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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FU 治疗中生物组织对声学焦域及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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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大学计量测试工程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生物分层组织是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中最常见的声通道组织。通过研究生物组织对声学焦域的影响，可以为
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治疗安全性和可靠性提供理论依据。基于 Westervelt 方程，
利用频域和时域有限元算法仿真 HIFU 治疗过程中超声透过分层组织后的焦域变化，并用新鲜离体猪肉组织进行实验
验证。结果表明：生物组织声学特性的差异性和结构的不均一性使 HIFU 的声学焦域位置发生改变，尤其在声焦平面
内，相对 2.5 mm 的焦域宽度，1 mm 的偏移量将会对 HIFU 治疗精准性产生影响；声通道中存在生物组织，超声声
束不会发生扩散，没有散焦现象，焦域宽度维持在 2.38～2.79 mm 范围内；HIFU 透射生物组织，声学焦域的非线性
有明显的减弱，谐波次数越高，衰减程度越大，实验中基波声衰减值为 9.97 dB，二次谐波声衰减值为 22.33 dB，三
次谐波声衰减值为 28.05 dB，四次谐波声衰减值为 31.06 dB，五次谐波已衰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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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iologic layered tissue on acoustic focal region and
acoustic nonlinearity during HIFU treatment
XU Aoxuan, WANG Yuebing, ZHENG Huifeng, CAO Yonggang, CHEN Lu
(College of Metrology & Measurement Engineering,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Biologic layered tissue is the most common acoustic channel in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
treatment. The effect of biological tissue on acoustic focal region is studie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HIFU treatment. Based on Westervelt equation, the finite element algorithms in frequency domain and
time domain are used to simulate the focal region changes when ultrasound penetrates layered tissue during HIFU
treatment. And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with fresh pork tissue in vitr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of biological tissues change the acoustic focal position of HIFU,
especially in the acoustic focal plane, the deviation of 1mm relative to the focal field width of 2.5 mm affects the accuracy
of HIFU treatment; when there is biological tissue in the acoustic channel, the ultrasonic beam does not spread, no
defocusing phenomenon appears, and the focal width maintains in the range of 2.38 2.79 mm; when HIFU penetrates
biological tissue, the nonlinearity of acoustic focal region is obviously weakened; The higher the harmonic order, the
greater the attenuation is. In the experiment, the acoustic attenuation values of the fundamental wave, the second harmonic, the third harmonic and the fourth harmonic are 9.97, 22.33, 28.05 and 31.06 dB respectively, and the fifth harmonic disappears due to severe attenuation.
Key words: biologic layered tissue;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 acoustic focal region; finite element;
nonline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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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超声诊断和治疗的广泛应用，其
安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高强度聚焦超
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治疗技
术已应用于多种实体性肿瘤的临床治疗中，其作为
一种非侵入性的方法备受关注 ，而我国在 HIFU
[1-2]

第6期

徐遨璇等：HIFU 治疗中生物组织对声学焦域及声的非线性影响的研究

技术领域更是位于国际前列，在不断的研究和临床
试验中，我国的 HIFU 技术越来越成熟 。HIFU 起
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 Lynn 等 提出了 HIFU，
并利用它热凝固体内组织。HIFU 技术的治疗过程
是把水介质作为媒介，将人体外的超声波通过水体
聚焦传播到人体内某一治疗靶区，期间需经过生物
组织层，然后在焦点区域形成瞬间高温，从而杀灭
肿瘤组织形成损伤灶，达到无创治疗的目的 。在人
体组织内形成的损伤区域是 HIFU 治疗的关键，而
损伤区域受声学焦域的位置、形状、声强和谐波成
分共同影响。在 HIFU 治疗过程中，超声束需穿过
皮肤、脂肪、肌肉等多层组织才能到达靶区，超声
能量沉积在声通道组织而发生衰减。由于生物组织
的不均一性以及声学特性的差异，致使组织的厚度
及介质内的传播声速存在差异，这使得 HIFU 焦域
的位置和形状发生改变，从而影响靶区的能量分布
和损伤灶的形成。同时生物组织影响 HIFU 焦域的强
度变化，其非线性效应会发生改变，对治疗也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
在生物损伤区域研究方面，国外 Watkin 等 进
行了 HIFU 在生物组织中形成损伤的实验，研究表
明，随着声强的提高，焦域位置前移且形状由长椭
球形逐渐变为“蝌蚪形”。国内重庆医科大学实验
研究了体外 HIFU 不同频率对损伤区域的影响，得
到的结果与文献[6]中的实验结果一致 。数值仿真
和有限元仿真是预测 HIFU 治疗中声场分布的有效
方法，众多学者对 HIFU 治疗过程进行了仿真研究
和临床试验研究。在文献[8]中，中国科学院的周玉
禄和程建政通过数值仿真，研究了层状生物媒质中
的聚焦声场，利用水、蓖麻油等介质代替生物组织
进行实验验证。在文献[9]中，浙江大学的解卓丽和
郑音飞为分析医学超声在非均匀组织中的分布特
性，建立了超声发射声场的计算模型。在文献[10]
中，常诗卉和菅喜岐采用 Westervelt 方程的近似式，
并结合 Pennes 生物热传导方程进行数值仿真，以猪
肝肿瘤为例，预测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的温度分布
和确定治疗剂量。在文献[11]中，杨含和李发琪利
用连续高强度聚焦超声与脉冲高强度聚焦超声辐照
离体牛肝组织，进而观察靶区形态，测算坏死体积。
可见，前人或通过实验观察现象得出结论，或
进行纯粹的仿真，进而分析得出结论。本文希望仿
真和实验相辅相成，互相验证，并且自己测量组织
声参数，贴合实际测量环境。同时前人多采用 KZK
方程作为出发点，本文将利用 Westervelt 方程来建
立声学传播模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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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理论

