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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

装置及方法：包括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以及驱动

电路，产生与所述分裂阵元数量对应的多路驱动

信号，对功率进行放大，通过阻抗匹配使输入至

所述分裂阵元中相邻阵元的驱动信号的相位差

及幅值保持一致。本发明提出利用聚焦超声分裂

阵球面换能器来产生涡旋声场，相对于目前使用

成百上千个换能器组成的换能器阵列来产生涡

旋声场的模式，可以有效降低涡旋声场产生系统

的繁冗复杂；本发明利用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本

身具有的几何聚焦的优势产生高聚焦涡旋声场，

从而实现对粒子的高效、精细声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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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该装置包括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5)以及驱动

电路，所述驱动电路包括功率放大模块(3)、阻抗匹配电路(4)以及驱动信号发生模块，功率

放大模块(3)分别与驱动信号发生模块和阻抗匹配电路(4)相连，其特征在于：球形聚焦超

声换能器(5)与阻抗匹配电路(4)相连；所述装置中由驱动电路生成多路驱动信号并输入球

形聚焦超声换能器(5)，其中输入至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5)相邻分裂阵元的驱动信号的相

位差及幅值保持一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信号

发生模块采用单片机；所述功率放大模块(3)包括用于将单片机产生的驱动信号由方波信

号转化为正弦波信号的无源容阻滤波器以及用于放大该正弦波信号的功率的电流放大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换能器

(5)的频率为500KHz～1MHz。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换能器

(5)的阵元数为16～2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换能器

(5)的直径为100～14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换能器

(5)中心留有半径为20～30mm的小孔。

7.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针对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5)中的多个分裂阵元，产生与所述分裂阵元数量对应的

多路驱动信号；

2)对步骤1)产生的多路驱动信号的功率进行放大；

3)经过步骤2)后，通过阻抗匹配使输入至所述分裂阵元中相邻阵元的驱动信号的相位

差及幅值保持一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单片机产

生所述驱动信号，并将该驱动信号由方波转化为正弦波，然后进行功率放大。

9.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在微纳米粒子空间分布的声

涡旋调控中的应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产生聚焦涡旋声场后，利用所述涡旋声场

对造影微泡进行空间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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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超声物理、超声仪器以及超声检测和控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空间聚

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微纳米粒子进行空间聚集在微纳米器件设计与加工、晶体的生长、人工组织培

养、细胞的分离与过滤等多个领域存在重要的意义，相应地，磁学、电学、光学和声学等多个

学科均发展出相应的操控手段。具体说来，磁聚集时利用磁力对粒子进行聚集，但该方法要

求粒子必须具有磁性或者可以被磁化；电聚集最常见方式为介电电泳，该方法利用电场与

极化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力对粒子进行空间位置的调控，但电泳效果极大地依赖于粒子的尺

寸和电学特性；光聚集时利用光梯度力来聚集微纳米粒子，但激光束的高密度能量会产生

明显的热效应，可能会对一些微纳米粒子产生损害，如生物组织；声操控利用声辐射力和声

微流对粒子进行操控，与其他方式相比，声操控技术具有对样品无损伤、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以及对操控材料特性无选择性等优势。

[0003] 超声驻波场是经典的微粒声操控技术，不同比重的粒子会分别聚集在驻波场的波

节和波腹，实现粒子的分离与聚集。目前，基于驻波场的声操控技术已经在微流体芯片领域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用于实现生物和化学领域所需的微纳米粒子的聚集、分离、过滤等功

