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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强度脉冲超声(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LIPUS)作为一种可用于治疗骨病的潜在物理疗法，可以有效
避免药物的不良反应，且具有无创伤、无电离辐射等优点，因而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应用有限元法(Finite Element
Method，FEM)仿真研究 LIPUS 照射骨细胞时的局部声场分布，从微观角度探究骨细胞与声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超
声参数和照射位置对于声场分布的影响。首先建立了骨细胞模型，然后在不同位置施加超声激励并改变超声的激励
声压与频率，计算不同情况下的声场分布，最后对仿真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与比较。结果表明，骨细胞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声场的分布，且超声的各个参数及照射位置均对声场有一定的影响。仿真结果从声压与能量的角度阐述了
LIPUS 治疗骨病的潜在物理机制，另一方面也为离体细胞实验中 LIPUS 的参数筛选和照射方式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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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of local sound field distribution when
LIPUS irradiates bone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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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 (LIPUS), as a potential physical therapy for bone diseases,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side effects of medicine and cause no traumas and ionizing radiation, which shows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is paper,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is applied to simulating and studying the local sound field distribution
when LIPUS irradiates bone cell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one cells and sound field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ultrasonic parameters and irradiation positions on the sound field distribution. We
first built a bone cell model, then performed ultrasound irradiation at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changed the acoustic
pressure and frequency to calculate the sound field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finally mad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ne cells will affect the sound field distribution
to some extent, and both the ultrasonic parameters and the irradiation positions have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sound fiel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explain the potential physical mechanisms in LIPUS treatment of bone cells from the aspects of
acoustic pressure and energy, and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LIPUS parameters and irradiation ways in in-vitro cell experiments.
Key words: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bone cells; sound field distribution; simulation

射、价格低廉等优点 。LIPUS 治疗骨病的相关研
究表明，LIPUS 可以加速骨形成 ，减少骨量丟失
0 引 言
。此外，LIPUS 作为一种物理刺激，可以直接影
有文献表明，超声能够对骨骼肌组织产生各种 响骨原细胞，并导致矿化结节形成 。
利用 LIPUS 治疗骨骼疾病时，其物理机制是
生物学效应。特别是低强度脉冲超声(LIPUS)被认
、振荡及
复杂的。常见的说法有超声的声致穿孔
为是促进骨愈合的一种有效手段 ，是用于治疗骨
质疏松症的潜在手段 ，且具有无创伤、无电离辐 热效应等，而声波在传播媒介中的振荡及其引起的
温升是两个重要的物理效应。其中，声波在传播媒
介中的振荡是影响治疗效果的主要因素，它对骨细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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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如前成骨细胞)具有直接的影响 。此外，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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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低强度的治疗超声，LIPUS 可以有效
降低对组织或细胞产生的热效应。这是因为：第一，
LIPUS 不是连续波，
它是由脉冲重复的频率为 1.0～
1.5 MHz 的正弦波构成；第二，LIPUS 的声强较低，
空间平均时间平均声强一般在 100 mW/cm 以下 。
在 LIPUS 治疗骨细胞的实验中，通常将圆柱型
细胞培养皿放置在非聚焦平面圆形换能器的上方，
如图 1(a)所示，两者通过耦合剂连接。或直接将换
能器表面浸没在培养液中，如图 1(b)所示。为了研
究上述方法的治疗效果及相应的物理机制，需要明
确定义超声参数及换能器照射位置等实验条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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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有文献对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 。然而，
当前很少有文献对超声在微观层面内的传播进行
研究，尚不清楚 LIPUS 照射骨细胞的声场分布在局
部微观区域内具有怎样的特性和规律。
为了从物理机制的角度探讨并理解超声与骨
细胞间的相互作用，本文在不同位置用不同频率和
激励声压的超声对培养液中的骨细胞进行照射，并
对骨细胞及其周围局部区域内的声场分布进行了
仿真。通过对仿真结果的分析与讨论，得到了微观
角度下的声压、声强分布与超声参数、照射位置之
间的关系，为实现有效的超声治疗提供重要的理论
参考。
[16-17]

