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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声操控微粒是利用声波与微粒之间动量和能量交换产生的声辐射力操纵微粒的运动，具有非接触、生
物兼容性好、无需对微粒进行化学生物标记、装置简单易集成等优点，在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等领域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是当前操控领域的研究热点。该文主要综述最近十年声辐射力理论研究、声场调控方法以及微粒
操控形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对声操控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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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oustic radiation forces result from the exchange of momentum between the incident acoustic

wave and irradiated particles, which can be used to manipulate the movement of particles. The acoustic
manipulation of microparticles has lots of advantages, such as: contact-free, high biocompatibility, label-free,
simple fabrication, and compatibility with other microﬂuidic components. These advantages enable acoustic
manipulation to play a signiﬁcant role in a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in precise engineering and precise medicine.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n acoustic
manipulation of micro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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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A = ndA，n 为物体表面法向方向；A 为物

1 引言

体表面位置，
⟨Π⟩ 是时间平均动量通量张量：

声波携带动量和能量，处于声场中的物体由于

⟨Π⟩ =

对声波的吸收、散射和折射效应，导致其与声场发

1
ρ0
⟨p2 ⟩ − ⟨|v|2 ⟩ + ρ0 ⟨vv⟩,
2ρ0 c20
2

(2)

生动量和能量的交换，使得物体受到声辐射力的作

其中，p 和 v 分别是微粒周围一阶声压和速度场，ρ0

用。声辐射力操控微粒具有非接触、无损伤特征，被

和 c0 分别是周围流体密度和声速，⟨ ⟩ 表示时间平

操控微粒无需进行物理、化学性质修饰，同时其工

均。式 (2) 考虑了微粒对声场的散射效应，因此对于

作装置简单、易集成和微型化，因此该技术在生物

任意粒径微粒，该表达式均能精确获得微粒受力情

医学、材料科学以及工业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声辐射力的研究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 [1] ，早

况。最近，Mitri 等 [8] 、Qiao 等 [9] 利用散射波理论结

在 1902 年，Rayleigh

中受到的声辐射力，为声辐射力的特性分析提供了

[2]

1935 年，King

[3]

就提出 “ 声辐射压” 的概念。

首次计算了刚性小球受到的声辐射

合方程 (1) 理论研究了柱状体和球形体在各类声场
理论支持。

力，
给出了声辐射力的理论解析表达式，
奠定了声操
控的理论基础。1955 年，
Yosioka 等 [4] 将此方法拓展
到可压缩小球的声辐射力计算。1962 年，Gor’kov[5]

微粒尺寸远小于波长的受力计算方法

2.2

声场中微粒尺寸远小于波长时，微粒对声场的

给出了无限小微粒在声场中受力计算近似表达式，

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声场的能量密度在空间上连续，

简化了声辐射力的计算方法。然而受实验条件的限

微粒受到的声辐射力可近似等于声场的空间能量

制，直到 1990 年，Wu 等才首次利用双换能器产生的

密度差 [1,3] ：

聚焦声场实现了对 270 µm 微粒的捕获。进入 21 世

F = −∇⟨E⟩,

纪以来，
随着微纳技术的广泛应用，
人们提出了对微
纳颗粒精确操控的需求，声操控技术获得了蓬勃发
展，在计算方法、换能器与声场设计以及各种微粒
的各种形态的操控等方面均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本论文主要综述近十年声操控领域的研究进展，并
探讨该技术的未来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

其中，空间能量密度可以表示为
( ⟨p2 ⟩
⟨v 2 ⟩ )
E = 2πρ0 R3
a1 −
a2 ,
2
2
3ρ0 c0
2
c2 ρ0
ρs − ρ0
a1 = 1 − 02 , a2 = 2
,
cs ρs
2ρs + ρ0

(3)

(4)
(5)

其中，p 和 v 分别表示入射声压场和速度场，ρ0(s) 和

2 声操控理论

c0(s) 分别表示基体和微球的密度和纵波声速，⟨ ⟩

声操控技术的物理基础是声辐射力。声辐射力
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声场中存在不同声传播介
质时作用于界面的力；第二种是声波作用于均匀声
传播介质的体积力 [6] ，若介质中的散射体由于这种
力引起运动，一般称为声流引起的拽力。对于纳米

