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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获取正常形态下广西巴马小型猪心血管系统、运动系统、呼吸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和泌尿系统的电

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影像图谱及各组织器官的测量数据，为广西巴马小型猪影像数据库建立及其后续研究提供

参考依据。【方法】选取10头健康合格的12月龄广西巴马小型猪，公母各半，全身麻醉后置于CT诊断台上，采用头前尾

后俯卧姿势，腹部正中矢状面垂直于扫描床平面并与床面长轴的中线重合，从头顶至足部连续进行扫描，并采用多平

面重建（MPR）、最大密度投影（MIP）和容积再现技术（VR）等观察分析广西巴马小型猪各系统的解剖关系。【结果】将

广西巴马小型猪原始容积数据进行图像重组，即可获得心血管、运动、呼吸、中枢神经和泌尿系统等五大系统的三维

重建图像，同时测量获得各系统主要组织器官的相关数据，且发现公猪和母猪间差异不显著（P>0.05）；但在获得的广

西巴马小型猪CT影像图谱中肌肉、细小血管及神经等显示并不清晰，无法测量，致使各系统中的组织器官测量数据

并不完全。【结论】通过CT技术对正常形态下的广西巴马小型猪进行全身影像观察及各组织器官数据测量，可实现不

用屠宰解剖（活体）即能观察其内部结构，使广西巴马小型猪解剖学及疾病模型应用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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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whole body CT tomography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

JIANG Yu-hang，SHEN Yu-jian，ZHANG Qi-wei，GAO Xiao-tong，ZHANG Qiong-wen，
CUI Yue-yue，XIA Qin，LAN Gan-qiu，GUO Ya-fen，JIANG Qin-yang*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computerized tomography（CT）images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motor system，respira-
tory system，central nervous system and urinary system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 were obtained under normal morpho-
logy，and the measurement data of tissues and organs were obtained，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Guangxi Bama mini-pig image database and its follow-up research.【Method】Ten healthy and qualified 12-month-old
Guangxi Bama mini-pigs，half male and half female，were placed on the CT diagnostic table after general anesthesia. The
position of prone front and tail was adopted. The median sagittal plane of the abdomen was perpendicular to the plane of
the scanning bed and coincided with the midline of the long axis of the bed，and scanned continuously from the top of the
head to the foot. Multiplane reconstruction（MPR），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and volume rendering technique
（VR）were used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anatomical relationship of each system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Result】
By reconstructing the original volume data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the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images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motor system，respiratory system，central nervous system and urinary system could be obtained.
At the same time，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main tissues and organs of each system were obtained，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oars and sows（P>0.05）. However，the muscles，small blood vessels and
nerves in the CT images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 were not clear and could not be measured，so the tissue and organ
measurement data in each system were not complete.【Conclusion】By observing the whole body image and measuring the
data of tissues and organs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 under normal shape by CT，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 can be observed without slaughtering anatomy（in vivo），and the application of anatomy and disease model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 is more intu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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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广西巴马小型猪是广西大学王爱