[4]

[5]

[6]

[7]

为探究生物组织对 HIFU 声场的影响，HIFU
探头采用 61 阵元的球壳点聚焦阵列换能器，探头
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球壳阵由一个曲率半径
d =150 mm、横向直径 L=160 mm 的刚性球冠体和
61 个直径 d=16 mm 的平面圆形阵元组成。
f

图

探头示意图

1 HIFU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HIFU probe

提高换能器的工作功率，产生高强度聚焦超
声，当其辐射声波达到有限振幅波范围时，在传播
过程中会产生非线性谐波，因此线性波动方程不再
适用于声波传播建模。目前多数非线性声学研究工
作采用 KZK 方程作为出发点，该方程以抛物近似
为前提，求取的结果是有限孔径声源在无限大平面
自由空间内传播时轴向和远场的普遍特征 。而本
文将利用 Westervelt 方程来建立声学传播模型，该
方程由线性波动方程转化而来，是累积非线性效应
在局部非线性效应中占主导时全二阶波动方程的
近似，具体表示如下 ：
[12]

[13]

1 ∂2 p  1 
δ ∂ ( ∇p )  
β ∂2 p2
−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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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0 c02 ∂t 2  ρ0 
c02 ∂t   ρ02 c04 ∂t 2

(1)

式中：p 为总声压； ρ 和 c 分别为介质的密度和传
播声速；β =1+B/(2A) 为非线性系数，其中 B /(2A) 为
非线性参数； δ 为声扩散率；t 为传播时间； ∇ 为
拉普拉斯算符。
0

0

2 仿真模型及仿真结果

治疗的仿真模型
图 2 为直径 200 mm，长 230 mm 的圆柱形仿
真模型。其中换能器为曲率半径 R=150 mm 的聚焦
换能器，激励信号为频率 f=1.0 MHz 的正弦波。边
界采用完美匹配层(Perfectly Matched Layer, PML)
作为吸收条件。为了精确解析整个声学域的压力梯
度变化，使用二次单元进行离散化处理，在进行频
域仿真时，对其采用大小为 λ/6 的细化网格，而时
2.1 H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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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气水中加入生物组织，设接收到的声压为
p ，则 p 的表达式为
2

2

p2 = p0Twt e−α L Ttw e
t t

(

−α w Lw − Lt

)

(3)

式中：α 为生物组织的声衰减系数，L 为生物组织
的厚度， T 和 T 分别为从水到生物组织和从生物
组织到水的声传播透射系数，其表达式为
t

t

wt

tw

[14]

图 2 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的仿真模型(单位：mm)

Fig.2 Simulation model of HIFU treatment (unit: mm)

域仿真由于网格大小受解析谐波数量的影响，因此
将网格大小定义为 dx = c / (6N f ) ( c 为基波声速，
N 为谐波数量， f 为基波频率)。
2.2 仿真参数
为达到理想的仿真效果，需要获取真实的组织
声学参数，因此利用水浸式脉冲透射法进行猪肉组
织的声学参数测量，实验示意图如图 3 所示。在装
满水的小水槽中，发射换能器和接收换能器相距
L ，面对面放置。当发射换能器发射声压为 p 的
平面声波时，接收换能器接收到的声压为 p 。
0

