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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升磁共振信噪比的近场接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升磁共振信噪比的近

场接收装置，包括同步时钟参考电路、ADC采样时

钟稳定电路、开关电源的开关纹波频率控制电路

和ADC采样电路；同步时钟参考电路包括光电转

换单元、时钟恢复单元、时钟整形单元、参考时钟

选择单元；ADC采样时钟稳定电路包括锁相环芯

片以及配合锁相环芯片工作的压控晶体振荡器；

开关电源的开关纹波频率控制电路包括分频器

和开关电源。本发明提供了两种同步参考时钟的

远程传输方案，将从主系统传输到近场接收机的

同步参考时钟信号跟模数转换器采样时钟进行

相位同步；本发明对从主系统传输到近场接收机

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进行去抖动处理，能够提升

ADC和近场接收机的信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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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升磁共振信噪比的近场接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同步时钟参考电路、ADC

采样时钟稳定电路、开关电源的开关纹波频率控制电路和ADC采样电路；

所述同步时钟参考电路包括光电转换单元、时钟恢复单元、时钟整形单元、参考时钟选

择单元；发射机通过基于高速光纤通信协议的方式将同步参考时钟信号传输至光电转换单

元，光电转换单元负责将通信数据进行光电转换，时钟恢复单元负责将同步参考时钟信号

提取出来；发射机通过电缆将同步参考时钟信号传输至时钟整形单元，时钟整形单元对畸

变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进行处理并输出干净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参考时钟选择单元负责

对来自于光纤传输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和电缆传输过来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进行选择，参

考时钟选择单元输出的时钟信号为同步时钟refclk；

所述ADC采样时钟稳定电路包括锁相环芯片以及配合锁相环芯片工作的压控晶体振荡

器；同步时钟refclk作为参考时钟提供给锁相环芯片的参考输入管脚，锁相环芯片的时钟

输出管脚输出采样时钟信号sample  clock并传输至ADC采样电路；

所述开关电源的开关纹波频率控制电路包括分频器和开关电源；同步时钟refclk经过

N分频单元，得到频率大小为refclk/N且跟refclk同步的时钟信号；频率大小为refclk/N的

时钟信号输入开关电源的参考时钟输入端口，使得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开关频率分量的频

率跟refclk/N一致，即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开关纹波的频率跟同步时钟refclk是保持相位

同步的；开关电源的电压输出端与ADC采样电路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升磁共振信噪比的近场接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

样时钟信号sample  clock的相位保持跟同步时钟refclk一致，采样时钟信号sample  clock

的时钟抖动由压控晶体振荡器的时钟抖动决定；所述压控晶体振荡器的时钟抖动要求小于

σΔmax，其中σΔmax计算公式为：

其中，fin表示核磁共振系统的射频信号中心频率，SNR表示核磁共振图像的信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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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升磁共振信噪比的近场接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提升磁共振信噪比的近场接收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获得高质量的核磁共振(MRI)图像，一直是磁共振领域所追求的目标，而图像信噪

比SNR是衡量MRI图像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说，应用于MRI系统上的关键技术都是为了

满足用户对MRI系统SNR的要求。根据核磁共振成像原理，我们很容易想到图像信噪比可以

通过选定扫描参数得到改善。式(1)给出了图像信噪比与相关扫描参数之间的关系。

[0003]

[0004] 式中，K表示临床成像环境下及其参数，FOVX表示FOV在X轴方向的大小，FOVY表示

FOV在Y轴方向的大小，NX表示频率编码步数，NY表示相位编码步数，ΔZ表示体素的厚度，NEX

表示激发次数(信号平均次数)，BW表示采样带宽。

[0005] 二元图像的信号信噪比SNR与体元大小成正比，体元＝层厚×像元素面积，像素面

积等于视野除以取样点数与相位编码步数之积(即矩阵大小)。同时，信噪比与激发次数

NEX、取样点数Nx、相位编码步数Ny的平方根成正比，与接收机带宽BW平方根成反比。

[0006] 公式假设被激发的体积内组织是均匀的，驰豫行为是相同的。用公式可估计参数

组合变化对信噪比的影响，层面厚度减小可提高沿该方向的空间分辨率，但受到图像信噪

比的限制，减小像素大小(减小视野或增大矩阵)也可以提高空间分辨率，但是同时受到图

像信噪比的限制。增加激发次数NEX，信号强度可增加NEX倍，而噪声因为不相关性，只增大

倍，故信噪比提高 倍，所以付出的代价是扫描时间延长了NEX倍。总之，提高空间

分辨率受到SNR的限制，当SNR下降到不能容忍时，空间分辨率达到极限，要进一步提高空间

分辨率，又要维持可接受的SNR，用户可选择的途径之一是增加激发次数(多次累加)，但付

出的代价是成像时间的延长。在动态、功能成像中，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是互相制约