德教授课题组于1987年从原产地引入广西地方猪

种——巴马香猪，采用基础群内闭锁纯繁选育获得。

经过30年的培育及相关研究，广西巴马小型猪目前

具有遗传性稳定、产仔多、体重较小、体表多覆白毛

等特征，且在组织解剖结构、生理现象、营养代谢及

疾病发生机理等方面与人类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是

一种拥有良好应用前景的模式动物（王爱德，2004；

李芳芳等，2014；张名媛等，2019）。无论是在解剖学

上还是生理学上，猪都是研究人类营养代谢相关疾

病的重要动物模型。与啮齿类动物相比，广西巴马

小型猪与人类在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上更接近（庞

琳琳等，2014）；与灵长类动物相比，以小型猪作为实

验动物更方便。至今，广西巴马小型猪已广泛应用

于心血管系统、运动系统、呼吸系统、中枢神经系统

和泌尿系统等研究领域，在疾病模型建立方面也得

到迅速发展（Wu et al.，2018；Yan et al.，2018）。因

此，获取广西巴马小型猪准确可靠的生理生化参数

及组织器官解剖学数据，对进一步提高小型猪的医

学价值及有效开展医学实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前

人研究进展】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是研究实验

动物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已有研究将该技术应用

于实验猪上。卲成伟等（2005）通过CT影像学观察

猪正常胰腺，发现其形态和位置与人类极相似，说明

猪可作为动物模型用于胰腺疾病研究。张军（2008）

采用CT技术对10头活猪的肝脏进行增强扫描并测

量其体积，再通过动物实验测量离体肝脏体积，结果

发现CT测量肝脏体积与实际测量呈正相关。谢应

朗等（2010）采用不同剂量CT扫描不同厚度的猪腹

部脂肪，发现低剂量CT能准确扫描脂肪厚度，可用

于区域脂肪定量。郑欣等（2012）使用CT技术对10

头6周龄约克夏猪的胸腰椎进行扫描并测量椎体高

度等参数，根据测量参数植入椎弓根螺钉后再次进

行CT扫描，结果表明椎弓根螺钉的植入可通过CT扫

描对手术进行指导。刘新峰等（2014，2018）先后利

用多层螺旋CT技术测量了成年贵州小型猪活体肾

脏和胸椎的影像数据。叶振等（2015）以五指山小型

猪建立心肌梗死模型，再用多层螺旋CT观察心肌缺

血和梗死情况，其结果与病理学染色观察结果一致，

证实多层螺旋CT可用于小型猪心肌梗死研究。黎

宁钦和廖锦元（2016）在制备巴马小型猪肝硬化模型

过程中应用多层螺旋CT血流灌注研究其变化，发现

四氯化碳复合因素造模法能成功建立小型猪肝硬化

模型，且肝硬化过程中肝脏血流灌注参数的变化与

疾病严重程度有关。彭卫华等（2016）研究表明，多

层螺旋CT可作为研究猪肾动脉和集合系统解剖关

系的有效手段。马跃等（2018）基于CT技术建立了

适于血流储备分数CT成像（FFRCT）模拟研究的小型

猪慢性冠状动脉狭窄模型。【本研究切入点】目前，有

关小型猪的模型研究主要集中于肺脏（郭悦和许峰，

2011）、肾脏（刘新峰等，2014）及心脏（马跃等，2018）

等某些器官，而鲜见针对其全身CT影像的研究报

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采用CT技术对广西巴马小

型猪进行全身断层扫描，获得心血管、运动、呼吸、中

枢神经及泌尿等五大系统的影像图片及各组织器官

的测量数据，旨在为广西巴马小型猪影像数据库建

立及其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选择广西大学巴马小型猪原种保种场健康合

格的广西巴马小型猪10头，其生产合格证号［SCXK

（桂）2018-0003］，公母各半，12月龄，体重45~48 kg/头。

每天定时定量饲喂全价饲料（广西南宁市哆莱美生

物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自由饮水，分群饲养。盐酸

氯丙嗪注射液和戊巴比妥钠注射液购自美国Sigma

公司。265层iCT机购自荷兰Philips公司。

1. 2 试验方法

依次对10头广西巴马小型猪进行CT断层扫描

观察，扫描前需禁食12 h以上。首先对广西巴马小

型猪进行耳缘静脉注射盐酸氯丙嗪注射液（0.06

mL/kg），以减轻麻醉对其产生的副作用；间隔15 min

后再进行麻醉，分别肌肉注射和耳缘静脉注射3%戊

巴比妥钠注射液（0.55 mL/kg）。麻醉后观察广西巴

马小型猪的呼吸和体温，确定其状态正常后置于CT

诊断台上，采用头前尾后俯卧姿势，腹部正中矢状面

垂直于扫描床平面并与床面长轴的中线重合，从头

顶至足部连续进行扫描。

1. 3 CT图像处理

采用2D或3D对扫描获得的原始容积数据进行

图像重组，其处理方法包括多平面重建（MPR）、最大

密度投影（MIP）和容积再现技术（VR）等（张军，

2008），然后对广西巴马小型猪五大系统扫描图像中

的主要器官（心脏、肺脏、气管、输尿管、骨髓腔、椎间

盘、主动脉、膀胱、大脑及小脑等）进行分辨和测量。

1. 4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 2010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并

以SPSS 18.0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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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广西巴马小型猪的CT影像

