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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磁共振引导下聚焦超声术是近年来医学领域新兴的研究热点，其技术
发展迅速，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扩展，应用价值不断提高。作者对这一新技术原
理、目前的临床应用及新技术进展进行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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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R-guided focused ultrasound surgery (MRgFUS) has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in medical domain. The technique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extending the clinical applied range, and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value. This article 
aims at making an overview and evaluation about its technical principle, recent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technic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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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引导下聚焦超声新技术进展及其临床应用

金征宇*，苏佰燕，薛华丹

磁共振引导下聚焦超声术(MR guided focus 
ultrasound，MRgFUS)是在磁共振实时温度监测及

实时动态定位图像引导下，应用聚焦超声热消融

技术选择性破坏靶目标病变组织，从而达到治疗

目的的一种无创治疗方法，是近年来多个领域新

兴的研究热点。

1  聚焦超声技术发展史

1927年Wood与Loomis首次发现超声波的物

理效应[1]，1935年Gruetzmacher发现超声波的聚焦

现象，这为以后聚焦超声术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1942年Lynn首次利用超声进行临床治疗，这是第

一次把这一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2]。之后这一应用

首次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局部病灶的治疗中[3]。

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技术等原因的限制，

这一技术并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与应用，直到1993
年Hynynen提出了“MR-引导聚焦超声”的概念[4]，

并在2000年研究发现扩大超声束照射区域能够增

加超声能量传播效能，从而达到使得超声能量聚

焦于深部脑组织的目的[5]，之后这一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有了飞速的进展。2004年FDA首次认证

通过了MR-引导聚焦超声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试 
验[6]，从此与MR-引导聚焦超声术相关的研究、临

床试验、报道数量持续增加。现在除子宫肌瘤领

域外， MR-引导下聚焦超声术在欧洲已获得CE认

证作为骨转移癌及前列腺癌的姑息治疗方法，在

美国也于2012年FDA宣布通过MR-引导聚焦超声

缓解骨转移癌疼痛的临床应用[7]。现今MR-引导聚

焦超声应用最多的领域是MR-引导聚焦超声术治

疗症状性子宫肌瘤的研究。

2  MRgFUS技术及原理

MRgFUS是在MR实时温度监测及实时动态

定位图像引导下，利用超声波穿透人体组织并使

其能量聚集，使温度瞬间升高，热消融组织结构

达到灭活病灶的目的，同时病灶周围及声波路径

上的组织结构无损伤[8]，而MR的实时监测与定位

为这种选择性治疗提供准确的引导与帮助。这种

治疗方法包含两项关键的技术：特定组织敏感的

超声消融束(热熔疗法)和实时磁共振图像及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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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核心技术I：热熔疗法，当超声束聚焦于靶