能。然而，超声驻波场的产生需要两个超声发射换能器或一个超声发射换能器与一个声反

射器对称放置，且靶向区域要求必须位于两个发射换能器或换能器与声反射器之间，极大

地限制了实际应用时的空间可操控性。此外，超声驻波场中存在多个波节与波腹交替分布

的现象，因而会在非靶向区域随机捕获其它粒子，并且多个波腹的存在也会造成非靶向区

域声压次极大值的出现，进而产生安全隐患。

[0004] 涡旋声场是一种新型的声操控技术，通过在声场中心形成低声压区域对粒子进行

空间聚集。相对于驻波场，涡旋声场可以由位于靶向区域一侧的单个换能器或换能器阵列

产生，因而具有高度的空间可操作性，并且涡旋声场特有的轨道角动量可以实现对粒子的

旋转操控。目前用于产生涡旋声场的换能器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环形换能器在单

点切开，并错位一个波长的距离以形成螺旋状，从而产生螺旋状的波阵面，并且声场在一定

的范围内有连续的相位差；另一类是使用大量的换能器组成一个换能器阵列，通过调节相

邻换能器的相位差产生螺旋状的波阵面。由于第二类中每个换能器的相位单独可调，相较

于第一类其具有较大的优势，目前涡旋声场研究中多采用第二类换能器。然而，第二类换能

器中的换能器阵列通常需要几百甚至上千个声学换能器，通过繁冗复杂的电路对每个通道

单独调控，将带来巨大的成本和复杂的操作过程。此外，目前的涡旋声场换能器多采用非聚

焦或者弱聚焦的方式，使得涡旋声场聚焦性能较差，声压梯度较小，因而声辐射力较弱，导

致操纵效率较差。因此发展一种简易的空间高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及方法可以有效地

促进聚焦涡旋声场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从而丰富和改善涡旋声场在微纳米操控领域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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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涡旋声场产生技术的缺陷以及聚焦涡旋声场研究的缺乏，本发明的目的

在于提供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及方法。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该装置包括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以及驱动电

路，所述驱动电路包括功率放大模块、阻抗匹配电路以及驱动信号发生模块，功率放大模块

分别与驱动信号发生模块和阻抗匹配电路相连，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与阻抗匹配电路相

连；所述装置中由驱动电路生成(参照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的频率，并经过功率放大和阻抗

匹配)多路驱动信号并输入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其中输入至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相邻分

裂阵元的驱动信号的相位差及幅值保持一致(以产生聚焦涡旋声场)。

[0008] 优选的，所述驱动信号发生模块采用单片机，利用单片机可以产生多路(例如，与

分裂阵元数量对应)相位、频率可调的驱动信号的特点，从而有效简化聚焦涡旋声场产生系

统的复杂度；所述功率放大模块包括用于将单片机产生的驱动信号由方波信号转化为正弦

波信号的一级无源容阻滤波器以及用于放大该正弦波信号的功率的电流放大器，从而可以

有效地将单片机产生的驱动信号用于超声换能器的驱动。

[0009] 优选的，所述换能器的频率为500KHz～1MHz，以便产生适用于颅内研究的中低频

涡旋声场，避免频率过高时颅骨产生较大的声衰减。

[0010] 优选的，所述换能器的阵元数为16～24，从而在保证高阶涡旋声场产生的同时避

免因阵元数目过多导致换能器驱动系统的繁冗。

[0011] 优选的，所述换能器的直径为100～140mm，通过采用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研究中

换能器尺寸，从而保证换能器具有产生高强度聚焦涡旋声场的能力。

[0012] 优选的，所述装置还包括用于向驱动信号发生模块和功率放大模块提供能量的电

源。

[0013] 优选的，所述换能器中心留有半径为20～30mm的小孔，以便与超声空化或监控换

能器组合构成复合换能器，从而在聚焦涡旋声场操控粒子过程中实现同步地超声治疗或超

声监控。

[0014] 一种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针对上述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中的多个分裂阵元，产生与所述分裂阵元数量对

应的多路驱动信号(例如，频率、幅值相同而相位不同)；

[0016] 2)对步骤1)产生的多路驱动信号的功率进行放大；

[0017] 3)经过步骤2)后，通过阻抗匹配使输入至所述分裂阵元中相邻阵元的驱动信号的

相位差及幅值保持一致。

[0018] 优选的，利用单片机产生所述驱动信号，并将该驱动信号由方波转化为正弦波，然

后进行功率放大。

[0019] 上述空间聚焦涡旋声场的产生装置或方法在微纳米粒子空间分布的声涡旋调控

中的应用。

[0020] 优选的，产生聚焦涡旋声场后，利用涡旋声场对造影微泡进行空间聚集。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22] 本发明提出利用聚焦超声分裂阵球面换能器来产生涡旋声场，相对于目前使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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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上千个换能器组成的换能器阵列来产生涡旋声场的模式，可以有效降低涡旋声场产生系

