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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

以及穿刺活检针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

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包括能够用于穿刺活检

的针芯和消融针本体，所述消融针本体包括依次

连接的针头、针杆和手柄，所述针头、针杆以及手

柄的中部均为中空结构，所述中空结构内设有与

针芯适配的内管，所述消融针本体的内管能够沿

着针芯进入人体目标位置。在MRI引导下完成穿

刺活检后，中空结构的磁兼容微波消融针在磁兼

容穿刺活检针针芯的导向作用下穿刺入病变组

织开展微波消融手术，能有效避免二次进针，减

少对患者的伤害，降低污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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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其特征在于，包括能够用于穿刺活

检的针芯(3)和消融针本体，所述消融针本体包括依次连接的针头(5)、针杆(7)和手柄(8)，

所述针头、针杆以及手柄的中部均为中空结构，所述中空结构内设有与针芯适配的内管

(14)，所述消融针本体的内管(14)能够沿着针芯进入人体目标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其特征在于，

所述针杆(7)与针头(5)之间设有聚四氟乙烯套(6)，所述聚四氟乙烯套(6)包括聚四氟乙烯

套本体(6a)和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6b)，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直径小于针杆直径，聚四氟

乙烯套本体(6a)设置在针杆(7)和针头(5)之间，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6b)插入针杆(7)与

内管(14)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其特征在于，

所述针头(5)包括针头本体(5a)、第一针头阶梯部(5b)和第二针头阶梯部(5c)，所述第一针

头阶梯部直径小于聚四氟乙烯套本体直径，第二针头阶梯部直径小于聚四氟乙烯套连接

部，第一针头阶梯部设置在聚四氟乙烯套本体于内管之间，第二针头阶梯部设置在聚四氟

乙烯套阶梯部与内管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针头阶梯部设有与针杆(7)与内管(14)之间的间隙处连通的偏心槽(1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其特征在于，

所述手柄(8)后端设有水箱(15)，水箱内设有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10)以及磁兼容射频同

轴连接器(11)，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连接毛细管(13)，磁兼容射频同轴连接器连接同轴电

缆(12)，所述毛细管(13)与同轴电缆(12)均设置在针杆与内管之间并延伸到针头一端，所

述同轴电缆靠近针头一端插入针头连接部的偏心槽(17)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其特征在于，

针芯(3)、针杆(7)、内管(14)、毛细管(13)以及水箱(15)均为磁兼容合金制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管胶接在针头、针杆以及手柄的中空结构上。

8.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配套使用的穿刺活检针，其特征在

于，包括穿刺活检针外管(1)、穿刺活检针手柄(2)以及可拆卸手柄(4)，所述穿刺活检针外

管(1)为与针芯适配的中空结构，针芯(3)可拆卸的连接在可拆卸手柄(4)上，针芯(3)能够

沿着穿刺活检针外管的中空结构进入人体目标位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配套使用的穿

刺活检针，其特征在于，可拆卸手柄(4)与针芯(3)可拆卸的连接，拆卸掉可拆卸手柄(4)后，

能够将穿刺活检针外管(1)沿着针芯(3)移出人体目标位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配套使用的

穿刺活检针，其特征在于，可拆卸手柄(4)包括夹紧框(4a)、夹紧爪(4b)以及迫紧头(4c)，迫

紧头(4c)包括一斜坡面，夹紧框(4a)和迫紧头(4c)活动套接在针芯(3)上，夹紧爪(4b)沿着

斜坡面在夹紧框(4a)和迫紧头(4c)之间旋紧，迫紧头(4c)压紧针芯(3)形成固定，反向旋开

夹紧爪(4b)，则迫紧头(4c)松开针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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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以及穿刺活检针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材领域，特别是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

融针以及穿刺活检针。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和城市化等因素带来的生活习惯改变，我国居民的肿