的。在这种情况下，改进硬件(比如提高B0，或用表面线圈、相控阵线圈等)、提高灵敏度的条

件下可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0007] 近场接收机将传统的磁共振接收机前置到磁体附近，本发明简称近场接收机(或

者接收机)。在磁体侧面将线圈感应到的人体生理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减少了模拟信号的长

距离传输，减少了将干扰噪声引入有用信号的机会，这也是提高磁共振信噪比的一种手段。

目前这种方法和架构已经在业内得到普遍运用(见专利申请201210009246 .6，

201210417684.6，201210204497.X)。磁共振的射频链路需要做到发射和接收相位相干。为

了进行有效的信号累加和成像的相位编码，在磁共振成像脉冲序列执行过程中，必须保证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相位相干，即两者保持固定的相位差。如果相位不相干，则会引起MRI图

像的相位伪影，严重降低图像的信噪比。为了保持相位相干，需要将发射机的时钟传输到近

场接收机，即保证二者的参考频率大小一致，同时相位差是固定的。通常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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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的同步：将同步参考时钟通过同轴电缆传输或者通过光纤协议恢复时钟获取。

[0008] 随着高速、高精度模数转换器(ADC)的发展，尤其是能够直接进行射频直接采样的

高分辨率模数转换器的上市，对稳定精准的采样时钟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采样/保持

(Sample/Hold)电路作为ADC的前端，其采样速率和线性度决定性地影响着整个系统的速度

和精度。从采样时刻结束到样本值被实际开始保持会有一定的延迟，通常把这个时间间隔

叫做孔径时间(Aperture  Time)，或孔径延迟。而将相邻两次采样孔径时间的偏差叫做孔径

时间不确定性(Aperture  Uncertainty)，或孔径抖动(Aperture  Jitter)。受采样时钟抖动

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孔径时间不确定性表现出随机性。它会引起实际采样点的偏移，导致

采样/保持电路信噪比(SNR)降低，且输入信号频率越高，幅度越大，受时钟抖动的影响就越

严重。模数转换器(ADC)作为近场接收机的核心器件，在很大程度决定了磁共振接收机本身

的信噪比。模数转换器的采样时钟与其信噪比关系式如下：

[0009] SNR＝‑20  log(2π·fin·σT)    (2)

[0010] 其中，fin为输入信号频率，σT为采样时钟抖动的均方根值。从该公式可看出，减小

模数转换器的采样时钟抖动σT，是提高近场接收机信噪比，从而提高磁共振图像信噪比的

一个有效方法。

[0011] 此外，近场接收机往往集成了若干接收通道的模拟电路以及多路ADC，采样时钟频

率一般都在80MHz以上，同时近场接收机跟主系统通信通过高速光纤协议进行，因此多通道

采集电路和高速电路同时集成在一块板卡，这意味着单板功耗比较高，因此板卡功耗设计

需要慎重考虑。传统的磁共振接收机板内电源常采用线性电源供给，这样设计的好处是没

有开关电源的纹波频率分量对有用采集信号的干扰，缺点是线性电源效率比较低，单板功

耗很高。为了降低功耗，通常在板内大量使用效率比较高的开关电源供电，但是开关电源的

纹波如果不加以控制，也会被ADC采集到且对数字化有用磁共振信号造成干扰，从而降低接

收机的信噪比。

[0012] 申请号为201210009246.6(名称：一种基于全数字化谱仪的磁共振成像系统)的专

利申请公开了一种基于全数字化谱仪的磁共振成像系统。数字化NMR信号接收单元，具有N

(N为整数)个高速数字接收通道和一个接收前端控制通道。每一高速数字接收通道，通过高

速数字光纤，包括但不限于高速数字光纤，连接至接收前端单元中的一个接收前端模块。数

字化NMR信号接收单元的接收单元控制通道通过高速数字光纤，连接至接收前端单元的控

制接口。其中接收前端单元可分为接收模拟前端通道，接收数字前端两部分。接收模拟前端

通道由阻抗匹配网络、低噪声信号调理单元、可变增益及带宽滤波单元、高速模数转换单元

组成。接收模拟前端通道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集成电路，也可以由分立器件组合而成，其负责