1 有限元仿真

(a) LIPUS

从培养皿底部照射

(b) LIPUS 从培养皿上方照射
图 1 利用 LIPUS 治疗骨细胞的两种常见实验装置

在 LIPUS 治疗骨细胞的实验中，声场的分布对
治疗效果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不同的实验设
置又会直接影响到声场分布的情况。因此，本文基
于有限元原理，在图 1 所示实验装置的基础上，选
取局部微观区域在细胞尺度上进行建模仿真，并通
过设置不同的超声参数与换能器照射位置，对细胞
及其周围培养液中的局部声场进行仿真计算。
1.1 仿真模型及其物理参数
本文选取培养皿内包含骨细胞在内的局部区
域作为研究对象，并在该区域内建立骨细胞模型。
考虑到圆柱型培养液区域的对称性，选取该圆柱形
区域轴截面的一半进行仿真计算，如图 2 所示。求
得该区域的声场分布后，沿对称轴 r=0 作翻转，就
可以得到整个轴截面的声场分布。
该模型中，小椭圆是细胞质，大小椭圆之间的
部分是细胞膜，小圆是细胞核。小圆的半径为
1 µm；小椭圆的半长轴为 4.5 µm，半短轴为 4 µm；

Fig.1 Two common experimental setups in LIPUS treatment
of bone cells

目前，已有相关文献报道了 LIPUS 照射细胞培
养皿的声场分布结果，研究采用仿真与实验两种方
式对其进行分析及验证，得到培养皿内声压与声强
分布的定量结果 。其中，仿真采用超声换能器及
超声波传播仿真软件 PZFlex，同时考虑超声的非线
性传播及超声在固体材料中的纵波与横波传播。实
验则采用水听器测量法，测量培养皿内部的声压分
布。结果显示，实验结果与仿真数据具有一致性，
验证了超声在培养皿内的声场分布。此外，由于超
声的参数及照射位置会直接影响细胞治疗的效果，
[15]

图 骨细胞 培养液模型

2
Fig.2 Bone cells-DME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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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椭圆的半长轴为 4.95 µm，半短轴为 4.4 µm 。
本仿真中，主要研究细胞尺度下局部区域内的声场
分布，旨在探究超声与骨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因此
图 2 中，将矩形的右侧分层设为完美匹配层，表示
传播到该区域的声波将被全部吸收，而不会发生反
射，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入射超声波与反射超声波
的叠加效应。
1.2 软件平台及仿真参数设置
本仿真采用的 COMSOL Multiphysics 5.0，是一
款基于有限元方法的多物理场耦合分析软件，可用
于声学、力学、光学等领域的建模仿真研究。本文
使用了它的压力声学-频域模块，并对施加超声激励
后的稳态声场进行仿真分析。
本仿真的求解域方程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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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仿真模型的材料参数

1
Table 1 Material parameters of the simulation model

3

/(Np/m/MHz)

细胞质 细胞核 细胞膜 培养液(20℃)
1 024 1 567.5 1 045

1 003

1 519

2 325

1 550

1 505

5.1

20.4

10.2

0.025

网格划分
在声场仿真中，一般将网格尺寸的最大值设置
在 c/ f /20 到 c/ f /6 之间。其中 c 为声速，f 为超声的
频率。为了得到稳定的仿真结果，本文将网格尺寸
的最大值设为 c/ f /20(µm)，由此得到上述模型的网
格划分。
1.3

仿真思路及超声参数
本文的仿真采用非聚焦平面圆形换能器在上、
下侧照射含有骨细胞的培养液区域 (Dulbecco's
Modified Eagle Medium，DMEM)温度为 20℃。超
声在培养液中传播，并对其中的骨细胞产生声学作
用。本文中所有仿真均视为在室温中进行，因而把
培养液的密度、声速及声吸收系数等物理参数均按
照 20℃的标准来设定，且这些参数值可用于不同治
疗装置下的声场仿真。
仿真中，首先在矩形区域的底边施加超声，然
后在上、下两边同时施加超声。超声参数如下，频
率为 1.0～1.5 MHz、激励声压为 10 ～5×10 Pa。最
后对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声场分布进行比较分析。