瘤患病率和死亡率明显提高。微波消融治疗肿瘤技术以其创伤小、危险性低、术后恢复快等

优点日益受到众多患者的青睐。

[0003] 对恶性肿瘤来说，其病理分类、分型甚至基因检测是否有突变是疾病诊疗过程中

的首要问题，其检测结果直接决定了相应的治疗方案。目前，CT引导下的经皮穿刺活检术是

最常见、应用最广泛的活检穿刺术，但是由于CT有电离辐射，软组织图像分辨率不高，且部

分金属植入物患者存在伪影，使得CT引导在判断肿瘤边界及定位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MR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核磁共振成像)是利用核磁共振原理，依据所释放的能量

在物质内部不同结构环境中不同的衰减，通过外加梯度磁场检测所发射出的电磁波，即可

获得构成这一物体原子核的位置和种类，并绘制成物体内部的结构图像。目前MRI已经广泛

应用于临床，如韧带、肌肉、腹腔器官等，且由于MRI无辐射暴露危险，常使用于生殖系统、乳

房、骨盆及膀胱的扫描。相比CT，MRI在图像分辨率、软组织对比度及任意多方位成像等方面

具有更大的优势。此外，穿刺活检后，微波消融针二次进针消融势必会增大病人的痛苦，增

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目前的消融针在提高穿刺活检准确度及减轻患者病痛方面还有待

提升。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

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以及穿刺活检针。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

波消融针，包括能够用于穿刺活检的针芯和消融针本体，所述消融针本体包括依次连接的

针头、针杆和手柄，所述针头、针杆以及手柄的中部均为中空结构，所述中空结构内设有与

针芯适配的内管，所述消融针本体的内管能够沿着针芯进入人体目标位置。

[0006]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针杆与针头之间设有聚四氟乙烯套，所述聚四氟乙烯套包括

聚四氟乙烯套本体和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直径小于针杆直径，聚四

氟乙烯套本体设置在针杆和针头之间，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插入针杆与内管之间。

[0007]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针头包括针头本体、第一针头阶梯部和第二针头阶梯部，所述

第一针头阶梯部直径小于聚四氟乙烯套本体直径，第二针头阶梯部直径小于聚四氟乙烯套

连接部，第一针头阶梯部设置在聚四氟乙烯套本体于内管之间，第二针头阶梯部设置在聚

四氟乙烯套阶梯部与内管之间。

[0008]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第二针头阶梯部设有与针杆与内管之间的间隙处连通的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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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

[0009]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手柄后端设有水箱，水箱内设有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以及磁

兼容射频同轴连接器，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连接毛细管，磁兼容射频同轴连接器连接同轴

电缆，所述毛细管与同轴电缆均设置在针杆与内管之间的间隙中并延伸到针头端，所述同

轴电缆靠近针头一端插入针头连接部的偏心槽内。

[0010] 本实用新型中，针芯、穿刺活检针外管、针杆、内管、毛细管以及水箱均为磁兼容合

金制成。

[001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内管胶接在针头、针杆以及手柄的中空结构上。

[0012] 本实用新型还公开了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配套使用的

穿刺活检针，其特征在于，包括穿刺活检针外管、穿刺活检针手柄以及可拆卸手柄，所述穿

刺活检针外管为与针芯适配的中空结构，针芯可拆卸的连接在可拆卸手柄上，针芯能够沿

着穿刺活检针外管的中空结构进入人体目标位置。

[0013] 本实用新型中，可拆卸手柄与针芯可拆卸的连接，拆卸掉可拆卸手柄后，能够使得

针芯位置不变，将穿刺活检针外管沿着针芯移出人体目标位置。

[0014] 本实用新型中，可拆卸手柄包括夹紧框、夹紧爪以及迫紧头，迫紧头包括一斜坡

面，夹紧框和迫紧头活动套接在针芯上，夹紧爪沿着斜坡面在夹紧框和迫紧头之间旋紧，迫

紧头压紧针芯形成固定，反向旋开夹紧爪，则迫紧头松开针芯。

[0015]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磁兼容穿刺活检针与磁兼容穿刺针导向的微波消融

针针芯、穿刺活检针外管、针杆、内管、毛细管以及水箱均为磁兼容合金制成，可在MR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核磁共振成像)引导下开展介入微创治疗，有效避免CT  引