将直接耦合的接收线圈感应NMR信号变为量化的数字信号。数据处理单元由数字下变频、可

变带宽数字滤波器、通道数据编码组成。数据处理单元以FPGA器件实现，当然也可以用其它

集成电路实现，其负责将已量化的NMR信号进行数字信号处理，处理后的NMR信号经高速光

电转换模块，转换为光信号，通过高速数字光纤，传至谱仪的数字化NMR信号接收单元。该申

请涉及到磁共振行业的常规近场接收机在磁共振的架构设计，但是对于接收机跟发射机的

时钟同步方法和模数转换器的采样时钟设计方案没有阐述。

[0013] 申请号为201610876599.4(名称：磁共振接收链路及接收方法)提供了一种磁共振

接收方法，可以有效解决通过FPGA实现的数字电路中，由于FPGA内部时钟的不确定性而导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2485736 B

4



致的控制信号的相位偏差，从而确保磁共振成像的质量。但是该申请专利公开了了一种跨

时钟域的数字逻辑设计方案，并未涉及到磁共振接收机与主系统的时钟同步方法和降低模

数转换器采样时钟的相位抖动的设计相关内容。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通过两种同步参考时钟的远程

传输方案，将从主系统传输到近场接收机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跟模数转换器采样时钟进行

相位同步，解决了近场接收机与主系统发射机的时钟同步问题的提升磁共振信噪比的近场

接收装置。

[001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提升磁共振信噪比的近场接收

装置，包括同步时钟参考电路、ADC采样时钟稳定电路、开关电源的开关纹波频率控制电路

和ADC采样电路；

[0016] 所述同步时钟参考电路包括光电转换单元、时钟恢复单元、时钟整形单元、参考时

钟选择单元；发射机通过基于高速光纤通信协议的方式将同步参考时钟信号传输至光电转

换单元，光电转换单元负责将通信数据进行光电转换，时钟恢复单元负责将同步参考时钟

提取出来；发射机通过电缆将同步参考时钟信号传输至时钟整形单元，时钟整形单元对畸

变的时钟信号进行处理并输出干净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参考时钟选择单元负责对来自于

光纤传输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和电缆传输过来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进行选择，参考时钟选

择单元输出的时钟信号为同步时钟refclk；

[0017] 所述ADC采样时钟稳定电路包括锁相环芯片以及配合锁相环芯片工作的压控晶体

振荡器；同步时钟refclk作为参考时钟提供给锁相环芯片的参考输入管脚，锁相环芯片的

时钟输出管脚输出采样时钟信号sample  clock并传输至ADC采样电路；

[0018] 所述开关电源的开关纹波频率控制电路包括分频器和开关电源；同步时钟refclk

经过N分频单元，得到频率大小为refclk/N且跟refclk同步的时钟信号；频率大小为

refclk/N的时钟信号输入开关电源的参考时钟输入端口，使得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开关频

率分量的频率跟refclk/N一致，即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开关纹波的频率跟同步时钟refclk

是保持相位同步的；开关电源的电压输出端与ADC采样电路相连。

[0019] 进一步地，所述采样时钟信号sample  clock的相位保持跟同步时钟refclk一致，

采样时钟信号sample  clock的时钟抖动由压控晶体振荡器的时钟抖动决定；所述压控晶体

振荡器的时钟抖动要求小于σΔmax，其中σΔmax计算公式为：

[0020]

[0021] 其中，fin表示核磁共振系统的射频信号中心频率，SNR表示核磁共振图像的信噪

比。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本发明提供了两种同步参考时钟的远程传输方案，将从主系统传输到近场接收

机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跟模数转换器采样时钟进行相位同步，解决了近场接收机与主系统

发射机的时钟同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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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2、本发明的采样时钟稳定方案，对从主系统传输到近场接收机的同步参考时钟信

号进行去抖动处理，能够提升ADC和近场接收机的信噪比，使得ADC采样时钟的抖动能够满

足ADC  SNR的需要；

[0025] 3、通过开关电源的纹波控制技术，将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纹波频率同步到同步参考

时钟上，即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纹波频率分量不会被模数转换器采集到，从而规避了开关电

源输出电压纹波频率分量对数字化有用磁共振信号造成干扰，使得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纹波

频率分量对ADC和近场接收机的信噪比不造成负面影响。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同步时钟参考电路的结构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的ADC采样时钟稳定电路的电路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的开关电源的开关纹波频率控制电路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0] 为了保证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相位相干，通常发射机位于主系统，因此要做到近场

