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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及其制备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

芯片及其制备方法，微流控芯片包括芯片硬质下

面板、芯片柔性上面板、气泵控制装置和光学检

测装置，芯片硬质下面板设有多个腔室用于储

存、混合或检测样品，各腔室之间有流道连通并

设有常闭微阀，芯片柔性上面板设有独立的半球

形帽，与下面板的腔室一一对应，其顶端设有常

闭充气口；气泵控制系统含有多个充气头，与各

腔室半球形帽部顶端的常闭充气口一一对应，实

现对各个充气口及所连腔室的充气操作；光学检

测装置进行样品浓度的定量检测。制备过程中对

特定的腔室预分装处理。本发明简化了生物检测

的操作步骤，提高了检测效率与精度，降低了生

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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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其特征在于：包括检测光源和安装有检测器的检

测板，在检测光源和检测板之间依次安置有芯片硬质下面板、对齐热压连成在芯片硬质下

面板上的芯片柔性上面板、以及气泵控制装置，

其中，所述芯片硬质下面板上设有多个用于储存或混合样品的圆柱体腔室，多个圆柱

体腔室包括：加样腔室、样品储存腔室、处理液腔室、样品处理腔室、反应液腔室、反应腔室，

方形检测池及多余样品存放腔室，在加样腔室与样品储存腔室之间、样品储存腔室与样品

处理腔室之间、处理液腔室与样品处理腔室之间、反应腔室与方形检测池，与反应液腔室，

与样品处理腔室之间及方形检测池与多余样品存放腔室之间均由流道连通，并且在每段流

道的始末两端均设有常闭微阀，在加样腔室与样品储存腔室之间的流道上安装有微孔滤

芯；

其中，所述芯片柔性上面板上设有位置和尺寸与芯片硬质下面板上多个圆柱体腔室一

一对应的半球形帽，在每个半球形帽的顶端均设有常闭充气口；

其中，所述气泵控制装置含有多个充气头，各个充气头的位置与芯片柔性上面板的半

球形帽上各常闭充气口一一对应，通过电路控制独立实现对各个充气口及所连腔室的充气

操作；

其中，检测光源发出检测光，检测光穿过被检测样品后由检测板上的检测器接收，通过

荧光或吸光光度的原理进行样品浓度的定量检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其特征在于：所述常闭微阀为单

向阀，常闭微阀由一端固定的柔性膜构成，柔性膜的另一端在流动的反方向有一个挡板实

现单向截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其特征在于：所述芯片硬质下面

板的材质为玻璃、有机玻璃或硬质聚合物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其特征在于：所述常闭微阀所用

柔性膜材质为PET、PDMS或PMMA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其特征在于：所述芯片柔性上面

板材质为柔性PET、PDMS或PMMA薄膜中的一种，且在检测池区域所用材质对检测光源和信号

无干扰。

6.一种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步骤如下：

(1)用微机械加工工艺在硬质基材上刻制出所需的腔室、连通流道并制作常闭微阀，获

得芯片硬质下面板；用倒模工艺制备含有多个半球形帽的芯片柔性上面板；将两者对齐热

压连成一个密封的整体；

(2)通过半球形帽顶端设有的常闭充气口进行抽真空处理，芯片柔性上面板弯曲使得

上下面板完全贴合；

(3)对所得真空芯片进行灭菌处理，通过常闭充气口对特定的腔室进行预分装处理或

进行检测用试剂处理，最终获得预封装试剂的真空一体芯片。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

分装试剂包括处理液腔室的样品处理液、反应液腔室的反应液、反应腔室的反应物或荧光

物质的冻干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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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学工程及微流控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具有病原学依据的重要生物分子进行快速、精确的检测为临床相关疾病的诊断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和帮助。如对血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脑脊液中(1-3)-β-D葡聚糖

阳性的检测是侵袭性真菌病的微生物病原学依据，对体液中细菌内毒素脂多糖的检测是革

兰氏阴性菌感染性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自上个世纪中叶，在美国的引领下，已开发出了多

种基于鲎试剂的葡聚糖或细菌内毒素的显色检测试剂盒，但其操作步骤繁琐，技术要求高，

极大地限制了临床诊断的效率和推广。

[0003] 微流控芯片技术是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领域，通过把生物、化学、医学分析

过程中的样品制备、反应、分离、检测等基本单元操作集成到一块微米尺度的芯片上，自动

完成分析全过程。微流控芯片有着体积轻巧、所用试剂量少，反应速度快、可即用即弃等优

点，在生物、化学、医学等领域，特别是生物检测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力。如专利CN 

205308353U公开的一种用于内毒素检测的微流控芯片，专利CN  105372429A公开的一种基

于鲎试剂细菌内毒素及(1-3)-β-D葡聚糖检测的微流控芯片。然后，可以注意到，目前提供

的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设计无论是加工工艺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有着很大的弊端，难以实

