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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阵元相控阵换能器具有焦距可调和可实现经颅聚焦等优势，近来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相位控
制系统是决定多阵元相控换能器能否应用于临床的关键技术之一。在输出信号稳定的同时提高高强度聚焦超
声相位控制系统精度是设计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本文基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设计了一种高强度聚焦超声相
位控制系统。实测结果表明，多通道延时分辨率为 1 ns，延时误差小于 1 ns，可满足多阵元高强度聚焦超声治
疗相控聚焦换能器延时精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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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element phased array transducer has the advantages of adjustable focal length and tran-

scranial focusing, and has recent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researchers. The phase control system of
the multi-element phased transducer is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multi-element
phased phase transducer can be applied to the clinic. Increasing the accuracy of the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 phase control system while the output signal is stable is a key and diﬃcult point in the
design process. A HIFU phase control system is designed based on ﬁ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The measur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lti-channel delay resolution is 1 ns and the delay error is less than 1 ns,
which can meet the needs of multi-element HIFU for phased-focus transducers.
Key words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Phased-array focusing transducer, Phase control system,
Delay resolution,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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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驱动聚焦超声治疗相控系统，可实现激励信号幅

1 引言

值、延时、频率可调。同年，骆英等 [6] 基于 FPGA 及

高强度聚焦超声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 是利用超声波的穿透性、可聚焦性，
将体外换能器发出的低能量超声波聚焦于目标靶
区，
靶区组织能量叠加，
在机械、
热、
空化等效应作用
下使目标靶区肿瘤组织热凝固致死的新型物理疗
法。目前已经应用于乳腺癌、子宫肌瘤、前列腺癌等
实体软组织肿瘤的临床治疗 [1−3] 。这些 HIFU 系统
中主要采用单阵元聚焦换能器，但对于颅骨包裹的
脑肿瘤 HIFU 经颅治疗而言，必须利用相控换能器
和人体颅骨结构及其声学参数进行相控调节才能
实现颅内聚焦。
多阵元相控聚焦换能器实现相控聚焦的关键
技术之一为相位控制系统的设计。目前 HIFU 治疗
相位控制系统设计中的难点是在保证输出信号稳
定的同时提高 HIFU 相位控制系统多通道延时分
辨率。

延时算法实现了延时分辨率为 3.75 ns 的相位延时
控制集成相控发射系统。2011 年，厉彦忠等 [7] 基于
STM32 实现了延时分辨率为 20 ns 的 4 通道超声相
控阵。2013 年，Assef 等 [8−9] 基于 FPGA 实现了幅
值、延时可调的 8 通道的超声相控聚焦系统。2014
年，Kim 等 [10] 基于 FPGA 设计了频率为 500 kHz
的 32 通道相控信号发生器，结果表明低频超声在脑
部治疗中效果更好。2016 年，
杜春晖 [11] 基于 FPGA
实现了延时分辨率为 2.5 ns 的 8 通道超声相控阵激
励信号的发射。
本文基于 FPGA 设计了 HIFU 相位控制系统，
实测多通道延时分辨率 1 ns，延时误差小于 1 ns，可
满足多阵元 HIFU 治疗相控聚焦换能器延时精度的
需要。

2 原理及方法

2008 年， Liu 等 [4] 利 用 现 场 可 编 程 门 阵 列

图 1 为多通道 HIFU 相控聚焦系统，主要由相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及 匹 配

位控制系统、功率放大电路、阻抗匹配电路、多阵元

电 路 设 计 了 可 诱 导 局 部 血 脑 屏 障 (Blood-brain

换能器构成。其中 HIFU 相位控制系统由 PC 机用

barrier, BBB) 打 开 的 高 压 脉 冲 信 号 电 路。2010

户界面通过串口将前期仿真得到的各通道延时时

年，Pindter-Medina 等

间发送到 FPGA，再由 FPGA 通过时钟控制各个通

[5]

基于 FPGA 中的 Cyclone

II 单元 (Altera，San Jose，California，US) 设计了用

ᄱηՂ

道激励信号的触发时序来实现相位控制。

EዝҪဋஊܸ٨

ᄱηՂ

EዝҪဋஊܸ٨

ᄱηՂ
EዝҪဋஊܸ٨
ᄱηՂ

ཥག

...

ႍ᭧

...

RS232

...

