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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及粗體字，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申請案號：

申請日期： q[4 分類：『州珂沖3小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裝置

FLUID TRANSMISSION DEVICE HAVING FLOW WAY BOARD

二、 申請人：（共1人）

姓名或名稱：（中文/英文）

研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MICROJET TECHNOLOGY CO., LTD

代表人：（中文/英文）莫皓然MO, HAO JAN

住居所或營業所地址：（中文/英文）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研發二路28號/No.28, R&D 2nd RD.,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Hsinchu, Taiwan.

國籍：（中文/英文）中華民國/TW

三、 發明人：（共4人）

姓名：（中文/英文）

1. 余榮侯 /YU,RONGHO
2. 陳世昌 / CHEN, SHIN CHANG
3. 邱士哲/CHIU, SHIH CHE
4. 周宗柏 /CHOU,TSUNG PAT

國籍：（中文/英文）

1~4.中華民國/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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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明事項：

□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事實，其

事實發生日期為：年 月曰。

□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地區）申請專利：

【格式請依：受理國家（地區）、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 有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 無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國內優先權：

【格式請依：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主張專利法第三十條生物材料：

ΓΊ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國內生物材料【格式請依：寄存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國外生物材料【格式請依：寄存國家、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II不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不須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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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案係關於一種流體輸送裝置，尤指一種具有流道板 

之流體輸送裝置。

【先前技術】

目前於各領域中無論是醫藥、電腦科技、列印、能源 

等工業，產品均朝精緻化及微小化方向發展，其中微泵 

浦、噴霧器、噴墨頭、工業列印裝置等產品所包含之流體 

輸送結構為其關鍵技術，是以，如何藉創新結構突破其技 

術瓶頸，為發展之重要內容。

請參閱第一圖，其係為習知微泵浦結構之結構示意 

圖，習知微泵浦結構10係由閥體座11、閥體蓋體12、閥 

體薄膜13 '微致動器14及蓋體15所組成，其中，閥體薄 

膜13係包含入口閥門結構131及出口閥門結構132,閥體 

座11包含入口通道111及出口通道112、閥體蓋體12與 

微致動器14間定義形成一壓力腔室123,閥體薄膜13設 

置在閥體座11與閥體蓋體12之間。

當一電壓作用在微致動器14的上下兩極時，會產生 

一電場，使得微致動器14在此電場之作用下產生彎曲， 

當微致動器14朝箭號X所指之方向向上彎曲變形，將使 

得壓力腔室123之體積增加5因而產生一吸力，使閥體薄 

膜13之入口閥門結構131開啟，使液體可自閥體座1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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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入口通道111被吸取進來，並流經閥體薄膜13之入口 

閥門結構131及閥體蓋體12上之入口閥片通道121而流 

入壓力腔室123內，反之當微致動器14因電場方向改變 

而朝箭號X之反方向向下彎曲變形時，則會壓縮壓力腔室 

123之體積，使得壓力腔室123對內部之流體產生一推力， 

並使閥體薄膜13之入口閥門結構131、出口閥門結構132 

承受一向下推力，而出口閥門結構132將開啟，並使液體 

由壓力腔室123經由閥體蓋體12上之出口閥門通道122、 

閥體薄膜13之出口閥門結構132，而從閥體座11之出口 

通道112流出微泵浦結構10外，因而完成流體之傳輸過 

程。

雖然習知微泵浦結構10能夠達到輸送流體的功能， 

但是其係使用單一致動器配合單一壓力腔室、單一流通管 

道、單一進出口以及單一對的閥門結構設計，若要使用微 

泵浦結構10來提升流量，必須利用銜接機構將多個微幫 

浦結構10進行連接並堆疊設置，然而此種連接方式除了 

需額外耗費銜接機構之成本外5多個微泵浦結構10所組 

合起來的體積將過大，使得最終產品之體積增加而無法符 

合微小化之趨勢。

因此，如何發展一種可改善上述習知技術缺失之具有 

流道板之流體輸送裝置，實為目前迫切需要解決之問題。

【發明內容】

本案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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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裝置，俾解決以習知微泵浦結構來提升流量時，必須利

用銜接機構將多個微幫浦結構進行連接並堆疊設置，將額

外耗費銜接機構之成本，且多個微泵浦結構所組合起來的

體積過大，無法符合產品微小化之趨勢等缺點。

為達上述目的，本案之一較廣義實施樣態為提供一種 

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裝置，用以傳送流體，其係包含： 

閥體座5其係具有至少一出口通道及至少一入口通道；流 

. 道板，其係具有兩側面，以及貫穿兩側面之複數個入口分 

流道及複數個出口匯流道；閥體蓋體，其與流道板相互堆 

疊結合；閥體薄膜，其係設置於流道板及閥體蓋體之間， 

且具有複數個閥門結構；複數個暫存室，設置於閥體薄膜 

與閥體蓋體之間，以及於閥體薄膜與流道板之間；以及振 

動裝置，其係具有振動薄膜及至少一致動器，且週邊係固 

設於閥體蓋體，並與閥體蓋體定義出至少一壓力腔室。

為達上述目的，本案之另一較廣義實施樣態為提供一 

• 種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裝置，用以傳送流體，其係包 

含：閥體座*其係具有出口通道及入口通道；流道板5其 

係具有兩側面，以及貫穿兩側面之入口分流道及出口匯流 

道；閥體蓋體，其與流道板相互堆疊結合上；閥體薄膜， 

其係設置於流道板及閥體蓋體之間，且具有第一閥門結構 

及第二閥門結構；複數個暫存室，設置於閥體薄旗與閥體 

蓋體之間，以及於閥體薄膜與流道板之間；以及振動裝 

' 置，其係具有振動薄膜及單一致動器，且週邊係固設於閥 

' 體蓋體，並與閥體蓋體定義出單一壓力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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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