统的繁冗复杂；本发明利用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本身具有的几何聚焦的优势产生高聚焦涡

旋声场，从而实现对粒子的高效、精细声操控。

[0023] 进一步的，通过换能器参数设置，相对于目前涡旋声场集中于非聚集或弱聚焦模

式，本发明可以产生焦域直径更小、声压梯度更大的空间高聚焦涡旋声场，产生更强的声辐

射力，从而可以对粒子产生更精准、高效的空间操控。

[0024] 进一步的，本发明利用单片机芯片代替多路信号发生器来进行驱动信号频率、相

位的控制，利用电流放大器作为功率放大模块对驱动信号功率进行放大，极大地降低了驱

动系统的复杂度及成本。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聚焦超声分裂阵球面换能器(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及其驱动系统的示意

图；

[0026] 图2为相同声功率(5W)条件下相同尺寸(直径120mm)的平面圆形换能器产生的一

阶非聚焦涡旋声场(a)与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产生的一阶聚焦涡旋声场(b)，在换能器轴向

平面内声压的分布；

[0027] 图3为当超声换能器分裂阵阵元数为16时(声功率为5W)，仿真计算得到的球形聚

焦超声换能器产生一阶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的幅值分布(a)及相位分布(b)；

[0028] 图4为当超声换能器分裂阵阵元数为16时(声功率为5W)，仿真计算得到的球形聚

焦超声换能器产生二阶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的幅值分布(a)及相位分布(b)；

[0029] 图5为当超声换能器分裂阵阵元数为4时(声功率为5W)，仿真计算得到的球形聚焦

超声换能器产生一阶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的幅值分布(a)及相位分布(b)；

[0030] 图6为当超声换能器分裂阵阵元数为8时(声功率为5W)，仿真计算得到的球形聚焦

超声换能器产生一阶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的幅值分布(a)及相位分布(b)；

[0031] 图7为当超声换能器分裂阵阵元数为8时(声功率为5W)，仿真计算得到的球形聚焦

超声换能器产生二阶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的幅值分布(a)及相位分布(b)；

[0032] 图8为利用水听器测量得到的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产生一阶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

截面内声压的幅值分布；

[0033] 图9为利用水听器测量得到的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产生二阶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

截面内声压的幅值分布；

[0034] 图10为利用图3中的声场声压分布仿真计算得到的球形聚焦超声换能器产生一阶

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截面内微泡所受声辐射力的空间矢量分布；

[0035] 图11为利用本发明中实现的空间高聚焦涡旋声场聚集造影微泡的实验装置示意

图；

[0036] 图12为利用高速显微摄影装置拍摄得到的血管内充盈的造影微泡在一阶涡旋声

场作用下空间分布位置变化的光学图像；

[0037] 图中：电源1，信号发生器2，功率放大模块3，阻抗匹配电路4，换能器5，长距离显微

镜6，高速摄影装置7，计算机8，脉动泵9，废液缸10，仿体血管11，透明仿体12，水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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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9] (一)涡旋声场的产生系统

[0040] 参见图1，涡旋声场的产生系统包括电源1、信号发生器2、功率放大模块3、阻抗匹

配电路4和聚焦超声分裂阵球面换能器5，其中电源1用于向信号发生器2和功率放大模块3

提供能量，信号发生器2产生多路相位(根据涡旋声场对相位要求)、频率(根据换能器频率)