ၹਗ਼

FPGA

EዝҪဋஊܸ٨

ᄱηՂ
EዝҪဋஊܸ٨
ᄱηՂ
EዝҪဋஊܸ٨
ᄱηՂ
EዝҪဋஊܸ٨
ᄱηՂ
EዝҪဋஊܸ٨

图1

HIFU 相控系统聚焦示意图

Fig. 1 HIFU phase control system focus schematic

2.1 用户界面

示的 HIFU 用户控制界面。该界面可实现各阵元延
时数据、激励功率数据的导入/导出，可在用户界面

采用 Visual Studio 2013 的微软基础类库 (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 MFC) 设计了如图 2 所

上进行激励频率、占空比、驱动时间、波特率、串口
号等参数的选择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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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 开发板

Fig. 4 FPGA development board

2.3.1 粗相控延时
粗相控延时控制原理如图 5 所示，粗相控延时
图2

通过延时计数器、延时参数寄存器、计数比较器、初

HIFU 用户控制界面

Fig. 2 HIFU user control interface

始地址参数寄存器和方波地址发生器实现。在触发
信号的控制下，延时计数器开始计数；在计数比较

2.2 串口通讯

器中比较延时计数器的计数值与延时参数寄存器

采用原理如图 3 所示的通用异步收发器 (Uni-

的设定值大小，当延时计数器中的计数值达到延时

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UART)

参数寄存器设定值时，计数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使能

实现串口通讯，由数据缓存器接收 PC 机用户界面

信号；高电平信号能使方波地址发生器输出方波信

发送的阵元激励信息数据，通过数据寄存器、移位

号，在这里采用 FPGA 的倍频法，将 50 MHz 的系统

寄存器在时钟时序控制下执行与下位机系统的数

时钟频率倍频到 200 MHz 时，输出粗相控延时周期

据交互。

T5 = 5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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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3

UART 通讯原理图

Fig. 3 UART communication schematic

2.3 相控延时控制
选用如图 4 所示的 Storm_IV_4CE30F23C8N

粗相控延时原理图

Fig. 5 Coarse phase control delay schematic

2.3.2 细相控延时
在实现粗相控延时的基础上，利用 FPGA 锁相
环 (Phase locked loop, PLL) 移相特性，使 50 MHz

的 FPGA 开发板，该芯片具有 28848 个逻辑单元和

的系统时钟倍频到 200 MHz，
并输出相移分别为 0◦ 、

50 MHz 的系统时钟频率，具有时钟倍频特性。

72◦ 、144◦ 、216◦ 、288◦ 的五路时钟相移时序。图 6 为

2018 年 11 月

858
5 ns

1ns 1ns 1ns 1ns 1ns

C0
C1
C2
C3
C4

图6

细相控延时锁相环输出时序图

Fig. 6 Meticulous phase-locked delay PLL output timing diagram

输出周期均为 5 ns 的 C0 ∼C4 五路时钟，
每一路相对
◦

上一路相移均为 72 ，
实现 1 ns 的细相控延时。

ilent 示 波 器 (DSOX4052A/500M/5GSa/s) 进 行 显
示检测。

通 过 粗 相 控 延 时 T5 = 5 ns 和 细 相 控 延 时
T1 = 1 ns 实现相控阵元延时为

当 两 通 道 输 出 相 位 信 号 频 率 均 为 0.8 MHz、
占 空 比 分 别 为 49.60% 和 49.57% 时，检 测 结 果 如

Tdelay = m × T5 + n × T1 ,

(1)

式 (1) 中，m、n 分别为所需粗相控延时 T5 个数和细
相控延时 T1 个数。

图 7(a) 所示。由图 7(a) 可知，
与设定的频率、
占空比
相比，误差均小于 0.5%。通道 1 和通道 2 设置延时
分别为 100 ns 和 101 ns，两通道实测相移为 0.3◦ ，延
时时间为 1.2 ns。由图 7(a) 的局部放大图图 7(b) 可
知延时分辨率为 1 ns。

3 结果

当工作频率为 1 MHz、
占空比分别为 49.92% 和
3.1 检测结果

49.88% 时，检测结果如图 7(c) 所示。由图 7(c) 可知，

3.1.1 不同频率

与设计设定的频率、占空比相比，
误差均小于 0.5%。

基于 FPGA 设计制作的 HIFU 相位控制系统

通道 1 和通道 2 设置延时分别为 102 ns 和 103 ns，
两

通 过 PC 机 用 户 界 面 经 串 口 将 延 时 数 据 发 送 到

通道实测相移为 0.4◦ ，延时时间为 1.2 ns。由图 7(c)

FPGA 并产生方波激励信号。该方波信号经 Ag-

的局部放大图图 7(d) 可知延时分辨率为 1 ns。

(a)

(b)

(a) 0.8 MHzːᤰ᥋ฉॎ(ڏ۳ೂ500.0 ns/ಫ) (b) ࡍᦊஊܸ(ڏ۳ೂ1.00 ns/ಫ)
(c)

