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卷第 期
年 月

声 学 技 术

40
5
2021 10

V o l. 40, No .5
Oct., 2021

Technical Acoustics

引用格式：郑曙光, 徐卓. 高性能 PMN-PT 系铁电单晶在医疗超声中的产业化进展[J]. 声学技术, 2021, 40(5): 739-742. [ZHENG Shuguang, XU Zhuo.

Industrialization progress of high-performance PMN-PT ferroelectric single crystals in medical ultrasound[J]. Technical Acoustics, 2021, 40(5):
739-742.] DOI: 10.16300/j.cnki.1000-3630.2021.05.023

高性能 PMN-PT 系铁电单晶在
医疗超声中的产业化进展
(

郑曙光，徐 卓
西安交通大学电子陶瓷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陕西西安 710049)

摘要：PMN-PT 系铁电单晶因其出色的压电和高机电耦合系数的特性，在超声换能器领域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我国一些研究团队在铁电单晶的理论研究和晶体生长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为铁电单晶在医疗超声领域的
大规模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概述了近年来一些研究团队在铁电单晶上的研究进展，以及医用超声换能器领
域中使用铁电单晶的工作进展，总结了国内超声企业在铁电单晶换能器产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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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ization progress of high-performance PMN-PT
ferroelectric single crystals in medical ultrasound
ZHENG Shuguang, XU Zhuo
(Electronic Materials Research Laboratory, Key Laboratory of Education Ministr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PMN-PT series ferroelectric single crystal have great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ultrasonic transducers due to its excellent piezoelectricity and high electromechanical coupling coefficient. In recent years, some research teams in China have made breakthrough achievements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crystal growth, and device
design of ferroelectric single crystals, which gives a solid support to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ferroelectric single crystals
in the medical ultrasound applications. In this article,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ferroelectric single crystals and its
application progress in the medical ultrasound transducers are introduced,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ferroelectric single crystal transducers by domestic ultrasound companies is summarized.
Key words: ferroelectric single crystal; PMN-PT; PIN-PMN-PT; medical ultrasound; transducers

超声成像系统的图像质量 ，适合换能器的高性能
化和超声系统小型化的发展需求 。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团队在铁电单晶的理论研
究、晶体生长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给超声换能器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本文中，概述了近年来一
些团队在铁电单晶上的研究进展，总结了国内研究
机构和超声企业在铁电单晶换能器产业化上的现
状和前景。
[1]

0 引 言1

[2]

医疗超声诊断系统相对于其他影像设备，价格
低廉、无创、实时，其临床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超
声换能器是其核心关键部件，主要类型是压电型换
能器。压电材料的性能决定了换能器的性能参数，
如带宽、灵敏度等，从而决定了超声图像的质量。
锆钛酸铅 Pb (Zr Ti ) O (PZT) 陶瓷及其复合材料
是主流的压电材料，其纵向压电常数 d 和机电耦合 1 铁电单晶的新突破
系数 k 约为 500 pC·N 和 0.7。铁电单晶材料，拥
有较好的压电性能和较高的介电常数，
铁电单晶压电性能的研究进程如图 1 所示 。
d >1 500 pC·N ， k 约为 0.9，可以显著提高医学
大尺寸的铁电单晶一般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二元系
的如 (1− x) Pb (Mg Nb ) O − xPbTiO (PMN −PT) 等
单晶，由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 Park 等 在 1997 年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作者简介 郑曙光 － 男 湖北宜昌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 合成，开启了铁电单晶商用化的序幕，其居里温度
铁电单晶材料及器件。
低，应用受到了限制。第二代铁电单晶是三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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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增强的局域结构无序性”、“准同型相界”
和“工程畴结构”这三种高压电效应起因的有机
结合，为进一步优化综合性能给出了一种方法 。
各种研究还发现，交流过极化能有效地提高铁电晶
体的压电性能和稳定性 。
[8]

[9]

图 钐掺杂的

图 铁电单晶的研究进程

铁电单晶商用化的条件是大尺寸、均匀、稳定。
直径 1 in(1 in=2.54 cm)以上的大尺寸 PMN-PT 单晶
一般都是采用改进的 Bridgman 技术即坩埚下降法
生长出来，最先由 H.C. Materials 开始商用化 。近
年来，直径 3 in 的铁电单晶的生长技术有了很大发
展，其稳定性、均匀性都大大提高 。目前市场上
主要的铁电单晶供应商有美国 CTS(2016 年收购
了 CTG AM，即原 H.C. Materials)、美国 TRS、日
本 JFE、韩国 CeraComp 等。当前主要的商用铁电
单晶的性能参数如表 1 所示，性能稳定，故与文献
中的最高性能还有不小差距。表 1 中，Loss 表示介
电损耗，k 表示厚度伸缩机电耦合系数，N 表示厚
度频率常数， Q 表示机械品质因数。

