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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各种医学影像术，如射线成像、CT、正电子发射 (PET)、磁共振 (MR)、超声 (US)、荧光 (FL) 等

都各具特色，并成功地应用于多种疾病的诊疗。但每种影像术都不能对生物组织做出完整的描述。由若干个
成像技术组成的多模态成像技术，是获得组织更多信息的有效途径。光声 (PA) 成像是能提供组织的成分和
功能信息的新成像技术。它不仅灵敏，可以对较深层的组织进行实时、快速、安全的成像，而且可以利用光声
光热造影剂实施非侵入的光热靶向治疗。因此，与光声成像相结合的多模态分子成像是实现精准诊疗的重要
技术途径。该文以手持 US-PA 探头的双模态成像系统，直径为 1 mm 的血管內窥镜 US-PA 成像系统，可同时
用于术前和术中的 US-PA-FL 三模态成像系统，以及采用外磁场可操控的磁共振 -光声光热分子造影剂、进行
MR-PA 成像引导的光热治疗技术为例，对多模态光声分子成像系统在医学诊断、手术和光热治疗方面的进展
做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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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es of multi-modality photoacoustic molecular imaging
CHENG Qian

QIAN Menglu

(Institute of Acoustics, School of Physic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Modern medical imaging techniques, such as radiography, computer tomography (CT), positron

emission (PET), magnetic resonance (MR), ultrasound (US), ﬂuorescence (FL) and so on, have diﬀ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a variety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owever, none of them can fully
describe the biological tissue. Multi-mode imaging technology composed of several imaging techniques is an
eﬀective way to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issue. Photoacoustic (PA) imaging is a new imaging technology
that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issue. It can not only sensitively conduct
real-time, rapid and safe imaging on deeper tissue, but also use photoacoustic photothermal contrast agent
to implement non-invasive photothermal targeted therapy. Therefore, multimode molecular imaging combined
with photoacoustic imaging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approach to achieve accurat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his paper an US-PA double modal imaging system with an integrated probe, an intravascular US-PA imaging
system with 1 mm diameter endoscopy probe, and an US-PA-FL three modal imaging system,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preoperative and intraoperative imaging of tissues, as well as the photothermal targeted therapy
with multimodal MR-PA-PT contrast agent controlled by an external magnetic ﬁeld are introduced. It shows
that the progress of multimodal photoacoustic molecular imaging technology is a great success in the ﬁeld of
accurat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 words Photoacoustic molecular imaging, Multi-modality, Photoacoustic contrast agent, Phototherm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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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现组织细胞和分子信息的功能成像，而且还可

1 引言

以同时开展精准的靶向光热治疗。

成像技术。当一束波长为λ 的脉冲激光入射光吸收
系数为α(λ) 的生物试样时，试样吸收光能形成脉冲
热弹源，向外辐射载有组织光学、热学和力学信息
的脉冲光声信号。当一个超声换能器以某种方式对
试样扫描接收光声信号，并用适当的信号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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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声成像是以组织的光声效应为基础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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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像的重建时，就可以得到图像反差与组织光吸
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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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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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像时釆用不聚焦的脉冲激光入射，如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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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生物组织发色团的光吸收谱

Optical absorption spectrum of several

chromophores in biological tissue

声换能器环绕着试样做 360◦ 周向扫描接收光声信

光声分子成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兼容

号，这时就是光声层析成像 (PA-CT)；如果超声换

性，它很容易与现代的其他影像术相结合而组成多

能器只在有限角度内对试样做类似于 B 超扫描成

模态的成像技术，为其他现代影像技术提供相应的

像，这就是最常用的 B 模式光声成像 (PAI)。当采用

功能成像和靶向光热治疗的功能。而各种多模态光

扫描的聚焦脉冲激光聚焦入射并扫描组织，聚焦超

声分子探针的不断涌现，促进了多模态光声分子成

声换能器与光束进行共焦或散焦扫描成像，这就是

像技术的研发。因此，多模态光声分子成像技术已

光学分辨率或声学分辨率的光声显微镜成像模式

成为当前开展精准治疗、实现诊疗合一的重要研究

(PAM)。在浅表面成像时，光学分辨率的 PAM 的横

领域 [8−9] 。

向分辨率可达 200 nm 。
[4]