1.4

4

4

2 仿真结果与讨论

通过改变超声参数及辐照位置，本文得到了不
同实验条件下的声场分布情况。本节将讨论各超声
参数及照射方式对声压及声强分布的影响。所有仿
真在频域中进行，所得声强为时间平均声强(I )。
为了更直观地进行比较，仿真结果均采用二维平面
图或一维数值曲线来展示。下面所示的各图为 r-z
平面内或中心轴线 r=0 及径向轴线上的声场分布。
2.1 仅在底边照射超声
图 3(a)、3(b)分别为仅在模型底边进行超声照
射时，r-z 平面上的声压与声强分布。这里选用的超
声参数为：频率为 1.0 MHz，激励声压为 1×10 Pa。
由于超声是在模型的底部进行照射的，因此超声将
直接通过细胞培养液进行传播。
由图 3 可知，当仅在底边照射超声时，随着传
播距离的增加，超声会逐渐发生衰减，直至消失。
此时，超声的声压与声强由近及远逐渐减小，且当
超声传播至 z=15 µm 以后，声压与声强都将趋近于
零。可以发现，上面远离声源的两个骨细胞内的声
压与声强很小，而下面靠近声源的两个骨细胞内的
声场数值要大一些。采用该种照射方式时，模型区
域内的声场分布不均匀。图 3(b)中，在下面两个骨
细胞内，细胞质与细胞核区域内的声强分布发生了
明显变形，这也说明骨细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声
场的分布。
此外，在该模型区域内，超声声压与声强的传
播特性也符合超声传播理论，这也说明了当超声在
微观区域内传播时，其传播特性与宏观区域下超声
的传播理论是一致的。
仿真结果表明，当采用单边照射的方式时，声
TA

4

上述各式中，α 为声衰减系数；ρ 为材料密度；
c 为声速。这些参数的取值均取决于材料属性。仿
真中各项材料的物理参数如表 1 所示 。
密度/(kg/m )
声速/(m/s)
衰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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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声压分布

2017

(a)

声强分布
图 3 底边照射超声时的声压与声强分布(1.0 MHz，10 Pa)
(b)

4

Fig.3 Acoustic pressure and intensity distributions when ultrasound
irradiates at the bottom side(1.0 MHz, 104 Pa)

场的分布并不均匀。在后面的仿真中尝试在模型区
域的上下两边同时照射超声，并考察声场分布是否
会更加均匀。
2.2 上下两边同时照射超声
图 4(a)、4(b)所示分别为在模型上下两边同时
照射超声时，r-z 平面上的声压与声强分布。同样
地，超声参数为：频率 1.0 MHz，激励声压 1×10 Pa。
超声通过细胞培养液进行传播。与 2.1 节中不同的
是，这里存在两个入射超声波，所以在模型的中间
区域会产生波的叠加效应，这会使声场分布更为复
杂。下面将对该组仿真结果进行详细讨论。
由图 4 可知，当在上、下两边同时照射超声时，
由于模型整体具有对称性，因此声压与声强的分布
也是上下对称的。在两边入射超声波的叠加效应下，
声场的分布更为均匀，进而使得骨细胞受到的声辐
射力也更加均匀。由于本仿真中上下两个波源间距
4

年

声压分布

(b) 声强分布
图 4 上下边同时照射超声时的声压与声强分布(1.0 MHz，10 Pa)
4

Fig.4 Acoustic pressure and intensity distributions when ultrasound
4
irradiates at the top and bottom sides(1.0 MHz, 10 Pa)