體現本案特徵與優點的一些典型實施例將在後段的 

說明中詳細敘述。應理解的是本案能夠在不同的態樣上具 

有各種的變化，其皆不脫離本案的範圍，且其中的說明及 

圖示在本質上係當作說明之用5而非用以限制本案。

本案之流體輸送裝置可適用於醫藥生技、電腦科技、 

列印或是能源等工業，且可為但不限為輸送氣體或是液

• 體'主要係藉由增加流道板的設計可擴充成一進一出、多 

進一出、一進多出以及多進多出的形式5較易使流體均勻 

提供至入口分流道，並能使出口流體有效匯集至出口通 

道。除此之外，流體輸送裝置整體設計採用長條形艙體， 

其對應長條形之振動薄膜及致動器5可使流速及揚程大為 

增加，非常適合用於流速及揚程需求相對較高之應用場 

合。

請參閱第二圖A，其係為本案第一較佳實施例之流體

• 輸送裝置之結構示意圖，如圖所示，本實施例之流體輸送 

裝置20係為使用一進一出的實施態樣，流體輸送裝置20 

主要係由閥體座21、閥體蓋體22、閥體薄膜23 '複數個 

暫存室、致動裝置24、蓋體25及流道板26所組成，其中 

在閥體蓋體22及致動裝置24之間形成一壓力腔室226（如 

第二圖C所示），主要用來儲存流體。

. 流體輸送裝置20之組裝方式係將流道板26設置於閥

體座21與閥體薄膜23之間'而閥體薄膜23則設置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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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板26及閥體蓋體22之間，並使閥體薄膜23與流道板 

26及閥體蓋體22相對應設置，且在閥體薄膜23與閥體蓋 

體22之間形成一第一暫存室，而在閥體薄膜23與流道板 

26之間形成一第二暫存室，並且於閥體蓋體22上之相對 

應位置更設置有致動裝置24，致動裝置24係由一振動薄 

膜241以及一致動器242組裝而成（如第三圖A及第四圖 

A所示），用以驅動流體輸送裝置20之作動，最後，依序 

將閥體座21、流道板26、閥體薄膜23、閥體蓋體22、致 

動裝置24及蓋體25相對應堆疊設置，以完成流體輸送裝 

置20之組裝（如第二圖F所示）。

其中，閥體座21、流道板26及閥體蓋體22係為本案 

流體輸送裝置20中導引流體進出之主要結構，請參閱第 

二圖A並配合第三圖A及第四圖A，其中第三圖A係為第 

二圖F所示之流體輸送裝置組裝完成之A-A剖面圖，第四 

圖A係為第二圖F示之流體輸送裝置組裝完成之Β-B剖面 

圖，如圖所示，閥體座21係具有一個入口通道211以及 

出口通道212，入口通道211係用以使外部之流體輸送至 

流體輸送裝置20內，而出口通道212則是將流體由流體 

輸送裝置20之內部傳送至外部。

請參閱第二圖A'第二圖B並配合第三圖A及第四圖 

A，其中第二圖B係為第二圖A所示之流道板的背面結構 

示意圖5如圖所示5流道板26係具有單一個入口分流道 

261以及單一個出口匯流道262，且入口通道211與入口 

分流道261相連通（如第三圖A所示），而出口通道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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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出口匯流道262連通（如第四圖A所示），換言之，

當流體輸送裝置20組裝完成時，入口分流道261可透過

入口通道211與外界連通，可將流體由外界輸入，而出口

匯流道262則可透過出口通道212與外界連通，可將流體

由流體輸送裝置20內部輸出至外界。

並且，於本實施例中，閥體薄膜23及流道板26之間 

所形成的第二暫存室即為圖中所示之出口暫存腔263,但 

不以此為限，其係由流道板26之下表面266與出口匯流 

道262相對應之位置產生部分凹陷而形成，並與閥體座21 

之出口通道212相連通，該出口暫存腔263係用以暫時儲 

存流體，並使該流體由出口暫存腔263經由一出口匯流道 

262而輸送至出口通道212,再流出閥體座21之外。以及， 

在流道板26上更具有複數個凹槽結構，用以供一密封環 

27（如第三圖A及第四圖A所示）設置於其上，於本實施例 

中，流道板26之下表面係具有環繞入口分流道261週邊 

之凹槽265，及環繞於出口暫存腔263週邊之凹槽264。

請參閱第二圖A'第二圖C並配合第三圖A及第四圖 

A，其中第二圖C係為第二圖A所示之閥體蓋體之背面結 

構示意圖，如圖所示，閥體蓋體22係具有一上表面220 

及一下表面228,以及在閥體蓋座22上亦具有貫穿上表面 

220至下表面228之第一閥門通道及一第二閥門通道，於 

本實施例中，第一閥門通道係為一入口閥門通道221，第 

二閥門通道係為一出口閥門通道222，且該入口閥門通道 

221係設置於與流道板26之入口分流道261相對應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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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而出口閥門通道222則設置於與流道板26之出口暫 

