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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目前癌症的熱療技術，都需搭配高階醫材以引導非侵入的能量波
，然而有許多病灶區域不適用影像導航，因此微小載體被開發以吸
收活體外較低的能量以達到專一性的熱療已是研究主流。但現行技
術皆面臨因溫度上升速度不夠快，而使鄰近重要組織也被損害。本
計畫在本年開發創新磁性熱療術，提出的生物相容材料全療程確認
治療區域位置，而不需另外使用顯影劑。更重要的是，載體的最高
溫度是可外在操控的, 也使得加熱複雜病灶區域的熱劑量是可控制
，不同於使用藥物治療等是難精確控制。由於固有生物材料的熱轉
換效率低下，當前的電磁消融由於其針對生物安全標準的具體規定
而帶來了一些生物安全風險。因此，提出了具有少量生物相容性液
態金屬鎵的磁燒蝕。首先，通過使用COMSOL Multiphysics軟件進行
的模擬測試，通過在金屬鎵表面感應出渦流，建立了基於電磁生物
安全標準的發熱機理。其次，將金屬鎵和交流感應加熱機用於體外
測試的體模，以及體內測試的大鼠肝臟或腿部肌肉。在這裡，紅外
攝像機或光纖傳感器用於溫度測量，而超聲波，X射線或MRI用於鎵
的定位或組織評估。分別在20和40秒內，直徑約3 cm的壞死活肝臟
和附近動脈/靜脈變黑的肌肉顯示出熱性能。金屬鎵表現出豐富的成
像兼容性，對組織消融的低干擾以及在正常組織中至少3天的穩定保
留。第三，在不同的酸性溶液中，由於模仿的腫瘤環境顯示出自降
解成氧化的作用，金屬鎵的pH值在5左右約為21天。總之，使用自降
解金屬鎵的磁燒蝕實現了無線，生物安全且有效的加熱燒蝕。

中文關鍵詞： 磁熱療術、高專一性、快速治療、顯影

英 文 摘 要 ： Current cancer hyperthermia technologies require high-end
medical materials to guide non-invasive energy wave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lesion areas that are not suitable
for image navigation. Therefore, small carrier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absorb lower energy outside the body to
achieve specific heat. Treatment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research. However, the current technologies are fac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temperature rise is not fast enough,
and the neighboring important organizations are also
damaged.
This project develops innovative magnetic hyperthermia this
year. The proposed biocompatible material confirms the
location of the treatment area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treatment, without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imaging agents.
More importantly,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he carrier
can be controlled externally, which also makes the heat
dose for heating the complex lesion area controllabl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use of drug treatment, which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control. Due to the low therm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inherent biomaterials, current
electromagnetic ablation has brought some biosafety risks
due to its specific regulations for biosafety standards.
Due to the inefficient heat conversion from intrinsic
biological materials, current electromagnetic ablations



pose some biosafety risks resulting from their specifics
against biosafety criteria. Hence, the magnetic ablation
with a small amount of biocompatible liquid metal gallium
was proposed. Firstly, with the simulation test using
COMSOL Multiphysics software, the heat gen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riteria of electromagnetic biosafety was
founded by the induction of the eddy current in the surface
of metal gallium. Secondly, the metal gallium and the
alternative-current-induction heating machine were applied
for phantoms of the in-vitro tests and for rat livers or
leg muscles of the in-vivo tests. Here, the infrared camera
or fiber sensors were used fo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nd
ultrasound, X-ray, or MRI was done for gallium positioning
or tissue evaluation. The thermal performances were shown
by the necrosis live livers around 3 cm in diameter and by
the darkened muscle nearby arteries/vein in 20 and 40
seconds, separately. The metal gallium expressed the rich
imaging compatibilities, the low interference with the
tissue ablation, and the stable retention in normal tissue
for at least 3 days. Thirdly, with different acid
solutions, it took 21 days that the metal gallium in pH
value around 5 as the imitated tumor environments showed
the self-degradation into oxidations. In sum, the magnetic
ablation using self-degradation metal gallium achieved the
wireless, biosafe, and efficient heating ablation.