本文将以光声 -超声、超声 -光声 -荧光、磁共

光声成像是光学成像和超声成像相结合而形
成的新成像技术，与现代的其他影像技术，如超声、
光学、磁共振 (MRI)、正电子发射 (PET)、单光子发

振 - 光声等几种多模态光声分子成像系统为例，对
多模态光声成像技术及光热靶向治疗的进展做一
简单介绍。

射计算机层析成像 (SPECT) 等技术相比，光声成像
最主要的特点是它能以组织分子的光吸收为反差，

2 光声 -超声分子成像

从大多数组织中获得它的生理和病理信息，实现髙
由于超声和光声都可以釆用 B 模式成像，因此，

分辨率的组织功能的分子成像。
光声信号中组织的生理和病理信息，主要取决

在现有的 B 超成像系统中引入脉冲激光源，并兼用

于试样的光吸收特性。由于生物体内各种组分都

B 超成像系统中超声探头接收光声信号，即可组成

有自己的光吸收谱 (图 1[5] )，尤其像黑色素、血红蛋

光声 -超声双模态成像平台。由于系统能实时地获

白、脂质体等有较强的光吸收特性的发色团，成为

得原位组织的功能像和形态像，
又易于临床应用，
光

生物组织光声成像的内源性造影剂。采用调谐脉冲

声 -超声双模态成像技术在前哨淋巴结识别、肠道

激光，在不同光波上可对组织中不同成分实现光声

成像 [10] 、血管成像及內窥镜成像 [11] ，尤其像血管内

分子成像。由于有些疾病会引起组织成分的重要改

光声 -超声成像技术 (IVPA-IVUS)[12−14] 等系统的

变，如肿瘤的血管异常增生、血管脂质体沉积而形

开发和应用研究得到迅速发展。

成斑块等，因此，利用多波长激光的光声技术，可以
实现组织病灶的分子诊断成像

[6−7]

。

脂质体、胆固醇、纤维成分、单核细胞和各种炎
症细胞在血管壁的长期沉积所形成的血管斑块，使

利用对入射脉冲激光有强的光吸收、无生物毒

血管硬化和管道变窄，是心血管病的主要病因。易

性的纳米材料作为外源性的光声造影剂，可以极大

损斑块的突然破裂，
血管阻塞，
可引发致命的心梗和

地提高光声成像的反差。如果釆用转染病灶抗体及

脑梗。因此，易损斑块的早期诊断对于心脑血管疾

载药的各种分子探针进行光声成像，不仅可以成功

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是攸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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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损斑块通常由厚度约 65∼80 µm 的纤维帽以

宽 15 ns 和脉冲重复频率 2 kHz 的激光脉冲，经旋

及内部的脂质核组成，斑块的易损性与它的脂质核

转的光 -光纤耦合器输入芯径 365 µm 的多模光纤

密度紧密相关。而现有的 X 射线、
磁共振和 CT 血管

(图 3(b))。光纤另一端加工成 47◦ 斜面，
与超声探头

造影等技术只能提供动脉血管形态信息，对斑块的

(0.5 mm×0.6 mm×0.2 mm，
中心频率 40 MHz，
带宽

组分不敏感。现有对成分有检测能力的 Raman 光

52%) 和表面镀金的 45◦ 圆柱反射镜 (直径 365 µm)

谱术、近红外光谱术和荧光成像等技术，却又由于

组成外径为 1 mm 的光声 -超声导管探头 (图 3(c))。
1720

成像深度有限而难以得到整个斑块的边界信息。因
此，同时具有成分检测能力和形貌成像的血管内光
1

术途径。
对应于脂质体的 CH 键，
在 1210 nm 和 1720 nm
有两个光吸收带 (图 2

[11]

)，它与血液中血红蛋白等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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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超声双模态成像技术是检测易损斑块的有效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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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进行斑块光声成像，有利于減小背景干扰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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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像深度。
图 3 是能实时成像 (帧频 25 fps) 的手提式血管
内光声 -超声成像系统

[12]

图2

脂质体和水的吸收光谱

Fig. 2 Optical absorption spectrum of lipids and

。利用 YAG 激光泵浦磷

water

酸钛钾 (KTP) 光参量放大器产生波长 1725 nm、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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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髙速实时血管内光声 -超声成像系统

Fig. 3 High-speed and realtime IVPA/US imag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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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 1725 nm 的激光脉冲由光纤斜面输出，经
◦