表示时间平均。对于一维平面驻波场，入射速度
场和声压场可以分别表示为 v = v0 cos(ωt) sin(kx)，
p = −ρ0 c0 v0 sin(ωt) cos(kx)，
因此，
声辐射力可表示
为 [10]
Fx = πkR3 ρ0 v02

颗粒其尺寸远远小于波长的情况，第二种声流引起
的拽力一般起主导作用；对于微米及以上尺寸的颗
粒，一般情况下第一种声辐射力起主导作用。在本
文中，我们主要探讨第一种声辐射力。

由牛顿定律关于力与动量的关系 (作用于某个
体积的外力等于这个体积动量的增加率) 可知，声
辐射力可表示为一个周期时间 T 内通过物体表面 A
I
F =−

c0 )，当 ρs > 0.4ρ0 时，能量密度 E 的极小值是在驻
的位置；当 ρs < 0.4ρ0 时，能量密度 E 的极小值是在
驻波压力声场的波腹的位置，因此微粒将停驻在波
腹的位置。
最近，Baresch 等 [11] 进一步推导了微粒远小于
波长时，声辐射力基于单极子和偶极子模型的解析

⟨Π⟩dA,
A

如果固体微粒的声速远大于基体声速 (cs ≫
波压力声场的波节的位置，此时微粒将停驻在波节

2.1 声辐射力的一般表达式

的应力 [7] ：

[
]
1 5ρs − 2ρ0 c20 ρ0
− 2
sin(2kx).
3 2ρs + ρ0
cs ρs
(6)

(1)

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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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F = − Re(αm )
∇ |p| − Re(αd ) ρ∇|v|2
2
2
2ρc
2
(k
)
4
k
+
Im(αm ) −
Re(αm )Re(αd ) Re(pv ∗ )
c
12πc ]
+ ρIm(αd )Im(v ·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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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声场的强弱，微粒受到的声辐射力可以用射线理
论来计算 [12] 。如图 1 所示，
在声线法中，
声辐射力由
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沿着声波传播方向的散射力，
它由声波的反射引起，
大小正比于声强；
另一部分是

(7)

梯度力，
它的传播方向为声强梯度方向，
与声场的能

其 中，p 和 v 是 一 阶 声 压 和 速 度 场，ρ 是 基 体 密

量梯度有关，指向声场强度最大处。声射线算法简

度，k = 2πf /c，Re 和 Im 分 别 表 示 场 的 实 部 和

单，
计算速度快，
但仅限于物体的尺寸远大于波长的
情况。

0
0
虚 部，∗ 表 示 共 轭，αm = αm
/[1 + i(k 3 /4π)αm
]、

αd =

αd0 /[1

− i(k

3

/12π)αd0 ] 分别表示球的单极子和

2.4

偶极子模型对应的声场强度参量。其中，


0
αm
=

4 3
πa 1 −
3

(
ρp

ρc2


) ,
4
c2l − c2t
3

数值方法计算声辐射力
对于复杂声场环境，不规则形状物体在声场中

受到的声辐射力无法用上述解析方法计算，因此人

(8)