目标，超声能量聚集使得温度瞬间升高，当温度

达到阈高度时，超声束的消融效果启动，并可持

续一段时间，达到组织完全热熔[9]。核心技术II：
磁共振热能图，治疗过程中实时监测温度，提供

实时反馈，生成声束到达域的热能图，并与解剖

结构相对应[10]。磁共振在这项技术中具有多重作

用，首先可实时定位，可通过三维定位，确保治

疗过程的准确性，其次在热熔治疗过程中实时观

察解剖结构，避免组织损伤，并对治疗域进行实

时控温，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再次可以在治疗后

立即评估治疗效果。

MRgFUS治疗流程并不复杂，在前期准备工

作完成后，正式治疗的主要流程为首先确定治疗

范围，实时监测RF轨道、实时监测温度，逐一进

行治疗，治疗过程中随时调整治疗参数，治疗范

围内所有治疗完成后，即时评估治疗后效果。

3  MRgFUS临床应用及技术创新点

磁共振引导聚焦超声术现在广泛应用于临床

多个领域，其主要临床应用包括：FDA认证子宫

肌瘤的治疗，其中应用该技术治疗子宫肌瘤后是

否影响妊娠情况尚在研究中；CE认证子宫内膜异

位症和腺肌症的治疗；而转移癌的治疗得到FDA
和CE的同时认证；乳腺癌的治疗进入三期临床试

验，脑功能恢复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和CE认证；肝细

胞肝癌以及前列腺疾病的治疗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3.1 子宫肌瘤的治疗

聚焦超声在医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是对

于女性子宫肌瘤的治疗，目前已得到FDA和CE的

认证。子宫肌瘤是女性最常见的生殖系统良性肿

瘤，对于子宫肌瘤目前的治疗手段包括手术及非

手术治疗，各种治疗方式互有利弊[11]。而从有创

到微创再到无创的治疗方式中，MRgFUS已成为

现今最受关注的一种治疗方式。利用磁共振3D成

像进行精确的靶器官定位，治疗过程中声束路径

的可视化使治疗可控，同时MR温度图像技术用于

实时温度反馈，通过这一闭环治疗方式以确保治

疗的安全性[12]，而治疗后即刻增强磁共振检查又

能够确保治疗效果的评估[13]。目前已有研究证明

MRgFUS治疗症状性子宫肌瘤安全、有效，有望

成为一种非手术治疗子宫肌瘤的方法在临床推广

应用[14]。

3.2 骨肿瘤的治疗

骨肿瘤的治疗已经得到FDA和CE的认证。

超声聚集于病变骨组织，利用超声聚集能力杀死

神经以达到镇痛的效果，并能够直接破坏肿瘤组

织，促使新骨生成。由于骨组织对超声能量的

超强吸收，因此可以使用较低的能量达到治疗效

果，并且能够缩短治疗时间。一般应用于临床缓

解骨转移癌的疼痛，骨转移癌疼痛缓解临床试验

结果表明：治疗后疼痛在3日内显著减轻，并随访

发现效果持续大于3个月，此骨转移癌其原发肿瘤

大多为肾癌、结直肠癌、肺癌、乳腺癌、前列腺

癌及其他，治疗范围包括骨盆及四肢骨等溶骨性

及破骨性的骨质破坏，大多数患者放疗无效[15]。

随着研究进展，现已研究出第二代骨肿瘤治疗设

备，相比于第一代治疗设备，其可提供更多的治

疗位置和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具有1000点的电控

高强度相控阵超声发射器，增加水渗透膜以利于

超声耦合，同时内置皮肤冷却装置及自动追踪超

声发射器。

3.3 前列腺疾病的治疗

现在前列腺癌发病率逐年增加，前列腺癌

传统的治疗方式包括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前

列腺癌近距离放疗法、外照射疗法以及激素治

疗。除手术创伤外，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还有

20～40%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包括因损伤前

列腺周围神经造成的阳痿及尿失禁等。相对于

此，MRgFUS治疗前列腺癌的优点显而易见，它

是一种无创的治疗方法，可以对全腺体或局部治

疗，可呈现高清晰度磁共振图像，从而做到精确

引导、准确治疗边界，达到对敏感组织的保护目

的，同时在治疗过程中进行实时温度监测、实时

治疗剂量监测，及时反馈以便医生进行实时调整

治疗，确保治疗的准确性及安全性，治疗结束时

即刻增强MR检查即可显示治疗效果，至今该治疗

初期临床结果暂无不良反应。

3.4 乳腺癌的治疗

乳腺癌二期多中心MRgFUS治疗临床试验

的 目 的 在 于 与 传 统 的 乳 腺 肿 瘤 切 除 术 相 比 ，

MRgFUS能够有效并无创的用于损毁局灶性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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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组织。这一研究结果将为大规模的三期临床