到 2 点钟位置上有一个在斑块纤维帽下的富脂核。

45 圆柱反射镜反射至斑块，产生的光声信号再经

图 4(f) 的组织病理像不仅表明系统对血管形状的超

圆柱和光纤两斜面反射到超声换能器接收。超声换

声成像是正确的，而且还证实了在超声像 5 点钟和 9

能器自发自收的声脉冲也经过圆柱和光纤两斜面

点钟之间回波增强是纤维组织所致。同时，它还确

◦

反射的路径传播和返回。光纤端面 47 的斜表面，
保

认了病灶确实存在两个脂质核，在 2 点钟方向上的

证了光程和声程的有效重合。

富脂核有一个 200 µm 厚的纤维帽。

图 4 是 人 的 离 体 冠 状 动 脉 斑 块 的 光 声 -超 声

光声 -超声双模态成像充分显示了它对脂质斑

。图 4(c) 光声像中明显表示在 2 点钟和 8 点钟

块的成像能力，因此，研发多波长脂质斑块定量光

方向有脂质沉积。而图 4(d) 超声像上清楚显示了管

声 - 超声成像技术，是易损斑块临床诊断非常值得

腔和斑块的形态。从图 4(e) 的双模态像中可以看

开展的研究课题。

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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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人的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的光声 -超声双模态成像，帧频 16 fps

Fig. 4 IVPA-US imaging of human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at 16 fps with comparison to histopathology

利用光声 -超声双模态靶向造影剂，不仅可以

光声 -超声成像研究的重要內容。

获得髙反差的组织靶向的光声 -超声像 [15] ，而且也

含有金纳米棒的全氟化碳 (PFC) 液滴造影剂

成为精准靶向治疗的有效手段 [16−17] ，因此，多模态

如图 5 所示 [15] 。液滴直径在 200∼800 nm，液滴内

靶向造影剂的研发和生物组织分子成像，也是当前

有对近红外光强吸收的金纳米粒子，外面用牛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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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蛋白膜包裹，包膜的表面张力比全氟化碳液体的

热，
液滴瞬时汽化，
急速膨胀 (图 5(b)，
较大直径的气

小。因此，包膜既防止了纳米液滴的合并，又不影

泡是由小气泡合并形成)，形成体积约增大 5 倍的微

响液滴吸热的汽化膨胀。全氟化碳是气 -液相变温

泡，
同时产生强的光声信号，
叠加在金纳米棒热膨胀

◦

度很低的物质 (沸点 27 C)，但几百纳米粒径所产生

所产生的光声信号上，增强了光声像的反差。而相

的表面张力可以防止液滴在体温和检测超声功率

变产生的微泡，由于声阻抗失配而产生强的超声散

下发生汽化。当液滴中的金纳米吸收脉冲光能而加

射，又提髙了超声像的反差。
Bef 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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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Liquid PFC contrast agent with gold nanoparticles for PA-US dual-modality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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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纳米全氟化碳双模态造影剂对小鼠的光声 -超声成像

Fig. 6 PA-US dual-modality imaging of mouses using liquid PFC contrast agent with gold nano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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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月大的雌性小鼠用金纳米全氟化碳相变液
滴造影剂得到的超声和光声像如图 6 所示

