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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及

配合其使用的针筒，该机台包含：一机台底板，其

上设一托盘固定架，该托盘固定架可沿一水平轨

道移动；一支架垂直设置于该机台底板上方，且

其上设有一垂直轨道；一垂直运动单元，该垂直

运动单元包含一基板，该基板上方设有一基板轨

道，一运动块沿该基板轨道设置，及一位于该运

动块下方并固锁于该基板的一针筒固定单元供

一针筒架设于其上；一活塞推进器固定单元供一

活塞推进器架设，使该运动块沿该基板轨道上下

移动时带动该活塞推进器而使该针筒产生正压

或负压，且该基板该系沿该垂直轨道设置而可带

动该运动块及该针筒固定单元对应该支架上下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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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其特征在于该机台(100)包含：

一机台底板(110)，其上设有一水平轨道(112)及一托盘固定架(114)，该托盘固定架

(114)能沿该水平轨道(112)于该机台底板(110)上水平移动；该托盘固定架(114)供容置一

试剂托盘(200)、试剂固定盘(116)及一样品托盘(118)；且该托盘固定架(114)设置一加热

槽(111)，且该样品托盘(118)下方设置一加热装置；

一支架(120)，其垂直设置于该机台底板(110)上方，且其上设有一垂直轨道(122)；

一垂直运动单元(130)，该垂直运动单元(130)包含一基板(132)及一垂直运动单元轨

道，该基板(132)能沿该垂直运动单元轨道上下运动，该基板上方设有一基板轨道(133)，一

运动块(134)沿该基板轨道(133)设置，及一位于该运动块(134)下方并固锁于该基板(132)

的一针筒固定单元(138)供一针筒(300)架设于其上；该运动块(134)对应于该针筒(300)上

设有一活塞推进器固定单元(136)供该针筒(300)的活塞推进器(302)架设，使该运动块

(134)沿该基板轨道(133)上下移动时带动该活塞推进器(302)而使该针筒(300)产生正压

或负压，且该基板(132)沿该垂直轨道(122)设置而能带动该运动块(134)及该针筒固定单

元(138)对应该支架(120)上下运动。

2.如权利要求1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其特征在于，该针筒固定单元(138)下

方设有一退料板(139)，且该针筒固定单元(138)的两侧设有一由马达(142)控制的弹簧机

构(140)，该弹簧机构(140)能带动该退料板(139)上下运动。

3.如权利要求1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其特征在于，该试剂托盘(200)包含一

托盘底座(202)，该托盘底座(202)上设有一卡匣容置空间(204)、一离心管容置空间(206)

及一离心管盖体容置空间(208)，且对应于该离心管容置空间(206)及一离心管盖体容置空

间(208)上方，设有一能开启/闭阖于该托盘底座(202)的托盘盖(210)，且该托盘盖(210)对

应于该离心管容置空间(206)处设有孔洞(212)。

4.如权利要求3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其特征在于，该卡匣容置空间(204)容

置一卡匣(400)，该卡匣(400)包含一移液吸管容置空间(401)以容置一移液吸管、一核酸结

合管柱容置空间(403)用以容置一核酸结合管柱、一转接移液吸管容置空间(404)用以容置

一转接移液吸管、一加热容置空间(405、406)、多个容置空间(407-416)，且该加热槽(111)

对应设置于该加热容置空间(405、406)下方位置。

5.如权利要求4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其特征在于，该卡匣容置空间(204)与

该卡匣(400)两者对应设置一公/母嵌合形状(214/418)，且该卡匣容置空间(204)于对应该

卡匣(400)容置处底部上方设有一档片(216)。

6.如权利要求5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其特征在于，该试剂固定盘(116)供一

装填结合液的试剂桶及一用以装填吸收液的吸收液桶容置。

7.如权利要求6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其特征在于，该样品托盘(118)供一装

填一欲萃取样品的样品桶容置。

8.如权利要求7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其特征在于，该托盘固定架(114)上容

置的该试剂托盘(200)、该试剂固定盘(116)及该样品托盘(118)为依序排列，且该试剂托盘

(200)的具有托盘盖(210)侧远离该样品托盘(118)。

9.如权利要求1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其特征在于，该针筒具有10-100cc的