们发展了多种数值方法计算声辐射力，如离散格子
玻尔兹曼法 [13] 、有限体积法以及时域有限差分方

( ρ −ρ )
p
αd0 = 4πa3
,
(9)
2ρp + ρ
其中，cl 、ct 和 ρp 分别表示球的纵波速度、横波速度

法 [14] 。其中离散格子玻尔兹曼法仅能适用于极低
马赫数情况，限制了其在可压缩流动模拟中的应用。
有限体积法适合计算流体介质中的力，但缺点是计

和密度。在式 (7) 中，大括号内前面两项表示梯度

算精度不高，仅能处理波长远小于物体尺寸时的受

力，后面两项表示散射力。因此从式 (7) 能够更直观

力。时域有限差分方法是通过差分时空离散波动方

地体现声场的分布对力的方向和大小的影响。

程，不借助任何模型直接获得全空间声场的实时演

2.3 微粒尺寸远大于波长的受力计算方法

化，
结合微粒周围的动量张量表达，
即可获得微粒受

当微粒的尺寸远大于声波的波长时，只考虑声

到的声辐射力。该方法是处理任意声场中复杂介质

波的粒子性而忽略波动性，可以用声线的疏密来表

声辐射力的非常有用的工具，
但对于三维情况，
其计

Y

算量较大需要高性能并行计算。

ूए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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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声操控微粒研究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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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操控微粒研究工作在最近 20 年获得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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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在 Web of Science 以 “acoustic 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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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orce” 和 “manipulation” 作为主题关键词，搜索到
的文章数目与年份关系如图 2 所示。这表明近 10 年

声线法计算声辐射力示意图 [12]

来，
该方向的论文数目快速增长，
是声学研究领域的

Fig. 1 Illustration of the acoustic radiation forces
calculated by ray acoustic approach

热点方向。在声辐射力理论计算方法方面：201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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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以 “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和 “manipulation” 为主题的文章数目与年份关系

Fig. 2 The number of papers on “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and “manipulation” versus years in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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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a[15] 给出了球体在任意波形下的声辐射力的

控的声场产生方式及微粒操控形态综述近期研究

解 析 表 达 式；2013 年，Sapozhnikov 等

进展。

[16]

补充了

Gor’kov 的理论，其声辐射力计算公式可适用于任
意波形的声束。在特殊波束对微粒操控方面：如利
用贝塞尔束 (Bessel beam) 产生负辐射力 [17−19] ；利
用涡旋束 (Vortex beam) 产生力矩 [20−21] 等。此外，

3.1

基于单个或两个换能器产生声场的微粒操控

3.1.1 驻波操控微粒
驻波声场在空间上具有能量极值，微粒根据其

研究人员将声学人工结构引入到对声辐射力的调

声学特性可以稳定地停驻在波腹 (波节) 位置，若调

控中，例如利用反常透射频段的结构板附近的局域

控驻波声场的相位、频率等参量，使得波腹 (波节)

场捕获圆柱物体 [22] ，利用共振单元组成的超常材

位置发生移动，微粒也可以获得相应的非零声辐射

料聚积粒子等 [23] 。在面向不同操控对象方面：在

力从而驱动至新的稳定位置。基于该原理，如图 3

大部分验证操控实验，其操控样品为标准聚苯乙

所示，驻波声操控微粒已经广泛应用于空气声悬

烯微球，近期也有多项研究工作实现了对具体应

浮 [27] 、细胞排列与筛选 [28−30] 、碳纳米管等纳米材

用场景微粒的有效操控，如：Ding 等 [24] 首次利用

料的排列等研究 [26] 。

声表面驻波实现了对活体线虫的精确操控；Olson
等

[25]

利用聚焦声场实现了对海洋微生物的团聚效

应；Chen 等

[26]

利用声表面驻波实现了对纳米线的

虽然基于驻波声场的声操控技术已经获得了
广泛的应用，但是其声场最少需要一组声学器件
(两个相向换能器，或者一个换能器与一个反射面)，

精确排列。这些研究工作挖掘了声操控的理论深度，

并且对声学器件组的相对位置要求严格，此外该方

丰富了声操控技术的应用场景，为声操控技术的应

法仅能操控局域在这组声学器件之间的微粒。近年

用转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验支持。由于声场是决

来，也有学者研究基于单个换能器产生的行波或者

定声操控效果的关键核心因素，本文我们将从声操

聚焦声场的微粒操控。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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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表面驻波操控微粒 [28−30]

Fig. 3 Particles manipulation based on standing surface acoustic waves[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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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Lee 等 [32] 利用 30 MHz 的单阵元聚焦