相邻的淋巴结进行切除，以杜绝术后发生癌细胞转

。小鼠

移和肿瘤复发。因此，前哨淋巴结的精确识别对于

麻醉后在超声引导下向胰腺注射浓度为 10 个/mL

恶性肿瘤的临床诊断、手术根除肿瘤和预防癌细胞

的纳米造影剂，每粒造影剂中约有 10 个金纳米棒。

术后转移和肿瘤复发是非常关键的。

[15]
8

波长 780 nm、脉宽 5∼7 ns、脉冲重复频率 10 Hz、光

表 1 是常规的手术前和手术中的前哨淋巴结的

能密度 1 mJ/cm 的激光用于产生光声信号。256 单

检测方法 [18] 。从表 1 可以发现，已有的技术各有特

元、中心频率 40 MHz 的超声相控阵发射和接收光

点，但都不理想。而且，现有的术前和术中的成像技

声信号和超声回波，
进行光声 -超声双模态成像。

术互不关联，这也会影响手术的精度。因此，发展新

2

图 6(a) 的测量结果表明，液滴相变汽化所产

的多模态的成像技术对前哨淋巴结正确定位和肿

生的光声信号大于金纳米热膨胀的光声信号约

瘤手术是十分必需的 [19−21] 。而超声 -光声 -荧光多

4.3 dB，所以造影剂汽化时形成的光声像的反差

模态成像技术，可以实时获得淋巴结的形态、组分

(图 6(b)) 要强于纳米金热膨胀形成的光声像的反差

和分子信息，
又能开展术前和术中成像，
是很有特色

(图 6(c))。比较图 6((d)) 和图 6((e))，汽化形成的微

的新成像技术 [22] 。

泡将超声回波信号提高约 29 dB。因此，
金纳米全氟

图 7 是已报道的一个超声 -光声 -荧光三模态成

化碳液滴造影剂的相变汽化，同时增强了光声和超

像系统 [18] 。它由超声 -光声探头和荧光探头两部分

声成像的反差，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新型光声

组成可分可合的复合探头。超声和光声信号由改

多模态造影剂。

装的商品 B 超成像系统接收成像。重复频率 20 Hz
的脉冲激光由光参量放大器 (OPO) 输出至直径为

3 超声 -光声 -荧光分子成像

9.5 mm 的光纤束，在生物皮肤表面的光能密度约
12 mJ/cm2 ，产生的光声信号由 B 超探头接收并进

癌细胞通过淋巴系统侵入邻近组织并经血流

行成像。

向外扩散，因此，淋巴结的状态对诊断黑色素瘤、妇
科癌症、乳腺癌、前列腺癌和其他形式的实体恶性

荧光探头可以发射功率为 10 mW 的 400 nm 单

肿瘤是非常重要的预后指标。最接近肿瘤区域的淋

色光，非接触地激发组织中的造影剂发射荧光而进

巴结称为前哨淋巴结 (SLN)，因为它是癌细胞最可

行实时成像。荧光探头的工作距离为 15∼20 cm，每

能转移和向外扩散的场所。手术时，需将前哨淋巴

幅像的釆集时间是 6∼14 ms，由自制釆集软件得到

结切除，
如果活检发现它已有癌转移，
必须同时对次

帧频 4.6∼31.4 fps 的像。

表1

常规手术前和手术中的前哨淋巴结的检测方法

Table 1 Inspection method for sentinel lymph nodes before and during routine surgery
手术前

手术中

腋下或腹股沟处前哨淋巴结的精准定位

实时、广视域的前哨淋巴结精准定位

模态

闪烁造影

CT

正电子发射

磁共振

超声

光声

染料

近红外荧光

射线检测

空间分辨率

20 mm

50 µm

1∼2 mm

50 µm

400 µm

800 µm

肉眼视觉

100 µm

> 10 mm

< 20 cm

∼ 7 cm

∼ 1 mm

∼(1∼2) mm

> 50 mm

染料或

亚甲基兰，

可激活荧光

放射性示踪核素

成像深度
造影剂

> 30 cm
放射性
示踪核素

碘化物

正电子发射
放射性核素

磁性造影剂

微泡

纳米粒子

纳米粒子

费用

高

高

高

高

低

未建立

高

中

高

电离辐射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有

图像形式

单方向投影

层析

横截面或冠状面

正对组织表面

徒手点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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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的实时成像和检测，成为术前 -术中 -术后实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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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统一平台，
不仅提髙了手术的精准度，
而且还可
以识别淋巴结阻塞这疑难病症和可能的肿瘤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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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移。因此，三模态的成像技术可以作为肿瘤的
手术治疗的重要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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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 -光声 -荧光三模态成像系统和探头

Fig. 7 US-PA-FL tri-modal imaging system and probe

对成年新西兰白兔 (2 kg) 的实验结果如图 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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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18] ，每幅图左边和右边分别是正常白兔和有肿
瘤白兔的成像结果。在白兔前腿种植肿瘤，2∼3 周
后用超声观察腹股沟处淋巴结，这时受肿瘤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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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结的直径约 15 mm，约是正常白兔的 2 倍。成
像前，在肿瘤周围注入亚甲基兰和荧光素 (M914 和

Ԕݽᐹძ

F6377) 混合的光声和荧光造影剂。由术前淋巴结的
ࣅኮ

超声 -光声像 (图 8(a) 和图 8(b))，
确定病灶位置后进
行手术，再对淋巴结做荧光成像 (图 8(c))。最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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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的组织作病理切片荧光成像 (图 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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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8(a) 超声像可确定感染的和正常的淋巴
结的大小分别是 7 mm ×14 mm 和 4 mm × 5 mm，
这表明癌细胞已扩散进淋巴结，并形成淋巴结阻塞。
在造影剂注入后，受感染淋巴结的光声信号迅速增
强，在注射后 60 s 时，光声信号达到最大。在 90 s
时，感染组织的光声信号比正常组织的要髙 60%

