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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应用于临床治疗的
新型超声探头。
本实用新型采用常见的球壳型陶
瓷片作为聚焦换能器，
在聚焦换能器前端安置油
囊作为超声传递的媒介层，
所述的油囊与聚焦换
能器紧密贴合，
油囊外围有一层弹性较大的弹性
膜包裹，
油囊的内部充满着声阻抗与水相近的硅
油用以作为超声波传递的介质。
本实用新型通过
增加油囊的设计来完善超声治疗所需的聚焦换
能器探头。
该实用新型成本低且与目前治疗采用
的涂抹大量耦合剂的方法相比较，
更节约耦合剂
的用量，
减少由于耦合剂流动性大造成的耦合剂
流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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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新型超声探头，
包括聚焦换能器，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的聚焦
换能器前端安置油囊作为超声传递的媒介层，
所述的油囊与聚焦换能器紧密贴合，
形成超
声探头的整体；
所述的油囊的外围包裹有一层弹性膜；
所述的聚焦换能器采用球壳型陶瓷片；
所述的油囊的内部充满着声阻抗与水相近的硅
油用以作为超声波传递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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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新型超声探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主要涉及新型超声治疗探头，
特别涉及一种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新型超
声探头。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超声主要有超声检测和超声能量的应用两方面，
通常被称为检测超声和功率
超声。其中检测超声是超声波以高频低能量形式应用于疾病的诊断，
例如B超成像、超声多
普勒血流分析、
超声骨质检测和超声内窥镜等。这些技术应用中的超声强度都是足够小的，
一般不会在超声所经过的组织内产生不可逆转的生物变化。与检测超声不同的是，
治疗超
声是以低频高能量形式作用于人体以达到治疗目的。超声能量在组织内经过一定时间的聚
集后，
可以使人体组织发生某种有利于疾病治疗或使身体恢复健康的变化。
[0003] 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治疗更是在目前较为关注的一项新研究。
由于超声波本身
具有较高的聚焦能力和较大的组织穿透能力，
能够将超声能量聚焦在靶组织上，
并且由靶
组织吸收所有的高强度超声的能力，
使得靶组织在几秒的时间内温升到一定的温度后继而
坏死。
该技术可用于神经外科深部肿瘤、
泪腺癌治疗以及泌尿科的前列腺治疗等。
[0004] 然而目前所用的聚焦超声的治疗探头都是需要在人体上涂抹大量的耦合剂，
以确
保超声束能够从体外顺利进入到人体内部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但是耦合剂具有较强的流
动性，
不能够很好的维持在治疗部位，
为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需要多次大量的涂抹耦合剂。
再者由于聚焦换能器都具有一定的曲率，
不能够与人体完美的贴合以至于产生较差的治疗
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新型超声探头，
以解决上述背
景中提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实用新型采包括聚焦换能器，
在所述的聚焦换能器前端安置油囊作为超声传递
的媒介层，
所述的油囊与聚焦换能器紧密贴合，
形成超声探头的整体；
所述的油囊的外围包
裹有一层弹性膜。所述的聚焦换能器采用球壳型陶瓷片；
所述的油囊的内部充满着声阻抗
与水相近的硅油用以作为超声波传递的介质。
[0008] 所述的油囊主要是代替之前大量且繁重的耦合剂的作用，
超声束经由换能器发射
出来后，
进入油囊中，
由于油囊外围是由弹性较大的弹性薄膜包裹，
使用时只要在弹性薄膜
上涂抹少量的耦合剂就能很好的与人体完美贴合且用于临床治疗。将油囊和聚焦换能器紧
密贴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超声探头的整体。
[0009] 背景技术相比，
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10] 本实用新型通过增加油囊的设计来完善超声治疗所需的聚焦换能器探头。
该实用
新型成本低且与目前治疗采用的涂抹大量耦合剂的方法相比较，
更节约耦合剂的用量，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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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由于耦合剂流动性大造成的耦合剂流失的问题。在治疗方面，
增加油囊的设计和弹性膜
的设计可以使得超声探头能够更好的与人体相贴合，
达到更为理想的治疗效果。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中：
1、
聚焦换能器的背衬，
2、
球壳型聚焦换能器，
3、油囊，
4、
弹性膜。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4] 如图1所示：
本实用新型包含一个球壳型聚焦超声换能器2，
换能器后端衬以合适
的背衬1，
换能器前端增添一充满硅油的油囊3，
油囊采用弹性膜包裹4。本实施例是将油囊
整合在聚焦换能器前端，
构成一体化结构，
通过在换能器前端增加油囊的设计能够很好的
作为超声波传播的介质层。油囊采用弹性较强的弹性膜包裹，
用以贴合生物体，
达到更好的
治疗效果。
[0015] 所述的油囊，
主要用于传播由聚焦换能器发射的超声波，
作为较好的介质层。而油
囊内部充斥着声阻抗与水接近的硅油，
更有利于超声波在其中的传播，
更是代替了之前大
量的耦合剂，
确能达到原有的效果乃至更好。
[0016] 所述的弹性膜，
作为油囊的外部材料用以包裹硅油，
该弹性膜需要有较好的弹性，
以便于灵活应用于治疗体的各个部位。治疗时仅需要在弹性膜上涂抹少量的耦合剂，
便能
直接接触治疗体，
达到治疗的效果。
[0017] 以下为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8] 新型超声探头的制备
[0019] 步骤1）球壳型聚焦换能器的制作。
根据不同的治疗区域环境以及治疗深度等各项
参数，
需要对换能器材料、
大小以及换能器的曲率半径做出选择。
并且为聚焦换能器配备以
合适的背衬材料，
以保证声波更好的向治疗方向发射。
[0020] 步骤2）配备与换能器配套的油囊。
考虑不同大小及参数的球壳型聚焦换能器需要
配备不同规格的油囊，
油囊需要与聚焦换能器紧密贴合，
且做到始终固定的在换能器前端，
作为超声波传播的媒质层。
[0021] 步骤3）选择弹性膜。
由于该新型抬头需要直接作用于生物体上，
但由于生物体有
些部位并不是很平整，
要做到完美贴合的程度需要包裹油囊的材料是具有较好的弹性的。
因此弹性膜的设计非常的重要，
又因为该新型探头是作用于临床实验的，
弹性膜更是要求
选用对人体无伤害的材料。
[0022] 新型超声探头的使用
[0023] 步骤1）涂抹少量的耦合剂。
虽然在探头前端增加了油囊结构作为超声传播的介质
层，
但是作用于人体还需在人体上涂抹少量的耦合剂，
确保超声能顺利透过油囊进入到人
体内部达到治疗的效果。
[0024] 步骤2）治疗。
根据不同的症灶，
调整好聚焦换能器的参数，
将新型探头根据步骤3）
的操作办法作用到病灶区域。在新型超声探头的作用下不但减少了耦合剂的使用还增加了
病人的舒适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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