存腔263內之出口匯流道262相對應之位置，並且，於本 

實施例中，閥體薄膜23及閥體蓋體22之間所形成之第一 

暫存室即為圖中所示之入口暫存腔223，且不以此為限， 

其係由閥體蓋體22之上表面220於與入口閥門通道221 

相對應之位置產生部份凹陷而形成，且其係連通於入口閥 

門通道221。

請再參閱第二圖C，如圖所示，閥體蓋體22之下表面 

228係部份凹陷，以形成一壓力腔室226，其係與致動裝 

置24之致動器242相對應設置，壓力腔室226係經由入 

口閥門通道221連通於入口暫存腔223，並同時與出口閥 

門通道222相連通，因此，當致動器242受電壓致動使致 

動裝置24朝蓋體25方向凸出變形»造成壓力腔室226之 

體積膨脹而產生負壓差，可使流體經入口閥門通道221流 

至壓力腔室226內（如第三圖A及第四圖A所示），其後， 

當施加於致動器242的電場方向改變後，致動器242將使 

致動裝置24朝閥體蓋體22方向凹陷變形，壓力腔室226 

將收縮而體積減小，使壓力腔室226與外界產生正壓力 

差，促使流體由出口閥門通道222流出壓力腔室226之 

外，於此同時，同樣有部分流體會流入入口閥門通道221 

及入口暫存室223內，然而由於此時的入口閥門結構231 

係為使受壓而關閉的狀態，故該流體不會通過入口閥片 

2313而產生倒流的現象（如第三圖C所示），至於暫時儲 

存於入口暫存腔223內之流體，則於致動器242再受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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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動，重複使致動裝置24再變形而增加壓力腔室226體

積時，再由入口暫存腔223經至入口閥門通道221而流入

壓力腔室226內，以進行流體的輸送。

另外，閥體蓋體22上同樣具有複數個凹槽結構，以 

本實施例為例，在閥體蓋體22之下表面228係具有環繞 

壓力腔室226而設置之凹槽227，而在上表面220上則具 

有環繞設置於入口暫存腔223之凹槽224、環繞設置於出 

. 口閥門通道222之凹槽225，同樣地，上述凹槽結構係用

以供一密封環28（如第三圖A及第四圖A所示）設置於其 

中 ο

請參閱第二圖Α並配合第二圖D及第二圖E，其中第 

二圖D其係為第二圖A所示之入口閥門結構開啟示意圖， 

第二圖E其係為第二圖A所示之出口閥門結構開啟示意 

圖，如第二圖A所示，閥體薄膜23主要係以傳統加工、 

或黃光蝕刻、或雷射加工、或電鑄加工、或放電加工等方 

. 式製出，且為一厚度實質上相同之薄片結構，其上係具有 

第一閥門結構以及第二閥門結構，於本實施例中，第一閥 

門結構係為入口閥門結構231，而第二閥門結構係為出口 

閥門結構232，其中，入口閥門結構231係具有入口閥片 

2313以及複數個環繞入口閥片2313週邊而設置之鏤空孔 

洞2312，另外，在孔洞2312之間更具有與入口閥片2313 

相連接之延伸部2311，當閥體薄膜23承受一自壓力腔室 

226傳遞而來向上之應力時，如第三圖C所示，入口閥門

' 結構231係整個向上平貼於流道板26之上，此時入口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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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2313會緊靠凹槽265上密封環27突出部分，而密封住

流道板26上之入口分流道261，且其外圍的鏤空孔洞2312

及延伸部2311則順勢浮貼於流道板26之上，故因此入口

閥門結構231之關閉作用，使流體無法流出。

而當閥體薄膜23受到壓力腔室226體積增加而產生 

之吸力作用下，由於設置於流道板26之凹槽265內的密 

封環27已提供入口閥門結構231 一預力(Preforce)，因 

. 而入口閥片2313可藉由延伸部2311的支撐而產生更大之 

預蓋緊效果，以防止逆流，當因壓力腔室226之負壓而使 

入口閥門結構231往下產生位移(如第二圖D所示)，此 

時，流體則可經由鏤空之孔洞2312由流道板26流至閥體 

蓋體22之入口暫存腔223,並經由入口暫存腔223及入口 

閥門通道221傳送至壓力腔室226內，如此一來，入口閥 

門結構231即可因應壓力腔室226產生之正負壓力差而迅 

速的開啟或關閉，以控制流體之進出，並使流體不會回流 

. 至流道板26上°

同樣地，位於同一閥體薄膜23上的另一閥門結構則 

為出口閥門結構232，其中之出口閥片2323、延伸部2321 

以及孔洞2322之作動方式均與入口閥門結構231相同， 

因而不再贅述，惟出口閥門結構232週邊之密封環28設 

置方向係與入口閥門結構231之密封環27反向設置，如 

第二圖E及第四圖A所示，因而當壓力腔室226壓縮而產 

生一推力時，設置於閥體蓋體22之凹槽225內的密封環 

' 28將提供出口閥門結構232 一預力(Preforce) »使得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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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片2323可藉由延伸部2321之支撐而產生更大之預'蓋緊 

效果，以防止逆流，當因壓力腔室226之正壓而使出口閥 

門結構232往上產生位移，此時，流體則可經由鏤空之孔 

洞2322由壓力腔室226經閥體蓋體22而流至流道板26 

之出口暫存腔263內，並可經由出口匯流道262及出口流 

道212排出，如此一來，則可經由出口閥門結構232開啟 

之機制，將流體自壓力腔室226內洩出 > 以達到流體輸送 

. 之功能。

請參閱第三圖A及第四圖A，其中第三圖A係為本案 

第二圖F所示之流體輸送裝置之未作動狀態之A-A剖面示 

意圖，第四圖A係為本案第二圖F所示之流體輸送裝置之 

未作動狀態之B-B剖面示意圖5於本實施例中，所有的凹 

槽結構224、225、227分別設置密封環28，而凹槽264、 

265內亦分別設置密封環27，其材質係為可耐化性佳之橡 

膠材料，且不以此為限，其中，設置於流道板26上之凹 

• 槽265內的密封環27可為一圓環結構，其厚度係大於凹 

槽265深度，使得設置於凹槽265內之密封環27係部分 

凸出於流道板26之下表面266構成一微凸結構，因而使 

得貼合設置於流道板26上之閥體薄膜23之入口閥門結構 

231之入口閥片2313因密封環27之微凸結構而形成一向 

下隆起，而閥體薄膜23之其餘部分係與閥體蓋體22相抵 

頂，如此微凸結構對入口閥門231頂推而產生一預力 

(Preforce)作用，有助於產生更大之預蓋緊效果，以防止

' 逆流，且由於密封環27隆起之微凸結構係位於閥體薄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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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之入口閥門結構231處，故使入口閥門結構231在·未作 