经CT断层扫描获得广西巴马小型猪活体结构

CT影像数据，其组织器官在CT影像中得到较好的显

示和分辨，如心脏、肺脏及骨骼等显示较清晰，但肌

肉、细小血管及神经等影像图片并不清晰。将广西

巴马小型猪原始容积数据进行图像重组，即可获得

心血管系统（图1-A）、泌尿系统（图1-B）等五大系统

的三维重建图像。

2. 2 广西巴马小型猪心血管系统

广西巴马小型猪心血管系统中主要器官心脏

和主动脉的CT影像见图2，其测量数据详见表1。广

西巴马小型猪的心脏短径在公猪、母猪中分别为

8.73±0.30和8.77±0.30 cm，心脏长径分别为9.66±0.16

和9.71±0.13 cm，主动脉直径分别为1.78±0.14和1.70±

0.09 cm，心血管系统各器官的测量数据不存在性

别差异，即在公猪和母猪间均无显著差异（P>0.05，

下同）。

2. 3 广西巴马小型猪运动系统

广西巴马小型猪运动系统各部分的CT影像见

图3，其测量数据详见表2。广西巴马小型猪的颈椎

长度在公猪、母猪中分别为13.88±0.28和13.13±0.34

cm，胸椎长度分别为33.22±0.72和31.72±0.80 cm，腰

椎长度分别为14.34±0.38和13.99±0.38 cm，荐尾椎

长度分别为20.55±0.20和20.44±0.39 cm，第一肋骨

长度分别为8.15±0.23和8.23±0.08 cm，最长肋骨长

度分别为18.99±0.65和17.93±0.29 cm，最短肋骨长

度分别为5.50±0.15和5.46±0.11 cm，肩胛骨长度分别

为14.26 ± 0.33和13.61 ± 0.37 cm，臂骨长度分别为

13.84±0.45和13.20±0.51 cm，桡骨长度分别11.15±

0.17和10.46±0.45 cm，尺骨长度分别为8.50±0.08和

8.08 ± 0.18 cm，前脚骨长度分别为 13.51 ± 0.28和

13.45±0.60 cm，股骨长度分别为15.56±0.41和14.87±

0.47 cm，胫骨长度分别为13.31±0.33和12.39±0.49

cm，腓骨长度分别为12.45±0.39和11.76±0.44 cm，掌

骨长度分别为6.59±0.24和6.42±0.32 cm。广西巴马

小型猪运动系统各器官的测量数据在公猪和母猪间

均无显著差异。

2. 4 广西巴马小型猪呼吸系统

呼吸系统是动物与外界空气进行气体交换的

一系列器官总称，广西巴马小型猪的呼吸系统主要

包括肺脏、气管和支气管等组织（图4），其测量数据

详见表3。广西巴马小型猪的左肺短径在公猪、母猪

中分别为8.58±0.18和8.17±0.30 cm，左肺长径分别

为10.68 ± 0.35和10.50 ± 0.66 cm，左肺高度分别为

13.21±0.27和12.45±0.47 cm；右肺短径分别为7.58±

0.28和8.71±0.63 cm，右肺长径分别为9.86±0.36和

10.84±0.40 cm，右肺高度分别为13.77±0.42和12.92±

0.57 cm；气管长度分别为18.87±0.01和18.37±0.26

cm，气管直径分别为1.37±0.05和1.28±0.05 cm。广

西巴马小型猪呼吸系统各器官的测量数据在公猪和

母猪间也无显著差异。

2. 5 广西巴马小型猪中枢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由脑和脊髓组成，是神经系统的

指标（cm）Index
心脏短径 Heart short diameter
心脏长径 Heart long diameter
主动脉直径 Aortic diameter

公猪 Male
8.73±0.30
9.66±0.16
1.78±0.14

母猪 Female
8.77±0.30
9.71±0.13
1.70±0.09

P
0.935
0.802
0.668

图 1 广西巴马小型猪心血管系统及泌尿系统的三维重建
图像

Fig.1 3D reconstruction image for cardiovascular systems and
urinary system in Guangxi Bama mini-pigs

A：心血管系统；B：泌尿系统
A：Cardiovascular systems；B：Urinary system

图 2 广西巴马小型猪心脏及主动脉的CT影像
Fig.2 CT image of the heart and aorta in Guangxi Bama mini-

pigs
A：心脏；B：主动脉
A：Heart；B：Aorta

表 1 广西巴马小型猪心血管系统测量数据及其性别差异
分析结果
Table 1 Cardiovascular systems measurement data and signifi-
cance analysis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

