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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泳分离芯片及核酸提取微流控系统研究

——据哈尔滨工业大学专家李松晶报告录音整理

◆液压系统预防性维护 

——据英国·威泰科产品有限公司专家Martin Cuthbert报告整理

说到微流控的芯片，现在也是很热门的一个研究课

题，微流控领域被Nature杂志称为是21世纪的技术，财富

杂志也曾经说微流控技术是改变未来的七项技术之一。

产品代理为终端客户定期地去做一些关键数据的采

集，然后针对每一台他们销售出去的仪器建立一个数据

库，再后通过数据对比来观测整个机器运行的情况，从而

帮助客户在出现故障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液

压系统现在运行的情况，对故障做出预判，避免了意外停

机，这等于延长了系统跟仪器的使用时间，他们通过后市

场的服务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PTC ASIA 2019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之二十～之二十一）

本刊编辑  张婷婷（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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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泳分离芯片及核酸提取微流控系统研究
——据哈尔滨工业大学专家李松晶报告录音整理

PTC ASIA 2019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二十

11:30～12:00   磁泳分离芯片及核酸提取微流控系统研究

李松晶/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

今天这个报告主要是介绍机械

和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交叉工作，

叫做磁泳分离芯片及核酸提取微流

控系统。我们也带来了这个芯片和

初步的样机，在我们展台那里。现

在我把我们的工作给大家做一个简

单的介绍。

研究背景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现在

生物医学不断地进步，核酸（核酸

是DNA和RNA的总称）的提取、扩增

和分离逐渐成为分子生物学的一个

重要手段，病毒检测、DNA测序现

在都是很热门的应用。在基因分

析和疾病检测中，DNA提取是最为

关键的步骤。但传统人工核酸提取

方法操作繁琐，浪费大量人力而且

对试剂消耗很大，每个步骤没有精

确的控制，难以推广到大规模重复

实验。所以将提取过程和微流控芯

片结合实现微全分析系统，以实现

核酸提取分析过程的集成化、自动

化、微缩化，是生物医学领域非常

需要发展的一项内容。

比如我们要做一个核酸的提

取，需要操作人员把试剂反复地加

到试管里面，然后把它放到仪器里

去做分析。有的时候操作人员由于

疲劳的原因，加着加着就忘了自

己加到哪一步了，于是出现了误操

作，这是很容易发生的错误。所以

为了使生物医学分析的操作尽可能

简化，现在就想把这些试剂加到一

个微流控芯片上，后面所有的反应

过程，包括提取、扩增都在一个芯

片上完成，再加上微流控的驱动系

统、光学检测系统，这样只要在一

个集成的装置上，就可以完成一个

复杂的实验室要完成的操作和检测

的过程。

微流控分析系统具备在微流控

芯片上实现过程集成化、自动化、

微缩化的特点，能够极大地减少试

剂的消耗量，缩短分析时间，提高

分析检测效率。因此在疾病诊断、

生化分析、临床实验领域获得了广

泛的关注。

我们这次带来的主要是磁泳分

离的核酸提取的芯片，说到核酸的

提取，传统的方法有这样几个：

酚-氯仿抽提法；密度梯度离心

法；热提取法。它们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对操作和设备要求比较简单，

但是有机溶剂毒性大，重复性劳动

多，难以实现自动化微型化。所以

现在比较常用的核酸提取的方法是