0

0 0

0

0

0

w

i

Twt =

2 zt
zw + zt

(4)

Ttw =

2 zw
zt + zw

(5)

式中：z 和 z 为生物组织和水的声阻抗。在本实验
中，猪肉样本切割得较为规整，形状为长方体，密
度通过联系体积和质量，多次取平均得到。生物组
织的声衰减系数的表达式为
t

w

ln  p1 T T 

  p2 wt tw 

α t = 8.686 
+α w 
Lt





(6)

另外，为获取样本的声速，假设在插入样品的
情况下，从发射换能器发射的声波到接收换能器接
收所需的时间为 t ，则声速和声波传播距离之间的
关系表达式为
wt

twt =

Lt Lw − Lt
+
ct
cw

(7)

式中：c 为生物组织的声速；c 为水的声速。因此，
生物组的声速 c 为
t

w

t

(a)

未加入生物组织

加入生物组织
图 3 声学参数测量实验示意图
(b)

Fig.3 Experimental layout of acoustic parameter
measurement

ct =

Lt
Lw − Lt
twt −
cw

(8)

本实验中，测量多块猪肉组织成分，通过读取
声路径传播时间和接收声压信号，将测量所得数据
换算为声速和声衰减系数，分别进行线性拟合，得
到各组织的平均声速和声衰减系数。其中发射换能
器和接收换能器的工作频率为 2 MHz，忽略衍射效
应，同时考虑到声介质的声阻抗有差异，声界面的
反射效应不可忽略。因此由式 (6) 计算出频率为
2 MHz 下的声波在各组织中的声衰减系数(dB·cm )。
然而生物组织的声衰减系数与频率并非完全线性
关系，生物组织的超声衰减系数与频率的关系为
-1

α ( f ) =γ f n

在充满除气水的水槽中，未放入生物组织时， 式中： γ 为生物组织在 1 MHz 下的声衰减系数；f
设接收声压为 p ，则 p 的表达式为
为测量时超声频率；n 为频率依赖指数。通过文献
(2)
p =pe
整理得到皮肤的频率依赖指数为 2，脂肪和肌肉的
式中： α 为水的衰减系数； L 为换能器表面之间 频率依赖指数为 1.2 。上述测量结果是在频率为
的距离。
2 MHz 下测量，需要进行换算，得到频率为 1 MHz
1

(9)

1

−α w Lw

1

0

[15]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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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声衰减系数，换算后的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圆形。图 4(b)为 HIFU 透过厚度为 72 mm 的猪肉组
织后的声场分布，该仿真结果不考虑组织结构上的
表 1 仿真用的生物组织参数(实测)
Table 1 Biological tissue parameters (measured) for simulation
不均一性，即各组织层的分界面为平整面，焦域的
密度
/
声速
/
声衰减系数
/
形状基本不变。图 4(c)同样为 HIFU 透过厚度为
组织成分 (kg·m ) (m·s ) (dB·cm ·MHz )
72 mm 的猪肉组织后的声场分布，该结果在图 4(b)
皮肤组织 1 138.9 1 549.7
0.92
的基础上考虑组织结构的不均一性，其组织的各层
脂肪组织
917.5
1 430.7
2.02
分界面为实际测量猪肉组织的分界面，焦域声场发
肌肉组织 1 122.7 1 603.9
0.71
生略微的畸变，而且声学焦域除了向换能器一侧靠
近，在焦平面方向也发生偏移。组织结构的不均一
2.3 有限元仿真结果
为了能直观地观察声学焦域整体的变化，并且 性以及声学特性的差异，导致 HIFU 透过组织后的
考虑到三维组织体积过大，划分细化网格，会占用 声学焦域相比自由场发生畸变，焦域位置也发生改
大量的计算内存，因此减少模拟计算量，此处将图 变。同时组织具有较高的声衰减能力，焦域的声压
也发生了改变，具体仿真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
2 作为二维模型进行仿真计算。焦域声场的仿真结
声压值比为加入生物组织后的声压与未加入组织
果如图 4 所示，显示了焦域的形状和位置的变化。
图 4(a)为 HIFU 自由场的声场分布，声场焦域为椭 时自由场声压的比值，焦域宽度是按照声压最大值
−6 dB 处的宽度进行计算。
-3