動時使入口閥片2313與流道板26之下表面266之間具有 

一間隙，同樣地，當密封環28設置於環繞出口閥門通道 

222之凹槽225內時，由於其密封環28係設置於閥體蓋體 

22之上表面220,因而該密封環28係使閥體薄膜23之岀 

口閥門結構232向上凸出而形成一向上隆起於閥體蓋體22 

之微凸結構，此微凸結構僅其方向與形成於入口閥門結構 

231之微凸結構係為反向設置，然而其功能均與前述相 

同，因而不再贅述。至於其餘分別設置於凹槽結構224、 

227及264及213內之密封環28及27及29，主要用來分 

別使閥體座21與流道板26、閥體薄膜23、閥體薄膜23 

與閥體蓋體22以及閥體蓋體22與致動裝置24之間緊密 

貼合時，防止流體外洩。

當然，上述之微凸結構除了使用凹槽及密封環來搭配 

形成外，於一些實施例中，流道板26及閥體蓋體22之微 

凸結構亦可採用半導體製程，例如：黃光蝕刻或鍍膜或電 

鑄技術，直接在流道板26及閥體蓋體22上形成。

請同時參閱第三圖A、B、C及第四圖A、B、C，如圖 

所示，當蓋體25、致動裝置24、閥體蓋體22、閥體薄膜 

23、密封環27、28、流道板26以及閥體座21彼此對應組 

裝設置後，閥體座21上之入口通道211係與流道板26之 

入口分流道261、閥體薄膜23上之入口閥門結構231以及 

閥體蓋體22上之入口閥門通道221相對應（如第三圖A 

所示），且閥體座21上之出口通道212係與流道板26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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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匯流道262、閥體薄膜23上之出口閥門結構232 '以及 

閥體蓋體22上之出口閥門通道222相對應（如第四圖A 

所示），並且，由於密封環27設置於凹槽265內，使得閥 

體薄膜23之入口閥門結構231微凸起於流道板26之下表 

面266,並藉由位於凹槽265內之密封環27頂觸閥體薄膜 

23而產生一預力（（Preforce）作用，使得入口閥門結構231 

在未作動時於流道板26之下表面266形成一間隙，同樣 

地，出口閥門結構232亦藉由將密封環28設至於凹槽225 

中的相同方式與閥體蓋體22之上表面220形成一間隙。

當以一電壓驅動致動器242時，致動裝置24產生彎 

曲變形，如第三圖B所示，致動裝置24係朝箭號a所指 

之方向向下彎曲變形，使得壓力腔室226之體積增加，因 

而產生一吸力，使閥體薄膜23之入口閥門結構231、出口 

閥門結構232承受一向下之拉力，並使已具有一預力 

（Preforce）之入口閥門結構231之入口閥片2313迅速開 

啟（如第三圖B所示），使液體可大量地自閥體座21上之 

入口通道211被吸取進來，並流經流道板26之入口分流 

道261、閥體薄膜23上之入口閥門結構231之孔洞2312、 

閥體蓋體22上之入口暫存腔223、入口閥門通道221而流 

入壓力腔室226之內，此時，由於閥體薄膜23之入口閥 

門結構231、出口閥門結構232承受該向下拉力，故位於 

另一端之出口閥門結構232係因該向下拉力使得位於閥體 

薄膜23上之出口閥片2323密封住出口閥門通道222,而 

使得出口閥門結構232關閉，因而可達到防止流體逆流（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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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圖B所示）。

當致動裝置24因電場方向改變而如第四圖C所示之 

箭號b向上彎曲變形時，則會壓縮壓力腔室226之體積， 

使得壓力腔室226對內部之流體產生一推力，並使閥體薄 

膜23之入口閥門結構231、出口閥門結構232承受一向上 

推力，此時，設置於凹槽225內之密封環28上出口閥門 

結構232的出口閥片2323其可迅速開啟（如第四圖C所 

示），並使液體瞬間大量宣洩，由壓力腔室226經由閥體 

蓋體22上之出口閥門通道222、閥體薄膜23上之出口閥 

門結構232之孔洞2322、流道板26上之出口暫存腔263 

及出口匯流道262、閥體座21上之出口通道212而流出流 

體輸送裝置20之外，因而完成流體之傳輸過程，同樣地， 

此時由於入口閥門結構231係承受該向上之推力，因而使 

得入口閥片2313密封住入口分流道261，因而關閉入口閥 

門結構231，使得流體不逆流（如第三圖C所示），並且， 

藉由入口閥門結構231及出口閥門結構232配合設置於流 

道板26及閥體蓋體22上之凹槽265、225內的密封環27、 

28之設計，可使流體於傳送過程中不會產生回流的情形， 

達到高效率之傳輸。

請參閱第五圖A，其係為本案第二較佳實施例之流體 

輸送裝置之結構示意圖，如圖所示 > 本實施例之流體輸送 

裝置50係為使用一進一出的實施態樣，流體輸送裝置50 

主要係由閥體座51 '閥體蓋體52、閥體薄膜53、複數個 

暫存室、致動裝置54 '蓋體55及流道板56所組成»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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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例中，流體輸送裝置50的組裝方式同樣係依序'將閥