Ғבࣅፇ

图8

白兔前哨淋巴结 (SLN) 的超声 -光声 -荧光三

模态成像
Fig. 8 US-PA-FL tri-modal imaging of sentinel
lymph node (SLN) in white rabbits

4 磁共振 -光声成像及靶向光热治疗

(图 8(b))。图 8(c) 中正常组织的荧光像，清楚显示
了淋巴结和淋巴管，可以对前哨淋巴结进行精准手

通过光照吸附在肿瘤上的靶向分子探针，促使

术切除。而对于受感染的淋巴结，由于荧光成像深

癌细胞加热而凋亡的光热治疗技术，是一种无创和

度只有 1∼2 mm，加上结的阻塞，妨碍了造影剂的充

无副作用的新靶向诊疗技术。磁共振成像具有大的

盈，
所以并没有呈现清晰的淋巴结荧光像，
但成像深

成像深度和极强的计算机层析成像功能，广泛应用

度为几厘米的光声像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术后病理

于生物的软组织的形貌成像。而光声成像不仅可以

切片的荧光像 (图 8(d)) 证实了光声像中给出的感

为 5 cm 以内的组织提供重要的功能信息，而且可以

染淋巴结中有转移肿瘤和淋巴结阻塞的诊断。

利用造影剂中对光能有强吸收的纳米颗粒同时用

超声 -光声 -荧光三模态成像系统巧妙地利用

于光声成像和开展靶向热疗，因此组成磁共振 -光

超声 -光声探头进行前哨淋巴结术前和术后的快速

声成像引导下的靶向光热治疗技术是非常值得探

成像和精确定位，利用荧光探测技术进行术中非接

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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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近红外光有强吸收的金纳米颗粒 [23] 、黑
色素

[24]

、CuS

[25]

和 MoS2 等纳米材料与超顺磁材

附近的海拉细胞已大量凋亡，而在磁场中的海拉细
胞几乎全部死亡 (图 10(i))。

料如 Fe3 O4 等合成在一起，形成安全的磁共振 -光
声 -光热 (MR-PA-PT) 造影剂，该研发大大促进了
MR-PA 成像和光热治疗技术的发展，如图 9 所示的
Fe3 O4 /MoS2 造影剂就是一种很有特点的 MR-PAPT 造影剂

[26]

100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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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磁场操控 Fe3 O4 /MoS2 造影剂和光热治疗

的细胞实验结果
图9

Fe3 O4 /MoS2 (MSIOs) 造影剂合成和双模态

Fig. 10 Cell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magnetically

成像引导下磁场操控的光热治疗

controlled Fe3 O4 /MoS2 contrast agents and pho-

Fig. 9 Synthesis of Fe3 O4 /MoS2 (MSIOs) con-

tothermal therapy

trast agent and bimodal imaging guided magnetic
ﬁeld manipulation of photothermal therapy

Fe3 O4 是广泛釆用的磁共振分子造影剂，它可
在肿瘤中高度积累而无副作用，并能产生强的加
权 T2 磁共振信号，实现空间分辨率高、但非实时
的组织磁共振成像。而 MoS2 是类似石墨烯的层状

MR-PA-PT 造影剂的双模态成像和光热治疗
结果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 [26] 。在雄性裸鼠上种植胰
腺癌。当肿瘤体积约 100 mm3 时，进行 MR 和 PA
成像和光热治疗。造影剂 (200 µL，1.0 mg/mL) 经
尾静脉注入。麻醉后的裸鼠在相继的时间点上用