英文關鍵詞： Magnetic thermotherapy , high specificity, rapid treatment,
imaging contr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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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目前癌症的熱療技術，都需搭配高階醫材以引導非侵入的能量波，然而有許多病灶

區域不適用影像導航，因此微小載體被開發以吸收活體外較低的能量以達到專一性的熱

療已是研究主流。但現行技術皆面臨因溫度上升速度不夠快，而使鄰近重要組織也被損

害。本計畫在本年開發創新磁性熱療術，提出的生物相容材料全療程確認治療區域位

置，而不需另外使用顯影劑。更重要的是，載體的最高溫度是可外在操控的, 也使得加

熱病灶區域的複雜熱劑量是可控制，不同於使用藥物治療等是難精確控制。由於固有生

物材料的熱轉換效率低下，當前的電磁消融由於其針對生物安全標準的具體規定而帶來

了一些生物安全風險。因此，提出了具有生物相容性、少量液態金屬鎵即可的磁消融。

首先，通過使用COMSOL Multiphysics軟件進行的模擬測試，通過在金屬鎵表面感應出

渦流，建立了基於電磁生物安全標準的發熱機理。其次，將金屬鎵和交流感應加熱機用

於體外測試的模式，以及體內測試的大鼠肝臟或腿部肌肉。在這裡，紅外攝像機或光纖

傳感器用於溫度測量，而超聲波，X射線或MRI用於鎵的定位或組織評估。分別在20和40

秒內，直徑約3 cm的壞死活肝臟和附近動脈/靜脈變黑的肌肉顯示出熱性能。金屬鎵表

現出豐富的成像兼容性，對組織消融的低干擾以及在正常組織中至少3天的穩定保留。

第三，在不同的酸性溶液中，由於模仿的腫瘤環境顯示出自降解成氧化的作用，金屬鎵

的pH值在5左右約為21天。總之，使用自降解金屬鎵實現了無線，生物安全且有效的的

磁熱消融。 關鍵詞: 磁熱療術、高專一性、快速治療、顯影 

Current cancer hyperthermia technologies require high-end medical materials to guide non-invasive energy 

wave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lesion areas that are not suitable for image navigation. Therefore, small carrier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absorb lower energy outside the body to achieve specific heat. Treatment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research. However, the current technologies are fac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temperature rise is not 

fast enough, and the neighboring important organizations are also damaged. This project develops innovative 

magnetic hyperthermia this year. The proposed biocompatible material confirms the location of the treatment 

area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treatment, without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imaging agents. More importantly,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he carrier can be controlled externally, which also makes the heat dose for heating 

the complex lesion area controllabl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use of drug treatment, which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control. Due to the low therm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inherent biomaterials, current 

electromagnetic ablation has brought some biosafety risks due to its specific regulations for biosafety standards. 

Therefore, magnetic ablation of liquid metal gallium with a small amount of biocompatibility has been proposed. 

First, through the simulation test using COMSOL Multiphysics software, the heat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e 

electromagnetic biosafety standard was established by inducing the eddy current on the metal gallium surface. 

Secondly, the metal gallium and AC induction heating machine are used for the phantom for in vitro testing, as 

well as the rat liver or leg muscles for in vivo testing. Here, infrared cameras or fiber optic sensors are used fo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while ultrasound, X-ray or MRI are used for gallium localization or tissue evaluation. 

In 20 and 40 seconds, respectively, the necrotic liver with a diameter of about 3 cm and the darkened muscles of 

nearby arteries/veins showed thermal properties. Metal gallium exhibits rich imaging compatibility, low 

interference with tissue ablation, and stable retention in normal tissues for at least 3 days. Third, in different 

acidic solutions, since the imitated tumor environment shows the effect of self-degradation into oxidation, the pH 

value of metal gallium is around 5 for about 21 days. In short, magnetic ablation using self-degradable metal 

gallium realizes wireless, biosafety and effective heating ablation. Keywords: Magnetic thermotherapy, high 

specificity, rapid treatment, imaging.  