體座51、流道板56 '閥體薄膜53、閥體蓋體52、致動裝

置54及蓋體55相對應堆疊設置，以完成流體輸送裝置50

之組裝（如第五圖B所示）。

請再參閱第五圖A並配合第六圖A及第七圖A，其中 

第六圖A係為第五圖B之A-A剖面圖 > 第七圖A係為第五 

圖B之B-B剖面圖，如圖所示，閥體蓋體52及致動裝置 

54之間同樣形成一壓力腔室526，主要用來儲存流體，致 

動裝置54係由一振動薄膜541以及一致動器542組裝而 

成，閥體座51係具有一個入口通道511以及出口通道 

512,入口通道511係用以使外部之流體輸送至流體輸送 

裝置50內，而出口通道512則是將流體由流體輸送裝置 

50之內部傳送至外部。流道板56具有複數個入口分流道 

561以及複數個出口匯流道562，且入口通道511與複數 

個入口分流道561相連通（如第六圖A所示），而出口通 

道512則與複數個出口匯流道562連通（如第七圖A所示）

閥體薄膜53及流道板56之間形成複數個出口暫存腔 

563，並與閥體座51之出口通道512相連通，可使該流體 

由出口暫存腔563經由一出口匯流道562而輸送至出口通 

道512，再流出閥體座51之外，以及，在流道板56上具 

有環繞入口分流道561週邊之凹槽565，及環繞於出口暫 

存腔563週邊之凹槽564,用以供一密封環57（如第六圖A 

及第七圖A所示）設置於其上。

閥體蓋座52上亦具有貫穿上表面至下表面之複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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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閥門通道521及複數個出口閥門通道522，且每一入 

口閥門通道521係設置於與流道板56之每一入口分流道 

561相對應之位置，而每一出口閥門通道522則設置於與 

流道板56之每一出口暫存腔563內之出口匯流道562相 

對應之位置，並且，於本實施例中，閥體薄膜53及閥體 

蓋體52之間係形成複數個入口暫存腔523，且不以此為 

限，其係由閥體蓋體52之上表面於與入口閥門通道521 
相對應之位置產生部份凹陷而形成，且其係連通於複數個 

入口閥門通道521。

壓力腔室526係與致動裝置54之致動器542相對應 

設置，壓力腔室526係經由複數個入口閥門通道521連通 

於複數個入口暫存腔523，並同時與複數個出口閥門通道 

522相連通。

另外，在閥體蓋體52之下表面528係具有環繞壓力 

腔室526而設置之凹槽527，而在上表面上則具有環繞設 

置於複數個入口暫存腔523之凹槽524、環繞設置於出口 

閥門通道522之凹槽525，同樣地，上述凹槽結構係用以 

供一密封環58（如第六圖A及第七圖A所示）設置於其中。

請再參閱第五圖A，閥體薄膜53上係具有複數個入口 

閥門結構531以及複數個出口閥門結構532，其中，複數 

個入口閥門結構531係分別具有入口閥片5313以及複數 

個環繞入口閥片5313週邊而設置之鏤空孔洞5312,另外， 

在孔洞5312之間更具有與入口閥片5313相連接之延伸部 

5311，而複數個出口閥門結構532則具有出口閥片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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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部5321以及孔洞5322，惟本實施例之入口閥門'結構

531以及出口閥門結構532的組成結構及作動方式均已詳

述於第一較佳實施例中，因而不再贅述。

設置於流道板56上之凹槽565內的密封環57厚度係 

大於凹槽565深度，使得設置於凹槽565內之密封環57 

係部分凸出於流道板56之下表面構成一微凸結構，同樣 

地，當密封環58設置於環繞出口閥門通道522之凹槽525 

內時，由於其密封環58係設置於閥體蓋體52之上表面， 

因而該密封環58係使閥體薄膜53之出口閥門結構532向 

上凸出而形成一向上隆起於閥體蓋體52之微凸結構。至 

於其餘分別設置於凹槽結構524、527及564及513內之 

密封環58及57及59，主要用來分別使閥體座51與流道 

板56 '閥體薄膜53 '閥體薄膜53與閥體蓋體52以及閥 

體蓋體52與致動裝置54之間緊密貼合時，防止流體外洩。

請同時參閱第六圖A、B、C及第七圖A、B、C，如圖 

所示，當蓋體55、致動裝置54、閥體蓋體52 '閥體薄膜 

53 '密封環57、58、流道板56以及閥體座51彼此對應組 

裝設置後5閥體座51上之入口通道511係與流道板56之 

複數個入口分流道561、閥體薄膜53上之複數個入口閥門 

結構531以及閥體蓋體52上之複數個入口閥門通道521 

相對應（如第六圖A所示），且閥體座51上之出口通道512 

係與流道板56之複數個出口匯流道562、閥體薄膜53上 

之複數個出口閥門結構532以及閥體蓋體52上之複數個 

出口閥門通道522相對應（如第七圖A所示），並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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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密封環57設置於凹槽565內，使得閥體薄膜53之入口 