试验提供基础。此研究中，应用MRgFUS治疗乳

腺内边界清楚的局灶性肿瘤，14～21天后做增强

磁共振检查以确定治疗结束。随后进行传统的乳

腺肿瘤切除术，对切除的肿瘤组织进行病理评

价，同时患者接受传统的标准治疗方案(放疗和/
或化疗)。此研究利用病理学数据来确定MRgFUS
是否能够摧毁95%甚至更多的肿瘤体积，另外也

能够用来评价增强磁共振检查检出MRgFUS治疗

后残余肿瘤患者的能力。此研究包括全世界范围

内10个中心约200名患者。现在，MRgFUS治疗乳

腺癌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是在MRgFUS临床治

疗后不接传统手术治疗，通过长期随访，以增强

MRI检查来评价肿瘤情况。

3.5 腹部疾病的治疗

现阶段，仅伦敦圣玛丽医院可进行肝脏疾病

临床治疗可行性的研究，治疗需要全麻状态，并

在磁共振匹配呼吸机强制屏气下进行治疗。其具

有一次治疗、无创、低并发症、磁共振引导、可

安全有效地消融血管附近病灶的优点。目前已成

功进行超过20例动物实验，并且2名患者已接受

过治疗，这些表明这一治疗方法可以被患者很好

地接受。在MRgFUS每个声波治疗过程中及治疗

间，肝脏的位置可以精确到1 mm，并且在每次声

波治疗前，ExAblate 2000治疗系统会要求屏住呼

吸并在呼吸机帮助强制屏气的情况下进行治疗，

从而达到准确、安全的目的。MRgFUS腹部应用

的最新报道[16]表明，MRgFUS在腹部可移动实质

性脏器中的应用可行且安全，但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未来的技术创新要着重于提高系统对运动的

探测能力以便实时控制器官及病灶的位置，保证

超声聚焦于靶病灶。

3.6 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 

经颅MRgFUS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中心

包括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瑞士超声波功能神经

外科中心、美国维吉尼亚健康系统大学。目前约

有44例脑功能疾病患者接受了治疗，其中患脑

神经痛患者24例，脑震颤患者16例，帕金森患者 
4例[17]。现已有研究表明MRgFUS能够有效缓解神

经性头痛[18]。MRgFUS和最先进的影像对接，可

在术中定位，精确度可达到1 mm以内，并且针对

不同患者可给予个性化治疗，这些成为其显著的

技术优点。此外MRgFUS有着众多的临床优点，

能够做到无创、无离子辐射、无需麻醉，并且无

脑组织移动带来的问题、无通路损伤，因此可重

复治疗，治疗过程中患者可即时反馈信息，术后

立即显现临床效果。

MRgFUS治疗脑肿瘤研究刚刚开展，目前仅

治疗3例患者，有待于下一步的继续研究[19]。现

今，MRgFUS治疗其他颅内病变如血栓、三叉神

经痛、癫痫、开启血脑屏障等前瞻性研究也在进

行中[20]。

3.7 腰小关节神经阻断的初步体验

MRgFUS对于腰小关节关节炎的治疗具有明

显优势，因其无离子辐射，治疗体位简单、治疗

耐受好，能够在磁共振精确引导下，精确控制治

疗点，不会穿透椎体，同时磁共振实时温度反馈

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并且能够做到多层关节一次

治疗。Weeks E.等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疼痛评分较

治疗前明显减低[21]。

3.8 其他方面的应用-药物靶向传递

在药物经不同载体运输到靶器官病灶位置

后，利用聚焦超声热能热熔药物外包膜结构，从

而使药物更直接有效地作用于病灶，目前这一研

究领域正在不断研究探索中[22]。

4  总结

2011年，磁共振引导聚焦超声技术已被时代

周刊评为五十全球最佳发明之一，在全球有着众

多的合作伙伴，美洲33处、欧洲38处、亚洲32处

机构参与到MRgFUS的各项研究，全球装机超过

100台，并且该技术已得到临床认可，有多篇文献

已发表。

MRgFUS在人体各器官疾病的治疗范围逐步

增加，从最初仅用于女性子宫肌瘤的治疗，现已

发展到全身多系统、多器官、多种疾病的治疗，

并且从良性肿瘤治疗研究进展到目前可对多种恶

性肿瘤进行有效治疗，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

的基础。

MRgFUS引起全球热点研究，在于其优势明

显。相比于传统的治疗方式，MRgFUS治疗时间

短、方便快捷，治疗后短暂观察无异常后即可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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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适应现在快速的生活节奏；是一种无创的治