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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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及配合其使用的针筒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系提供一种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及配合其使用的针筒，尤其为一种可萃

取大体积样品内的核酸，且萃取后的核酸样品体积可浓缩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及配合

其使用的针筒。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以及遗传物质的解码，越来越多的生物相关实验室或医院甚

至法医检验等等，皆频繁的使用抽取检体内的核酸来进行实验或检查。抽取并纯化核酸的

方法很多，而目前最常见的方法分成三类：管柱萃取法、磁珠萃取法以及试剂萃取法，而试

剂萃取法又分成两类，分别是有机溶剂萃取法和非有机溶剂萃取法。各种萃取方法皆有其

优缺点，然而，管柱萃取法是目前操作上最安全简便且效果最佳的方式。

[0003] 而利用该管柱萃取法的萃取流程可简单说明如下：装于微量离心管10内的处理过

的检体(如利用阴离子清洁剂将细胞打破释放出核酸，并使蛋白质变性)转置于一纯化管

中，该纯化管内部具有纯化膜，而纯化管下方则具通道可使液体流出。通常检体是利用微量

分注器(pipette)将微量离心管内的检体吸取后，由纯化管的上方注入至纯化管中。纯化管

外套有一废液管，将套合而为一体的双管置于离心机中离心，由于核酸带负电，会与带正电

的纯化膜结合而吸附于其上，而其它杂质则会因为离心力的关系而穿透纯化膜且通过纯化

管的下方通道而流到废液管内，此步骤称为「结合步骤」；接着，于纯化管内加入清洗液后再

次离心，使纯化膜上的杂质被离心出来提高核酸的纯度，此步骤称为「清洗步骤」；最后，将

纯化膜上带有核酸的纯化管转置到收集管中，加入特殊盐度及pH值的冲提液改变纯化膜的

电性，并再度离心，使核酸与纯化膜分离而流出，收集核酸于收集管中，此步骤称为「收集步

骤」。

[0004] 上述的管柱萃取法，过程较为繁复。虽然市面上已有自动化的管柱离心萃取机台，

但由于机台内必须设有离心设备，且由于管柱体积的限制，其萃取较为耗时，且不适合应用

于萃取大体积样品内的核酸。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及配合其使

用的针筒，其结构简单，效率更佳，且成品优良率好，避免相互干扰。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其特征在于该机台

包含：

[0007] 一机台底板，其上设有一水平轨道及一托盘固定架，该托盘固定架能沿该水平轨

道于该机台底板上水平移动；该托盘固定架供容置一试剂托盘、试剂固定盘及一样品托盘；

且该托盘固定架设置一加热槽，且该样品托盘下方设置一加热装置；

[0008] 一支架，其垂直设置于该机台底板上方，且其上设有一垂直轨道；

[0009] 一垂直运动单元，该垂直运动单元包含一基板及一垂直运动单元轨道，该基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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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该垂直运动单元轨道上下运动，该基板上方设有一基板轨道，一运动块沿该基板轨道设