閥門結構531微凸起於流道板56之下表面，並藉由位於 

凹槽565內之密封環57頂觸閥體薄膜53而產生一預力 

((Preforce)作用，使得複數個入口閥門結構531在未作 

動時於流道板56之下表面形成一間隙，同樣地，出口閥 

門結構532亦藉由將密封環58設至於凹槽525中的相同 

方式與閥體蓋體52之上表面形成一間隙。

當以一電壓驅動致動器542時，致動裝置54產生彎 

曲變形，如第六圖B所示，致動裝置54係朝箭號a所指 

之方向向下彎曲變形，使得壓力腔室526之體積增加，因 

而產生一吸力，使閥體薄膜53之入口閥門結構531、出口 

閥門結構532承受一向下之拉力，並使已具有一預力 

(Preforce)之入口閥門結構531之入口閥片5313迅速開 

啟(如第六圖B所示)，使液體可大量地自閥體座51上之 

入口通道511被吸取進來，並流經流道板56之複數個入 

口分流道561、閥體薄膜53上之複數個入口閥門結構531 

之孔洞5312、閥體蓋體52上之複數個入口暫存腔523、 

複數個入口閥門通道521而流入壓力腔室526之內，此 

時，由於閥體薄膜53之複數個入口閥門結構531、複數個 

出口閥門結構532承受該向下拉力，故位於另一端之複數 

個出口閥門結構532係因該向下拉力使得位於閥體薄膜53 

上之複數個出口閥片2323密封住所對應之出口閥門通道 

522，而使得所有的出口閥門結構532關閉，因而可達到 

防止流體逆流(如第七圖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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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致動裝置54因電場方向改變而如第七圖C所示之 

箭號b向上彎曲變形時 > 則會壓縮壓力腔室526之體積， 

使得壓力腔室526對內部之流體產生一推力，並使閥體薄 

膜53之複數個入口閥門結構531、複數個出口閥門結構 

532承受一向上推力，此時，設置於凹槽525內之密封環 

58上出口閥門結構532的出口閥片5323其可迅速開啟（如 

第七圖C所示），並使液體瞬間大量宣洩，由壓力腔室526 

分別經由閥體蓋體52上之複數個出口閥門通道522、閥體 

薄膜53上之複數個出口閥門結構532之孔洞5322、流道 

板56上之複數個出口暫存腔563及複數個出口匯流道 

562，使得匯集之流體經由閥體座51上之出口通道512而 

流出流體輸送裝置50之外，因而完成流體之傳輸過程， 

且因應流道板56具有複數個入口分流道561及複數個出 

口匯流道562的結構，能夠使流體輸送裝置50整體流速 

及揚程大為增加。

同樣地，此時由於複數個入口閥門結構531係承受該 

向上之推力，因而使得入口閥片5313密封住所對應之入 

口分流道561，因而關閉入口閥門結構531，使得流體不 

逆流（如第六圖C所示），並且，藉由複數個入口閥門結 

構531及複數個出口閥門結構532配合設置於流道板56 

及閥體蓋體52上之凹槽565、525內的密封環57、58之 

設計，可使流體於傳送過程中不會產生回流的情形，達到 

高效率之傳輸。

請參閱第八圖、第九圖A及第十圖A，其中第八圖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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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案第三較佳實施例之流體輸送裝置之組裝完成後之 

結構示意圖，第九圖A係為第八圖之A-A剖面圖，第十圖 

A係為第八圖之B-B剖面圖5如圖所示5本實施例之流體 

輸送裝置80係為使用多進多出的實施態樣，流體輸送裝 

置80主要係由閥體座81 '閥體蓋體52、閥體薄膜53、複 

數個暫存室、致動裝置84、蓋體85及流道板56所組成， 

且組裝方式同樣係依序將閥體座81、流道板56 '閥體薄 

膜53 '閥體蓋體52、致動裝置84及蓋體85相對應堆疊 

設置，以完成流體輸送裝置80之組裝。

其中，本實施例所揭露之閥體蓋體52、閥體薄膜53 

及流道板56的組成結構及作動方式係與第五圖A所示之 

第二較佳實施例相同 > 因而不再贅述。

於本實施例中，閥體座81係具有複數個入口通道811 

以及複數個出口通道512，且複數個入口通道811彼此之 

間不相連通，複數個出口通道512彼此之間亦不相連通， 

流道板56具有複數個入口分流道561以及複數個出口匯 

流道562，且每一入口通道811僅與單一入口分流道561 

相連通（如第九圖A所示），而每一出口通道812同樣僅 

與單一出口匯流道562連通（如第十圖A所示）。

閥體薄膜53及流道板56之間所形成之複數個出口暫 

存腔563係分別與閥體座81之一出口通道812相連通， 

閥體蓋座52上所具有之複數個入口閥門通道521及複數 

個出口閥門通道522，每一入口閥門通道521係設置於與 

流道板56之每一入口分流道561相對應之位置»而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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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閥門通道522則設置於與流道板56之每一出口暫存

腔563內之出口匯流道562相對應之位置，並且，於本實

施例中，閥體薄膜53及閥體蓋體52之間係形成複數個入

口暫存腔523,其係分別連通於複數個入口閥門通道521。

請再參閱第九圖A及第十圖A，致動裝置84係由一振 

動薄膜841以及複數個致動器842組裝而成，使得閥體蓋 

體52及致動裝置84之間形成複數個壓力腔室526,其中， 

複數個壓力腔室526彼此之間並不相連通，進而使得本實 

施例之流體輸送裝置80可被分為複數個如第三圖A及第 

四圖A所示之致動腔體，其中，本實施例之流體輸送裝置 

80可被分為6個獨立的致動腔體、且每一致動器842係受 

相同振動頻率之電壓驅動。

請參閱第九圖B及第十圖B，當以相同振動頻率之電 

壓驅動所有致動器842時，致動裝置84產生彎曲變形， 

如第九圖B所示，致動裝置84係朝箭號a所指之方向向 

下彎曲變形，使得每一壓力腔室526之體積增加，將導致 

所有的入口閥門結構531開啟，並經對應之入口通道811 

及入口分流道562汲取流體進入腔體（如第九圖B所示）， 

此時出口閥門結構532更為緊閉，避免流體回流（如第十 

圖B所示），至於詳細的作動關係已於上述第三圖B及第 

四圖B中提出說明，於此不再贅述。

反之，請再參閱第九圖C及第十圖C，當所有致動裝 

置84因電場方向改變而如第十圖C所示之箭號b向上彎 

曲變形時，則會壓縮每一壓力腔室526之體積，使得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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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室526對內部之流體產生一推力，將導致所有的出口閥 