-1

-1

-1

Table 2

表 焦域仿真结果

2
Results of focal field simulation

声焦平面 声压值比/ 焦域宽度/
组别 声轴方向
偏移/mm 偏移/mm %
mm
自由场 0.00
0.00
100
1.68
平整组织层 3.73
0.00
37.7
1.69
(理想)
非平整组织 2.28
0.41
39.3
1.73
层(实际)
(a)

(b)

自由场

平整组织层(理想)

非平整组织层(实际)
图 4 焦域分布变化

(c)

Fig.4 Change of focal region distribution

由图 4 和表 2 可知，由于生物组织声阻抗的差
异，导致 HIFU 焦域在声轴上发生偏移；组织的结
构不均一性导致 HIFU 焦域在焦平面内也会发生偏
移；同时根据仿真结果可知，焦域的宽度基本不
变，无散焦现象，即超声束经过生物组织不会发生
声束扩散；此处由于采用的实际离体猪肉组织分层
界面较为平整，因此结构上的非均一性并没有引起
巨大的误差，从仿真结果分析，两者的声压值比只
相差 2.8%。
由于高强度聚焦超声的辐射声波达到有限振
幅波范围，因此会产生非线性谐波。在进行非线性
仿真时，通过上述二维焦域仿真结果发现，平整组
织层(理想)和非平整组织层(实际)声压衰减后的声
压值比非常接近。因此此处仿真模型按照图 2 所
示，采用二维轴对称进行仿真，组织层为平整界面，
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生物组织作为一种似流体组织，其结构具有不
均一性，因而超声波在生物组织中传播时引起的声
衰减机理是复杂的。在这种似流体介质中，超声衰
减由超声吸收和超声散射两部分组成。通过观察图
5 中的仿真结果发现，由于生物组织具有较强的超

声 学 技 术

690

(a)

2020

年

完全水域中焦点的谐波分布
图 实验系统

6
Fig.6 Experimental system

分别为 72.0、70.5、58.0、76.0 mm，并分别标记为
1～4 号，复温到 20℃，放置于除气水(水中气体含
量为 0.14 mg·L )中，等待实验使用。各块猪肉组织
成分厚度如表 3 所示。
-1

(b) 生物组织后侧焦点的谐波分布
图 5 高强度聚焦超声的谐波分布

Fig.5 Distribution of HIFU harmonics

声衰减能力，HIFU 进入生物组织后，非线性效应
会发生较大程度的改变，高次谐波相对基波所占比
例下降幅度更大。在 HIFU 治疗过程中，HIFU 的非
线性效应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此处对
HIFU 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仿真研究。
3 实验与结果

实验系统搭建
为了通过实验进一步验证仿真结果的可靠性，
搭建如图 6 所示的实验测试系统。首先激励球壳点
聚焦阵列换能器工作，在水箱中形成聚焦声场。通
过夹具夹持光纤水听器，利用三维运动机械结构对
HIFU 声场焦域进行测量，输出信号呈现在示波器
上，最终将数据读取并存储在电脑中。实验器材：
球壳点聚焦阵列换能器、AR 功率放大器、信号源、
示波器、光纤水听器、光纤解调器、PLC 机箱、上
位机。设备型号：示波器(RIGOL MSO5104)、信号
源(RIGOL DG4062)、光纤解调器(FOH-880)、功率
放大器(rf/microwave instrumentation model 800A3B)。
3.2 HIFU 声学焦域测量
选取新鲜离体猪肉组织，均浸泡在 0.9%的生理
盐水中。标本的准备：洗净、切块、浸泡。猪肉组
织共切成 120 mm×120 mm 的 4 块长方体，其厚度
3.1

Table 3

表 3 各块离体猪肉组织成分

组别 皮肤组织
1号
13.0
2号
12.5
3号
11.0
10.0
4号

Components of isolated pork tissues

厚度/mm
脂肪组织
17.0

肌肉组织 总厚度/mm
42.0

72.0

21.0

37.0

70.5

10.0

37.0

58.0

15.0

51.0

76.0

在放入生物组织前，先通过 3D 定位系统将光
纤水听器移动到 HIFU 自由场声学焦域的焦点处，
测量焦平面声场分布。然后将准备好的生物组织插
入到球壳点聚焦阵列换能器的声通道中。在对焦域
声场进行测量时，首先使生物组织能覆盖 HIFU 探
头辐射的声束，所切割的猪肉组织为长方体，长为
120 mm，宽为 120 mm，放置于距离换能器 50 mm
处，通过几何分析，能够满足覆盖全声束的测量条
件。其次通过 3D 定位系统微调运动机械结构，移
动光纤水听器寻找焦点所在位置。最后，测量焦平
面 y 轴和 z 轴上的声压分布。为精准测量其声压分
布，测量范围为 10 mm×10 mm ，采集间距为
0.2 mm，测量结果如图 7 所示。
图 7 分别为自由场和加入生物组织后焦平面的
声场分布对比。从图 7 中可以看出：声通道存在生
物组织时，会引起 HIFU 焦域在焦平面内发生偏
移；超声波束通过生物组织，焦域宽度基本不变，
没有发生扩散，没有出现散焦现象。具体实验结果
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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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由场