置，及一位于该运动块下方并固锁于该基板的一针筒固定单元供一针筒架设于其上；该运

动块对应于该针筒上设有一活塞推进器固定单元供该针筒的活塞推进器架设，使该运动块

沿该基板轨道上下移动时带动该活塞推进器而使该针筒产生正压或负压，且该基板沿该垂

直轨道设置而能带动该运动块及该针筒固定单元对应该支架上下运动。

[0010] 其中，该针筒固定单元下方设有一退料板，且该针筒固定单元的两侧设有一由马

达控制的弹簧机构，该弹簧机构能带动该退料板上下运动。

[0011] 其中，该试剂托盘包含一托盘底座，该托盘底座上设有一卡匣容置空间、一离心管

容置空间及一离心管盖体容置空间，且对应于该离心管容置空间及一离心管盖体容置空间

上方，设有一能开启/闭阖于该托盘底座的托盘盖，且该托盘盖对应于该离心管容置空间处

设有孔洞。

[0012] 其中，该卡匣容置空间容置一卡匣，该卡匣包含一移液吸管容置空间以容置一移

液吸管、一核酸结合管柱容置空间用以容置一核酸结合管柱、一转接移液吸管容置空间用

以容置一转接移液吸管、一加热容置空间多个容置空间，且该加热槽对应设置于该加热容

置空间下方位置。

[0013] 其中，该卡匣容置空间与该卡匣两者对应设置一公/母嵌合形状，且该卡匣容置空

间于对应该卡匣容置处底部上方设有一档片。

[0014] 其中，该试剂固定盘供一装填结合液的试剂桶及一用以装填吸收液的吸收液桶容

置。

[0015] 其中，该样品托盘供一装填一欲萃取样品的样品桶容置。

[0016] 其中，该托盘固定架上容置的该试剂托盘、该试剂固定盘及该样品托盘为依序排

列，且该试剂托盘的具有托盘盖侧远离该样品托盘。

[0017] 其中，该针筒具有10-100cc的容量。

[0018] 还公开了一种配合如上所述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使用的针筒，其于一针筒前

端处具有一上嵌合形状及一下嵌合形状。

[0019] 利用本发明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相较于习知技术，有下列功效：

[0020] 1 .可取代习知的管柱方式手动核酸萃取，利用本发明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

效率更高；

[0021] 2.本发明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可萃取大体积样品内的核酸，且萃取后的体

积可浓缩为品质佳且优异的核酸样品；

[0022] 3.本发明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其特殊的排列设计，可使每一样品的萃取过

程在同一条卡匣上进行，不会有互相干扰而有污染的疑虑；

[0023] 4.本发明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所使用的卡匣为一体成型且为使用过后可抛

弃，使用本发明的机台，所有使用的液体材料均可「原位吸取/排除」，亦即，萃取过程中的液

体材料由何处被吸取，即可排回其被吸取的处或其他所欲的容器中，而不须使用特出的废

液桶进行收集。因此，若本发明的卡匣时，而当萃取核酸结束后，所有的废液均还是回到其

原本于卡匣中的位置，而可直接将该使用过后的卡匣丢弃，不仅方便且亦可减少交叉污染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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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本发明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示意图。

[0025] 图2：本发明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的底座示意图。

[0026] 图3-1：本发明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的试剂托盘示意图。

[0027] 图3-2：本发明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的试剂托盘装上卡匣的示意图。

[0028] 图4-1：本发明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前视图。

[0029] 图4-2：本发明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侧面示意图。

[0030] 图5-1：为移液吸管示意图。

[0031] 图5-2：为一核酸结合管柱示意图。

[0032] 图5-3：为一转接移液吸管示意图。

[0033] 图5-4：为一针筒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文中术语「一」及「一种」代表于本文中的语法对象有一个或多于一个(即至少一

个)。

[0035] 以下实施方式不应视为过度地限制本发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

者可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畴的情况下对本文所讨论的实施例进行修改及变化，而仍

属于本发明的范围。以下，将配合图式，说明本发明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的整体结构及

相关使用流程。

[0036] 实施例1

[0037] 首先，请一并参见图1至图3，图1为本发明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示意图，图2

本发明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的底座示意图，图3-1及图3-2本发明的试剂托盘200示意

图；本发明的机台100包含：一机台底板110，其上设有一水平轨道112及一托盘固定架114，

该托盘固定架114可沿该水平轨道112于该机台底板110上水平移动；该托盘固定架114供容

置一试剂托盘200、试剂固定盘116及一样品托盘118；且该托盘固定架114设置一加热槽

111，且该样品托盘118下方设置一加热装置；一支架120，其垂直设置于该机台底板110上

方，且其上设有一垂直轨道122；一垂直运动单元130，该垂直运动单元130较佳可为一板状，

其上包含一基板132及供该基板132相对于该垂直运动单元130上下运动的垂直运动单元轨

道(图中未示)，使该基板132可沿该垂直运动单元轨道上下运动，该基板上方设有一基板轨

道133，一运动块134沿该基板轨道133设置，及一位于该运动块134下方并固锁于该基板132

的一针筒固定单元138供一针筒300架设于其上；该运动块134对应于该针筒300上设有一活

塞推进器固定单元136供该针筒300的活塞推进器302架设，使该运动块134沿该基板轨道

133上下移动时带动该活塞推进器302而使该针筒300产生正压或负压，且该基板132该系沿

该垂直轨道122设置而可带动该运动块134及该针筒固定单元138对应该支架120上下运动。

[0038] 接着，请一并参阅图4-1，其系本发明的机台100前视图，由该图中可见，其中该针

筒固定单元138下方设有一退料板139，且该针筒固定单元138的两侧设有一由马达142控制

的弹簧机构140，该弹簧机构140可带动该退料板139上下运动。

[0039] 回到图2，可见到该试剂固定盘116用以供一装填结合液的试剂桶及一用以装填吸

收液的吸收液桶容置；且该样品托盘118用以供一装填一欲萃取样品的样品桶容置。该吸收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106554901 B

