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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微流控芯片PDMS材

料的打孔装置，属于微流控芯片加工制造领域，

该装置由定位机构、打孔机构和排屑机构三部分

组成，所述定位机构用以确定芯片的打孔位置；

所述打孔机构用以保证打孔针头保持竖直并完

成打孔；排屑机构用以保证打孔结束后，对残留

在打孔针头里的碎屑进行清理；本设计可以同时

实现准确定位、竖直打孔、自动排屑等功能，同时

结构简单可靠，加工成本低，可以有效提高微流

控芯片的加工效率，该打孔器可以广泛应用于微

流控芯片制造的打孔过程，特别针对软质高分子

聚合物聚二甲基硅氧烷醇(PDMS)和其他软质材

料的打孔需求，可以有效改善打孔质量，提高打

孔效率，为发展微流控技术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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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微流控芯片PDMS材料的打孔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由定位机构、打孔机

构和排屑机构三部分组成，所述定位机构用以确定芯片的打孔位置，所述定位机构由LED强

光灯(1)、电源、硬质滑动底板(4)、通光孔(2)、软质滑动底板(5)和底座(13)组成；所述打孔

机构用以保证打孔针头保持竖直并完成打孔，所述打孔机构由机架(11)、竖直滑孔(14)、打

孔针头(6)、打孔针管(7)、弹簧(10)和按压旋钮(12)组成；排屑机构用以保证打孔结束后，

对残留在打孔针头里的碎屑进行清理，排屑机构由排屑活塞(9)和单向气阀(8)组成；

底座(13)为基础部件，对整个装置起支撑作用，在底座(13)的中心位置设有中心孔，在

中心孔内安装LED强光灯(1)，LED强光灯(1)通过外接电源线进行供电工作，在LED强光灯

(1)的上部即底座(13)的上表面安装有两个能够往复水平滑动的底板，两个底板分别为硬

质滑动底板(4)和软质滑动底板(5)，硬质滑动底板(4)和软质滑动底板(5)并行布置；两个

底板通过滑槽及滑动副与底座(13)发生移动，在硬质滑动底板(4)的中心处设有一个通光

孔(2)；打孔机构的机架(11)由不锈钢材料制成并焊接在底座(13)上，机架(11)的横梁上设

有竖直滑孔(14)，竖直滑孔(14)内放置一个能够上下移动的打孔针管(7)，打孔针管(7)的

底部与打孔针头(6)通过螺纹连接，在打孔针管(7)的顶端凸台和机架(11)的横梁处安装有

一个压缩弹簧(10)，打孔针管(7)的上部套着一个按压旋钮(12)；排屑机构由排屑活塞(9)

和单向气阀(8)组成，排屑活塞(9)插在打孔针管(7)内，排屑活塞(9)能够沿打孔针管(7)的

内壁进行滑动摩擦，在打孔针管(7)内形成一个能够吸气或排气的腔体，在排屑活塞(9)的

表面安装有单向气阀(8)；

该打孔装置工作过程如下，打孔作业时，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打开LED强光灯(1)开

关，LED强光灯(1)发出强光，这时将底座(13)滑槽内的硬质滑动底板(4)沿着滑槽移动到

LED强光灯(1)的一侧，此时硬质滑动底板(4)上的通光孔(2)刚好处于LED强光灯(1)的正上

方，通光孔(2)的中心轴线和上方打孔针头(6)的轴线处于同一中轴线上，以保证LED强光灯

(1)发出的光透过通光孔(2)产生一个与打孔针头(6)同轴且竖直向上的定位光束，当把需

要打孔的微流控芯片(3)放在通光孔(2)上方时，从通光孔(2)发出的强光会在微流控芯片

(3)的下表面形成光斑；在打孔过程中，将需要打孔的软质透明的微流控芯片(3)放在硬质

滑动底板(4)上，然后将活动底板移动到LED强光灯(1)的上方，使其通光孔(2)刚好与打孔

针管(7)同轴，然后手动移动微流控芯片(3)，将需要打孔的位置移动到通光孔(2)上方的光

斑处，完成定位工序；然后手动下压打孔机构中的按压旋钮(12)，按压旋钮(12)向下移动，

带动打孔针管(7)向下移动，打孔针管(7)带动打孔针头(6)向下运动，此时固定在机架(11)

上的排屑活塞(9)随着打孔针管(7)的向下运动，打孔针管(7)内部空间逐步扩大内部形成

负压，然后外部空气从活塞上的单向气阀(8)进气，完成打孔针管(7)吸气的过程；随着打孔

针管(7)继续向下运动打孔针头扎入微流控芯片(3)中，当打孔针头(6)扎入微流控芯片(3)