结构的材料，二维的纳米片不仅增大了对近红外光

磁场 1.5 T 的医用磁共振成像系统成像。而光声

的吸收和光热转换效率，而且为多模态造影剂中与

像是注射与磁共振实验相同的造影剂剂量下，在

Fe3 O4 纳米粒子的合成提供了大的结合表面。合成

680∼900 nm 波长范围内进行。

的 Fe3 O4 /MoS2 造影剂可以在外磁场操控下移动到

在 MR 成像前，
在注入造影剂、
麻醉的裸鼠的肿

肿瘤附近，进一步提髙了光声和磁共振像的反差和

瘤上安放一块磁铁，用医用胶带固定，2 h 后卸去磁

光热治疗的效率。

铁，
再开始在相继的时间点上进行 MR 成像，结果如

图 10 是磁场操控下 Fe3 O4 /MoS2 造影剂对海

图 11(a) 所示。图 11(a) 表明，
在 24 h 后，
肿瘤区由于

拉细胞 (癌细胞) 进行的光热治疗的实验结果 [26] 。

造影剂的集聚，磁共振信号变化最显著，肿瘤像几

海拉细胞在 10 µg/mL 低浓度造影剂中和外磁场

乎完全变黑。图 11(b) 的光声像是裸鼠注射与磁共

作用下孵化 12 h (图 10(a) 和图 10(b))。然后试样

振实验相同的造影剂剂量，肿瘤上固定磁铁情况下，

用 1.0 W/cm 、808 nm 激光辐照 10 min 后再孵化

用 808 nm 波长激光成的像。而图 11(c) 是不用磁铁

12 h。细胞经过染色后成像。图 10(c)∼ 图 10(e) 是

时的光声成像结果。显然，在磁场操控下，肿瘤中的

参照组，
而图 10(f)∼ 图 10(i) 是受磁场作用下光热治

Fe3 O4 /MoS2 造影剂浓度明显增髙，图 11(b) 像中的

疗的实验结果。由图 10(f)∼ 图 10(h) 可看到在磁场

光声信号得到显著增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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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裸鼠肿瘤的 Fe3 O4 /MoS2 造影剂分子成像

Fig. 11 Molecular imaging of Fe3 O4 /MoS2 contrast agent in nude mouse tumors

组裸鼠的肿瘤表面温升可高达 47 ◦C，
足以摧毁癌细

用于靶向光热治疗实验的带肿瘤裸鼠
分 成 四 组： (I) 只 注 射 磷 酸 盐 缓 冲 液 (PBS)，

胞。图 12(b) 显示了处理前后第 (IV) 组裸鼠癌组织

(II) PBS+NIR(近 红 外 激 光 辐 照)，(III) 只 注 射

的体积变化，
辐照 15 天后第 (IV) 组裸鼠身上的肿瘤

Fe3 O4 /MoS2 造 影 剂， (IV) Fe3 O4 /MoS2 造 影 剂

消除了，只留下黑色的疤痕。

+NIR+ 磁 场。注 入 造 影 剂 24 h 后，用 功 率 密 度
0.6 W/cm2 、
808 nm 近红外激光辐照肿瘤区 12 min，
并实时测量肿瘤区表面温度，第 (II) 组和第 (IV) 组

利用多模态的 MR-PA-PT 分子成像造影剂，不
仅可以对肿瘤进行 MR-PA 双模态成像，而且可以

裸鼠的实验结果如图 12(a) 所示。结果表明，只注射

实现外磁场操控下的非侵入的靶向光热治疗，因此，

磷酸盐缓冲液的第 (II) 组裸鼠，肿瘤表面温度只上

多模态的 PA-PT 分子成像是一种非常有应用前景

升约 3.5 ◦C，而有磁场操控和光热造影剂的第 (IV)

的实现诊疗合一的新技术。

0.5

1

5

10

12 min
50 C

15ܹ

II

0ܹ

0

IV
25 C
(a) ᐹძ᛫᭧ພएབྷϸೝ

图 12

(b) ᐹძАབྷႥ

II 组裸鼠 (PBS+NIR) 和 IV 组裸鼠 (造影剂 + 磁场 +NIR) 的光热治疗

Fig. 12 Photothermal therapy of group II nude mice (PBS+NIR) and IV nude mice (contrast
+ magnetic ﬁeld + NIR)

5 结论

断成像。如果与另一种可用于术中进行非接触快速
成像技术，
像近红外荧光成像相结合，
建立三模态的

以光声成像为中心的多模态分子成像技术，是

成像平台，开展像对前哨淋巴结连续的术前、术中

能对足够深度上的组织提供有诊疗价值的形貌和

和术后成像，将会极大提高肿瘤切除手术的精准程

功能信息的新成像技术。外径 1 mm 的血管内超

度。各种多模态光声造影剂的研发极大地促进了光

声 - 光声微型探头和双模态成像系统对易损斑块的

声多模态成像技术的发展 [27] 。利用光声造影剂吸

成像检测，
表明超声 -光声分子成像技术在心血管及

收光能产生的光热和热弹效应，使光声造影剂既能

其他内窥镜成像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超声 - 光声

增强光声信号，又可成为靶向光热治疗的纳米手术

成像技术的不足是成像时探头必须与组织有良好

刀。因此，光声多模态成像技术是一种极有应用前

的声耦合，因此只能用于手术前和手术后的实时诊

景的开展精准诊疗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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