膜分离电渗技术和固相萃取技术。

膜分离电渗技术是利用透过性膜或

离子交换膜，依靠电能或者化学能

来实现分离；固相萃取主要是用固

相，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磁珠，

用磁珠萃取的方法，所以又把这种

方法叫做磁泳分离。

磁珠萃取的方式是利用不同表

面电性的磁性复合微珠与核酸分子

10月25日

主持人：刘银水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液压气动与密封/2020年第11期 99

企业之声 Voice  of  Enterprise

发生共价键的结合，把核酸DNA分

子吸附到磁珠上。我们需要提取

DNA时，先利用磁珠吸附DNA，然后

再把DNA洗脱下来，这样就可以实

现核酸的分离，这个就是磁泳分离

的基本原理。所以固相萃取的方法

是现在很常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

法操作、实现的过程都比较简单，

核酸的提取精度比较高，而且它容

易和微流控系统结合形成微全分析

系统，我们的芯片就是基于这种核

酸磁泳分离的方式来实现的。

磁泳分离芯片设计

常规的操作就是把样品、反应

溶液、磁珠都放到离心管里，搅拌

混合均匀，发生反应，细胞裂解开

来，然后蛋白质、核酸等分散在溶

液当中。图中红色的就是磁珠（见

图1），它可以吸附绿色的核酸分

子，然后用一个磁场把磁珠固定下

来，再倒掉溶液以去除杂质；之

后加入洗脱溶液，把DNA从磁珠上

洗脱下来，再用磁场去吸附磁珠，

这时的溶液就是要提取的核酸样本

了。我们的芯片也是基于这样一个

过程来实现的。

比如这里面有加入溶液的操

作，要想实现自动化的话，就需要

有一个自动加入溶液的系统，这个

就是常规的机械流体驱动系统了。

加入各种溶液之后，有的可能还需

要加热的步骤，有的可能需要混合

的步骤，这些功能就需要集成到芯

片上，之后还有加磁场进行吸附，

然后排液、再吸附等，整个就是这

样一个过程。

 目前使用较多的是磁棒式DNA

提取装置，磁棒可以移动到不同的

储液池里吸附磁珠，它还有一个搅

拌套实现搅拌功能，所以它是一个

可以实现核酸提取的自动化装置。

搅拌套先不加磁棒在混合容腔进行

搅拌，使磁珠与反应溶液充分混合

并吸附核酸分子，然后加磁棒收集

磁珠，再把收集的磁珠放到下一个

容腔里，之后磁棒离开释放磁珠。

即靠磁棒的移动，在不同的反应容

腔里完成核酸的提取过程。这种核

酸提取装置最主要的问题是它很难

和下一步的反应集成，它只能是单

独的完成提取过程，而且这个过程

很难防止样品之间交叉污染。

在磁珠法核酸提取的过程当

中，混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

因为磁珠很容易因为重力沉淀到反

应容器的底部，所以如何让磁珠和

反应溶液充分混合，是完成高精度

提取的一个关键。现在常规的混合

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试管晃一

晃摇一摇，或者是现在有自动化混

合装置，把试管放到装置上，然后

它产生一个震动，这个溶剂就混合

了，所以这个平台本身可以起到一

个搅拌震荡的作用。但是如果要集

成到一个集成系统里面的话，现在

这些振动混合的装置就不太适合了。

如果要在芯片上实现混合的

话，我们就提出来用加热气泡的方

法，用气体搅动反应溶液形成涡

流，这样能够让磁珠和反应溶液充

分混合，所以我们这个芯片采用的

就是这个方法，这样能够让芯片集

成系统更加简单。

说到微流控的芯片，现在也是

很热门的一个研究课题，微流控领

域被Nature杂志称为是21世纪的技

术，财富杂志也曾经说微流控技术

是改变未来的七项技术之一。

制作微流控芯片所采用的材

料（见图2），通常是PMMA（亚克

力）、PMS（通常叫硅胶），有弹

性变形的材料，另外还有有机玻

璃、高分子树脂。加工制作的工艺

 图1  磁珠法提取核酸

 图2  制作微流控芯片的常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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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通常是微加工、热压、铸造、