的单晶，如 Pb (In Nb ) O − Pb (Mg Nb ) O −
PbTiO (PIN − PMN-PT) 具有相对较高的居里温度
T 、相变温度 T 和矫顽场强 E ，增强了温度和电场
稳定性 ，这大大扩展了铁电单晶在高温和高功率
场合的应用。为进一步提高性能、稳定性和一致性，
发展出了第三代铁电单晶：各种掺杂改性的
PMN-PT 单晶 。最新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是
2019 年西安交通大学发布的钐掺杂的 PMN-PT 铁
电单晶，照片如图 2 所示，其 d 达到 4 000 pC·N ，
介电常数达到 12 000，相对于非钐掺杂的铁电单
晶，其压电性能提高了 60%，介电常数 ε 提高了一
倍，应变提高了约 90%，是目前压电性能最好的材
料 。理论研究发现，这种材料的巨压电效应来
1/2

1/2

3

1/3

2/3

3

3

c

rt

c

[10]

[5]

[11]

[6]

-1

33

t

[7]

Table 1

名称

Trt /(˚C)

CTS PIN33%PMN-PT
JFE PMN-PT

89

143

90 100

～130
160～200
120

t

m

表 主要商用铁电单晶的性能参数对比

1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main commercial ferroelectric single crys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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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Sm-doped PMN-PT single crystal

1
Fig.1 The research milestones on ferroelectric single crys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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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铁电单晶生长技术和研究一直处于国
际一流水平。西安交通大学首先成功生长出了直径 2 单晶换能器在医疗超声中的现状
5 in 的 PIN-PMN-PT 单晶 ，如图 3 所示。国内团
在医疗超声领域，好的图像质量主要是指较高
队提供的单晶材料的性能、一致性都已达到国际一
的分辨率、较高的对比度、较大的穿透深度和较高
流水平 ，其成本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是一个大幅
的血流灵敏度。对于换能器，则是追求较高的灵敏
度提升国产医疗超声换能器性能的契机。
[12]

[5]