导所带来的辐射伤害，利用MRI图像分辨率、软组织对比度、任意多方位成像等方面的优势，

保证穿刺的精确度和准确度，且对于消融后治疗的效果做出更明确的判断。

[0016] 在MRI引导下完成穿刺活检后，中空结构的磁兼容微波消融针在磁兼容穿刺活检

针针芯的导向作用下穿刺入病变组织开展微波消融手术，能有效避免二次进针，减少对患

者的伤害，降低污染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更进一步的具体说明，本实用新型

的上述或其他方面的优点将会变得更加清楚。

[0018] 图1是微波消融针示意图；

[0019] 图2是微波消融针剖视图；

[0020] 图3是横截面示意图；

[0021] 图4是手柄和水箱示意图；

[0022] 图5是穿刺活检针示意图；

[0023] 图6是穿刺活检针剖视图；

[0024] 图7是穿刺活检针刺入病变组织示意图；

[0025] 图8是卸掉穿刺活检针可拆卸手柄示意图；

[0026] 图9是微波消融针在针芯的导向下刺入病变组织示意图；

[0027] 图10是微波消融针工作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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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详细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如图1，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微波消融针，包括磁兼容合金针头5、聚四氟乙烯套6、

磁兼容合金针杆7和医用塑料手柄8，磁兼容合金针头5、聚四氟乙烯套6、磁兼容合金针杆7

和医用塑料手柄8依次连接组成消融针本体。

[0031] 如图2和图3，包括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进水磁兼容合金毛细管13、磁兼容合金

内管14、灌胶区域16、磁兼容合金针头尾部偏心槽17、磁兼容合金针头为中空结构18以及磁

兼容射频同轴电缆内导体19，磁兼容合金针头5为中空结构18，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内导体

19插入磁兼容合金针头5尾部偏心槽17内并通过焊接方式固定，聚四氟乙烯套6套装在磁兼

容合金针头5尾端台阶面上；所述磁兼容合金杆7套装在聚四氟乙烯套6的台阶面上并通过

医用胶水密封、固定；所述磁兼容合金内管14贯穿整个消融针，一端与磁兼容合金针头5针

尖端面平齐，一端贯穿消融针尾部的磁兼容合金水箱15与消融针尾端面平齐；磁兼容合金

内管14与磁兼容合金针头5之间通过医用胶水密封、固定，钛合金针头尾端面区域16需灌胶

处理，以保证磁兼容合金针头5、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外导体、钛合金针杆7之间彼此绝

缘；所述钛合金水箱15套装在钛合金针杆7尾部并通过焊接固定，磁兼容合金内管14、磁兼

容射频同轴电缆12分别与钛合金水箱15上的钛合金水管接头10、磁兼容射频同轴连接器11

焊接在一起，钛合金水管接头10、磁兼容射频同轴连接器11与钛合金水箱15之间通过焊接

进行密封。所述医用塑料手柄8穿过钛合金针杆7并套装在钛合金水箱15上，磁兼容射频同

轴连接器11及钛合金水管接头10露在医用塑料手柄8外面。

[0032] 本实施例中，内管14内配套设有用于导向的芯针。

[0033] 针杆7与针头5之间设有聚四氟乙烯套6，所述聚四氟乙烯套6包括聚四氟乙烯套本

体6a和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6b，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直径小于针杆直径，聚四氟乙烯套本

体6a设置在针杆7和针头5之间，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6b插入针杆7与内管  14之间。针头5包

括针头本体5a、第一针头阶梯部5b和第二针头阶梯部5c，所述第一针头阶梯部直径小于聚

四氟乙烯套本体直径，第二针头阶梯部直径小于聚四氟乙烯套连接部，第一针头阶梯部设

置在聚四氟乙烯套本体于内管之间，第二针头阶梯部设置在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与内管之

间。

[0034] 所述磁兼容合金材料主要包括：钛合金、铜合金、锌合金、铝合金、铌合金、镍钛合

金、陶瓷，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列出的磁兼容合金材料。

[0035] 所述医用塑料主要包括：聚氯乙烯(PVC)、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 