可调的方波信号，经无源一次低通滤波器滤去信号中高频分量将方波近似转化为正弦波，

进而通过功率放大模块3对多路正弦波信号的幅值进行放大，最后通过阻抗匹配电路4将经

过放大的正弦波信号与所述换能器的各扇形阵元进行精确调谐匹配，同时对各个经过放大

的正弦波信号的幅值进行调整，使各个扇形阵元驱动信号的相位差及幅值保持一致。

[0041] 涡旋声场的形成关键在于相邻分裂阵阵元的驱动信号幅值和相位差的一致性。若

采用信号发生器，则需要为每一个阵元配置一个信号发生器，为了简化系统结构，提高控制

灵活性，本发明采用单片机实现多路信号发生器的功能。

[0042] 单片机通常具有多个通用输入/输出(GPIO)端口，使用其中的一组端口，即可输出

具有一定相位差的16路方波激励信号。相邻两路端口方波信号的相位差用NOP指令来实现。

该指令运行一次的时间为单片机的一个指令周期。本发明使用的单片机的时钟主频为

84MHz，因此一个指令周期为11.9ns。所需相邻两路方波信号的延时为96ns，因此该单片机

可以满足时序要求。设置单片机的Port  D端口为通用输入/输出功能，PD0～PD15分别经过

96ns的延时后依次反转输出电平，从而得到相位差为π/8的16路方波信号。通过调节电平反

转指令之间的NOP个数可以调节相邻信号延时时间，从而准确调节相位差。单片机核心控制

板上的输出端口采用的是2.54mm间距的座针，后级电路输出端口采用的是SMA接头。因此本

发明制作了杜邦线端子转SMA延长线，用于连接单片机核心板与后级电路。

[0043] 所述功率放大模块3采用无源容阻滤波器和功率放大器。单片机输出的方波信号

基频为660KHz，本发明在输入功率放大器之前增加了一级无源容阻滤波器，截止频率为

1MHz，来滤除一部分高频谐波，从而转化为正弦波信号。功率放大器模块电路板上为源容阻

滤波器的滤波电阻和电容留出了相应位置。滤波后的信号进入功率放大器(具体采用电流

放大器)进行功率放大。本发明使用的功率放大模块为一块6层印制电路板(PCB)，所有的信

号线都排布在顶层，底层是一块裸露的铜皮接地平面用作散热片。输入信号摆幅为3.3V，需

要进行9倍的同向放大。功率放大模块的输入输出接口都为SMA公头，因此本发明使用SMA母

头延长线作为其对前后级电路的连接。

[0044] 所述阻抗匹配电路4使用10欧姆固定阻值电阻、0-50欧姆滑动变阻器和0-10μH可

调电感构成。调节接入电路中电感的大小，当阻抗匹配输入信号和电感与换能器两端信号

相位一致时，表示电感已匹配合适。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改变接入电路中电阻的大小，改变

电感与换能器两端电压，各路信号电压调节一致时表示电压幅值调节合适。阻抗匹配电路

在面包板上搭建，使用杜邦线与换能器以及功率放大器连接。

[0045] 上述滤波器、功率放大器、阻抗匹配电路连接时一个通道(对应1路驱动信号)匹配

一个，本系统中共有16个通道。

[0046] (二)涡旋声场的仿真

[0047] 设聚焦超声分裂阵球面换能器的直径为a，曲率半径为RSR，声场仿真计算时将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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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面换能器划分为N个宽为Δw，高为Δh，面积为ΔA的矩形单元，将所述球面换能器的顶点

作为xyz坐标系的原点，波束传播方向为z轴正方向，利用瑞利-索莫菲尔德积分(Rayleigh-

Sommerfeld  integral)推算得到检测平面内任一点(x,y,z)处声压的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0048]

[0049] 其中， ρ为介质的密度，α为介质中超声的声衰减系数，c是介质中的声速，k

＝2π/λ为波数，λ为波长，un是第n个矩形单元表面的质点振动速度，p(x,y,z)为(x,y,z)点

处声压，提取p(x,y ,z)的实部及虚部，即可得到检测平面内(x,y ,z)点处声压的幅值及相

位；式(1)各参数的计算为：

[0050]

[0051]

[0052]

[0053]

[0054]

[0055]