接收机的时钟与发射机同步。本发明的一种提升磁共振信噪比的近场接收装置，包括同步

时钟参考电路、ADC采样时钟稳定电路、开关电源的开关纹波频率控制电路和ADC采样电路；

[0031] 所述同步时钟参考电路包括光电转换单元、时钟恢复单元、时钟整形单元、参考时

钟选择单元，如图1所示；本方明提供了两种方式用于传输从主系统到近场接收机的同步参

考时钟。方式一：发射机与近场接收机基于高速光纤通信协议进行通信，将系统同步参考时

钟嵌入到光纤通信协议中，发射机通过基于高速光纤通信协议的方式将同步参考时钟信号

传输至光电转换单元，光电转换单元负责将通信数据进行光电转换，对于来自于主系统的

通信数据则进行光信号到电信号的转换；时钟恢复单元负责将同步参考时钟提取出来；方

式二：发射机通过电缆将同步参考时钟信号传输至时钟整形单元，时钟整形单元对畸变的

时钟信号进行处理并输出干净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参考时钟选择单元负责对来自于光纤

传输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和电缆传输过来的同步参考时钟信号进行选择，参考时钟选择单

元通过一个手动切换开关实现这两路输入同步参考时钟信号的选择：如果磁共振的同步时

钟源(即发射机)离近场接收装置的距离在设定的阈值范围内，则选择电缆传过来的同步参

考时钟；否则选择光纤传过来的同步参考时钟。参考时钟选择单元输出的时钟信号为同步

时钟refclk。

[0032] 要保证高速高精度ADC的动态性能和理想的信噪比，必须保证采样时钟具有很小

的抖动，而ADC采样时钟稳定电路担负着减小时钟抖动的作用，对时钟抖动的处理常用一片

抖动性能良好的锁相环芯片，以及配合锁相环芯片工作的压控晶体振荡器(VCXO)，如图2所

示；同步时钟refclk作为参考时钟提供给锁相环芯片的参考输入管脚；根据ADC所要求的采

样时钟频率和电平标准等，锁相环芯片的时钟输出管脚输出采样时钟信号sampleclock并

传输至ADC采样电路；图2所示采样时钟稳定方案中锁相环芯片选用内置两级或者两级以上

PLL级联结构的锁相环芯片。

[0033] 所述开关电源的开关纹波频率控制电路包括分频器和开关电源，如图3所示；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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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refclk经过N分频单元，得到频率大小为refclk/N且跟refclk同步的时钟信号；频率大

小为refclk/N的时钟信号输入开关电源的参考时钟输入端口，使得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开

关频率分量的频率跟refclk/N一致，即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开关纹波的频率跟同步时钟

refclk是保持相位同步的；开关电源的电压输出端与ADC采样电路相连。通过开关电源的纹

波控制，将开关电源输出电源纹波频率同步到同步时钟refclk上，同时，由于ADC的采样时

钟也是跟refclk是同步的，因此，开关电源供给ADC的电压纹波频率分量不会被模数转换器

采集到，从而能够规避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纹波分量对数字化磁共振信号造成干扰，使得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纹波频率分量对ADC和近场接收机的信噪比不造成负面影响。

[0034] 所述采样时钟信号sample  clock的相位保持跟同步时钟refclk一致，压控振荡器

(VCXO)在锁相环芯片内部倍频到较高的频率，通常达到3‑4GHz,然后通过锁相环芯片内部

的分频器输出所要求的频率。采样时钟信号sample  clock的时钟抖动由压控晶体振荡器的

时钟抖动决定；

[0035] 所述压控晶体振荡器的时钟抖动要求小于σΔmax，其中σΔmax计算公式为：

[0036]

[0037] 其中，fin表示核磁共振系统的射频信号中心频率，SNR表示核磁共振图像的信噪

比。

[0038] 理论上，MRI接收机的信噪比SNR和MRI系统的图像信噪比SNRimage之间呈正比例

关系，因此，为了满足医疗影像应用的图像信噪比SNRimage，接收机的信噪比通常参照ADC

能够达到的信噪比设计，ADC采样时钟的相位抖动数值σ应不大于一定数值。对于1.5T的MRI

系统，其射频信号中心频率fin为64MHz左右，14bit  ADC信噪比通常能达到78dB左右，求得采

样时钟最大抖动σΔmax为：

[0039]

[0040] 也就是说，需保证ADC的采样时钟抖动小于313ns，才能使得ADC的信噪比达到预期

指标。

[0041]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会意识到，这里所述的实施例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发

明的原理，应被理解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这样的特别陈述和实施例。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根据本发明公开的这些技术启示做出各种不脱离本发明实质的其它各

种具体变形和组合，这些变形和组合仍然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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