第5期

郑曙光等：高性能 PMN-PT 系铁电单晶在医疗超声中的产业化进展

741

国外在售的同类型换能器的谐波模式下的图像对
比，国产单晶相控阵图像质量已达国际一流水平。
为进一步提高压电材料的性能，单晶复合材料
也得到了研究 ，其构型一般采用 1-3 型或 2-2
型。单晶复合材料非常适合做成宽带宽的超声换能
器，它有着以下三个优点：(1) 这种结构充分利用
了单晶的高的纵向机电耦合系数 k ，而不是传统的
厚度模式的 k ，从而提高了机-电之间的转换效率；
图 3 直径 5 in PIN-PMN-PT 单晶
(2) 复合材料的声阻抗低，可以更加方便、灵活的
Fig.3 PIN-PMN-PT single crystal of 5 in diameter
设计制造更宽带宽的换能器；(3) 复合材料的电学
度、更宽的带宽、合适的中心频率及较窄的脉冲长 性能可以很方便地通过单晶-聚合物的体积比来调
度。对于压电材料，则希望有较大的压电系数 d 、 整，以适应各种不同应用场景，特别是眼科和血管
合适的介电常数 ε 以及较高的机电耦合系数 k 和 内超声。但由于单晶复合材料制备工艺的难度大，
k
。铁电单晶相对于压电陶瓷，具有非常优越 产品的一致性和成品率比较低，因而成本太大，目
的压电性能和很高的机电耦合系数，成为高品质超 前在医用超声领域还没有大规模商用化。
声换能器的首选材料 。
单晶换能器具有非常宽的带宽，非常方便谐波 3 单晶换能器大规模产业化的机遇
成像，能显著提高图像分辨率并消除伪像。飞利浦
和挑战
(Philips)于 2004 年首先将 PMN-PT 单晶应用在商用
化的医疗影像设备上，称之为“PureWave”纯净波
经过多年的研究，PMN-PT 系铁电单晶的相变
技术 。通用电气(GE)推出了系列单晶换能器，称 温度低、晶体不均匀等难题已得到有效解决，大尺
为 “XDclear” 技 术 。 西 门 子 (Siemens) 、 日 立 寸高性能铁电单晶材料已经商用化，国内厂商量产
(Hitachi) (2019 年 12 月被富士(Fujifilm)收购)、东芝
后其成本将进一步下降。铁电单晶换能器大规模产
(Toshiba) (2016 年 12 月被佳能(Canon)收购)等也相
继推出了自己的单晶换能器产品。这些公司凭借单 业化的原材料问题已基本解决。这是第一个机遇。
国内超声企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壮大，在超声
晶换能器较好的图像质量，牢牢占据了超声设备的 系统的硬件和软件上获得了深厚的积累，中端产品
高端市场。国内的医疗超声企业正在努力追赶，迈 的性能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对高性能换能器的需
瑞于 2013 年收购了美国的 Zonare；万东医疗于 求更加迫切，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是第二个机遇。
2018 年收购了意大利百胜医疗 Esaote ；东软于
国内超声企业在陶瓷复合材料的换能器上已
2019 年收购了韩国单晶换能器厂家 Humanscan，在
往高端市场发力。迈瑞、开立、祥生、飞依诺、汕 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换能器设计和生产的技术能力
超、爱声、嘉瑞等都加大了单晶超声换能器的研发 有了很大发展，已经有能力涉足单晶换能器的大规
投入，在完成了普通陶瓷到陶瓷复合材料换能器的 模产业化。这是第三个机遇。随着研发的继续投入
升级换代后，近两年内都有自己研发的单晶换能器 和生产工艺的提高，国产单晶一维换能器、二维面
阵换能器也将逐步推向市场，彻底打破国外垄断，
的样品试制成功。
国内超声企业和研究机构，都是以 64、80 或 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十三五以来，科技部启动了“数字诊疗装备研
96 阵元 3 MHz 单晶相控阵换能器开始试制。图 4
2016 年来在医用超声领域共有
是今年一款试制的国产 96 阵元单晶相控阵产品与 发”重点专项，自
近 20 个项目立项，其中中央财政经费过千万的项
目见表 2。在这些项目的目标中，多处提到要研发、
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换能器。科技部支持
国内企业自主创新，打破国外企业的垄断，期望在
高端医疗装备市场上成长并占据重要地位。
单晶换能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单晶换
图 4 国外产品(左)和国产样品(右)的心脏谐波模式图像
能器生产工艺过程的成品率较低，须进一步改善生
Fig.4 The images of cardiac harmonic mode given by foreign
产工艺。其次是使用过程中单晶换能器温度升高比
transducer (left) and domestic sample (right)
[14,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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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技部十三五重点专项中超声领域重大项目

Table 2

The major project list in medical ultrasound

项目名称
乳腺三维超声容积成像系统及
面阵探头的研制
多功能动态实时三维超声
成像系统
消化超声内镜及关键部件开发
无线探头式掌上智能超声
成像诊断仪
掌上彩色超声成像系统研发
高解析度光学及超声复合
电子内窥镜系统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
无锡祥生医学影像有限
责任公司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飞依诺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
广州索诺星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飞依诺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ZT 快，需要精心设计和加工适当的匹配层、背衬
和合适的散热结构。再次是陶瓷及陶瓷复合材料的
性能近年来也有了很大提高，其成本比单晶有优
势。最后，单晶换能器还面临着新型换能器技术如
电容性微机械超声换能器 (Capacitive Micromachined Ultrasound Transducer, CMUT)、压电型微机
械超声换能器 (Piezoelectric Micromachined Ultrasound Transducer, PMUT)的挑战。美国 Butterfly 公
司于 2019 年推出的 iQ 系列超声设备，使用 CMUT
技术，在超声设备微型化方面引领潮流，其换能器
的成本极具优势。Philips 经过多年的持续研发后，
其 PMUT 产品也即将推出。

4 总结与展望

高性能铁电单晶的生长技术已经成熟，其成本
将大大降低，国内企业的单晶材料将大规模上市，
铁电单晶在医用超声上的大规模产业化指日可待。
国内超声换能器研发和制造企业将利用这个时机，
和科研院所一起，追赶上国际先进水平。预计三年
内，国产单晶换能器将成为中高端超声设备的标
配，从而在中高端市场逐渐站稳，并进一步提高低
端市场的技术水平，提升中国的医疗水平，促进全
民健康。而更高性能的、大尺寸的铁电材料在继续
研发中，压电型医用超声换能器的技术还有很大的
潜力待发掘，三匹配层或梯度匹配层、高阻抗失配
层技术、单晶面阵换能器、高密度接线技术都将是
研究的重点和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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