仅为 30 µm，远小于超声波长，因此不会产生驻波。
通过比较图 3(b)与图 4(b)可知，相比于单边照
射，双边照射使得整体的声强更大。这样，在使用
相同激励声压的同时可以获得更大的输出声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边照射的超声发生了衰
减，从而使得中间位置处的声压与声强要明显低于
其他区域。本仿真中，细胞尺寸在微米级，超声波
长为毫米级，超声波长要远大于细胞尺寸。另外在
模型中，细胞质、细胞核和细胞膜的密度与声速均
比培养液大。由于声阻抗 Z=ρc，因此细胞内的声
阻抗要大于外液体。综合细胞尺寸及细胞声阻抗来
看，超声在细胞区域会发生反射、透射，但不会产
生散射。仔细观察图 4(b)可以发现，声强分布受到
骨细胞的影响而产生变形，尤其是在细胞核区域以
及细胞之间的区域。
已有文献表明，当采用声强低于 30 mW/cm (空
间时间平均)的 LIPUS 治疗骨细胞时，可以增加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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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 MAPK) 磷酸化程度、碱性磷酸酶
(Alkaline Phosphatase，ALP)活性及矿化程度，因而
低于 30 mW/cm 的声强在实际治疗中具有重要的参
考意义 。当仿真中采用上述超声参数及照射方式
时，骨细胞区域内的声强也符合 LIPUS 治疗骨细胞
的要求。
2.3 无骨细胞时的声强分布
目前，已有相关文献对超声治疗骨细胞时培养
皿内的声场分布进行了研究，但所得到的声场分布
也都是在宏观区域内的，并没有从细胞尺度来考察
声场与细胞间的相互作用。
为了从微观的角度来观察骨细胞对声场造成的
影响，本节将对培养液中不含骨细胞时的声强分布
进行仿真计算，并与之前培养液中含有骨细胞时的
情况进行比较与分析。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下面
会结合图 4(b)一起进行详细讨论。
在培养液中没有骨细胞的情况下，且同时在模
型区域的上、下两边用频率 1.0 MHz、激励声压
1×10 Pa 的超声进行照射时，r-z 平面内声强分布的
仿真结果如图 5(a)所示。通过对比图 4(b)与图 5(a)
可以发现，在超声照射条件与材料的物理参数完全
相同的情况下，有骨细胞和无骨细胞时的声场分布
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当培养液中含有骨
细胞时，声强数值要比没有骨细胞时小一些；另一
方面，骨细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原有的声强分
布，使得声强分布产生变形，尤其是在细胞核及细
胞之间的区域。
图 5(b)、5(c)分别显示了在培养液中有骨细胞
及没有骨细胞时，r-z 平面上位于中心轴线 r=0 µm
及径向轴线 z=8 µm 处的声强分布。由于声场分布
具有对称性，因此这里只选取了中心轴线上 z=0 µm
到 z=15 µm、径向轴线上 r=0 µm 到 r=12 µm 的数据
进行作图。
分别对比图 5(b)、5(c)中的两条曲线可知，骨
细胞的存在会影响原有声场的分布，并吸收一部分
的超声能量，从而使得培养液内的声强有所减小，
这也从能量的角度解释了 LIPUS 治疗骨细胞的作
用机制。
2.4 激励声压对中心轴线上声场分布的影响
在 LIPUS 治疗骨细胞的实验中，超声的物理
参数及照射位置对治疗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3 节已经对超声的照射位置进行了研究，
本节着重
讨论激励声压对于声场分布的影响。
本节中的所有仿真均采用在模型上下两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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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

总声强场(mW/cm )
(a) 无骨细胞时的声强分布

Freq(1)=1.0000E6

Surface:

2

4

(b)

有/无骨细胞时中心轴线 r=0 µm 处的声强分布

(c) 有/无骨细胞时 z=8 µm 处的径向声强分布
图 5 有/无骨细胞时的声强分布(上下边照射，1.0 MHz，10 Pa)
4

Fig.5 Acoustic intensity distributions with or without bone cells (ultrasound irradiates at the top and bottom sides, 1.0 MHz, 104
Pa)

时照射超声的方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 LIPUS 照
射骨细胞时局部区域内的声场分布，所需要的声强
数值较小，这里超声的激励声压取值范围为 1×10 ～
5×10 Pa。
为了定量研究激励声压对 r-z 平面内声场分布
的影响，选取中心轴线上的声压及声强分布作为
研究对象，以便更直观地显示不同激励声压下的差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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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同样地，由于中心轴线上的声场分布具有上下
对称性，这里也只选取了 z=0 µm 到 z=15 µm 区域
内的数值进行作图。仿真结果如图 6 所示，下面将
根据各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