疗方式，治疗与非治疗区界线清晰，避免了病

灶周围正常组织结构的损伤，对身体损伤达到最

小，甚至无损伤，治疗后无重大不良反应及不良

事件发生；同时治疗具有可预测性、可控制性，

能够实时温度监测，随时调整治疗参数以期达到

最好的治疗目的；最重要是其无X线或其他离子辐

射所造成的延迟生物效应，是一种安全、有效的

治疗方式，有望成为一种主要的治疗方式在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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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ORIALS

金 征 宇 ， 主 任 医 师 、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

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

和医院放射科主任、北京协

和医院医疗委员会、教育委

员会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

学学位委员会委员、教材委

员会委员。专业团体任职包

括：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

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

究会副会长兼放射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放放射

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放射学杂志副总编辑/常务编委、

磁共振成像杂志副主编、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副主编、

介入放射学杂志副主编、临床放射学杂志编委、实用放

射学杂志编委、放射学实践杂志编委、中国医学科学院

学报编委、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Journal编委、影像

诊断与介入治疗杂志主编、国外医学－临床放射学分册

编委、北美放射学会(RSNA)荣誉会员、美国伦琴放射

学会(ARRS)会员、欧洲心血管介入放射学会(CIRSE)会

员。他从事磁共振影像诊断及介入放射工作20余年，曾

分别赴美国、德国学习专业技术，在美国完成fellowship

学业，获毕业证书。

现为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

学影像学系负责人，在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技术等

方面居于国际领先水平。近年来共完成介入治疗患者

6800余例，急诊患者1900余例，作为中央保健会诊专家

圆满完成300余次高干保健会诊任务、20余次重要国外

领导保健任务，获得“中央保健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科研工作方面，作为课题负责人在研“863”课题1项、

“霍英东专项基金”1项。作为分课题负责人，他在研

科技部“十一五”攻关课题2项，科技部国家重点项目1

项、作为教育部重点学科负责人承担“211”工程课题1

项，作为课题负责人已完成科技部国家重点项目2项、

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1项、“十五”攻关课题2项、

“九五”科技攻关课题2项及医科院级课题6项；曾受到

CMB基金资助课题2项。曾与美国NIH合作课题1项。近

年来，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卫生部科技进

步一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三等奖各1项、北

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

金征宇教授简介：

据北美放射学会(Radiological Socie ty o f Nor th 
America, RSNA)官方网站消息，我国著名放射学专家、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
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
主任、博士生导师金征宇教授今年荣获RSNA“荣誉会
员”称号。据悉，金征宇教授是中国大陆第四位获此殊
荣的放射影像专家，前三位分别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吴恩惠教授(1988年)、卫生部北京医院李果珍教授(1998
年)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戴建平教授(2008
年)。金教授获此殊荣彰显了中国放射学界在国际上的
地位，同时也可看出金教授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进一
步推动我国放射学事业的国际化发展、提高放射学诊治
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美放射学会(Radiological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RSNA)是由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联合组建的地区性放射学
学术团体，53000余名会员来自140个国家的放射学领
域。RSNA成立于1915年，开始称西方伦琴学会(Western 
Roentgen Society)，1919年改为RSNA，每年年末时举办
一次学术年会。今年11月30日-12月5日召开RSNA 100
周年年会。RSNA是国际上成立早、会员最多、科学水
平高、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放射学学会，会员主要在美国
和加拿大，分为会员、准会员和荣誉会员等。国际会
员分布在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分
为会员和荣誉会员。2013年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约21000家展商、56000多人次的学者参加了RSNA 
2013年会。金征宇教授在RSNA的百年盛典之际荣获
RSNA“荣誉会员”称号，更为中国在国际放射影像学
术界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供稿：薛华丹)

资讯  Information

北京协和医院金征宇教授当选RSNA荣誉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