1.1.1.1. 磁消融機制磁消融機制磁消融機制磁消融機制    

在施加交流磁場10 s進行的模擬測

試，由三個物理參數說明了這種磁熱

消融機制的高效率（Fig.1a）： 

((((AAAA))))電磁線圈和燒蝕材料周圍的磁通電磁線圈和燒蝕材料周圍的磁通電磁線圈和燒蝕材料周圍的磁通電磁線圈和燒蝕材料周圍的磁通

密度密度密度密度：：：：    

激磁的線圈架從線圈邊界向中心

逐漸合理地減小。後者主要是消

融材料。對於導電金屬鎵，最右

邊的材料（距受激線圈最近的點）

周圍的外部在微小的紅色電弧分

佈中異常強於 0.09 T，但內部在

相似的電弧分佈中卻從右側的

0.08 T 迅速減小。在半圓形中心

處的邊界定為 0.02T。 

((((BBBB))))消融材料內部的電磁損耗消融材料內部的電磁損耗消融材料內部的電磁損耗消融材料內部的電磁損耗：：：：    

熱量定義為任何能量損失，而不

是能量存儲。對於導電金屬鎵，

在最右邊的半圓形區域中，在薄

而彩色的電弧中，電磁損耗從 6×

10
8

降低至 0×10
8

 W/ m
3

。 

((((CCCC))))消融材料內部的溫度消融材料內部的溫度消融材料內部的溫度消融材料內部的溫度：：：：    

導電金屬鎵的半圓形溫度均勻地達

到 700℃以上。 

 

體外測試的紅外圖像驗證了高效的熱

產生。導電鎵的最高溫度區域的平均

溫度從 10 s 時的 213°C 升高到 20 s

時的近 300°C（圖 1b：右）。由於存在

一些複雜的傳熱機制，實驗性體外測

試的材料溫度低於模擬溫度。 

 

 

 

 

  

 

 

 

 

 

 

 

 

 

 

 

 

Fig.1 少量（65μl）高效發熱的模擬

和實驗 結果。（a）在 10 s 的超

短時間的三個物理參數（磁通密

度，電磁損耗和溫度）說明了磁

燒蝕機理。（b）在 0、10 和 20 s

消融時間下研究區域的實驗溫

度結果。 

3. 