和K树脂、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聚碳酸酯(PC)、聚四氟乙烯(PTFE)，包括但不限于

以上列出的磁兼容合金材料。

[0036] 所述医用胶水要求耐高温，且通过生物相容性测试。磁兼容合金针头5最大外径 

1.6-2.5mm,总长度6-30mm，尾部台阶面外径1.2-2.1mm,长度0.3-10mm；所述磁兼容合金针

头5尾部偏心槽直径0.2-0.6mm，且略大于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内导体直径。

[0037] 所述磁兼容合金针杆7外径1.6-2.5mm，总长度80-250mm，壁厚0.1-0.3mm。

[0038] 微波消融针的制造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39] 步骤1：将磁兼容合金材质的内管14一端穿过磁兼容合金材质的针头5，使其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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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磁兼容合金材质的针头5端部平齐，彼此之间点胶固定、密封；

[0040] 步骤2：将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内导体插入钛合金材质针头的偏心槽17内，并通

过焊接固定；

[0041] 步骤3：将聚四氟乙烯套6套在磁兼容合金针头5第一针头阶梯部5b上；

[0042] 步骤4：将磁兼容合金材质的针杆7套装在聚四氟乙烯套的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6b 

上，使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与磁兼容合金内管14贯穿磁兼容合金针杆7；

[0043] 步骤5：用特制加长针头从磁兼容合金针杆7内部穿至磁兼容合金针头5尾端面处

灌胶，保证磁兼容合金针头5、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外导体、磁兼容合金针杆7之间彼此绝

缘；

[0044] 步骤6：将水箱15套装在磁兼容合金针杆7的尾端并通过焊接固定、密封；

[0045] 步骤7：将磁兼容合金内管14、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分别与已固定于水箱15  上

的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10、磁兼容射频同轴连接器11焊接在一起；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10、

磁兼容射频同轴连接器11与磁兼容合金水箱15之间通过焊接进行密封；

[0046] 步骤8：将医用塑料材质的手柄8穿过磁兼容合金针杆7并套装在磁兼容合金水箱 

15上，保证磁兼射频同轴连接器11及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10露在医用塑料手柄8外面，医用

塑料手柄8、磁兼射频同轴连接器11、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10三者之间通过灌胶绝缘和密

封。

[0047] 实施例2：

[0048] 如图5和图6，本实施例公开了磁兼容穿刺活检针，磁兼容穿刺活检针由磁兼容穿

刺活检针外管1、磁兼容穿刺针活检针针芯3、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外管手柄2及磁兼容穿刺活

检针针芯可拆卸手柄4组成，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可拆卸手柄4与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

3可手动分离，便于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外管1从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3  尾端抽出，磁兼容

穿刺活检针针芯3及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外管1由钛合金材料制成，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可

拆卸手柄4及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外管手柄2用ABS制成。

[0049] 可拆卸手柄4包括夹紧框4a、夹紧爪4b以及迫紧头4c，迫紧头4c包括一斜坡面，夹

紧框4a和迫紧头4c活动套接在针芯3上，夹紧爪4b沿着斜坡面在夹紧框4a和迫紧头4c之间

旋紧，迫紧头4c压紧针芯3形成固定，反向旋开夹紧爪4b，则迫紧头4c松开针芯。夹紧框4a和

夹紧爪4b之间螺纹连接。

[0050] 本实施例用于穿刺取样并且利用芯针定位，配合消融针进行消融作业。

[0051] 实施例3：

[0052] 本实施例包括实施例1和实施例2的所有内容，由微波消融针和穿刺活检针共同组

成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

[0053] 其中微波消融针，包括磁兼容合金针头5、聚四氟乙烯套6、磁兼容合金针杆7和医

用塑料手柄8，磁兼容合金针头5、聚四氟乙烯套6、磁兼容合金针杆7和医用塑料手柄8依次

连接组成消融针本体。

[0054] 微波消融针还包括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进水磁兼容合金毛细管13、磁兼容合