现低成本的批量制备，不便于实际检测中多种所需试剂的预分装，实际的流动源的输入方

式也较为麻烦或不可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高生物检测的效率、精度，并优化微流控芯片的设计与制备

工艺，推动生物检测微流控芯片的实用化和低成本，提出一种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

及其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取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包括检测光源和安装有检测器的检测板，在检

测光源和检测板之间依次安置有芯片硬质下面板、对齐热压连成在芯片硬质下面板上的芯

片柔性上面板、以及气泵控制装置，

[0007] 其中，所述芯片硬质下面板上设有多个用于储存或混合样品的圆柱体腔室，多个

圆柱体腔室包括：加样腔室、样品储存腔室、处理液腔室、样品处理腔室、反应液腔室、反应

腔室，方形检测池及多余样品存放腔室，在加样腔室与样品储存腔室之间、样品储存腔室与

样品处理腔室之间、处理液腔室与样品处理腔室之间、反应腔室与方形检测池，与反应液腔

室，与样品处理腔室之间及方形检测池与多余样品存放腔室之间均由流道连通，并且在每

段流道的始末两端均设有常闭微阀，在加样腔室与样品储存腔室之间的流道上安装有微孔

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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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其中，所述芯片柔性上面板上设有位置和尺寸与芯片硬质下面板上多个圆柱体腔

室一一对应的半球形帽，在每个半球形帽的顶端均设有常闭充气口。

[0009] 其中，所述气泵控制系统含有多个充气头，各个充气头的位置与芯片柔性上面板

的半球形帽上各常闭充气口一一对应，通过电路控制独立实现对各个充气口及所连腔室的

充气操作。

[0010] 其中，检测光源发出检测光，检测光穿过被检测样品后由检测板上的检测器接收，

通过荧光或吸光光度的原理进行样品浓度的定量检测。

[0011] 而且，所述常闭微阀为单向阀，常闭微阀由一端固定的柔性膜构成，柔性膜的另一

端在流动的反方向有一个挡板实现单向截止。

[0012] 而且，所述芯片硬质下面板的材质为玻璃、有机玻璃或硬质聚合物中的一种。

[0013] 而且，所述常闭微阀所用柔性膜材质为PET、PDMS或PMMA中的一种。

[0014] 而且，所述芯片柔性上面板材质为柔性PET、PDMS或PMMA薄膜中的一种，且在检测

池区域所用材质对检测光源和信号无干扰。

[0015] 一种上述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的制备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16] (1)用微机械加工工艺在硬质基材上刻制出所需的腔室、连通流道并制作常闭微

阀，获得芯片硬质下面板；用倒模工艺制备含有多个半球形帽的芯片柔性上面板；将两者对

齐热压连成一个密封的整体；

[0017] (2)通过半球形帽顶端设有的常闭充气口进行抽真空处理，芯片柔性上面板弯曲

使得上下面板完全贴合；

[0018] (3)对所得真空芯片进行灭菌处理，通过常闭充气口对特定的腔室进行预分装处

理或进行检测用试剂处理，最终获得预封装试剂的真空一体芯片。

[0019] 而且，所述预分装包括处理液腔室的样品处理液、反应液腔室的反应液、反应腔室

的反应物或荧光物质的冻干粉末。

[0020] 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提出一种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及其制备方法，综合考虑了芯片的

制备工艺、试剂预封装、驱动动力的输入方式等，可实现样品的自动检测，并适合各种生物

分子的微流控检测。

[0022] 2、本发明提供的微流控芯片及其制备方法大大促进了生物检测的微型化、精细化

和自动化，简化了生物检测的操作步骤，提高了检测效率与精度，优化了芯片的制备工艺，

降低了生产成本，确保芯片生产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使其具有推广性。

附图说明

[0023] 附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中芯片硬质下面板及芯片柔性上面板的位置关系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中芯片硬质下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中常闭微阀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中芯片柔性上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中气泵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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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对本发明实施做进一步详述，以下实施例只是描述性的，不是限定性的，不能

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0] 一种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如图1所示，包括检测光源6和安装有检测器2的

检测板1，在检测光源和检测板之间依次安置有芯片硬质下面板3，对齐热压连成在芯片硬

质下面板上的芯片柔性上面板4，以及气泵控制装置5，

[0031] 其中，如图2或3所示，所述芯片硬质下面板上设有多个圆柱体腔室用于储存或混

合样品，其中包括加样腔室7、样品储存腔室8、处理液腔室9、样品处理腔室15、反应液腔室

10、反应腔室14，方形检测池12、多余样品存放腔室11，在加样腔室与样品储存腔室之间、样

品储存腔室与样品处理腔室之间、处理液腔室与样品处理腔室之间、反应腔室与方形检测

池，与反应液腔室，与样品处理腔室之间及方形检测池与多余样品存放腔室之间均由流道

16连通，并且在每段流道的始末两端均设有常闭微阀13，在加样腔室与样品储存腔室之间

的流道上安装有微孔滤芯17；

[0032]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中，如图4所示，所述常闭微阀为单向阀，常闭微阀由一端固