        2222....消融大小和時間消融大小和時間消融大小和時間消融大小和時間    

對      於比體外測試更嚴重的生物傳熱負

荷，通過腹腔切口將相同體積的液態

金屬鎵注射到麻醉大鼠的數個健康且

高循環的肝葉中，並且在 5 天內注射

鎵的周圍沒有變化-分鐘預消融用作

參考結果。因此，將腹部體佈置在電

磁線圈中以進行不同的消融時間。 

      消融後的第二天，麻醉大鼠未

發現異常行為，注射的金屬鎵在肝臟

中仍保持單點分佈，無特殊形態或肝

葉洩漏（Fig. 2a：左）。對於這六

個肝葉，在 10 s 的消融時間處，金

屬鎵斑點的消融長度為 5±2 mm，通常



在 20 s 時增加到 3.8±0.8 cm（即，

略大於半個肝葉）。對於消融時間為

10 s 的一塊肝葉蠟塊（Fig. 2b：左），

將活組織和死組織的顏色分開的邊

界靠近剩餘的金屬鎵。呈現了 H＆E

和 TUNEL 染色結果（Fig. 2b：右）。

在中心區域（Fig. 2b：右），組裝

的顯微圖像顯示出與蠟塊照片相同

的輪廓（Fig. 2b：左），並且由於

在染色過程中去除了液態金屬而排

除了孔。孔在 10 s 處距孔邊界的距

離大約為 2毫米到幾毫米，這表明精

細的消融分辨率比毫米還好，並且可

以通過控制消融時間或磁場特性來

達到。黑色箭頭是去除金屬液旁邊的

固定參考點。在高倍率（Fig. 2b：

上部）和低倍率（Fig. 2b：下部）

顯微鏡圖像中，其形態表明暗紅色的

紅細胞為標記物。因此，對於跨越邊

界的黑盒的兩個部分，左側部分呈現

與死參考點相同的陽性結果紅細

胞，而右側部分呈現陰性結果。 

 

Fig. 2 消融尺寸和時間。（a）通過切

口向金屬麻醉鎵注入麻醉，健

康且血液循環豐富的大鼠肝

葉。隨後，消融尺寸增加了 20

秒，而增加了 10秒（右）。（b）

照片顯示磁消融10 s後健康的

肝組織：（左）H＆E 和 TUNEL

染色前的蠟塊和（右）組織染

色。右圖顯示了金屬鎵邊界（箭

頭）以及燒蝕區域與正常區域

之間的邊界的整個染色組織

（中心）和局部組織（上部和

下部）（在方框中）。染色圖像

以相同的藍色虛線矩形放大。 

    

3333....豐富的成像兼容性豐富的成像兼容性豐富的成像兼容性豐富的成像兼容性    

  作為引導（Fig.3a），最流行的超聲

成像技術在預注射中未顯示白點；肝

內射的白色浸潤針（黃色箭頭）和白

色金屬鎵（黃色橢圓形）；後進樣中的

白色金屬鎵。對於定位（Fig.3b），可

以在基於 X射線的圖像（即另一種基

於密度差的超聲成像）中更清楚地觀

察到注入的白色金屬鎵。基於組織中

水含量的 MRI 斷層掃描對於評估治療

以及在某些當前的熱療中的定位或指

導具有強大的作用（Fig.3c）。例如，

在軸向和冠狀視圖的左腹部注射區域

附近的組織用直徑約 1 cm的黃色圓圈

進行了分析。在注射前，包括這些黃

色圓圈的組織為淺灰色。在 10 s 的注

入後和磁熱消融中，由於注入了黑色

金屬鎵，出現了很大的黑點。為了在

注射前，注射後和磁熱消融之間進行



比較，金屬鎵黑點附近的組織（包括

明顯的黃色圓圈）變得越來越暗。 此

外，為了驗證這種觀察到的現象而沒

有測量水平的漂移效應，利用歸一化

強度定義為目標組織中標記的黃色圓

圈相對於參考材料中的黃色圓圈的圖

像強度比，幾乎不受循環鎵的影響或

體溫，例如軸向視圖中的脊髓或冠狀

視圖中的腳骨。因此，對於一隻大鼠，

由於注射了金屬鎵或消融的組織，在

冠狀或軸向視野中具有較小標準誤差

的歸一化強度可可靠地降低了（Fig.3c）。 

    

    

    

    

    

    

    

    

    

    

    

    

    

    

    

    

    

    

    

    

 

 

Fig. 3 豐富的成像兼容性。（a）使用

超聲成像引導微創針頭和注射

金屬鎵的定位。（b）使用 X射

線成像（正視圖和側視圖）注

入的金屬鎵的位置。（c）使用

MRI 斷層掃描（軸向和冠狀面

視圖）在註射前，注射後和消

融後將注入的金屬鎵定位。電

磁消融時間為 10 s。 

    