A B

A B

江雨航等：广西巴马小型猪全身CT影像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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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西巴马小型猪运动系统（躯干骨骼）的CT影像
Fig.3 CT image of sports system（skeleton trunci）in Guangxi Bama mini-pigs

A：颈椎；B：胸椎；C：腰椎；D：荐尾椎；E：第一肋骨；F：最长肋骨；G：最短肋骨；H：肩胛骨；I：臂骨；J：桡骨和尺骨；K：前脚骨；L：股骨；M：胫骨和
腓骨；N：掌骨

A：Cervical vertebra；B：Thoracic vertebra；C：Lumbar vertebra；D：Sacral and caudal vertebra；E：First ribs；F：Longest ribs；G：Shortest ribs；H：Shoulder
blade；I：Arm bone；J：Radius and ulna；K：Forefoot bone；L：Femur；M：Tibia and fibula；N：Metacarpal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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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部分，调节动物体内的各项生理活动。广西巴

马小型猪中枢神经系统的CT影像见图5，其测量数

据详见表4。广西巴马小型猪的大脑短径在公猪、母

猪中分别为3.95±0.09和3.98±0.07 cm，大脑长径分

别为5.97±0.11和5.80±0.14 cm；小脑短径分别为

2.95±0.14和2.92±0.11 cm，小脑长径分别为3.51±

0.06和3.61±0.04 cm；颅骨内腔短径分别为3.90±0.04

和3.86±0.02 cm，颅骨内腔长径分别为5.16±0.04和

5.12±0.05 cm；第七颈椎骨髓腔短径分别为1.30±

0.05和1.28±0.04 cm，第七颈椎骨髓腔长径分别为

1.48±0.07和1.51±0.08 cm，第七颈椎椎间盘短径分

别为1.52±0.04和1.51±0.03 cm，第七颈椎椎间盘长

径分别为2.33±0.07和2.26±0.07 cm，第七颈椎长度

分别为1.79±0.03和1.74±0.03 cm；第十胸椎骨髓腔

短径分别为1.10±0.03和1.09±0.03 cm，第十胸椎骨

表 2 广西巴马小型猪运动系统测量数据及其性别差异分析
结果
Table 2 Sports system measurement data and significance
analysis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

指标（cm）Index
颈椎 Cervical vertebra
胸椎 Thoracic vertebra
腰椎 Lumbar vertebra
荐尾椎 Sacral and caudal vertebra
第一肋骨 The first ribs
最长肋骨 The longest ribs
最短肋骨 The shortest ribs
肩胛骨 Shoulder blade
臂骨 Arm bone
桡骨 Radius
尺骨 Ulna
前脚骨 Forefoot bone
股骨 Femur
胫骨 Tibia
腓骨 Fibula
掌骨 Metacarpal

公猪 Male
13.88±0.28
33.22±0.72
14.34±0.38
20.55±0.20
8.15±0.23

18.99±0.65
5.50±0.15

14.26±0.33
13.84±0.45
11.15±0.17
8.50±0.08

13.51±0.28
15.56±0.41
13.31±0.33
12.45±0.39
6.59±0.24

母猪 Female
13.13±0.34
31.72±0.80
13.99±0.38
20.44±0.39
8.23±0.08
17.93±0.29
5.46±0.11

13.61±0.37
13.20±0.51
10.46±0.45
8.08±0.18
13.45±0.60
14.87±0.47
12.39±0.49
11.76±0.44
6.42±0.32

P
0.128
0.204
0.540
0.812
0.743
0.169
0.834
0.219
0.372
0.193
0.067
0.937
0.304
0.155
0.275
0.679

图 4 广西巴马小型猪呼吸系统的CT影像
Fig.4 CT image of respiratory system in Guangxi Bama mini-pigs

A：肺脏底部；B：肺脏高度；C：气管
A：Bottom of the lung；B：Lung height；C：Trachea

表 3 广西巴马小型猪呼吸系统测量数据及其性别差异分析
结果
Table 3 Respiratory system measurement data and signifi-
cance analysis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of Guangxi Bama mini-
pigs