由于行波场场强无梯度，对于远小于波长的微

换能器实现了对 126 µm 油酸脂滴微粒的操控，
该微

粒，
其在行波场中受到的声辐射力很小，
很难从实验

粒的粒径大于波长，作者采用声线理论研究其受到

上观察到微粒在行波场中的运动。但在 2016 年，
Ma

的声辐射力，数值模拟与实验结果基本吻合。最近，

等

研究了尺寸与波长相当的微粒在行波场中的

Wang 等 [33] 在超声微流控芯片中利用声表面驻波

共振特征，在声表面行波微流控腔体内实现了对不

场和声表面聚焦场相结合，实现了对 2 µm 和 5 µm

同材料微粒的精确筛选，
如图 4 所示。

聚苯乙烯微球以及红细胞和肿瘤细胞的排列与筛

[31]

选，其工作原理与实验结果如图 5 所示。
基于换能器阵列产生动态调控声场的微粒
操控

3.2

单阵元换能器的声场形态一般固定不变，因此
微粒在声场中的受力分布固定，很难对其进行灵活
YT

多功能操控。随着换能器加工工艺和电路驱动系
统的发展，可以实现对每一个换能器阵元的声参量

图4

1.2

1.4

1.6
k

1.8

2.0

(频率、相位、强度、持续时间等) 独立控制，原则上
可以在空间中产生时变任意声场，微粒可以产生捕

声表面行波筛选聚苯乙烯 (PS) 和有机玻璃

获、平移、旋转等多种运动，极大地丰富了微粒的运

(PMMA) 微粒 [31]

动类型和方式，为声操控技术面向实际应用奠定了

Fig. 4 Mechanical properties based particle separation via travelling surface acoustic wave

基础 [34]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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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表面驻波场和行波场排列和筛选肿瘤细胞 [33]

Fig. 5 Sorting of tumour cells in a microﬂuidic devices by multi-stage surface acoustic waves[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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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阵换能器产生的涡旋声场操控微粒 [20−21]

Fig. 6 Microparticle mixture base on acoustic source array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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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面阵换能器产生的可控声场实现对微粒的任意操控 [35−36]

Fig. 7 Manipulation of microparticles based on ultrasonic phased array[35−36]

2016 年，
Hong 等 [21] 利用 64 阵元环形换能器实

了基础支持。然而，由于每一个换能器的电路均需

现了在微腔道内产生可控 Bessel 声束，并实验实现

要独立控制，
使得该面阵换能器的制作成本昂贵；
此

了 Bessel 涡旋声场中的轨道角动量传递至微粒和对

外，在特定的应用场景，声场形态几乎是固定的，并

流体中微粒混合搅拌的精确操控 (如图 6 所示)。随

不需要独立调控每一个换能器单元的激励电路。因

后，Marzo 等 [20] 在空气中利用 192 阵元换能器实现

此，
低成本设计一些面向特定应用的声场形态，
也是

了与尺寸与波长相当微粒的捕获。
此外，如图 7 所示，Marzo 等 [35] 利用大规模面

声操控技术推向应用的研究方向。

阵换能器在空气中实现了任意声场形态控制，获得

态也可以用于声操控。如图 8 所示，Li 等 [37] 利用声

了对微粒的多功能操控，如平移、旋转、捕获等动作。

子晶体板共振的局域声场实现了对微粒的捕获、排

进一步，Marzo 等 [36] 将该系统小型化，将此前固定

列、
移动与筛选；
Memoli 等 [38] 利用超材料调控相位

位置的换能器附着到可移动的人手上，通过手动或

获得空间聚焦声场并实现了对空气中微粒的悬浮；

者计算机辅助操纵图案，可以实现对空中任意微粒

Wang 等 [39] 在铜板上刻蚀阿基米德螺旋结构在远

的捕捉、移动、传递和组合微粒，大大扩展了声操控

场实现了 Bessel 涡旋声场，基于该声场诱导微粒涡

的应用场景。
3.3 基于结构声场的微粒操控
阵列换能器可以产生任意声场，极大地丰富了
声操控的形式，也为各类场景应用声操控技术提供

基于结构的共振、干涉、散射等形成的声场形

旋运动；Melde 等 [40] 采用全息板结构，在相平面上
实现了任意声场形态，为验证该声场可以用于操控
微粒，文章展示了微粒在相平面的平移运动和旋转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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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基于结构声场的微粒操控

Fig. 8 Manipulation of microparticles base on structured acoustic ﬁ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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