4444....穩定的組織保留穩定的組織保留穩定的組織保留穩定的組織保留  

  儘管具有高循環挑戰的肝臟中的金 

屬鎵在影像相容性測試中顯示長達數

小時的穩定保留，但麻醉的大鼠很少

活動。此外，對於高效消融和穩定保

持的挑戰，如照片和 X射線所示，沿

高循環主血管向頻繁奔跑的活動腿部

肌肉注射相似體積的金屬鎵。圖像

（Fig.4：預消融）。在將腿插入電磁

線圈中進行消融時，所附的光纖溫度

計表明，施加磁場 40 s 後，組織溫度

迅速升高至 70°C，然後逐漸回到 25°

C，類似於初始溫度，同時關閉磁場。

紅外圖像在 40 s時的表面組織溫度相

似，這是因為表面組織上沒有被屏蔽

的物質，但內部的鎵溫度卻沒有高得

多。因此，高溫表面組織在消融後的

照片中表現出暗焦的顏色。為了在這

兩隻試驗大鼠的表皮上達到 70℃，而

不是在內部較高的鎵上達到，燒蝕時

間和暗區的長度為 39±2 s，長度為 34

±4 mm。除了高效的消融效果外，在消

融後 3 天的 X射線圖像中註入的金屬

鎵的位置與消融前的圖像幾乎相同。 



 

 

 

 

 

 

 

 

Fig.4 存在於組織。在消融前，液態金

屬鎵沿主要血管注入活動的腿

部肌肉中，如照片和 X射線成像

所示（黃色箭頭）。將麻醉的大

鼠的腿放在線圈中後，在消融過

程中使用粘附的光纖溫度計和

紅外成像測量注射組織的溫度

和研究區域。消融後，在攝影中

顯示了不同顏色的消融組織，並

比較了 3天 X射線成像（黃色箭

頭）中的存在的金屬鎵與消融前

的金屬鎵的位置。 

 

5555....自降解自降解自降解自降解    

  對於 3.07、3.52 和 4.02 的低 pH

值，浸沒的金屬鎵在 2 天后仍保持相

同的光澤度，但在 21 天后呈現出不同

的降解水平（Fig.5）。例如，在 pH 3.07

時，發亮金屬上方出現了深色表面。

在 pH 值為 3.52 時，在暗灰色金屬上

方出現白色薄層，而在 pH為 4.02 時，

在白色斑點和暗灰色金屬的混合空間

上方出現厚的白色層。相比之下，對

於 5.09 的最高 pH 值，金屬鎵觀察地

成為後 2天灰色很快，然後在 21 天薄

白色層的白色斑點和深灰色金屬的混

合空間的上方。 

 

 

 

 

 

 

 

 

 

 

 

 

 

 

 

Fig.5 金屬鎵的降解性。將金屬鎵浸

入 pH 值為 3.07、3.52、4.02

和 5.09 的不同酸溶液中 2、21

天。 

    

6666....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在 Fig.1 中，基於模擬結果和實

驗結果的驗證，理論上建立了磁燒蝕

的發熱機理，將其作為表層或所謂的

``趨膚深度''金屬鎵中渦流的電阻熱

（Fig.1）。淺深度的巨大電磁損耗表

明熱量產生的效率很高。相反，當前

流行的電磁消融的熱機制，即射頻消

融和微波消融，通常是分別通過施加

的射頻電流或微波電場從旋轉的離子

或水分子中產生摩擦熱（Fig.6）。在

此，由於旋轉運動的動能中吸收了電

磁能的主要部分，因此摩擦熱佔據了

吸收功率的極小部分，並且除了明顯

降低了吸收效率和更少的不可控制的



吸收區域之外，還導致了轉換效率的

降低。除了吸收的電磁能的高轉換效

率外，發熱區域的比熱容還影響了升

高的溫度水平。金屬鎵的比熱容低得

多，導致了超高溫。這類似於流行的

工業應用金屬切削中的情況。相反，

對於這兩種流行的電磁燒蝕中的離子

或水分子，與水有關的區域的高比熱

容限制了溫度的升高。在熱力學上，

高溫引起快速而寬廣的燒蝕範圍。因

此，金屬鎵附近的熱傳導區域足夠大

且熱得足以被消融，而這兩種流行的

電磁燒蝕的有效消融區域附近的熱傳

導區域卻沒有（Fig.6）。 

 