注塑、蚀刻等这样的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虽然和传统的方法比较类

似，但是它使用的一些装置、完成

的工艺和传统的是不一样的，有一

些区别。微流控领域还有一个比较

特殊的技术就是软刻蚀的技术（见

图3），它是利用光刻胶制作出一

个模具，再把制作芯片的材料浇上

去，然后进行固化，固化之后，取

下来，材料上就可以形成微结构

了，这就是软刻蚀的技术。这是微

流控芯片里应用比较多的加工制作

的方法，和我们传统的方式是不一

样的。

针对不同的驱动系统，我们可

以将芯片设计成单通道的或者多通

道的。然后如果是多层的话，可能

就是有液体驱动层、气体驱动层、

阀控制层、混合层，就是不同的层

可以设计成不同的功能（见图4）。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不同结构

的芯片样品（见图5），有反应容

腔、进液排液、还有控制的微阀，

我们的展台上就有这样的样品。

气泡混合研究

因为混合的程度决定了提取的

浓度，所以我们主要是对气泡混合

效果做了一些摸索。我们设计了这

样的气泡混合芯片（见图6），因

为重力，磁珠平时是在芯片的底

部，我们可以用气泡把它搅动起

来，形成一个涡流，实现比较充分

的混合。这个芯片是多层的，采用

微加工实现、用热压机加工出来的

一个芯片，它比较简单，反应的溶

液是比较微量的。

我们对气泡混合的效果做了这

样一些研究：首先对不同驱动压力

下的气泡的混合情况进行了CFD模

拟，看它的混合效果是怎么样的，

 图3  微流控芯片常用加工方法——软刻蚀

 图4  微流控芯片示意图

 图5  微流控芯片样品

 图6  气泡混合的芯片

对结果进行了定性分析和比较。然

后设计了气泡混合实验系统，用于

测量由驱动压力变化引起的混合效

率变化，实验系统由计算机、高速

摄像机、气泵、数字精密压力调节

器、LED灯和微流控芯片组成，可

以拍摄、观测这个流场，看它的混

合程度是怎么样的。最后对实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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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芯片的进液和排液，它的

控制回路是这样的（见图9），芯

片的驱动方式可以是气压驱动的方

式，或者是微泵驱动的方式也可

以。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这种

气压驱动的方式，具体的原理我就

不多做介绍了。

微流控系统包括压力驱动装

置、液体驱动装置，还有控制、检

测，因为是微量流体的驱动和控

制，所以对检测的要求比较高，如

果要精确控制微量流体的话，现在

咱们常规的检测手段是不够的，这

也是我们后面要进一步进行摸索和

象进行分析，研究的参数包括气泡

的大小、气泡的多少，分析它们对

流场的影响。比如说只有一个气泡

的时候它的混合效果是怎么样的，

同时有多个气泡的时候它的混合情

况又是怎么样的。另外我们要研究

气泡的生成跟什么参数有关系，比

如说要生成一个气泡的时候压力是

多少，要生成多个气泡的时候压力

又是多少，要得出气泡生成速率随

驱动压力的变化情况、气泡体积随

驱动压力的变化情况，等等。当然

最主要的是研究混合的效率，什么

样的压力，什么样的气泡尺寸的时

候，混合的更加快，更加均匀。

这个气泡混合芯片还可以有一

些其他的应用，比如把水和油混合

（见图7左侧），可能它会比人工

震荡效果更好一些，而且这种混

合方式芯片是不需要动的，只是

里面的流体在流动。再比如微量萃

取（见图7右侧），微量萃取的时

候，我们可以也用这个芯片，用这

样的气泡混合方式实现，右边是萃

取的结果。

核酸提取微流控系统设计

针对这种采用磁泳分离方式实

现核酸提取的芯片，我们要设计相

应的驱动系统（见图8）。这个系

统和我们的机械装置区别不大，

包括驱动部分、控制部分、电路

部分、采集部分，基本也是这些组

成部分。这个系统具体的工作方式

大概是这样：芯片滑落到工作位置

时，气缸推动连接进液管注射器的

机械手完成芯片进液；加热片靠近

芯片，并对进液后的芯片加热；通

过永磁体对磁场的控制完成磁珠的

转移和吸附；储液管连接到另一个

气源装置，可以控制液体的进入和

排出。

 图7  油水混合、微量萃取

研究的内容。现在的传感器，比如

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都是常规

尺寸的，针对这种微量的应用场合

怎么样进行研究，怎么样进行设

计，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内容。

我们设计的样品，有单通道

的，就是针对一个芯片，完成所有

操作的这样一个装置；也可以有多

通道的，就是同时可以对几个芯片

进行操作，最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可

以得出几个芯片的分析结果，完成

几个样品的分析。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

家！

 图8  磁泳分离微流控系统

 图9  控制芯片进排液的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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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系统预防性维护 
——据英国·威泰科产品有限公司专家Martin Cuthbert报告整理