[0056] 其中，(xn、yn、zn)为换能器表面上一点(矩形单元)的坐标。

[0057] 仿真参数设置：

[0058] 所述换能器的频率为650KHz。所述换能器的阵元数为16(即聚焦超声十六分裂阵

球面换能器)。仿真计算时，所述换能器的声功率固定为5W。所述换能器的直径为120mm，中

心小孔半径为25mm。超声在水中传播时声速为1540m/s，水中超声波的波长为2.37mm，水的

密度为1000kg/m3，计算时认为水是理想流体，忽略超声波在水中的衰减。仿真计算时聚焦

超声十六分裂阵球面换能器相邻阵元间的相位差(拓扑荷数×2π/阵元数)分别设置为π/8、

π/4，对应于产生拓扑荷数(阶数)为1和2的涡旋声场。

[0059] 由图2可知，两种换能器(球形聚焦换能器和平面圆形换能器)产生的涡旋声场均

呈现为中心低声压、两侧高声压的分布，这表明了涡旋声场中心声势阱的产生。然而，相对

于平面圆形换能器产生的非聚焦涡旋声场，相同声功率条件下球形聚焦换能器产生的聚焦

涡旋声场内声压幅值明显增强，焦点附近的声压梯度更大，微粒受力更大，且声势阱范围更

小，这说明聚焦涡旋声场更适用于对粒子进行高效、精细的声操控。

[0060] 仿真计算得到所述十六分裂阵球面换能器产生一阶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截面内

声压的幅值和相位分布如图3所示。图3(a)表明，焦点处横截面内的声压幅值呈现出中心低

声压、外围环状高声压分布的特点，这是涡旋声场的一个典型特征，涡旋声场中心区域即为

聚焦涡旋的焦域，其中，中心低声压区对应于超声驻波场中的波节，外围环状高声压区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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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驻波场中的波腹，根据粒子声特性的不同，粒子将分别被聚集于不同的位置。图3(b)展示

了仿真计算得到的涡旋声场中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的相位分布，可以看出在任一封闭的圆

周上声压的相位随着圆周角从-π～π变化并出现一次2π的突变，这是一阶涡旋声场的独特

的特征，从而证明了一阶涡旋声场的形成。

[0061] 仿真计算得到所述十六分裂阵球面换能器产生二阶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截面内

声压的幅值和相位分布如图4所示。和一阶涡旋声场结构类似，二阶涡旋声场焦点处横截面

内的声压幅值也呈现中心低声压、外围环状高声压分布的特点，由图4(b)可以看出在任一

封闭的圆周上声压的相位随着圆周角从-π～π变化并出现两次2π的突变，这些特征与相应

阶数的涡旋声场的特性吻合，说明本发明方法能够完美地产生所要求的高阶涡旋声场。此

外，与图3(a)对比可知，相同声功率条件下，随着阶数的增加，涡旋声场内声压幅值有所下

降。

[0062] 当利用与所述十六分裂阵球面换能器相同尺寸的四分裂阵球面换能器产生一阶

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的幅值和相位分布如图5所示。由图5(a)可知，此时焦点

处横截面内的声压幅值也呈现出中心低声压、外围环状高声压分布的特点，证明了涡旋中

心声势阱的产生，然而，由于此时阵元数目只有四个，使得涡旋声场中声压分布不均匀，涡

旋中心外围环状高声压分布区域呈现为正方形，且存在四个明显的声压较高区域，图5(b)

中横截面内相位也成方形分布。当利用与十六分裂阵球面换能器相同尺寸的八分裂阵球面

换能器产生一阶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的幅值和相位分布如图6所示。由图6(a)

可知，随着分裂阵元数目的增加，此时横截面中心区域内涡旋声压分布趋于均匀，但在涡旋

声场中心外围距离为6mm的区域，声压分布仍不均匀，对应高声压带呈现为正八边形，由图6

(b)可知该区域内声压相位分布也不再规律。

[0063] 当利用与所述十六分裂阵球面换能器相同尺寸的八分裂阵球面换能器产生二阶

涡旋声场时，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的幅值和相位分布如图7所示。由图7(a)可知，随着涡旋

阶数的增加，此时横截面中心区域内涡旋声压分布也不再均匀，涡旋中心外围高声压区域

呈现为正八边形，且八边形顶点处声压较其他点处声压更强，在涡旋声场中心外围距离为

6mm的区域，存在八个明显的高声压区域。由图7(b)可知在距涡旋中心为5mm的圆外，声压的

相位分布变得不再规律。说明当阵元数为八时，换能器无法产生理想的高阶聚焦涡旋声场。

[0064] 参见图8，当利用所述十六分裂阵球面换能器产生一阶涡旋声场时，利用水听器扫

描得到的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幅值的分布呈现出中心低声压、外围环状高声压分布的特