門結構532開啟，並並經對應之、出口暫存腔563、出口 

匯流道562及出口通道812排出流體（如第十圖C所示）， 

此時所有入口閥門結構531更為緊閉（如第九圖C所示）， 

避免流體回流，至於詳細的作動關係已於上述第三圖B及 

第四圖B中提出說明，於此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本案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裝置主要係 

利用流道板可擴充成一進一出、多進一出、一進多出以及 

多進多出的形式，較易使流體均勻提供至入口分流道，並 

能使出口流體有效匯集至出口通道。除此之外，流體輸送 

裝置整體設計採用長條形艙體，其對應長條形之振動薄膜 

及致動器，可使流速及揚程大為增加。

另外，流道板結構配合多個入口分流道、多個出口匯 

流道或暫存腔及其多個閥門結構之配置概念，可提供流體 

多個進出腔體之通道，減少流體留在腔體內部循環，使致 

動器動能有較高效率轉換為流體輸送裝置之流體的流出 

動能。

是以，本案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裝置極具產業之 

價值，爰依法提出申請。

本案得由熟知此技術之人士任施匠思而為諸般修 

飾，然皆不脫如附申請專利範圍所欲保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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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簡單說明】

第一圖：其係為習知微泵浦結構之結構示意圖。

第二圖A:其係為本案第一較佳實施例之流體輸送裝置之

分解結構不意圖°

第二圖B:其係為第二圖A所示之流道板的背面結構示意 

圖。

第二圖C:其係為第二圖A所示之閥體蓋體之背面結構示 

意圖。

第二圖D:其係為第二圖A所示之入口閥門結構開啟示意 

圖。

第二圖E:其係為第二圖A所示之出口閥門結構開啟示意 

圖。

第二圖F：其係為第二圖A之組裝完成後之結構示意圖。 

第三圖A係為本案第二圖F所示之流體輸送裝置之未作動 

狀態之A-A剖面示意圖。

第三圖B:其係為第三圖A之壓力腔室膨脹狀態示意圖。 

第三圖C:其係為第三圖A之壓力腔室壓縮狀態示意圖。

第四圖A:其係為本案第二圖F所示之流體輸送裝置之未 

作動狀態之B-B剖面示意圖。

第四圖B:其係為第四圖A之壓力腔室壓縮狀態示意圖。 

第四圖C:其係為第四圖A之壓力腔室膨脹狀態示意圖。

第五圖A：其係為本案第二較佳實施例之流體輸送裝置之 

分解結構示意圖。

第五圖B：其係為第五圖A之組裝完成後之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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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圖A係為本案第五圖B所示之流體輸送裝置之未作動 

狀態之A~A剖面示意圖。

第六圖B:其係為第六圖A之壓力腔室膨脹狀態示意圖。 

第六圖C：其係為第六圖A之壓力腔室壓縮狀態示意圖。 

第七圖A：其係為本案第五圖B所示之流體輸送裝置之未 

作動狀態之B-B剖面示意圖。

第七圖B:其係為第七圖A之壓力腔室壓縮狀態示意圖。 

第七圖C:其係為第七圖A之壓力腔室膨脹狀態示意圖。 

第八圖：其係為本案第三較佳實施例之流體輸送裝置之結 

構示意圖。

第九圖A：其係為本案第八圖所示之流體輸送裝置之未作 

動狀態之A-A剖面示意圖。

第九圖B:其係為第九圖A之壓力腔室膨脹狀態示意圖。 

第九圖C:其係為第九圖A之壓力腔室壓縮狀態示意圖。

第十圖A：其係為本案第八圖所示之流體輸送裝置之未作 

動狀態之Β-B剖面示意圖。

第十圖B：其係為第十圖A之壓力腔室壓縮狀態示意圖。 

第十圖C:其係為第十圖A之壓力腔室膨脹狀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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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微泵浦結構：10 閥體座：11、21、51、81

入口通道：111、211、511、811

出 口通道：112、212、512、812

閥體蓋體：12、22、52 入口閥片通道：121

出口閥片通道：122 壓力腔室：123、226、526

閥體薄膜:13 ' 23 ' 53 微致動器：14

入口閥門結構：131、231、531

出口閥門結構：132、232、532

蓋體：15、25、55、85 流體輸送裝置：20、50、80

上表面：220、260 下表面:228、266

入口閥門通道：221、521 出口閥門通道：222、522

入口暫存腔：223、523 入口閥片:2313、5313

凹槽：224、225、227、264、265、213、513、524、525、

527 、 564 、 565

出 口閥片：2323、5323 致動裝置：24、54、84

延伸部:2311、2321、5311、5321

孔洞：2312、2322、5312、5322

振動薄膜：241、541、841 致動器：242、542、842

流道板：26、56 入口分流道：261、561

出口匯流道：262、562 出口暫存腔：263、563

密封環：27、28、29、57、58、59

方向：a、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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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文發明摘要：