指标（cm）Index
左肺短径 The left lung short diameter
左肺长径 The left lung long diameter
左肺高度 The left lung height
右肺短径 The right lung short diameter
右肺长径 The right lung long diameter
右肺高度 The right lung height
气管 Trachea
气管直径 Tracheal diameter

公猪 Male
8.58±0.18

10.68±0.35
13.21±0.27
7.58±0.28
9.86±0.36

13.77±0.42
18.87±0.01
1.37±0.05

母猪 Female
8.17±0.30

10.50±0.66
12.45±0.47
8.71±0.63

10.84±0.40
12.92±0.57
18.37±0.26
1.28±0.05

P
0.272
0.814
0.202
0.138
0.107
0.269
0.091
0.278

髓腔长径分别为1.20±0.04和1.21±0.07 cm，第十胸

椎椎间盘短径分别为1.44±0.06和1.39±0.06 cm，第

十胸椎椎间盘长径分别为2.32±0.04和2.21±0.02 cm，

第十胸椎长度分别为2.30±0.08和2.20±0.09 cm；第

一腰椎骨髓腔短径分别为1.16±0.02和1.12±0.03

cm，第一腰椎骨髓腔长径分别为1.21±0.04和1.20±

0.02 cm，第一腰椎椎间盘短径分别为1.64±0.06和

1.56±0.06 cm，第一腰椎椎间盘长径分别为2.56±

0.07和2.45±0.07 cm，第一腰椎长度分别为2.63±0.10

和2.54±0.09 cm。广西巴马小型猪中枢神经系统各

器官的测量数据在公猪和母猪间也无显著差异。

2. 6 广西巴马小型猪泌尿系统

泌尿系统由肾脏、输尿管、膀胱及尿道组成。

获得的CT影像能清晰显示广西巴马小型猪的肾脏

和输尿管（图6），其测量数据详见表5。广西巴马小

型猪的左肾短径在公猪、母猪中分别为4.89±0.08和

4.85±0.04 cm，左肾长径分别为9.97±0.13和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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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广西巴马小型猪中枢神经系统的CT影像
Fig.5 CT image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Guangxi Bama mini-pigs

A：大脑和小脑；B：颅骨内腔；C：第七颈椎；D：第十胸椎；E：第一腰椎
A：Cerebral and cerebellum；B：Skull cavity；C：Seventh cervical vertebra；D：Tenth cervical vertebra；E：First lumbar vertebra

表 4 广西巴马小型猪中枢神经系统测量数据及其性别差异分析结果
Table 4 Central nervous system measurement data and significance analysis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

指标（cm）Index
大脑短径 The brain short diameter
大脑长径 The brain long diameter
小脑短径 The cerebellum short diameter
小脑长径 The cerebellum long diameter
颅骨内腔短径 The skull cavity short diameter
颅骨内腔长径 The skull cavity long diameter
第七颈椎骨髓腔短径 The seventh cervical vertebra marrow cavity short diameter
第七颈椎骨髓腔长径 The seventh cervical vertebra marrow cavity long diameter
第七颈椎椎间盘短径 The seventh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disc short diameter
第七颈椎椎间盘长径 The seventh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disc long diameter
第七颈椎长度 The seventh cervical length
第十胸椎骨髓腔短径 The tenth cervical vertebra marrow cavity short diameter
第十胸椎骨髓腔长径 The tenth cervical vertebra marrow cavity long diameter
第十胸椎椎间盘短径 The tenth cervical vertebra intervertebral disc short diameter
第十胸椎椎间盘长径 The tenth cervical vertebra intervertebral disc long diameter
第十胸椎长度 The tenth cervical vertebra length
第一腰椎骨髓腔短径 The first lumbar vertebra marrow cavity short diameter
第一腰椎骨髓腔长径 The first lumbar vertebra marrow cavity long diameter
第一腰椎椎间盘短径 The first lumbar vertebra marrow intervertebral disc short diameter
第一腰椎椎间盘长径 The first lumbar vertebra marrow intervertebral disc long diameter
第一腰椎长度 The first lumbar vertebra length

