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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检测装置和方法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生物检测装置及检测方

法，该装置包括：全内反射椭偏成像仪，用于产生

探测光束，实时检测固相表面生物分子相互作用

的物化反应；电势调制反应池，用于为固相表面

提供生物分子静电吸附所需的电势条件；光电耦

合单元，用于发生固相表面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

物化反应并进行光电复合实时检测。本申请基于

电势调制作用，能够实时观测带有电荷的生物分

子在固相表面的吸附及其物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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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检测装置，包括：

全内反射椭偏成像仪，用于产生探测光束，及实时检测固相表面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

物化反应；

电势调制反应池，用于为固相表面提供生物分子静电吸附所需的电势条件；

光电耦合单元，用于发生固相表面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物化反应并进行光电复合实时

检测；

所述全内反射椭偏成像仪进一步用于：形成拓展的探测光束照射至所述光电耦合单

元，并且对扩展的探测光束所照射的反应区域的所有点的反射光束同时进行CCD成像测量，

获取光学信号；

所述电势调制反应池进一步用于：接受所施加的特定电势，基于表面电势的调制，使得

带有电荷的生物分子在所述光电耦合单元一侧吸附并发生表面物化反应；

其中，所述光电耦合单元包括棱镜和透明固体基片，所述棱镜包括入射面、反射面和出

射面，所述生物分子的静电吸附及其表面物化反应生成于透明固体基片的一侧，透明固体

基片的另一侧与棱镜的反射面接触，共同构成棱镜的反射面；

其中，所述棱镜的反射面上有第一镀膜层，在透明固体基片上、相对所述反射面的另一

侧有第二镀膜层；

其中，所述第二镀膜层为镀金膜层；所述第二镀膜层的厚度为50纳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检测装置，其中，所述全内反射椭偏成像仪位于光电耦合

单元一侧，所述电势调制反应池位于所述光电耦合单元的另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检测装置，其中，所述电势调制反应池包括反应腔、参比

电极、对电极和微流道，所述微流道的底部位于所述透明固体基片相对所述反射面的另一

侧的上方，微流道的两侧分别连通到所述参比电极和所述对电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检测装置，其中，所述第二镀膜层与所述电势调制反应池

中的缓冲液接触，并通过导线与电势可调电源连接，以作为所述反应池的工作电极。

5.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4中任一生物检测装置的检测方法，包括：

步骤1，将一准直的入射光形成偏振光，将该偏振光形成为拓展的探测光束，照射至光

电耦合单元；

步骤2，在电势调制反应池施加一特定电势，使得带有电荷的生物分子在固相表面吸

附，并发生表面物化反应；

步骤3，对扩展的探测光束所照射的反应区域的所有点的反射光束同时进行CCD成像测

量，获得光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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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检测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生物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生物检测装置和方法，更适用于生

物小分子的生物检测。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分析对于揭示生命过程的分子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生物

分子数量庞大，需要高通量的分析工具来系统分析生物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0003] 目前常见的光学生物传感技术包括斜入射反射差扫描成像装置、反射干涉光谱成

像仪和共振波导光栅传感器等。但对于检测小分子或者低浓度蛋白的有效方案上述集中技

术都难以实现或者达到理想的效果。

[0004] 另外，全内反射椭偏成像生物传感器是一种可用于研究生物分子在固相表面吸附

行为的光学生物传感器。该传感器利用生物分子在固相表面吸附时引起的光谱吸收、反射

以及折射率等光学性质的改变作为检测手段，具有对生物样品破坏小，检测灵敏度高的优

点。同时，由于其检测用的样品通常可以避免繁复的预处理步骤。因此，全内反射椭偏成像

生物传感器可用于实时、高通量的样品检测，从而在生物医学研究、疾病诊断、制药、食品安

全以及环境监测等诸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0005] 然而，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们健康环保意识的觉醒，人们在疾病早期检

测、药理学分析和微量污染检测方面，对全内反射椭偏成像生物传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有的全内反射椭偏成像生物传感器，针对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具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

针对氨基酸等生物小分子，存在吸附量低、无法进行有效的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7] 本申请用于解决现有的生物小分子吸附量低、无法进行相互作用分析的问题，提

出了一种用于生物小分子的基于电势调制的检测装置和方法。

[0008] (二)技术方案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申请提供一种生物检测装置和方法。

[0010]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生物检测装置，包括：全内反射椭偏成像仪，用

于产生探测光束，实时检测固相表面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物化反应；电势调制反应池，用于