(a)

2017

年

节着重讨论超声的频率对于中心轴线上声强分布
的影响。
本节中所有仿真仍然采用上下两边同时照射
超声的方式。由于研究的是 LIPUS 作用下的声场
分布，故选用的频率范围为 1.0～1.5 MHz。
当频率取不同数值时，中心轴线上位于 z=0 µm
到 z=15 µm 区域内的声强分布如图 7 所示。由图 7
可以发现，随着频率的增大，中心轴线处的声强减
小，两者成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当频率增大时，
媒质的声衰减系数也增大，从而加大了超声能量的
衰减。由此可知，通过调节频率可以改变中心轴线
处的声强分布。这也说明在 LIPUS 的频率范围内，
超声频率的取值会对骨细胞的治疗效果起到关键
作用。

不同激励声压时中心轴线处的声压分布

图 不同频率时中心轴线处的声强分布 上下边照射，

不同激励声压时中心轴线处的声强分布
图 6 不同激励声压时中心轴线处的声场分布(上下边照射，1.0 MHz)
Fig.6 Sound field distribution at the central axis for different acoustic
pressures(ultrasound irradiates at the top and bottom sides，1.0
(b)

MHz)

当激励声压取不同数值时，中心轴线上位于
z=0 µm 到 z=15 µm 区域内的声压、声强分布如图 6
所示。由图 6(a)、6(b)可知，随着超声传播距离的
增加，声压与声强都会不断减小。在轴线中间
z=15 µm 处，声压与声强达到一个极小值。同时，
图 6(a)数据显示，中心轴线上的声压随着激励声压
的增大而增大，即声场中的声压与激励声压成正相
关关系。另外由图 6(b)可知，当激励声压增大时，
中心轴线上的声强也增大，且声场中的声强与激励
声压的平方成正相关关系。
因此实际治疗过程中，在保持频率不变的情况
下，可以直接调节激励声压以得到理想的声压、声
强分布。
2.5 频率对中心轴线上声场分布的影响
2.4 节已经对超声的激励声压进行了探究，本

7
(
104 Pa)
Fig.7 Acoustic intensity distributions at the central axis for different
frequencies(ultrasound irradiates at the top and bottom sides
4
10 Pa)

，

此外，在本文所选取的 LIPUS 的频率范围内，
频率的改变对中心轴线上声强分布的影响较小。因
此在实际治疗过程中，可以通过改变频率的方式来
对声强分布实施微调。
3 结 论

本文首先对培养液内的骨细胞进行了建模，并
按照实际的材料参数及仿真要求对骨细胞-培养液
模型的各个参数进行设定，然后选用不同参数的超
声在不同位置进行照射，最后根据各项仿真的结果
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根据仿真结果，得到如下结论：
(1) 不同的照射位置会直接影响声场的分布。
a. 底边照射超声时，声压与声强由近及远逐渐
减小，声场分布不均匀。
b. 上下两边同时照射超声时，声场的分布更加
均匀。故采用该种方式进行照射时，可以让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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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声辐射力更加均匀，从而起到更好的治疗效
果。另外，相比于单边照射，双边照射使得整体的
声强更大。
(2) 超声在传播过程中有一部分能量被骨细胞
吸收，这也从能量的角度阐述了 LIPUS 治疗骨细胞
的作用机制。
(3) 从细胞层次的微观角度研究超声在骨细胞
及培养液中的传播时，骨细胞周围区域的声强与激
励声压的平方成正相关关系，而声强与频率成负相
关关系，这与超声传播理论一致。另外，在 1.0～1.5
MHz 的频率范围内，频率的改变对声强分布的影响
相对较小。
本文对包含骨细胞的微观区域内的声场分布进
行了仿真与分析，并由仿真结果得到了上述的重要
结论，这些结论可以指导我们进行相关的超声治疗
实验。本文仅对频域稳态下的声场进行了研究，仿
真结果不能展示从施加超声到最终稳定的过程中声
场分布的实时情况。因此，未来的工作可以进一步
在时域内对声场分布进行探讨，并与频域中的结果
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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