公猪 Male
3.95±0.09
5.97±0.11
2.95±0.14
3.51±0.06
3.90±0.04
5.16±0.04
1.30±0.05
1.48±0.07
1.52±0.04
2.33±0.07
1.79±0.03
1.10±0.03
1.20±0.04
1.44±0.06
2.32±0.04
2.30±0.08
1.16±0.02
1.21±0.04
1.64±0.06
2.56±0.07
2.63±0.10

母猪 Female
3.98±0.07
5.80±0.14
2.92±0.11
3.61±0.04
3.86±0.02
5.12±0.05
1.28±0.04
1.51±0.08
1.51±0.03
2.26±0.07
1.74±0.03
1.09±0.03
1.21±0.07
1.39±0.06
2.21±0.02
2.20±0.09
1.12±0.03
1.20±0.02
1.56±0.06
2.45±0.07
2.54±0.09

P
0.748
0.186
0.882
0.164
0.394
0.553
0.763
0.772
0.940
0.466
0.434
0.811
0.756
0.604
0.306
0.455
0.265
0.737
0.426
0.212
0.505

A B C

D E



3期 ·683·

3校

0.18 cm，左肾高度分别为3.78±0.03和3.63±0.08 cm；

右肾短径分别为4.72±0.08和4.74±0.04 cm，右肾长径

分别为9.72±0.20和9.65±0.28 cm，右肾高度分别为

3.91±0.07和3.89±0.12 cm；左输尿管长度分别为

19.56±0.46和18.75±0.24 cm，右输尿管长度分别为

21.20±0.44和19.73±0.47 cm。广西巴马小型猪泌尿

系统各器官的测量数据在公猪和母猪间也无显著

差异。

图 6 广西巴马小型猪肾脏及输尿管的CT影像
Fig.6 CT measurement image of kidney and ureter in Guangxi Bama mini-pigs

A和B：肾脏；C和D：输尿管
A and B：Kidney；C and D：Ureter

表 5 广西巴马小型猪泌尿系统测量数据及其性别差异分析结果
Table 5 Urinary system measurement data and significance analysis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of Guangxi Bama mini-pigs

指标（cm）Index
左肾短径 The left kidney short diameter
左肾长径 The left kidney long diameter
左肾高度 The left kidney height
右肾短径 The right kidney short diameter
右肾长径 The right kidney long diameter
右肾高度 The right kidney height
左输尿管 The left ureter
右输尿管 The right ureter