金内管14、灌胶区域16、磁兼容合金针头尾部偏心槽17、磁兼容合金针头为中空结构  18以

及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内导体19，磁兼容合金针头5为中空结构18，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内

导体19插入磁兼容合金针头5尾部偏心槽17内并通过焊接方式固定，聚四氟乙烯套6套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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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兼容合金针头5尾端台阶面上；所述磁兼容合金杆7套装在聚四氟乙烯套6的台阶面上并

通过医用胶水密封、固定；所述磁兼容合金内管14贯穿整个消融针，一端与磁兼容合金针头

5针尖端面平齐，一端贯穿消融针尾部的磁兼容合金水箱  15与消融针尾端面平齐；磁兼容

合金内管14与磁兼容合金针头5之间通过医用胶水密封、固定，钛合金针头尾端面区域16需

灌胶处理，以保证磁兼容合金针头5、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外导体、钛合金针杆7之间彼此

绝缘；所述钛合金水箱15套装在钛合金针杆7尾部并通过焊接固定，磁兼容合金内管14、磁

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分别与钛合金水箱15上的钛合金水管接头10、磁兼容射频同轴连接器

11焊接在一起，钛合金水管接头10、磁兼容射频同轴连接器11与钛合金水箱15之间通过焊

接进行密封。所述医用塑料手柄8穿过钛合金针杆7并套装在钛合金水箱15上，磁兼容射频

同轴连接器11及钛合金水管接头10露在医用塑料手柄8外面。

[0055] 内管14内配套设有用于导向的芯针。

[0056] 针杆7与针头5之间设有聚四氟乙烯套6，所述聚四氟乙烯套6包括聚四氟乙烯套本

体6a和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6b，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直径小于针杆直径，聚四氟乙烯套本

体6a设置在针杆7和针头5之间，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6b插入针杆7与内管  14之间。针头5包

括针头本体5a、第一针头阶梯部5b和第二针头阶梯部5c，所述第一针头阶梯部直径小于聚

四氟乙烯套本体直径，第二针头阶梯部直径小于聚四氟乙烯套连接部，第一针头阶梯部设

置在聚四氟乙烯套本体于内管之间，第二针头阶梯部设置在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与内管之

间。

[0057] 所述磁兼容合金材料主要包括：钛合金、铜合金、锌合金、铝合金、铌合金、镍钛合

金、陶瓷，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列出的磁兼容合金材料。

[0058] 所述医用塑料主要包括：聚氯乙烯(PVC)、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 

和K树脂、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聚碳酸酯(PC)、聚四氟乙烯(PTFE)，包括但不限于

以上列出的磁兼容合金材料。

[0059] 所述医用胶水要求耐高温，且通过生物相容性测试。磁兼容合金针头5最大外径 

1.6-2.5mm,总长度6-30mm，尾部台阶面外径1.2-2.1mm,长度0.3-10mm；所述磁兼容合金针

头5尾部偏心槽直径0.2-0.6mm，且略大于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内导体直径。

[0060] 所述磁兼容合金针杆7外径1.6-2.5mm，总长度80-250mm，壁厚0.1-0.3mm。

[0061] 磁兼容穿刺针引导的微波消融针的制造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62] 步骤1：将磁兼容合金材质的内管14一端穿过磁兼容合金材质的针头5，使其端部

与磁兼容合金材质的针头5端部平齐，彼此之间点胶固定、密封；

[0063] 步骤2：将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内导体插入钛合金材质针头的偏心槽17内，并通

过焊接固定；

[0064] 步骤3：将聚四氟乙烯套6套在磁兼容合金针头5第一针头阶梯部5b上；

[0065] 步骤4：将磁兼容合金材质的针杆7套装在聚四氟乙烯套的聚四氟乙烯套阶梯部6b 

上，使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与磁兼容合金内管14贯穿磁兼容合金针杆7；

[0066] 步骤5：用特制加长针头从磁兼容合金针杆7内部穿至磁兼容合金针头5尾端面处

灌胶，保证磁兼容合金针头5、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外导体、磁兼容合金针杆7之间彼此绝