定的柔性膜构成，柔性膜的另一端在流动的反方向有一个挡板实现单向截止。

[0033]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中，所述芯片硬质下面板的材质为玻璃、有机玻璃或硬质聚

合物中的一种。

[0034]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中，所述常闭微阀所用柔性膜材质为PET、PDMS或PMMA中的一

种。

[0035] 其中，如图5所示，所述芯片柔性上面板上设有位置和尺寸与芯片硬质下面板上多

个圆柱体腔室一一对应的独立的半球形帽18，在每个半球形帽的顶端均设有常闭充气口

19。

[0036]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中，所述芯片柔性上面板材质为柔性PET、PDMS或PMMA薄膜中

的一种，且在检测池区域所用材质对检测光源和信号无干扰。

[0037] 其中，如图6所示，所述气泵控制系统含有多个充气头20，各个充气头的位置与芯

片柔性上面板的半球形帽上各常闭充气口一一对应，通过电路控制独立实现对各个充气口

及所连腔室的充气操作。

[0038] 其中，检测光源发出检测光，检测光穿过被检测样品后由检测板上的检测器接收，

通过荧光或吸光光度的原理进行样品浓度的定量检测。

[0039] 检测工作原理

[0040] 测试时将待测样从加样腔室顶端的常闭充气口加入，将芯片与外接气泵控制装置

匹配好，通过电路控制各个腔室的独立充气，以产生的压力推动腔室中的液体单向运动，依

次自动实现样品的过滤、处理、反应和检测。

[0041] 一种上述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的制备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42] (1)用微机械加工工艺在硬质基材上刻制出所需的腔室、连通流道并制作常闭微

阀，获得芯片硬质下面板；用倒模工艺制备含有多个半球形帽的芯片柔性上面板；将两者对

齐热压连成一个密封的整体；

[0043] (2)通过半球形帽顶端设有的常闭充气口进行抽真空处理，芯片柔性上面板弯曲

使得上下面板完全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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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3)对所得真空芯片进行灭菌处理，通过常闭充气口对特定的腔室进行预分装处

理或进行检测用试剂处理，最终获得预封装试剂的真空一体芯片。

[0045] 其中，所述预分装包括处理液腔室的样品处理液、反应液腔室的反应液、反应腔室

的反应物或荧光物质的冻干粉末。

[0046] 抽真空和预分装均通过半球形帽顶端设有的常闭充气口进行，处理之后常闭充气

口不发生破坏，或者破坏之后通过后处理恢复其常闭充气口的功能。

[0047] 实施例

[0048] 一种用于生物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包括芯片硬质下面板、芯片柔性上面板、气泵控

制装置和光学检测装置的光源和检测器。芯片硬质下面板设有圆柱体腔室用于储存或混合

样品，包括加样腔室、样品储存腔室、处理液腔室、样品处理腔室、反应液腔室、反应腔室，方

形检测池、多余样品存放腔室，各腔室之间有流道连通并设有常闭微阀。常闭微阀为单向

阀，且在流道的始末端均有设置。微阀结构，由一端固定的柔性膜构成，柔性膜的另一端在

流动的反方向有一个挡板实现单向截止。微阀所用柔性膜材质为PET、PDMS或PMMA。加样腔

室与样品储存腔室之间流道设有微孔滤芯。芯片柔性上面板，设有独立的半球形帽部，与下

面板的腔室一一对应，其顶端设有常闭充气口。下面板材质为玻璃、有机玻璃、硬质聚合物，

上面板材质为柔性PET、PDMS、PMMA薄膜，且在检测池区域所用材质对检测光源和信号无干

扰。气泵控制系统含有多个充气头，与各腔室半球形帽部顶端的常闭充气口一一对应，通过

电路控制独立实现对各个充气口及所连腔室的充气操作。光学检测装置包括光源和检测

器，通过荧光或吸光光度的原理进行样品浓度的定量检测。

[0049] 该微流控芯片制备按如下步骤进行。首先用微机械加工工艺在硬质基材上刻制出

腔室、连通流道并制作微阀，获得芯片下面板，材料优选有机玻璃，微阀柔性膜优选PMMA；用

倒模工艺制备出含有多个半球形帽部的芯片柔性上面板，材料优选PET；将两者对齐热压连

成一个密封的整体，通过半球形帽部顶端设有的常闭充气口进行抽真空处理，柔性上面板

弯曲使得上下面板完全贴合；对所得真空芯片进行灭菌处理，通过常闭充气口向处理液腔

室注入特定量的样品处理液，向反应液腔室注入特定量的反应液，向反应腔室注入特定量

的反应物冻干粉末，获得预封装试剂的真空一体芯片。

[0050] 测试时将待测样从加样腔室顶端的常闭充气口加入，将芯片与外接气泵控制装置

匹配好，通过电路控制各个腔室的独立充气，以产生的压力推动腔室中的液体单向运动，依

次自动实现样品的过滤、处理、反应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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