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USON Sequoia 
超声诊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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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成

超声主机

外围设备

探头

•凸阵探头
•线阵探头
•相控阵探头
����������• 腔内探头
•连续波多普勒笔式探头

•ECG选件（包括 ECG线缆和导联）
•打印机选件
•脚踏开关选件
•Blu-ray DVD
•eSielink 远程协助虚拟通信
•耦合剂加热器
•通用视频转换器
•融合成像套件
•穿刺架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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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
• 全景成像选件
•彩色全景成像选件
•组织均衡（TEQ）选件
•�eSie�OB 测量选件
•复合选件
•造影剂成像选件
•�Clarify 技术选件
•�Virtual�Touch 应变成像选件
•���syngo�Velocity�Vector�lmaging 选件
•�eSie�Calcs 选件
•声速选件
•融合成像选件
•�Virtual�Touch 点剪切波选件
•�Virtual�Touch 剪切波选件
•�UltraArt 通用影响处理选件
•模态比较选件
•高密度（HD）缩放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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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系统示例

带 USB 端口的显示器 前把手

耦合剂加热器

端口检修门

阵列探头端口

带锁定杆的后旋转轮

背光控制面板
-辅助连续波多普勒探头端口�
- 心电功能的辅助输入 / 输出端口
-�ECG 端口

带 USB 端口的触摸屏

探头固定器

探头电缆挂钩

前轮锁和旋转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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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探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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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技术和设计特性

多维阵列探头技术
触摸屏

和手势探头选择

可用于所有类型探
头的探头固定器
和耦合剂储存瓶

用户可调的显示
深度：取决于探头
（0.5-40cm）

一个辅助连续
波探头接口

四个阵列探头接口

耦合剂加热器 虚拟成像

微型无针连接器 探头连接器的储存盒

轻型探头设计，
符合人体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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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Art 
通用影像处理

减少斑点，增强对比度，以
提供逼真的组织显像，以及
适应组织差异的患者特定处
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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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均衡（ TEQ）技术 InFocus选件

通过改变深度增益补偿和总体增益来优化整个视野（ FOV）
影像亮度均匀度。支持 2D 模式和脉冲多普勒。提供自动组
织均衡优化，可将 TEQ 技术持续应用于 2D 模式影像。

ACUSON Sequoia
(8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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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影剂成像选项

兼容的探头： 10L4
支持的检查：  腹部、 动脉、 乳腺、 颈动脉、肌骨、 睾丸、 甲状腺、 

静脉、 常规
兼容的探头： 14L5
支持的检查：  乳腺、 颈动脉、肌骨、 睾丸、 甲状腺、静脉、 常规
兼容的探头： 18L6
支持的检查： 乳腺、肌骨、 睾丸、 甲状腺、常规
兼容的探头： 5C1、 DAX、 9C3、 4V1
支持的检查： 腹部、妇科、 常规
兼容的探头： 9EC4
支持的检查：妇科、前列腺、 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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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Touch 
剪切波选项

可以使用声辐射力脉冲（ ARFI）诊断超声技术感应组织位
移。可以定性说明 2D 影像中所感兴趣区的剪切速度。提供
对感兴趣区中所选各点的剪切速度 （ Vs）和弹性（ E）的
定量测量。

Virtual Touch 
点剪切波选项

可以使用声辐射力脉冲（ ARFI）诊断超声技术测量所选感
兴趣区的组织剪切速度（ Vs）和弹性（ E），以感应组织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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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Touch 
应变成像选项

提供感兴趣区相关组织硬度的量化显示。
通过应变率这一量化方法，可对用户选择的的感兴趣区中
的组织的相对厚度进行比较。

Clarify技术

可以与 2D 模式、多普勒 2D 模式、复合和谐波模式一起使用。

Clarify 可减少 2D 模式影像的伪像， 改善解剖结构的视觉
效果。通过增加对比分辨率并改善边界检测能力，可以有效
减少伪影， 增强组织和血管壁的显像清晰度。 Clarify 采用
血流信息排除血管内的噪声以及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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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成像选项
融合成像功能可将用于诊断和介入治疗的实时超声影
像与参数对齐。

融合成像附件
CIVCO eTrax 针式传感器入门套件。
带穿刺引导装置的探头特定跟踪托架。

eSie OB测量选项
提供系统生成的关于顶臀长度、 双顶
径、 头围、腹围、股骨长度、肱骨长
度和枕额径的测量值。

支持双顶径“外 - 外”或“外 - 内”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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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go velocity Vetor Imaging选件