5



液桶、试剂桶及样品桶的大小可依据使用者的需求设计。

[0040] 接着，回到图3-1及图3-2，进一步说明该试剂托盘200的详细结构。参见图3-1，该

试剂托盘200包含一托盘底座202，该托盘底座202上设有一卡匣容置空间204、一离心管容

置空间206及一离心管盖体容置空间208，且对应于该离心管容置空间206及一离心管盖体

容置空间208上方，设有一可开启/闭阖于该托盘底座202的托盘盖210，且该托盘盖210对应

于该离心管容置空间206处设有孔洞212；参一并见图3-2及图5-1至图5-3，该试剂托盘200

的卡匣容置空间204用以容置一卡匣400，该卡匣400包含一移液吸管容置空间401用以容置

一移液吸管500、一核酸结合管柱容置空间403用以容置一核酸结合管柱501、一转接移液吸

管容置空间404用以容置一转接移液吸管504、一加热容置空间405、406、及多个容置空间

407-416，而其中该多个容置空间407～416的配置，较佳但不限于用于装填废液的容置空间

407、多个用于容置有清洗液的容置空间408-415及一容置有冲提液的容置空间416，且该加

热槽111对应设置于该加热容置空间405、406下方位置。该卡匣容置空间204较佳于该核酸

结合管柱容置空间403旁进一步设有一管柱盖体容置空间402，用以容置该核酸结合管柱

501的上盖502。

[0041] 其中，该卡匣容置空间204与该卡匣400两者对应设置一公/母嵌合形状214、418，

且该卡匣容置空间204于对应该卡匣400容置处底部上方设有一档片216，以利该卡匣400可

经由该公/母嵌合形状214、418放置入该卡匣容置空间204内，并将卡匣400往应该卡匣400

容置处底部推进，而由该档片216卡住卡匣400，使其能固定于该卡匣容置空间204；再者，设

置该公/母嵌合形状214、418，可形成一防呆装置，使用者可依照该公/母嵌合形状214、418，

使卡匣400能由正确的方向置入该卡匣容置空间204内。

[0042] 以下将详细说明本发明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相关使用流程，并一并说明各种

结构的设计概念，请一并参见所有图式。

[0043] 前置作业：试剂托盘200位于起使位置(即不会与上方垂直运动单元130碰撞处)，

使用者先手动将欲萃取的样品装填入一样品桶内，并于该样品桶内进一步加入裂解液

(lysis  buffer)等使样品的细胞或组织裂解，释出核酸；将该样品桶置入该样品托盘118

中，该样品托盘118下方具有一加热装置，可将该样品桶内的样品加热至30-100℃，较佳为

37、56或90℃，以提高核酸释放量。接着，将装填结合液的试剂桶及装填吸收液的吸收液桶

容置于该试剂固定盘116上。较佳的顺序为依照距离使用者的近远距离，分别为该样品桶置

入该样品托盘118，结合液的试剂桶及吸收液桶容置于该试剂固定盘116上的顺序；然后，将

装设有该移液吸管500、该核酸结合管柱501及转接移液吸管504的卡匣400置入于该试剂托

盘200的卡匣容置空间204内，将空离心管置入该离心管容置空间206，且离心管的盖体置于

该离心管盖体容置空间208内后，盖上托盘盖210，并将该试剂托盘200装回该机台100。最

后，将针筒300设于活塞推进器302分别架设于该针筒固定单元138及该活塞推进器固定单

元136。

[0044] 混合步骤：一开始，机台底板110上的试剂托盘200由该托盘固定架114沿水平轨道

112带动，使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能够对应至该移液吸管500处，该垂直运

动单元130将该基板132垂直下压处，使该针筒300接上该移液吸管500后，该试剂托盘200位

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对应至该样品托盘118的样品桶处，该垂直运动单元130上的该基板