(b) 1

号

(c) 2 号
图 7 焦平面声场分布

(d)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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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4

号

Fig.7 Distribution of acoustical field in focal plane

Table 4

表 焦域测量结果

4
Results of focal field measurement

声轴方向 焦平面方向 声压值 焦域宽度/
组别 偏移量
/mm 偏移量/mm
比/%
mm
自由场 0.00
0.40
100
2.38
1号
3.00
0.85
28.3
2.64
1.00
1.02
23.6
2.44
2号
3号
1.60
0.40
44.8
2.79
1.80
1.00
21.2
2.73
4号

从表 4 中可以发现，由于介质声阻抗的差异，除了
导致 HIFU 的焦点在声轴方向发生偏移，还产生了
焦平面内的偏移。从测量结果中发现，平均焦域宽
度只有 2.6 mm，焦平面方向的偏移量接近 1 mm，
因此焦平面内的偏移对 HIFU 的治疗影响非常大。
同时由于生物组织的黏滞导致大量能量沉积在组
织中，焦点处的声压幅值显著下降，在测量的结果
中，声压值比均下降至 50%以下。
由于生物组织会影响 HIFU 在焦域的强度变
化，HIFU 非线性效应也会改变，随之 HIFU 治疗
效果也会产生变化。本文选取自由场焦域和放入 1
号猪肉组织后焦域的非线性效应作为研究对象。函
数发生器发射频率为 1 MHz，幅值为 600 mV 的正
弦脉冲波，AR 功率放大器的增益为 65%，辐射声
功率为 25.77 W。测量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表 谐波测量结果

5
Results of harmonic measurement

/
透射组织后
谐波次数 纯水中声强
(W·cm )
声强/(W·cm )
基波(1 MHz) 394.662 3
39.771 1
二次谐波
35.182 7
0.205 7
三次谐波
2.615 4
0.004 1
四次谐波
0.433 8
0.000 3
五次谐波
0.039 3
0.000 0
-2

-2

声衰减/
dB

9.97
22.33
28.05

的黏滞，导致焦域的声强衰减，非线性效应不显著，
谐波发生衰减，且谐波次数越高，声衰减值越大。
在本研究中，当加入生物组织后，五次及以上的谐
波已经不存在，且高次谐波相对基波所占比例下降
幅度更大。
4 结 论

本文通过测量新鲜离体猪肉组织的声学参数
进行有限元仿真，研究了 HIFU 治疗过程中声束通
过生物组织后的声学焦域变化。同时搭建测量系
统，利用离体组织进行实验来验证仿真结论。
仿真和实验研究表明：(1) 当声通道存在生物
组织时，HIFU 焦域会发生偏移，焦平面内的偏移
量相较于焦域宽度，对 HIFU 治疗精确性影响较大；
(2) 当 HIFU 经过生物组织，没有散焦现象，即声
学焦域的宽度基本不变，这避免了因焦域宽度变
大，在治疗过程中损害正常组织的情况；(3) 焦域
内高次谐波所占比例下降，且谐波次数越高，衰减
越明显，而非线性效应的变化会影响到治疗效果，
需要进行适当的能量补偿。
HIFU 作为一种新兴的肿瘤微创外科治疗技
术，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 HIFU 技术在推广的过
程中，还有许多的问题等待解决如损伤灶的形成
等。本文研究过程中，将生物组织进行了简化，具
体临床情况相对更加复杂，因此后期需继续完善仿
真模型，使其更加贴切实际，为 HIFU 试验提供有
利意见，对于 HIFU 通过各种复杂生物组织形成声
学焦域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31.60
−

从表 5 可以发现，声通道中的生物组织，极大
程度减弱了焦域的声强，进而影响非线性效应。当
未加入生物组织时，非线性明显，谐波次数达到
5 MHz。当在声通道加入生物组织，由于生物组织

[1]

[2]

叶明新, 龚建平. HIFU 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运用[J]. 国际外科
学杂志, 2014, 41(4): 219-221.
YE Mingxin, GONG Jianping.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HIFU in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liver canc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rgery, 2014, 41(4): 219-221.
.
(HIFU)
[J].
, 2009, 15(3): 17-21.