 

 

 

 

 

 

Fig. 6 射頻消融、微波消融、磁熱消

融的示意圖和機制。上層是系統

示意圖。中間所示的組織，分為

高溫活性消融區和圍繞所述射

頻消融或微波消融的天線的電

極的低溫熱傳導區兩者;注入的

金屬鎵周圍的高溫和低溫導熱

區。下層的是消融機制。摩擦熱

是由離子在射頻消融中隨交流

電流的運動而產生的（射頻消

融）。摩擦熱是由於微波燒蝕中

的水分子隨微波旋轉而產生的

（微波消融）。表面電阻熱量是

由渦流在導電材料趨膚深度附

近的表面區域中高速流動產生

的（磁熱消融）。 

 

例如，對於一般的射頻和微波消融，

由於在約 70°C 或 90°C 下有有效的消

融區，因此大約 2–3 cm 的消融長度

花費了 10– 12 或 8-10 分鐘。 

（Fig.6）.
20-21,33

但是，對於磁熱消

融，加熱鎵達到幾百度，然後可以將

類似消融範圍的燒蝕時間革命性地縮

短至 20 s（Fig.2 和 6）。與沒有熱

穩態的標準時間相比，消融時間短得

多，安全性更高（Fig.1）。值得注意

的是，由於有效的脈衝消融，僅在超

短消融時間內（如 20 s）的高加熱能

也避免了在超高溫下的組織碳化

（Fig.2）。不同的是，消融的組織被

燒焦並受到大小限制，即達到 70℃左

右的表面組織溫度長達 40 s（Fig. 

4），這是因為進入環境的附加熱量增

加使得表面組織的溫度降低並且表面

組織溫度降低。消融時間更長。 

發熱效率的重要性不僅意味著較大

的消融區域和快速的消融速度，還意

味著對所應用電磁特性的較低要求，

例如功耗。例如，本磁熱消融的施加

交流磁場的 f和最大 f×H分別為38.0 

kHz和 1.7×1010
-9

 Am
-1

S
-1

，低於生物安

全性標準 200.0 kHz（f）和 5.0×10
-9

 

Am
-1

S
-1

（H）。
17-19

無疑，這些射頻消融

和微波消融的機制利用亞 GHz 和數

GHz 的高頻特性消融組織，但誘發了

其他由於消融效率低而產生的副作用

和風險。
14-16

即使磁性奈米粒子熱療僅



較低熱療溫度效果，但電磁規格造成

的生物安全危險也是相似的。
10-12

 