中间位置时，停止下压，然后移动软质滑动底板(5)，将软质滑动底板(5)移动到微流控芯片

(3)下方继续下压打孔针头(6)，使打孔针头(6)完全打透微流控芯片(3)，并将打孔针头(6)

完全压入软质滑动底板(5)内，保证完全打通微流控芯片(3)，此时打孔切除的碎屑残留在

打孔针头(6)内；打孔完成后，打孔针管(7)会在压缩弹簧(10)的弹力下回弹并向上移动，进

而带动打孔针头(6)向上移动，由于打孔针管(7)内部的排气活塞杆与机架(11)相连，并且

固定不动，随着打孔针管(7)的向上运动，打孔针管(7)内部空间逐步压缩，内部形成高压，

由于排屑活塞(9)上的单向气阀(8)只能进气不能向外排气，所以内部高压气体只能从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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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屑的打孔针头(6)排出，当打孔针管(7)内部压强增加到一定值时，便将堵塞在针头内的

碎屑排出，完成碎屑清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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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微流控芯片PDMS材料的打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应用于微流控芯片加工过程中的打孔装置，属于微流控芯片加工

制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微流控技术是指微米级机构中操控纳升至皮升体积实现流体流动、传热、化学反

应的技术与科学，广泛应用于生物芯片、化工医药、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微流控技术同时

具有生成速率快、反应时间短、混合充分、无交叉污染等特点，属于21世纪新兴技术，近年来

国内外发展较快，并得到应用。微流控核心技术内容包括：微通道结构的设计与制造、微纳

尺度流体的驱动与控制、微流器件及系统的集成与封装。本发明装置主要应用微通道设计

及制造过程中的打孔环节，目前微通道制造材料以单晶硅、玻璃和高分子聚合物为主，近年

来以高分子聚合物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为材料加工微通道的方式成为微流控芯片制造

的主要方式，PDMS作为一种有弹性的透明的高分子聚合物，满足微流控通道成型度高、热稳

定性好、光学性能好、生物兼容性等优点，在微流控芯片制备过程中被广泛应用。在微流控

芯片加工过程中，将液态的PDMS试剂和固化剂混合后浇注在刻有微通道硅板凸模上，然后

待其固化后取下，在其一侧表面形成凹陷下去的微通道，然后将微通道粘在光滑的玻璃板

或者硅胶板上，形成中间密封的微通道，然后在微通道的进出口位置打孔，然后插入细小的

管子，实现对微通道内流体的通入和流出。目前现有的微流控芯片打孔技术主要采用注射

器式打孔器手动打孔，注射器式打孔器形状类似于医用注射器但没有内部活塞杆，外筒底

部有个金属针头，打孔时操作者手握打孔器，根据打孔经验目视确定打孔位置，然后手动将

打孔器针头扎入PDMS芯片上，然后慢慢拔出，完成打孔过程。该打孔方式的缺点：

[0003] 1 .打孔位置定位不准确。微流控芯片需要在特定通道进出口处打孔，该打孔方式

要求操作者通过目视定位打孔，由于芯片透明且有一定的厚度，加上光路折射会导致定位

不准确，形成偏孔、废孔致使打孔失败。

[0004] 2.打孔通道偏斜。芯片一般厚度为2-8mm，该方式打孔时需要操作者手握打孔器，

然后保持打孔器针头与芯片垂直，然后下压扎入芯片完成打孔，但是由于需要人工保持垂

直度，下压过程的手腕或者芯片的抖动都会导致打孔偏斜，致使打孔失败。

[0005] 3.排屑困难。该针扎式打孔完成后，打孔所切割下来的碎屑会残留在打孔器针头

内，如果不及时清理，会导致下次打孔时扎孔不锋利，扎孔困难，排屑时多采用更细小的铁

丝进行疏通，这种疏通方式较为麻烦。

[0006] 但该打孔器的优势在于结构简单。

[0007] 在结合现有打孔技术的优缺点的技术上，本发明设计了一种打孔器，本设计可以

同时实现准确定位、竖直打孔、自动排屑等功能，同时结构简单可靠，加工成本低，可以有效

提高微流控芯片的加工效率，具有一定的科研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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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主要针对以上打孔过程中存在打孔定位不准确、打孔偏斜、排屑困难等困