熊六林 高强度聚焦超
中国医疗器械信息

治疗肿瘤原理及临床应用现状

声 学 技 术

692

[3]

[4]

[5]

[6]

[7]

[8]

[9]

XIONG Liulin. Principle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HIFU in the
treatment of tumor[J]. China Medical Device Information, 2009,
15(3): 17-21.
.
[J].
,
2011, 30(1): 17-20.
FENG Ruo. The rapid rise and prospect of focused ultrasound
therapy in China[J]. Technical Acoustics, 2011, 30(1): 17-20.
LYNN J G, ZWEMER R L, CHICK A J, et al. A new method for
the generation and use of focused ultrasound in experimental biology[J]. Journal of General Physiology, 1942, 26(2): 179-193.
,
.
[J].
, 2016, 32(1): 150-153.
JIANG Yun, GONG Lan. Progres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rapeutic ultrasound technology[J]. China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2016, 32(1): 150-153.
WATKIN N A, TER HAAR G R, RIVENS I. The intensity dependence of the site of maximal energy deposition in focused ultrasound surgery[J]. Ultrasound in Medicine & Biology, 1996,
22(4): 483-491.
,
,
, .
[J].
, 2002, 18(6): 417-420.
LIU Baoqin, XIONG Shuhua, WANG Zhibiao, et al. Biological
focal region in vitro induced by different frequency of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J]. Chinese Journal of Ultrasound Medicine, 2002, 18(6): 417-420.
.
[D].
:
(
), 2007.
ZHOU Yulu. Study on focused sound field in layered biological
media[D]. Wuhan: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2007.
.
[D].
:
, 2013.
XIE Zhuoli. Study on nonlinear acoustic field model based on
human abdominal wall tissue[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13.

[10]

冯若 我国聚焦超声治疗技术的迅速崛起与展望 声学技术

[11]

江云 龚兰 治疗性超声技术的临床应用进展 中国医学影像技
术

[12]

刘宝琴 熊树华 王智彪 等 体外不同频率高强度聚焦超声的生
物学焦域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

周玉禄 层状生物媒质中的聚焦声场研究
研究生院 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13]

武汉 中国科学院

解卓丽 基于人体腹壁组织的非线性声场模型研究
江大学

[14]

杭州 浙

[15]

2020

年

常诗卉, 陈晓瑞, 菅喜岐. 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焦域的仿真研
究[J]. 生物物理学报, 2013, 29(1): 54-63.
CHANG Shihui, CHEN Xiaorui, JIAN Xiqi. Simulation study on
focal region of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in tumor treatment[J]. Acta Biophysics Sinica, 2013, 29(1): 54-63.
,
,
,
.
[J].
, 2013, 10(2):
69-72.
YANG Han, BAI Jin, DIAO Qingchun, et al. Biological effects of
continuous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and pulsed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J]. China Interventional Imaging and
Therapeutics, 2013, 10(2): 69-72.
,
.
Westervelt
[C]//
.
:
, 2007: 308-314.
ZHANG Zhenfu, ZHAO Yun. Finite difference time domain
method for simulating the propagation of nonlinear sound field in
ideal media based on Westervelt equ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11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nlinear Vibration and the 8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nlinear Dynamics and Motion Stability.
Beijing: Chinese Society of Mechanics, 2007: 308-314.
.
HIFU
[D].
:
, 2015.
DING Xin. Numerical simulation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transcranial HIFU excitation signal and its formation temperature field
[D]. Tianji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2015.
,
,
.
[M].
:
,
2012, 131-135.
DU Gonghuan, ZHU Zhemin, GONG Xiufen. Fundamentals of
acoustics[M].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1-135.
DUCK F A.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issues: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book[M]. London, UK: Academic Press, 2013, 135-140.

杨含 白晋 刁庆春 等 连续高强度聚焦超声与脉冲高强度聚焦
超声的生物学效应对比 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

张振福 赵云 基于
方程的时域有限差分法模拟理想介
质中非线性声场的传播 第十一届全国非线性振动学术会议暨
第八届全国非线性动力学和运动稳定性学术会议论文集 北京
中国力学学会

丁鑫 经颅
激励信号的调控及其形成温度场的数值仿真研
究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
杜功焕 朱哲民 龚秀芬 声学基础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