此外，金屬鎵的高密度特性為基於

密度的成像（超聲成像和基於 X射線

的成像）和 MRI 層析成像帶來了豐富

的成像兼容性（Fig.3）。使用圖像造

影劑，可以分析金屬鎵的引導，定位

和消融範圍。例如，液態金屬鎵在 CT

和 MRI圖像中的位置在注射後圖像中

出現白點和黑點，與注射前圖像中的

白點和黑點相反（Fig. 3b-c）。在這

裡，金屬鎵附近的目標組織的變化稍

微暗一些，即在註入前和注入後之間

歸一化強度的小幅下降（Fig.3c），

表明注入的金屬鎵扭曲了直流磁場的

局部均勻性。 34此外，根據 T2 重量

MRI 中的蛋白質變性或水分損失，消

融前後的歸一化強度之間的較小強度

降低證實了金屬鎵附近的消融組織。

客觀組織與註入的金屬鎵黑點之間的

近距離與組織染色相吻合，並且在相

同的 10 s 消融時間下也觀察到了 5±2 

mm 的消融尺寸結果（Fig.2）。 

   最後，由於粘度高（在 30°C 時為

2.13×10
-3

 Pa S），注入的金屬鎵可以

穩定地位於注入的組織中，以防止注

入的材料因間隙或軀幹活動而破裂

29。 ，注入的金屬鎵可以穩定地保留

在 同 一 注 入 區 域 中 至 少 3 天

（Fig.4）。但是，金屬鎵隨時間和酸

溶液的 PH 值降解為氧化鎵。在最明顯

的情況下，PH 值為 5.09 的發亮金屬

鎵在第 2天變成白色，在第 21 天變成

灰色。相反，在強酸溶液中幾乎沒有

（Fig.5）。鎵腐蝕機理解釋說，金屬

鎵降解的增強和抑制分別取決於水和

鹽的濃度。
30

此外，腫瘤環境中的酸

水平隨腫瘤量的增加而增加的現像也

與金屬的降解有關。鹼性生理鹽水可

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
27,28,30

這表明，

金屬鎵可能具有更長的作用時間，以

消融更多的腫瘤，並在腫瘤更少的情

況下更快地降解。即使金屬鎵被較少

的腫瘤中的弱酸降解，降解的鎵離子

（即氧化鎵的前身）也被認為是一種

抗癌藥物，
24-25

與磁性奈米粒子熱療的

降解鐵離子相反，是營養鐵。 36 這

表明磁消融後的藥物治療是可能的。

因此，這種磁熱消融無線消融探頭的

自我降解優於目前電磁消融的手動消

融探頭。 

總結使用少量金屬鎵進行的磁熱

消融具有有效且生物安全的生熱機

制，可防止大量生物傳熱。至於金屬

鎵，其良好的成像兼容性，在組織中

的穩定保留以及在弱酸中的良好的自

降解性實現了無線消融，並且具有可

分析的監測功能，並且無需從組織中

方便地取出。 

 

7777....自開發的高週波磁熱療設備自開發的高週波磁熱療設備自開發的高週波磁熱療設備自開發的高週波磁熱療設備    

   在此說明另開發一磁熱療高週波

機器，及搭配各式設計的線圈 

(Fig.7)，為使非接觸磁熱療效果能

達到高效率磁熱 (表 1)。 

 

 

 

 

 



 

 

Fig.7 高週波（AC110V）機器外觀與

內部主元件 

 

表 1 各式線圈參數與產熱結果 

 

 

 

    

 

 

已經完成針充填磁性材料模擬的物理

參數探究，並且使實驗值(仿體實驗的

燒酌痕跡)與模擬值誤差在 15%以

內，因此足見本模擬結果具一定預期

結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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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 150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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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10/8 離台，抵達大會報到。10/9 一早大會開幕，以及一場次 Superconducting Computing 

& Circuits，下午共有 Microwave、SQUIDs、Junctions、Standard 四個場次，我於『SQUIDs』

場次進行口頭報告，內容完整介紹各項特性、技術獨特性，獲許多學者的討論與肯定。並參與

其他場次。晚上有 Poster Session，看到 16 篇海報報告，與作者交流討論。10/9 早上有

Standardization, Others, SNSPD 三場次，聆聽完後於下午參訪相關的實驗室、研究中心。

10/11 早上則有 TES, SQUIDs 二場次，並於中午時閉幕。會場與許多重要學者交流，有助於未

來持續國際合作的契機。並於 10/12 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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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東亞超導體電子學研討會自 2001 年第 1 屆於日本仙台起，至第 10 屆已經 20 年，每二年分

別於亞洲不同國家舉辦，台灣台北則分別舉辦 2003 年第 2 屆、2013 年第 7 屆。主要議題專注

於超導設備的發展、創新和下一代應用，例如固有的約瑟夫遜結、渦旋動力學、微波設備、 邏

輯電路、晶界約瑟夫森結、量子位、薄膜、材料和 SQUID- 基於顯微鏡的檢測系統、無損評估

和生物磁性。因此此次的會議除了與 20 年來的東亞學者交流，瞭解最近的研究動態與進展，

更認識一些新的研究學者，拓展國際合作的機會。提供了一個聚會和交流信息和想法的機會。 

它還促進了參與者之間的刺激性討論和合作。 最後，它鼓勵在跨學科領域工作或學習的年輕

研究人員和學生，以結識、合作和分享想法。 

           其中幾場頗印象深刻，如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謝曉明副所長，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