难设计了该打孔器，该打孔器可以广泛应用于微流控芯片制造的打孔过程，特别针对软质

高分子聚合物聚二甲基硅氧烷醇  PDMS和其他软质材料的打孔需求，可以有效改善打孔质

量，提高打孔效率，为发展微流控技术做出贡献。

[0009]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微流控芯片PDMS材料的打孔装置，该装置由定

位机构、打孔机构和排屑机构三部分组成，所述定位机构用以确定芯片的打孔位置，所述定

位机构由LED强光灯1、电源、硬质滑动底板4、通光孔2、软质滑动底板5和底座13组成；所述

打孔机构用以保证打孔针头保持竖直并完成打孔，所述打孔机构包括机架11、竖直滑孔14、

打孔针头6、打孔针管7、弹簧10和按压旋钮12组成；排屑机构用以保证打孔结束后，对残留

在打孔针头里的碎屑进行清理，排屑机构由排屑活塞9和单向气阀8组成。

[0010] 底座13为基础部件，对整个装置起支撑作用，在底座13的中心位置设有中心孔，在

中心孔内安装LED强光灯1，LED强光灯1通过外接电源线进行供电工作，在LED强光灯1的上

部即底座13的上表面安装有两个能够往复水平滑动的底板，两个底板分别为硬质滑动底板

4和软质滑动底板5，硬质滑动底板4和软质滑动底板5并行布置；两个底板通过滑槽及滑动

副与底座13发生移动，在硬质滑动底板4的中心处设有一个通光孔2。打孔机构的机架11由

不锈钢材料制成并焊接在底座13上，机架11的横梁上设有竖直滑孔14，竖直滑孔14内放置

一个能够上下移动的打孔针管7，打孔针管7的底部与打孔针头6通过螺纹连接，在打孔针管

7的顶端凸台和机架11的横梁处安装有一个压缩弹簧10，打孔针管7的上部套着一个按压旋

钮12。排屑机构由排屑活塞9和单向气阀8组成，排屑活塞9插在打孔针管7内，排屑活塞9能

够沿打孔针管7的内壁进行滑动摩擦，在打孔针管7内形成一个能够吸气或排气的腔体，在

排屑活塞9的表面安装有单向气阀8。

[0011]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该打孔器工作过程如下，打孔作业时，将电源插头插入

插座，打开LED强光灯1开关，LED强光灯1发出强光，这时将底座13滑槽内的硬质滑动底板4

沿着滑槽移动到LED  强光灯1的一侧，此时硬质滑动底板4上的通光孔2刚好处于LED  强光

灯1 的正上方，通光孔2的中心轴线和上方打孔针头6的轴线处于同一中轴线上，以保证LED

强光灯1发出的光透过通光孔2产生一个与打孔针头6同轴且竖直向上的定位光束，当把需

要打孔的微流控芯片3放在通光孔2上方时，从通光孔2发出的强光会在微流控芯片3的下表

面形成光斑。在打孔过程中，将需要打孔的软质透明的微流控芯片3放在硬质滑动底板4上，

然后将活动底板移动到LED强光灯1的上方，使其通光孔2刚好与打孔针管7同轴，然后手动

移动微流控芯片3，将需要打孔的位置移动移动到通光孔2上方的光斑处，完成定位工序。然

后手动下压打孔机构中的按压旋钮12，按压旋钮  12向下移动，带动打孔针管7向下移动，打

孔针管7带动打孔针头6  向下运动，此时固定在机架11上的排屑活塞9随着打孔针管7的向

下运动，打孔针管7内部空间逐步扩大内部形成负压，然后外部空气从活塞上的单向气阀8

进气，完成打孔针管7吸气的过程。随着打孔针管7继续向下运动打孔针头扎入微流控芯片3

中，当打孔针头6扎入微流控芯片3中间位置时，停止下压，然后移动软质滑动底板5，将软质

滑动底板5移动到微流控芯片3下方继续下压打孔针头6，使打孔针头6完全打透微流控芯片

3，并将打孔针头6完全压入软质滑动底板5内，保证完全打通微流控芯片3，此时打孔切除的

碎屑残留在打孔针头6内。打孔完成后，打孔针管7会在压缩弹簧10的弹力下回弹并向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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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进而带动打孔针头6向上移动，由于打孔针管7  内部的排气活塞杆与机架11相连，并且

固定不动，随着打孔针管7 的向上运动，打孔针管7内部空间逐步压缩，内部形成高压，由于

排屑活塞9上的单向气阀8只能进气不能向外排气，所以内部高压气体只能从堵塞排屑的打

孔针头6排出，当打孔针管7内部压强增加到一定值时，便将堵塞在针头内的碎屑排出，完成

碎屑清理作业。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1 .应用广泛。该发明可以广泛适用于微流控芯片加工过程中打孔环节，特别针对