本案係為一種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裝置，用以傳送流體， 

其係包含：閥體座，具有至少一出口通道及至少一入口通道；流 

道板，具有兩側面，以及貫穿兩側面之複數個入口分流道及複數 

個出口匯流道；閥體蓋體，與流道板相互堆疊結合；閥體薄膜， 

設置於流道板及閥體蓋體之間，且具有複數個閥門結構；複數個 

暫存室，設置於閥體薄膜與閥體蓋體之間 > 以及於閥體薄膜與流 

道板之間；振動裝置，具有振動薄膜及至少一致動器，且週邊係 

固設於閥體蓋體，並與閥體蓋體定義出至少一壓力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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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英文發明摘要：

A fluid transmission device having flow way board for

transmitting a fluid is disclosed. The fluid transmission

device having flow way board includes a valve base having 

at least one output passage and at least one input passage; 

a flow way board having two sides and a plurality of input 

sharing trenchs and a plural ity of output converging trenchs 

passed through the two sides respectively; a valve cover 

stacked with the flow way board; a valve membrane disposed 

between the flow way board and the valve cover and having

a plurality of valve struetures; a plurality of temporary 

chambers disposed bet ween the valve membrane and the valve 

cover, and bet ween the valve membrane and the flow way board;

and a vibrating device having a vibrating membrane and 

actuator·. The edge of vibrating device is fixed on the valve

cover for defining a pressure chamber with the valve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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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裝置，用以傳送一流體， 

其係包含：

一閥體座5其係具有至少一出口通道及至少一入口通 

道；

一流道板，其係具有兩側面，以及貫穿該兩側面之複 

數個入口分流道及複數個出口匯流道；

• 一閥體蓋體，其與該流道板相互堆疊結合；

一閥體薄膜，其係設置於該流道板及該閥體蓋體之 

間，且具有複數個閥門結構；

複數個暫存室，設置於該閥體薄膜與該閥體蓋體之 

間，以及於該閥體薄膜與該流道板之間；以及

一振動裝置，其係具有一振動薄膜及至少一致動器， 

且週邊係固設於該閥體蓋體，並與該閥體蓋體定義出至少 

一壓力腔室。

•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閥體座係配置一個入口通道及一個出口通 

道。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閥體座係配置複數個入口通道及一個出口通 

道。

_ 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閥體座係配置一個入口通道及複數個出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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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閥體座係配置複數個入口通道及複數個出口 

通道。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複數個入口分流道係與該至少一入口通道相 

連通。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複數個出口匯流道係與該至少一出口通道相 

連通。

&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複數個閥門結構係包含複數個第一閥門結構 

及複數個第二閥門結構，且該複數個第一閥門結構及複數 

個第二閥門結構係分別具有一閥片、複數個孔洞以及複數 

個延伸部，該複數個孔洞係環繞閥片週邊設置，複數個延 

伸部係與該閥片連接且設置於該複數個孔洞之間。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8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閥體薄膜與該閥體蓋體之間係包括複數個第 

一暫存室，而該閥體薄膜與該流道板之間更包括複數個第 

二暫存室。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閥體蓋體上更設有與該至少一壓力腔室相連 

通之一第一閥門通道及一第二閥門通道。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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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其中該複數個第一閥門結構、該複數個第一暫存室

及該第一閥門通道係對應於該流道板之該至少一入口分

流道，而該複數個第二暫存區、該複數個第二閥門結構及

該第二閥門通道係對應於該流道板之該至少一出口匯流

道。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振動裝置係設置單一致動器，用以與該閥體 

蓋體定義出單一壓力腔室。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振動裝置係設置複數個致動器，用以與該閥 

體蓋體定義出複數個壓力腔室。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致動裝置所包含之複數個致動器的的振動頻 

率係相同。

15. 一種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裝置，用以傳送一流體， 

其係包含：

一閥體座5其係具有一出口通道及一入口通道；

一流道板，其係具有兩側面*以及貫穿該兩側面之一 

入口分流道及一岀口匯流道；

一閥體蓋體，其與該流道板相互堆疊結合；

一閥體薄膜，其係設置於該流道板及該閥體蓋體之 

間，且具有一第一閥門結構及一第二閥門結構；

複數個暫存室，設置於該閥體薄膜與該閥體蓋體之 

間，以及於該閥體薄膜與該流道板之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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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振動裝置，其係具有一振動薄膜及單一致動器，且

週邊係固設於該閥體蓋體，並與該閥體蓋體定義出單一壓

力腔室。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閥體座係配置一個入口通道及一個出口通 

道°

1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閥體座係配置複數個入口通道及一個出口通 

道。

1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入口分流道係與該入口通道相連通。

1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出口匯流道係與該出口通道相連通 。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閥體薄膜與該閥體蓋體之間係包括一第一暫 

存室，而該閥體薄膜與該流道板之間更包括一第二暫存 

室。

2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0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閥體蓋體上更設有與該單一壓力腔室相連通 

之一第一閥門通道及一第二閥門通道。

2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所述之具有流道板之流體輸送 

裝置，其中該第一閥門結構、該第一暫存室及該第一閥門 

通道係對應於該流道板之該入口分流道，而該第二暫存 

區、該第二閥門結構及該第二閥門通道係對應於該流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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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該出口匯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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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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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五圖A。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流體輸送裝置:50 閥體座：51

入口通道：511 出口通道：512

閥體蓋體：52 入口閥門通道:521

出口閥門通道:522 入口暫存腔：523

凹槽：524、525 閥體薄膜:53

入口閥門結構：531 出口閥門結構：532

入口閥片:5313 出口閥片：5323

延伸部:5311、5321 孑U同：5312 ' 5322

致動裝置：54 振動薄膜：541

蓋體:55 流道板：56

入口分流道：561 出口匯流道：562

八、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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