振頻譜影

像。豬隻品種採用台東種畜繁殖場的蘭嶼小耳種豬，耳小

直立為其外表特徵，故名為小耳種豬。同時，因其體型小，

故又稱為迷你豬。 豬的心臟解剖结構、血管分布和體重

比等方面均與人的心臟相似，所以常被使用做心血管方面

的研究  [8-9]。實驗所使用的麻醉藥品為 Ketamin 和 
Rompun 混合使用。 

 

擷取實驗迷你豬心肌磷-31 頻譜之最佳化方法 
針對 6 隻健康迷你豬 (重約 18-19 公斤，平均為 18.3

公斤) 進行心臟磁振造影和磷-31 磁振頻譜掃描。首先，

將迷你豬麻醉後，令其仰躺在長方形壓克力框架上，於胸

前貼上心電圖貼片，以利心跳監控，如圖 2 所示。然後將

磷-31 表面線圈置於迷你豬心臟部位，並將磷-31 表面線

圈接線固定於掃描床上，如圖 3 所示。準備就緒後，先執

行三平面定位(橫向、矢狀面和冠狀)掃描。然後由定位影

像對欲掃描的區域進行位置與角度調整，使掃描切面平行

於前左心室心壁。之後，使用一維磷-31 磁振頻譜影像 (1D 
spectroscopic imaging, 1D SI) 掃描波序 (pulse sequence)
執行掃描，以取得磷-31 磁振頻譜影像。 

實驗中使用 P - 100 磷 31 專用調整線圈和絕熱單順向

半 通 道 脈 衝  (adiabatic single forward half-passage 
excitation) 激發深部組織[10] ，激發深度約等於線圈的直

徑，並以手動或自動模式調節勻場線圈，以確保掃描在高

度均勻的磁場下進行。由於磷的T2遲豫時間(T2 relaxation 
time)很短，若使用自旋迴訊波序(spin echo)，即使選擇最

短的回訊時間(echo time, TE)仍會使訊號大量衰減，是以

選擇使用自由感應衰減(free induction decay, FID)模式，在

結束射頻激發後盡快地擷取於磷-31 頻譜。使用之掃描參

數如下：激發次數(NEX)=12，重複時間(TR)= 5000 ms，
取 樣 數 (sampling points)=1024 ， 頻 寬 (bandwidth)= 
2000Hz，厚度=7mm，FOV= 50×50 mm2，掃瞄時間=18 
minutes，以獲得高信噪比(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數據 

 
 

  
圖 1：飛利浦 P-31 標準假體及其一維磷-31 磁振頻譜影像。 

 
圖 2：於迷你豬胸前貼上心電圖貼片，以利心跳監控。 

 
圖 3：將磷-31 表面線圈置於迷你豬心臟部位，並加以固定。 

進行頻譜分析。心肌 P-31MRS 的量

測係採用 1D SI 技術，以獲得高解析

度之薄切面影像，便於選擇心肌部位

之頻譜數據，降低骨骼肌肉和血液信

號的污染。 

 
結  果 

 
實驗中掃描飛利浦標準假體求

得磷-31 頻峰下之面積，以評估系統

之長、短期穩定性。觀察磷-31 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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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中的新陳代謝物質 Pi，並以變異係數表示長、短期系

統穩定度的變化關係。每兩星期定期縱向分析 1D SI 波序

掃描所得頻譜中 Pi 頻峰下的面積，進而求得其平均變異

係數小於 7 %。圖 4 為使用 1D SI 技術長期測試所得頻峰

下面積與時間之關係圖，表 1 為使用 1D SI 技術長期測試

系統穩定性之統計分析。短期測試之平均變 異係數則小於

2 %，圖 5 為使用 1D SI 技術短期測試所得頻峰下面積與

次數之關係圖，表 2 為使用 1D SI 技術短期測試系統穩定

性之統計分析。。由實驗結果可知，系統的長、短期測試

均維持相當高的穩定性。 
本研究成功的取得 6 隻健康迷你豬心肌組織的磷–

31 磁振頻譜，如圖 6 所示。左心室前壁之高能量基本新

陳代謝物頻峰下面積之相對定量如表 3 所示。圖 7 為 6
隻健康迷你豬心肌組織磷- 31 基本新陳代謝物之相對定

量統計圖。 

 
討  論 

 
活體內磷-31 新陳代謝物核種的磁旋比(Gyromagnetic 
ratio)比氫核低，因此，P-31MRS 的敏感度也成比例地低

於氫核。磷-31 的磁旋比為 17.235 MHz/T，所以磷在 1.5 T
磁場下的共振頻率為 25.9 MHz。因為 P-31 新陳代謝物

之化學位移分佈範圍較大(~30 ppm)，是以可獲得較佳的

頻譜解析度[11]。磷-31 之所以受囑目，是因為在一些生 

物化學上非常重要的代謝產物都包含一個或更多的磷酸

鹽群組。磷-31 磁振頻譜可提供有關能量的新陳代謝情

形，或者透過磷-31 磁振頻譜可間接得知細胞內之 pH 值
及其化學位移與生理學上的關係。 

在假體測量短期再現性及長期再現性分別為 2%及

7%，顯示 1D SI 磁振頻譜技術的穩定泩是可接受的。在 6
例健康迷你豬心肌之相對定量得 PCr，γ-ATP 及

PCr/γ-ATP 變異係數分別為 16%，10%及 17%。結果顯

示加入了活體測量及不同個體所造成的變異數值增加許

多。這可歸因於活體測量時低頻譜訊雜比、心臟的跳動及

不同個體心肌新陳代謝物質濃度等因素。在未 來臨床研

究上是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 
P- 31 磁振頻譜技術應用在人体心肌組織的可行性評