缘；

[0067] 步骤6：将水箱15套装在磁兼容合金针杆7的尾端并通过焊接固定、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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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步骤7：将磁兼容合金内管14、磁兼容射频同轴电缆12分别与已固定于水箱15  上

的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10、磁兼容射频同轴连接器11焊接在一起；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10、

磁兼容射频同轴连接器11与磁兼容合金水箱15之间通过焊接进行密封；

[0069] 步骤8：将医用塑料材质的手柄8穿过磁兼容合金针杆7并套装在磁兼容合金水箱 

15上，保证磁兼射频同轴连接器11及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10露在医用塑料手柄8外面，医用

塑料手柄8、磁兼射频同轴连接器11、磁兼容合金水管接头10三者之间通过灌胶绝缘和密

封。

[0070] 其中的穿刺活检针由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外管1、磁兼容穿刺针活检针针芯3、磁兼

容穿刺活检针外管手柄2及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可拆卸手柄4组成，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

芯可拆卸手柄4与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3可手动分离，便于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外管1从磁

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3尾端抽出，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3及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外管1由钛

合金材料制成，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可拆卸手柄4及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外管手柄2用ABS

制成。

[0071] 可拆卸手柄4包括夹紧框4a、夹紧爪4b以及迫紧头4c，迫紧头4c包括一斜坡面，夹

紧框4a和迫紧头4c活动套接在针芯3上，夹紧爪4b沿着斜坡面在夹紧框4a和迫紧头4c之间

旋紧，迫紧头4c压紧针芯3形成固定，反向旋开夹紧爪4b，则迫紧头4c松开针芯。夹紧框4a和

夹紧爪4b之间螺纹连接。

[0072] 如图7、图8、图9和图10，公开了一种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导向的微波消融针的使用

过程，如图7，先将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在MRI引导下刺进病变组织9，拔出磁兼容活检穿刺针

的针芯，通过磁兼容活检穿刺针外管获取病变组织做病理分析，然后将磁兼容活检穿刺针

针芯复位；如图8，卸掉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手柄，并将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外管抽出体外；

如图9，将中空结构的磁兼容微波消融针在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的导向下穿刺入病变组

织9；刺入病变组织后的磁兼容微波消融针如图10所示。

[0073] 本实施例的磁兼容穿刺活检针导向的微波消融针的使用方法如下：

[0074] 步骤1：在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核磁共振成像)引导下，将本实用新

型所述的磁兼容活检穿刺针插入病变组织；

[0075] 步骤2：拔出磁兼容活检穿刺针的针芯3，通过磁兼容活检穿刺针外管1获取病变组

织做病理分析；

[0076] 步骤3：将磁兼容活检穿刺针的针芯3插入磁兼容活检穿刺针外管1，取下磁兼容活

检穿刺针的针芯尾端的针芯可拆卸手柄4，将磁兼容活检穿刺针外管1从磁兼容活检穿刺针

针芯3的尾端抽出体外；

[0077] 步骤4：将磁兼容穿刺针导向的中空微波消融针在磁兼容活检穿刺针针芯3的导向

作用下插入病变组织；

[0078] 步骤5：进行微波消融手术；

[0079] 步骤6：微波消融治疗结束后，将磁兼容穿刺针导向的微波消融针抽出体外；

[0080] 步骤7：将磁兼容穿刺活检针针芯3尾端的可拆卸手柄4装入磁兼容活检穿刺针针

芯3，并一起抽出体外；

[0081] 步骤8：对手术创口进行灭菌、包扎。

[0082] 其中步骤2中，磁兼容活检穿刺针外管可以通过负压抽吸病变组织，比如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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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其中步骤3中，针芯表面需要抛光，以降低摩擦力；并且，针芯长度二倍于穿刺针外

管长度，操作时，先捏住针芯近端，往外移出磁兼容活检穿刺针外管，待移出人体后，捏住远

端的针芯，将磁兼容活检穿刺针外管完全移出针芯。

[008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磁共振兼容性穿刺活检导向的微波消融针以及穿刺活检

针，具体实现该技术方案的方法和途径很多，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

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本实施例中未明

确的各组成部分均可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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