可以跟踪、评估用户定义的结构轮廓上所选点的
组织速度、 其它运动及变形参数。

帮助分析左心室的旋转位移与径向应力。

通过分析心缩期和心舒期的心室应力与旋转，帮
助评估胎儿或者成人的心脏收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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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声系统处于非活动状态超过设定时间后，屏幕保
护功能会冻结系统并将运行内容显示屏幕替换为屏幕
保护程序。

屏幕保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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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eLink
远程协助虚拟通信

•   需要使用 Siemens 代表提供的电话号
码来发起远程协助。服务代表会指导
您设置各个通信会话。

•    能够启用与 Siemens 代表的远程协助虚拟通信
•    包括耳机、摄像机和摄像机附件



西门子医疗（中国）在全国有近�26�个办事处。

本手册里的信息既包括一般的技术规格和系统配

置的描述，也包括标准和选择性配置的描述，我

们不保证在任何产品供应中都包含选择性配置。

具体配置情况和包装因国家而有差异，在签署合

同时请明确标明所需的规格和配置。西门子保留

对整机系统包括设计、包装、规格配置进行调整

的权利，事前不做另行通知，请联系西门子当地

的销售代表以了解最新的信息。

注：本手册中的技术信息可能会存在一定限度内

的偏离，原始图像在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一些细节。

Order�No.US95200012009BJK-1

产品型号：ACUSON�Sequoia

产品名称：超声诊断系统

Diagnostic�Ultrasound�System

注册证号：国械注进 20192060012

生产企业：美国西门子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Siemens�Medical�Solutions�USA,�Inc.

沪械广审（文）第 240113-03738 号

注：禁忌内容或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浦东新区周祝公路278号
邮编：201318
电话：021-38895000
传真：021-�38891556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7号
邮编：100102
电话：4006162020
传真：010-64764951

广东
广州市天河路208号
粤海天河城大厦8-10层
邮编：510620
电话：020-37182888
传真：020-37182189

四川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1268号天府软件园E区1栋
6023-6027室
邮编：610041
电话：028-62387111
传真：028-62387000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9号
津汇广场写字楼1座1401室
邮编：300051
电话：022-83191666
传真：022-23328833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
大都会商厦18楼西门子
邮编：400010
电话：023-63828919
传真：023-63700612

山西
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
贸易中心B座16层1609-1610
邮编：030002
电话：0351-8689048
传真：0351-8689046

山东
济南市舜耕路28号弘舜阁
商务会所5-6层
邮编：250014
电话：0531-82666088
传真：0531-82660836

辽宁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号
市府恒隆广场41层
邮编：110001
电话：024-82518111
传真：024-82518296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15号
奥威斯发展大厦30层A座
邮编：150001
电话：0451-53009933
传真：0451-53309990

浙江
杭州市杭大路15号嘉华国际
商务中心1505室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652999
传真：0571-87652998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228号
地铁大厦18层
邮编：210008
电话：025-84560550
传真：025-83197869

安徽
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278号
财富广场27层2701-2702室
邮编：230041
电话：0551-65681299
传真：0551-65681258

福建
福州市五四路89号置地广场
11层04-05单元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7500888
传真：0591-87500333

江西
南昌市西湖区北京西路88号
江信国际大厦1403、1405室
邮编：330046
电话：0791-86304866-5866
传真：0791-86304918

广西
南宁市金湖路63号金源·CBD
现代城9层935室
邮编：530028
电话：0771-5520700
传真：0771-5569391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段36
号华远国际中心24楼2416室
邮编：410000
电话：0731-84467770
传真：0731-84467771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
保利大厦2102室
邮编：430071
电话：027-85486688
传真：027-85486766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220号
裕达国贸中心写字楼
2506房间
邮编：450007
电话：0371-67719110
传真：0371-67719520

甘肃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589号
锦江阳光酒店2206室
邮编：730000
电话：0931-8885151
传真：0931-8810707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11号西
安国家服务示范基地一区D座
1、3层
邮编：710065
电话：029-88319898
传真：029-88321290

新疆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五一路
160号鸿福大饭店贵宾楼1002室
邮编：830000
电话：0991-5821122
传真：0991-5823101

云南
昆明市北京路155号
红塔大厦1204室
邮编：650011
电话：0871-63158080
传真：0871-63158093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国际金融
街1号1401-1402
邮编：550000
电话：0851-85510310
传真：0851-85513932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迎宾北路5号
喜来登酒店0322西门子
办公室
邮编：010010
电话：0471-6988888-0322
传真：0471-6988999

吉林
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3218号
通钢国际大厦22层
邮编：130022
电话：0431-88981100
传真：0431-88658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