超導實驗室主任報告了利用自製的超導量子干涉儀感測器與系統，架設到飛機、直昇機上，

來探勘地底下的礦物分佈，也包 含地底下的大型古代建築物，結果相當不錯。以及日本國立

豐橋科技大學 Prof. Tanaka教授報告了利用自製的超導量子干涉儀感測器與系統，架設到食

品產線上，檢測食品中的金屬異物，相當有產業的應用價值。簡而言之，2019 東亞超導電子

學會議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盛會，與會者將有機會聆聽許多領域的領先思想者分享他們的想法。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會議）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materials & Nanotechnology, EASSE 2019 

    （論文）Nonn-invasive and Fast Imaging Tumors by SQUID Biosusceptometry an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INTRODUCTION For intraoperative imaging in operating theaters or preoperative imaging in clinics, 

compact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rather than large and expensive equipment is required to coregister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imaging. However, current technologies, such as those integrating optical and 

gamma cameras or infrared and fluorescence imaging, involve certain drawbacks, including the 

radioactive biorisks of nuclear medicine indicators and the inconvenience of conducting measurements 

in dark environments. A novel dual-imaging model system integrating an optical camera and magnetic 



scanning superconducting-quantum-interference device (SQUID) biosusceptometry (SSB) was 

proposed. The simultaneous coregistration of low-field magnetic images of MNP distributions and 

optical images of anatomical regions enabled the tumor distribution to be determined easily and in real 

time. To simulate targeted MNPs within animals, fewer reagents than the injected dose were contained 

in a microtube as a sample for the phantom test. The positioning and discrimination of liver tumors 

implanted on the backs and livers of rats were verified by conducting in vivo and ex vivo tests. The 

results of tissue staining verified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this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distribution of 

liver tumors. 

MATERIAL AND METHODS Labeled MNPs on target tumors are magnetized under a DC magnetic field. 

The US chips and pickup coils are used to vibrate MNPs and detect the ultraweak magnetic signals of 

MNPs, respectively. The US excitation and magnetic detection devices are integrated in a small probe. 

Consequently, labeled MNPs on target tumors were imaged for tumor imaging by mechanically 

moving the integrated probe in 2D or by electrically varying the US focus in 3D. One animal test was 

verified that anti-AFP MNPs were bound to liver tumors by directly injecting a magnetic reagent (1.6 

emu/g and 750 µl) into a liver tumor (12 × 7 × 12 mm in length, width, and height) implanted on the 

back of an anesthetized rat. 

RESULTS One animal test was verified that anti-AFP MNPs were bound to liver tumors by directly 

injecting a magnetic reagent (1.6 emu/g and 750 µl) into a liver tumor (12 × 7 × 12 mm in length, 

width, and height) implanted on the back of an anesthetized rat.  

CONCLUSION The utilized DC magnetic field in targeted regions including tumors not only magnetizes 

MNPs for magnetic imaging but also attracts more MNPs to target tumors faster, critical for many 

MNP-based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like imaging, drug delivery, etc.  

[1] J. J. Chieh, , et al.,  J. Nanobiotechnol. 13: 11,2015. 

[2] K.W. Huang, J.J. Chieh*,  et al., Nanotechnology,27, 235101,2016. 

[3] K.W. Huang, J.J. Chieh*,  et al., ACS Nano, 11, 3030–3037, 2017. 

四、 建議 

此補助活動對於學術交流十分有幫助，希望能持續及增加補助費。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大會會議資料含論文集之光碟片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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