公猪 Male
4.89±0.08
9.97±0.13
3.78±0.03
4.72±0.08
9.72±0.20
3.91±0.07

19.56±0.46
21.20±0.44

母猪 Female
4.85±0.04
9.78±0.18
3.63±0.08
4.74±0.04
9.65±0.28
3.89±0.12

18.75±0.24
19.73±0.47

P
0.679
0.419
0.131
0.879
0.849
0.840
0.157
0.359

3 讨论

心血管系统在保持机体内环境稳态、新陈代谢

运行及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小型猪的心血管系统在解剖和生理结构上均与人类

相似（刘宇和魏泓，2011），故小型猪是研究心血管疾

病的理想动物模型。此外，小型猪作为心血管疾病

动物模型在病因和病理方面与人类高度相似，且对

心血管药物的反应也与人类相似。广西巴马小型猪

在心血管系统上已建立了心肌缺血及卵圆孔未闭等

疾病模型（庞琳琳等，2014）。叶振等（2015）评估了

利用多层螺旋CT对五指山小型猪急性心肌梗死模

型进行诊断的价值，马跃等（2018）利用CT监测冠状

动脉狭窄程度以评价广西巴马小型猪慢性冠状动脉

狭窄模型的有效性。本研究通过CT技术获得正常

形态下广西巴马小型猪心脏和主动脉等的清晰影像

图谱及测量参数，同时将广西巴马小型猪的CT影像

数据与已报道的文献资料（贺细菊等，2014）进行对

比，结果发现在心血管系统上广西巴马小型猪心脏

与人类心脏的形状和解剖结构非常相似，其大动脉

与人类大动脉也具有相似的组织解剖结构，即广西

巴马小型猪心血管系统较其他动物在解剖结构与人

类心血管系统更相似。

运动系统中的骨骼可支持躯体、保护体内重要

器官、供肌肉附着及作运动杠杆等（盛炯和王兴，

2018），部分骨骼还具有造血和维持矿物质平衡的功

能。刘新峰等（2018）采用多层螺旋CT测量获得成

年贵州小型猪胸椎的影像数据；本研究除获得广西

巴马小型猪颈椎、胸椎和腰椎等CT影像数据外，还

获得广西巴马小型猪第一肋骨长度、最长肋骨长度

和最短肋骨长度等CT影像及其参数。此外，与已报

道的人类相关文献资料（赵雄，2009）对比，发现广西

巴马小型猪的颈椎和腰椎与人类相似，其胸椎数较

人类胸椎数多，但少于一般猪种；胸椎棘突较长，从

上到下胸椎棘依次变短；胸骨数也比一般猪种少一

块；最后一根肋骨十分短小，与人类的存在差异；其

尾椎仅前两块有椎弓和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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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是机体与外界空气进行气体交换的

场所，还具有协助血液回流和内分泌功能。陈吴兴

等（2009）运用螺旋CT扫描了正常的离体猪肺，汤挺

兵等（2014）则采用CT分别对离体猪肺及人体肺脏

的动脉和静脉进行扫描。但离体猪肺与活体猪肺在

大小及形态上均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通过CT连续

断层扫描获得正常形态下广西巴马小型猪活体的肺

脏、气管和支气管等全部呼吸系统的影像图谱及测

量参数，更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小型猪呼吸系统各器

官的形态和数据。与人类的肺脏相比，广西巴马小

型猪的气管稍长，肺脏结构与人类的肺脏也略有差

异，广西巴马小型猪的肺叶是左前叶、左后叶、右前

叶、右中叶、右后叶和右副叶（冷建军等，2004），人类

的肺叶则分为左二右三，即左上叶、左下叶、右上叶、

右中叶和右下叶。

中枢神经系统对机体生理功能活动的调节起

主导作用（李可心，2019）。至今，尚无利用CT技术

研究小型猪中枢神经系统的相关报道。本研究首次

通过CT技术获得广西巴马小型猪中枢神经系统（大

脑、小脑和骨髓腔等）的清晰影像图谱及其测量数

据。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可知，广西巴马小型猪的大

脑与人类的大脑略有差异，其脑沟和脑回较人类的

少，但嗅区发达；广西巴马小型猪的脊髓与人类的脊

髓也有差异，主要表现为广西巴马小型猪的前两个

尾椎上也有神经分布，而人类没有尾椎。

泌尿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排泄，而排泄是将机体

代谢所产生的各种不被机体利用或有害物质向体外

输送的生理过程（杜广辉和章咏裳，1999）。刘新峰

等（2014）利用CT技术得到12头成年贵州小型猪（公

母各半）活体肾脏的影像数据；本研究除获得广西巴

马小型猪肾脏的CT影像图谱及其参数外，还获得广

西巴马小型猪输尿管的CT影像及其参数。广西巴

马小型猪左肾的位置略高于右肾，且其大小略有差

异，与人类的肾脏（李兵等，2018）一致。广西巴马小

型猪的输尿管略呈纡曲状，起始部位较粗，而后逐渐

变细，连接膀胱处最细；人类的输尿管有3个狭窄处，

与广西巴马小型猪的略有差异。

随着广西巴马小型猪在医学研究中使用范围

的不断拓展，掌握其正常形态下的基础性生物学数

据显得尤其重要。目前，虽然已积累了大量有关广

西巴马小型猪实体解剖方面的基础数据，但缺乏活

体动物影像解剖学数据。本研究使用265层iCT机对

正常形态下的12月龄广西巴马小型猪进行连续断层

扫描，首次获得广西巴马小型猪全身的连续断层影

像数据及五大系统中各器官组织的测量数据，为后

续对广西巴马小型猪的研究建立了基础数据平台，

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小型猪的医学价值。但在获得的

广西巴马小型猪CT影像图谱中肌肉、细小血管及神

经等显示并不清晰，无法测量，致使各系统中的组织

器官测量数据并不完全。因此，下一步需进行动物

实体解剖，将CT技术与实体解剖相结合，完善广西

巴马小型猪的影像数据库。

4 结论

通过CT技术对正常形态下的广西巴马小型猪

进行全身影像观察及各组织器官数据测量，可实现不

用屠宰解剖（活体）即能观察其内部结构，使广西巴马

小型猪解剖学及疾病模型应用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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