(d)

(c) 1 MHzːᤰ᥋ฉॎ(ڏ۳ೂ500.0 ns/ಫ)

图7

(d) ࡍᦊஊܸ(ڏ۳ೂ1.00 ns/ಫ)

不同频率下示波器实测相位控制系统输出波形

Fig. 7 The oscilloscope measured the output waveform of the phase control system
at diﬀerent frequ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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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频率为 0.8 MHz 时，以通道 1 为参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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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图 8(a) 可知，设定占空比为 25% 的实测结果

道，10 个通道的测试数据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

分别为 25.54% 和 25.50%；由图 8(b) 可知，设定占空

频率为 0.8 MHz 时实测相对延时与设置相对延时

比为 75% 的实测结果分别为 75.14% 和 75.10%，与

之间最大延时误差为 0.8 ns。当工作频率为 1 MHz

设计设定的频率、占空比相比，
误差均小于 0.5%。

时，实测相对延时与设置相对延时之间最大延时误
差为 0.6 ns。

多通道相位控制
将幅值、
频率设定为相同，
仅对延时相差 100 ns

0.8 MHz 时相控系统延时数据

的 5 个不同通道的相控波形数据进行示波器最大长

0.8 MHz phase control system

度模式下的采样，
采样数据经 Matlab R2014 处理后

表1
Table 1

3.2

delay data
单位：ns

的结果如图 9 所示。由图 9 可知，系统可同时输出
多路相控方波信号，每一通道相对于上一通道延时

通道

设置延时

设置相对延时

实测相对延时

延时误差

1(参考)

100

0

0

0

2

101

1

1.2

0.2

3

104

4

4.0

0

4

92

−8

−8.8

0.8

5

109

9

9.2

0.2

6

125

25

25.6

0.6

ᤰ᥋3

7

133

33

33.6

0.6

ᤰ᥋4

8

60

−40

−40.4

0.4

9

142

42

42.0

0

10

211

111

111.2

0.2

3.1.2 不同占空比
当两通道输出相位信号频率均为 0.8 MHz、设
定占空比分别为 25% 和 75% 时，检测结果如图 8 所

100 ns，实测误差小于 1 ns 且输出信号稳定，可实现
多通道相位控制。
ᤰ᥋1
ᤰ᥋2

ᤰ᥋5
0

图9

2000

4000

6000
8000
᧔ನག/˔

10000

12000

5 通道不同延时的相控信号 Matlab 采样图

Fig. 9 5-channel delay controlled phase-controlled
signal Matlab sampling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FPGA 利用锁相环技术设计了多通
道延时的 HIFU 相位控制系统，利用用户控制界面
并通过串口将前期数值仿真得到的各阵元相应的
延时数据发送至 FPGA 主控芯片输出方波激励波
(a) ࠀӴቇඋ˞25%ᄊฉॎڏ

形，实测延时分辨率 1 ns，延时误差小于 1 ns。具体
研究结果如下：
(1) 基于 FPGA 主控芯片设计的 HIFU 相位控
制系统可稳定实现多路延时分辨率 1 ns、延时误差
小于 1 ns 方波输出信号；
(2) 基于 Visual Studio 2013 设计的 HIFU 用户
控制界面可将前期数值仿真或临床所需的延时数
据导入/导出并通过串口发送，实现不同频率、不同

(b) ࠀӴቇඋ˞75%ᄊฉॎڏ

图8

不同占空比下示波器实测相位控制系统输出

波形
Fig. 8

The oscilloscope measured the output

占空比下多路稳定的方波输出信号。
综上所述，本文设计的 HIFU 相位控制系统可
输出不同频率及占空比激励信号，
延时分辨率高、
延

waveform of the phase control system at diﬀer-

时误差小、输出信号稳定，可满足 HIFU 治疗相控换

ent duty cycles

能器相控系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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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的 HIFU 相位控制系统与 LC 网络相
位延时系统

[12]

相比具有延时分辨率高和抗干扰能

力强等特性，但是目前系统尚未考虑供电检测、输
出信号反馈等问题，对这些内容的课题研究正在进

Luo Ying, Wang Wei, Wang Ziping, et al.

Research

of phased transmission in ultrasonic phased array system based on FPGA[J]. Instrument Technique & Sensor,
2010(10): 51–53, 71.
[7] 厉彦忠, 杨济民, 李雯雯, 等. 基于 STM32 的超声相控阵导盲
系统研究 [J]. 现代电子技术, 2011, 34(16): 14–16.

行之中。

Li Yanzhong, Yang Jimin, Li Wenwen, et al. Reserch of
STM32-based ultrasonic phased array guidance syste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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