132垂直下移，使该移液吸管500接触该样品桶内的样品，并经由该运动块134的上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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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该活塞推进器302，使该针筒300产生正压或负压，混合样品桶内的样品(如图1及图4-2

所示，图1为该运动块134下移，带动该活塞推进器302下移，使针筒300产生正压，可排出液

体；图4-2为该运动块134上移，带动该活塞推进器302上移，使针筒300产生负压，可吸取液

体)；混合完后，将针筒300上移(以下所称的针筒300上移或下移，均为指垂直运动单元130

上的该基板132透过该垂直运动单元轨道而相对于该垂直运动单元130垂直上下运动而带

动针筒300)，试剂托盘200移动至使针筒300能够对应至结合液的试剂桶位置，针筒300下

移，针筒300吸取(以下所称的针筒300吸取或排出液体或针筒300混合液体，均指因运动块

134的上下移动，拉动该活塞推进器302，使该针筒300产生正压或负压而吸取或排出液体或

重复动作使液体混合)结合液后，针筒300上移，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对应

至该样品托盘118的样品桶处，针筒300下移，排出结合液于该样品桶中，并混合该样品桶中

液体。结束后，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该针筒300能够对应原先接上移液吸管500处，利用

该马达142控制的弹簧机构140，该弹簧机构140可带动该退料板139向下运动，使该针筒300

上的移液吸管500退回该移液吸管容置空间401，将针筒300上移，完成此步骤。

[0045] 结合步骤：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能够对应至该核酸结合管柱501

处，针筒300下移接上该核酸结合管柱501，接着，针筒300上移，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

该针筒300能够对应至该转接移液吸管504处，针筒300下移接上该转接移液吸管504。针筒

300上移，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能够对应至该样品桶处，针筒300下移，吸取

样品桶内所有样品后，针筒300上移，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能够对应至装填

吸收液的吸收液桶处，接着，针筒300下移，将针筒300内液体排出至吸收液桶中。由于该核

酸结合管柱501具有纯化膜503，此时，样品中的核酸已结合于该纯化膜503上，因此由该针

筒300内排出至吸收液桶中的液体为废液。由于该含有核酸的检体中的裂解液中含有大量

的界面活性剂，故而将废液排出时，容易产生大量气泡而不利于操作，甚至溢出桶外造成污

染，因此该吸收液中具有可吸收泡沫的成份(例如添加消泡剂)，当该废液排入该吸收液桶

中，液体与空气混合所产生的气泡受到该混合液的吸收，将不会溢出至该吸收液桶外，减少

污染的疑虑；将针筒300上移，完成此步骤。

[0046] 清洗步骤：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能够对应至该装填有清洗液的容

置空间408，针筒300下移，吸取该清洗液，使清洗液能够通过该核酸结合管柱501的纯化膜

503，用以清洗该纯化膜503。针筒300上移，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能够对应

至该容置空间407，针筒300下移，排出废液至该容置空间407；此步骤可重复多次，即依序再

将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能够对应至该装填有清洗液的容置空间409，清洗

纯化膜503后，将废液排至前一个已吸取完毕的容置空间408处，依此类推，最后将针筒300

上移，完成此步骤。

[0047] 烘干步骤：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能够对应至该加热容置空间405

处，该加热容置空间405下方位置对应设置有加热槽111，加热槽111可加热至30-100℃，较

佳为50-70℃，更佳为65℃，将针筒300下移，使接于该针筒300上的该核酸结合管柱501以及

该转接移液吸管504容置于该加热容置空间405内，经由空气加热方式将纯化膜503上的残

留清洗液烘干，并可同时将清洗液中残留的酒精蒸发，提高后续核酸回收效率。该加热槽

111可于上开清洗步骤清洗至第3次时开启，以免开启过久，影响卡匣400内的试剂变质；最

后将针筒300上移，完成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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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收集步骤：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能够对应至容置有该冲提液的该