估及其技術限制因素如下： 
(1)檢查時間的限制：考量實驗迷你豬的麻醉及病患

的舒適性，檢查時間應儘可能在 1 小時內完成。 
(2) EKG Gating：心臟為一快速搏動的器官，所以必

須配合 EKG Gating 技術進行實驗，對於心律不整的實驗

迷你豬或病患，則是一項技術考驗。 
(3)靈敏度的限制：在技術上，心肌組織 P-31MRS 靈

敏度極低，為了提高足夠的頻峰訊雜比，需多次的激發與

收集訊號。射頻線圈在設計上愈靠近待測物訊雜比越高，

所以需特殊設計的線圈及硬體，以便提高訊雜比。硬體上

需要求很高的磁場均勻度，訊雜比則可由多次激發掃描結

果求平均值的方式提高。另外，需在合 理掃描時間內，獲

得臨床可接受的訊雜比之磁振頻譜，以利醫師判讀。 
(4)擷取選定區域心肌的頻譜：心肌位於胸壁骨骼肌

之後，胸壁骨骼肌本身就能產生很強的磷-31 信號，故需

使用定位技術來擷取心肌組織的頻譜。心肌區域的選定則

需考慮訊雜比及“污染”的問題，假如心肌壁太薄會造成

頻譜訊號太小，不足以分析，而選定區域太大則會產生部

分體積假影(partial volume artifact)。所以，我們採用一維

磷-31 磁振頻譜影像技術來克服上述問題。另外，頻譜分

析也可能會因為頻峰的重疊、頻譜基線的扭曲、頻峰形 

圖 4：使用 1D SI 技術長期測試所得頻峰下面積與時間之關係圖。 

表 1：使用 1D SI 技術長期測試系統穩定性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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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使用 1D SI 技術短期測試系統穩定性之統計分析。 

次數 1 2 3 4 5 標準差 平均值 變異係數 
頻峰面積 210 209 215 216 208 3.6 211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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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頻寬大小，或者心臟肌肉本身的不規則和不均勻等因

素使得頻譜分析結果不易判讀，增加臨床診斷的不確定

性。 

 
結  論 

 
磷在生物體內是構成核酸、蛋白質、膜、輔酵素等細

胞內重要結構的元素，許多生理代謝途徑的初產物都含有

磷，最重要的是磷同時扮演能量的傳遞者。本研究已成功

地建立在 1.5 T 磁場下，實驗型迷你豬之磷- 31 磁振頻譜

檢查技術。本研究使用 P-31 專用表面線圈及標準假體測

試系統穩定性，發現系統在長、短期測試下，均維持相當

高的穩定性。透過此實驗型迷你豬心肌 P-31 頻譜可行性

評估研究之成功，將來可望應用一維磷-31 磁振頻譜影像

技術於臨床人体心肌組織之檢查。因人体不需要麻醉，病

患也可以溝通，而且表面線圈的擺放也較迷你豬簡單、穩

定。同時針對訊號靈敏度而言，將可提高頻譜之訊雜比及

判讀準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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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使用 1D SI 技術短期測試所得頻峰下面積與次數之關

係圖。 

表 3：6 隻健康迷你豬心肌組織磷- 31 基本新陳代謝物之相對定量。 

Metabolites Range (Mean±S.D.) 變異係數（CV） 
PCr (a.u.) 75.5±12.1 (65.7~92.3) 16% 
γ-ATP (a.u.) 35.9±3.5 (30.9~40.4) 10% 
PCr/γ-ATP  2.12± 0.37 (1.5~2.55) 17% 

a.u. = area under the peak in arbitrary unit  
BW (body weight kg)：18-19 (18.3) 

 

圖 6：健康迷你豬心肌組織的磷-31 磁振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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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隻健康迷你豬心肌組織磷- 31 基本新陳代謝物之相對

定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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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osphous-31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P-31 MRS) is capable of providing noninvasive measurements of 

high-energy phosphates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myocardial metabolis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build up a P-31 MRS 

scanning protocol to evaluate the myocardial energy metabolism in mini-pigs. P-31 MRS was performed on a 1.5T whole body 

MR imager with spectroscopic capability (Intera, Philips Medical Systems, The Netherlands) by using a P-100 surface coil. By 

using a standardized phantom and quality surveillance control system, optimization of the scanning parameters for P-31 was 

accomplished. After adequate sedation, in vivo one-dimensional spectroscopic imaging (1DSI) data sets of the myocardium along 

the anterior wall of the left ventricle in 6 healthy mini-pigs were obtained. The spectral data sets were post-processed by using 

built-in curve-fitting software with zero filling, Gaussian filter, Fourier transform and baseline corrections and then areas under 

the selected peaks for inorganic phosphate (Pi), phosphocreatine (PCr) and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were measured for 
analysis. Areas under the PCr and ATP peaks were 75.5±12.1 arbitrary unit (65.7~92.3, a.u.) 35.9±3.5 (30.9~40.4, a.u.), 

respectively, and the ratios of the PCr/ATP was 2.12±0.37 (1.5~2.55). Technical P-31 MRS scanning protocol for studying the 

myocardial high-energy metabolism in mini-pigs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nd can potentially be applicable for further clinical 

studies. 

Keywords: Phosphous-31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one-dimensional spectroscopic imaging, high-energy 

phosphate, myocar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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