高分子聚合物等软质材料的打孔。

[0014] 2.打孔定位准确。该发明利用光线沿直线传播的原理，通过底部光源和通光孔产

生一束竖直向上的光束，只需将芯片需要打孔位置移动到光束上，变回在芯片表面形成一

个光亮的光斑，可以准确定位需要打孔位置。

[0015] 3.打孔垂直度高。由于打孔针管只能在机架上竖直滑孔内上下移动，可以有效保

证打孔针头和芯片表面的垂直度，进而保证针头打出来的孔洞完全竖直。

[0016] 4.自动排屑。打孔完成后，利用打孔针管和内部活塞形成一个压缩的密闭空间，在

针管的回弹的过程中自动将残留在打孔针头内的碎屑排出。

[0017] 5.该发明结构简单，加工方便，制造成本低，打孔效率和打孔质量相对于传动手动

扎孔有了很大提高。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整体的剖视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的轴测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的左视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3] 图中：1.LED强光灯，2.通光孔，3.微流控芯片，4.硬质滑动底板，5.软质滑动底板，

6.打孔针头，7.打孔针管，8.单向气阀，9.排屑活塞，10.弹簧，11.机架，12.按压旋钮，13.底

座，14.竖直滑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1、加工要求

[0025] a)由于该发明的关键环节在于保证打孔的垂直度，因此打孔机构中的竖直滑孔轴

线的垂直度和孔的圆柱度都有较高的要求。

[0026] b)压缩弹簧的自由高度在35mm左右，安装高度在30mm左右，设计刚度15-20n/min

[0027] c)为了保证机构的整体刚度，底座和机架采用不锈钢材料焊接而成，其中为了保

证打孔针管可以完全打串芯片，软质滑动底板采用高密度软质泡沫板加工而成。

[0028] 在硬质滑动底板的中心处有一个直径2mm的通光孔2。机架横梁上有一直径为20mm

深度为40mm的竖直滑孔14，竖直滑孔内放置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直径为20mm的打孔针管7。

[0029] 该打孔装置工作过程如下，打孔作业时，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打开LED强光灯1开

关，LED强光灯1发出强光，这时将底座13  滑槽内的硬质滑动底板4沿着滑槽移动到LED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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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1的一侧，此时硬质滑动底板4上的通光孔2刚好处于LED强光灯1的正上方，通光孔2的中

心轴线和上方打孔针头6的轴线处于同一中轴线上，以保证LED强光灯1发出的光透过通光

孔2产生一个与打孔针头6同轴且竖直向上的定位光束，当把需要打孔的微流控芯片3放在

通光孔  2上方时，从通光孔2发出的强光会在微流控芯片3的下表面形成光斑。在打孔过程

中，将需要打孔的软质透明的微流控芯片3放在硬质滑动底板4上，然后将活动底板移动到

LED强光灯1的上方，使其通光孔2刚好与打孔针管7同轴，然后手动移动微流控芯片3，将需

要打孔的位置移动移动到通光孔2上方的光斑处，完成定位工序。然后手动下压打孔机构中

的按压旋钮12，按压旋钮12向下移动，带动打孔针管7向下移动，打孔针管7带动打孔针头6

向下运动，此时固定在机架11上的排屑活塞9随着打孔针管7的向下运动，打孔针管  7内部

空间逐步扩大内部形成负压，然后外部空气从活塞上的单向气阀8进气，完成打孔针管7吸

气的过程。随着打孔针管7继续向下运动打孔针头扎入微流控芯片3中，当打孔针头6扎入微

流控芯片3中间位置时，停止下压，然后移动软质滑动底板5，将软质滑动底板5  移动到微流

控芯片3下方继续下压打孔针头6，使打孔针头6完全打透微流控芯片3，并将打孔针头6完全

压入软质滑动底板5内，保证完全打通微流控芯片3，此时打孔切除的碎屑残留在打孔针头6

内。打孔完成后，打孔针管7会在压缩弹簧10的弹力下回弹并向上移动，进而带动打孔针头6

向上移动，由于打孔针管7内部的排气活塞杆与机架11相连，并且固定不动，随着打孔针管7

的向上运动，打孔针管7内部空间逐步压缩，内部形成高压，由于排屑活塞9上的单向气阀8

只能进气不能向外排气，所以内部高压气体只能从堵塞排屑的打孔针头6排出，当打孔针管

7内部压强增加到一定值时，便将堵塞在针头内的碎屑排出，完成碎屑清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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