容置空间416，将针筒300下移，吸取该冲提液，使冲提液能够通过该核酸结合管柱501的纯

化膜503，释放该核酸于该冲提液中。将针筒300上移，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

能够对应至一置有空离心管的离心管容置空间206，针筒300下移，通过该托盘盖210上的孔

洞212，将溶有核酸的冲提液排入该位于离心管容置空间206的离心管内。由于托盘盖210提

供一段差，因此该针筒300该转接移液吸管504前端不会接触到该离心管的底部，故而即使

将溶有核酸的冲提液排出至该离心管内，可避免冲提液因转接移液吸管504前端抵住离心

管的底部造成的压力而喷溅；最后将针筒300上移，完成此步骤。

[0049] 回收步骤：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筒300能够对应至该转接移液吸管容置

空间404处，利用该马达142控制的弹簧机构140，带动该退料板139向下运动，使该针筒300

上的转接移液吸管504退回该转接移液吸管容置空间404；试剂托盘200位置移动到使该针

筒300能够对应至该核酸结合管柱容置空间403处，利用该马达142控制的弹簧机构140，带

动该退料板139向下运动，使该针筒300上的核酸结合管柱501退回该核酸结合管柱容置空

间403处。试剂托盘200回归起使位置，使用者可将试剂托盘200整体由机台中拿出，开启托

盘盖201取出收集有核酸的冲提液的该离心管，并将使用过的废弃卡匣400移出后丢弃。

[0050] 若为抽取样品的DNA时，则可于上述的结合步骤中，当针筒300下移接上该转接移

液吸管504的该步骤后，先将冲提液吸取至卡匣400中的加热容置空间406，然后再进行后续

的吸取样品使核酸结合至纯化膜503的步骤；后续的清洗步骤均相同，仅收集步骤中，原先

针筒300至容置有该冲提液的该容置空间416，吸取该冲提液处，改由至该加热容置空间406

吸取该加热后的冲提液(温度约为30-100℃，较佳为50-70℃，更佳为65℃)，因加热后的冲

提液当通过该核酸结合管柱501的纯化膜503，能够促进该核酸释放于该冲提液中，提高DNA

回收效率。

[0051] 实施例2

[0052] 参阅图1，本发明的机台100的另一实施态样为，该支架120亦可水平移动，亦即，可

对应于该支架120下方，于该机台底板110处设置另一水平轨道(图中未示)，因此能使该支

架120带动其上所设置的垂直运动单元130一并水平运动；因此，实施例2与实施例1的差别

在于，该机台100于进行自动化萃取核酸时，上述实施例1中，并不限制仅能由试剂托盘200

由该托盘固定架114沿水平轨道112带动的水平移动，而系可改为由该支架120水平移动，将

针筒300带动至上述实施例1中各步骤的对应位置。

[0053] 实施例3

[0054] 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为提供一种本发明的自动化萃取核酸的机台100所使用的针

筒300，请一并参阅图5-4，该针筒于一针筒前端处具有一上嵌合形状304及一下嵌合形状

306，该上嵌合形状304及该下嵌合形状306并未特定，只要能与图5-1的移液吸管500及图5-

2的核酸结合管柱501可拆卸式套合即可。于一较佳的实例中，该上嵌合形状304与该移液吸

管500可拆卸式地嵌合，而该下嵌合形状306与该核酸结合管柱501可拆卸式嵌合。

[0055] 使用本发明的机台100及对应配合的装置，所有使用的液体材料均可「原位吸取/

排除」，亦即，萃取过程中的液体材料由何处被吸取，即可排回其被吸取的处或其他所欲的

容器中，且均在同一行列的运动轨迹内的容器中，而不须使用特殊的废液桶进行收集。因

此，所有的废液均还是回到其原本于卡匣400中的位置，而可直接将该使用过后的纯化匣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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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不仅方便且亦可减少交叉污染的风险。

[0056] 再者，由于该针筒300可吸取大体积的样品，因此本发明的机台100可自动化萃取

大体积样品中的核酸，使该核酸结合于纯化膜503上，但最终的收集步骤中，吸取的冲提液

可为小量(约200μl)，因此，等于将溶出的核酸浓缩，得到高品质的核酸萃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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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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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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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说　明　书　附　图 4/7 页

13

CN 106554901 B

13



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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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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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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