为固相表面提供生物分子静电吸附所需的电势条件；光电耦合单元，用于发生固相表面生

物分子相互作用的物化反应并进行光电复合实时检测。

[0011] 根据本申请的另一个方面，提供一种基于上述生物检测装置的检测方法，包括：步

骤1，将一准直的入射光形成偏振光，将该偏振光形成为拓展的探测光束，照射至光电耦合

单元；步骤2，在电势调制反应池施加一特定电势，使得带有电荷的生物分子在固相表面吸

附，并发生表面物化反应；步骤3，对扩展的探测光束所照射的反应区域的所有点的反射光

束同时进行CCD成像测量，获得光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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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三)有益效果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利用全内反射椭偏成像技术实时、高通量、高灵敏度的特

点，基于电势调制作用，能够实时观测带有电荷的生物分子在固相表面的吸附及其物化反

应。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的生物检测装置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的电势调制反应池和光电耦合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申请实施例的生物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0017] 其中，图中所示：全内反射椭偏成像仪1，反应腔2，参比电极3，对电极4，微流道5，

电势可调电源6，棱镜7，透明固体基片8，信号处理模块9。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例

用于说明本申请，但不用来限制本申请的范围。

[0019] 在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一种生物检测装置，该生物检测装置利用电势调

制的全内反射椭偏成像技术来实时检测传感表面生物分子吸附，可以用于研究固相表面生

物分子相互作用的物化反应。

[0020] 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一种生物检测装置包括全内反射椭偏成像仪、电势

调制反应池以及光电耦合单元。其中，全内反射椭偏成像仪用于实时检测固相表面生物分

子相互作用的物化反应；电势调制反应池用于为固相表面提供生物分子静电吸附所需的电

势条件；光电耦合单元用于进行光电复合实时检测。

[0021] 在一个实施例中，光电耦合单元还用于在其表面发生所观测的固相生物分子相互

作用的物化反应。其中，所述全内反射椭偏成像仪位于光电耦合单元一侧，产生探测光束。

其中，电势调制反应池位于所述光电耦合单元的另一侧，提供电势条件。

[0022]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全内反射椭偏成像仪用于将一准直的入射光形成偏振光，

拓展为探测光束照射至光电耦合单元。

[0023]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全内反射椭偏成像仪用于对扩展的探测光束所照射的反应

区域的所有点的反射光束同时进行CCD成像测量，获得光学信号。

[0024]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势调制反应池用于接受所施加的特定电势，基于表面电

势的调制，使得带有电荷的生物分子由于静电作用在固相表面吸附，并发生表面物化反应。

[0025] 在一个实施例中，该生物检测装置还包括信号处理模块9，该信号处理模块9用于

对采集到的光学信号进行实时处理。

[0026] 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光电耦合单元包括棱镜7和透明固体基片8。其中，棱

镜7包括入射面、反射面和出射面，反射面接触于所述透明固体基片8。

[0027]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观测的固相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物化反应发生于棱镜的反射

面附近。

[0028]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生物分子的静电吸附及其表面物化反应生成于透明固体基

片的一侧，透明固体基片的另一侧与棱镜的反射面接触，共同构成棱镜的反射面。其中，优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1208066 B

4



选地，该透明固体基片为玻璃基底。

[0029]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该电势调制反应池包括反应腔2、参比电极3、

对电极4和微流道5。该电势调制反应池还包括用以给参比电极、对电极以及信号处理模块

供电的电势可调电源6。

[0030] 其中，微流道的底部位于透明固体基片一侧的上方，微流道的两侧分别连通到参

比电极和对电极。其中，所述微流道可以为凹形，所述凹部地面位于透明固体基片的上方，

两侧的较高部分分别连通参比电极和对电极。

[0031]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反应腔中布置缓冲液，所述缓冲液接触所述透明固体基片

的正对的一侧。

[0032]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参比电极为银/氯化银参比电极3，所述对电极为铂丝对电

极4。

[0033] 在一个实施例中，在棱镜的反射面上有第一镀膜层。

[0034] 在一个实施例中，在透明固体基片发生固相表面生物分子物化反应的一侧有第二

镀膜层。其中，优选地，所述第二镀膜层为镀金膜层。更优选地，所述镀膜层的厚度为50纳

米。

[0035]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镀膜层与电势调制反应池中的缓冲液接触，并通过导

线与电势可调电源6连接，作为反应池的工作电极。

[0036] 在一个实施例中，参见图3，提供一种基于上述生物检测装置的检测方法，该方法

包括：步骤1，将一准直的入射光形成偏振光，将该光束形成为拓展的探测光束，以入射角a

照射至光电耦合单元；在电势调制反应池施加一特定电势，使得带有电荷的生物分子在固

相表面吸附，并发生表面物化反应；对扩展的探测光束所照射的反应区域的所有点的反射

光束同时进行CCD成像测量，获得光学信号。

[0037] 以上所描述的电子设备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的，其中作为分离部件说明的单元可

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上分开的，作为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

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

中的部分或者全部模块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目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

的劳动的情况下，即可以理解并实施。

[0038] 最后，本申请的方法仅为较佳的实施方案，并非用于限定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凡在

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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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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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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