PTC ASIA 2019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二十一

大家好！我们来自于威泰科公

司，马丁先生是我们公司的营销总

监，我是负责东亚市场的张慧敏。

我们的工厂设在英国，我们是英国

流体协会的会员，是英国流体动力

中心的支持单位，今天我们受英国

流体协会的委托来做这场报告。谢

谢大家！

威泰科公司是由马丁先生的父

亲在1964年创立，一直坚持家族经

营的模式，至今已经有55年的历史

了。期间先后成立了威泰科美国、

威泰科法国、威泰科测量-德国办

事处、威泰科上海代表处、威泰科

（香港）有限公司、威泰科德国有

限公司。威泰科除了从事液压阀

件的生产研究外，还致力于测试

设备、测试方案的开发、生产、

推广，致力于液压系统的测量、控

制，致力于提高液压系统的工作性

能。今天下午主要是为大家介绍液压

系统预防性维护的概念，并且将我们

客户使用的一些案例分享给大家。

BFPA（英国流体协会）就相当

于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职能也是一样的，一直致力于支持

与推广英国的液压、气动与控制产

业，旗下有超过250家英国厂家和

代理商。英国流体协会设有英国流

体动力中心，主要致力于培养英国

流体动力方面的专业人才。大家可

以在英国流体协会的主页上面找到

相关的资讯，培训课程也是协会提

供的服务之一，如果大家感兴趣的

话，可以上英国流体协会官网去查

看一下。

预防性维护的概念

什么叫预防性维护？我们常说

如果把液压系统比喻成一个人体的

话，我们最关注、也最容易发现的

问题就是人的血压，我们会经常去

测量血压，根据血压的情况来判断

我们身体的状况。那么是否可以把

液压系统当作我们人的身体，做相

关的预防性维护呢？

今天就取一个典型的液压元

件——液压泵作为案例（见图1），

这是一个典型的液压泵的表现曲

线，红线就是它的生命周期，下面

 图1  典型的液压泵表现曲线

10月25日

主持人：施光林

上海交通大学

13:30～14:00   液压系统预防性维护 

Martin Cuthbert/专家（英国•威泰科产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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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轴是时间。那么不同的泵在不同