点，与图3(a)仿真得到的结果一致，从而证明了利用本发明方法产生聚焦涡旋声场的有效

性及可靠性。

[0065] 参见图9，当利用所述十六分裂阵球面换能器产生二阶声涡旋时，利用水听器扫描

得到的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幅值的分布也呈现出中心低声压、外围环状高声压分布的特

点，与图4(a)仿真得到的结果一致，且对于一阶涡旋声场，二阶声涡旋中心低声压区域更

大，这一变化与涡旋声场随阶数增加时的理论变化规律一致，从而证明了利用本发明方法

产生高阶聚焦涡旋声场的有效性及可靠性。

[0066] 参见图10，对图3(a)焦点处横截面内声压的幅值分布进行空间梯度运算，结合微

泡体积，进而计算得到横截面内微泡所受辐射力的空间矢量分布。可以看出，与超声驻波场

类似，微泡所受辐射力指向低声压区域，因而会被聚集在聚焦涡旋声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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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涡旋声场中微泡所受声辐射力Frad的计算公式为：

[0068]

[0069] 其中，V(t)表示微泡的瞬时体积；<>表示对时间的平均； 表示空间梯度；p(r,t)

表示t时刻超声涡旋场在位置r(微泡的位置)处的瞬时声压。

[0070] 由于造影微泡为微米级气泡，所受重力和浮力的合力(10-12N)远小于涡旋声场中

所受到的声辐射力(10-9N)，因而计算涡旋声场中微泡受力时，重力和浮力可以忽略，只考虑

涡旋声场对微泡的声辐射力作用。

[0071] (三)血管内微泡空间分布的声涡旋调控

[0072] 利用聚焦涡旋声场对血管内部的造影微泡进行声操控的实验装置如图11所示，主

要包括上述涡旋声场的产生系统、水箱13、透明仿体12、脉动流装置和光学观察系统(长距

离显微镜6、高速摄影装置7)。

[0073] 其中，透明仿体12置于水箱13内，水箱13内积蓄的除气水用于作为超声传播介质。

脉动流装置包括废液缸10和脉动泵9，微泡溶液由脉动泵9通过管道送入透明仿体12内的仿

体血管11中，流出仿体血管的液体通过管道收集于废液缸10内。微泡选择平均直径为2.5μm

的商用微泡造影剂(SonoVue)。

[0074] 在仿体血管中产生涡旋声场后，利用造影微泡作为微纳米粒子对涡旋声场聚集粒

子特性进行测试。实验具体步骤如下：

[0075] 步骤一：利用三维调节装置合理安置被操控区域的仿体血管11和所述球面换能器

5的相对位置，确保涡旋声场焦域位于仿体血管11中央；

[0076] 步骤二：利用三维装置调节光学显微镜6的位置，使得光学显微镜6与仿体血管11

处于同一高度，且光学显微镜6正对涡旋声场焦域，然后调节光学显微镜6焦距，使得被操控

区域清楚地显示在光学图像中央；

[0077] 步骤三：将造影微泡溶于生理盐水，利用脉动流装置将微泡溶液泵入仿体血管11，

启动涡旋声场的产生系统，使得所述球面换能器5发出声波并聚焦于被操控区域，实现微泡

空间分布的声涡旋调控。

[0078] 如图12所示，当利用所述球面换能器5产生一阶聚焦涡旋声场时，在涡旋声场作用

下，原本充盈整个仿体血管11的造影微泡在35ms内迅速被聚集于涡旋声场中心区域，即聚

焦涡旋声场焦域，从而证明利用本发明方法产生的聚焦涡旋声场可以高效、精准地完成对

微纳米粒子的空间聚集。

[0079] 此外，本发明中所述球面换能器使用的驱动电路(指信号发生、功率放大及阻抗匹

配)根据需要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调整，从而适应不同研究的需求，例如增强功率放大模块对

信号的放大强度，产生MPa级别的中高强度聚焦涡旋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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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8/11 页

17

CN 109261472 B

17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9/11 页

18

CN 109261472 B

18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10/11 页

19

CN 109261472 B

19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11/11 页

20

CN 109261472 B

2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DRA00019
	DRA00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