的应用情况下，其生命周期的长短

是不一样的，生命周期对某些系统

来讲，可能是以月来计的，但是对

于某些系统来讲，可能是以年来计

的。我们怎么去预判它们呢？我们

拿到健康的泵以后，从时间点A点开

始算起，到B点就是这个泵正常的生

命周期和工作状态，但是过了B点之

后，大部分的泵会出现问题，会带

来停机的烦恼。现在大部分公司的

做法是在泵出现失效的时候，才紧

急采取措施，判断故障原因并更换

零部件，这就叫故障性维护。

这是我们故障性维护的曲线

（见图2），第一段红线是显示正常

工作的时间，中间断开的就是泵失

效停机的一个时间表示，我们可以

看到从第一次停机到第二次停机的

时间间隔是无法预测的，而且随着

泵多次出现故障，我们会发现泵出

现故障的频率是不断升高的。对于

厂家和用户来说，时间点1、2之间

的时间跟时间点2、3之间的时间我

们是无法预测和计算的，这部分停

机的时间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相

信大部分企业没有把日后停机要承

担的成本计算在产品的成本里。故

障性维护的缺点就是我们无法预测

什么时候会出现停机，这使得我们对

“企业的品质、形象以及最终用户对

机器质量的认定”等都无法掌控。

所以我们就引进了一个预防性

维护的观念（见图3），它跟故障

性维护有什么不一样呢？以泵为

例，厂家告诉我们一个泵的生命周

期是一万小时，这样我们可能会在

一万小时达到之前去做泵及其元件

的检查、维修、更换，这就是预防

性维护。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

一万小时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得出来

的？一般来讲，它是在最理想的工

作状态下得出来的，是它的最长生

命周期。我们知道，每一个机器的

工作是环境不一样的，在良好的工

况下生命周期可能是7年，但是在

极端的工作环境下可能生命周期只

有4年，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

泵的生命周期呢？或者说怎么根据

不同的工况去选择适合我们的一个

预防性维护的方案呢？

于是我们再引进一个新的概

念，叫预测性维护（见图4）。预

测性维护跟预防性维护不同的是，

 图2  故障维护

 图3  预防性维护

 图4  预测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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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维护是我们根据厂家提供的

信息去计划元件维护维修的方案和

时间；预测性维护是我们根据自己

实际的状况，通过对液压元件持续

长期的监控和数据记录，得到液压

元件准确的生命周期，以确保系统

运行的正常。

这里只是举例说明，一个简

单的液压系统可以做的测试有哪

些、使用的传感器有哪一些（见

图5），至于具体使用哪些传感

器、测试哪个点肯定要根据我们自

身的应用来决定。如果在做这个系

统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想好预防性

维护的方案，或者还不确定要在哪

个点对相应的液压数据做测量和记

录的话，我们也可以采取在管道或

者是油温进出口预埋测试点的做

法，然后等方案出来的时候，我们

再去适度地增加相应的传感器，去

测量流量、压力、温度以及油液清

洁度等。比如在油箱之前，加装流

量传感器来测量最后进入油箱的流

量，或者在泵的周围加装温度传感

器去检测泵的工作温度等。

典型便携式测试方案

关于预测性维护，我们今天就

给大家带来一个实际的案例（见

图6）。这个客户是一个位于英国

的、做数控水射流切割机的工厂，

他们现在做的一个推广方案就是跟

他们的代理合作，代理除了负责仪

器的销售之外，还要负责仪器的维

修和保养。那么代理是怎么做维修

保养的呢？代理为终端客户定期地

去做一些关键数据的采集，然后针

对每一台他们销售出去的仪器建立

一个数据库，再通过数据对比来观

测整个机器运行的情况，从而帮助

客户在出现故障之前，就可以清楚

地知道他们的液压系统现在运行的

情况，对故障做出预判，避免了意

外停机，这等于延长了系统跟仪器

的使用时间，他们通过后市场的服

务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这是我们根据从数据采集仪上

采集的实际数据做出的图表（见

图7），将这3个案例拿出来给大家

分享。左上角是一个泵测试出来的

图表，液压工程师会根据这个图表

 图5  液压系统常用的测试点

显示的压力曲线来判断泵的容积效

率以及它在一定工况下的使用情

况；左下角是我们在测试旋挖钻机

钻头时出来的一个图表，这个测试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测试更换的元件

与之前使用的元件，在相同的工况

下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右边的

图是在相同工况下面，针对2台机

器去测试，然后去做2台机器工作

 图6  CNC水射流切割机的故障预测性保养

 图7  采集出来的数据转化为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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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邮件给我们sales-hk@webtec.

com，跟我们探讨一下。

效率的对比。

那如果我们在机器出厂之前，

就把原始数据采集起来，或者是第

一次开机的时候就把原始数据采集

起来，开始建立数据库，然后我们

就可以通过有计划的、定期的数据

采集追踪整台机器，或者针对一定

的液压元件，做液压元件生命周期

的预判。

我们线下的产品，可以用来做

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的就是大家看

到的3个产品（见图8）。左边是便

携式的数据液压万用表，它可以做

12组流量压力温度的数据采集，现

在使用的用户大部分是做属具附件

的比较多，因为它们在加装属具的

时候，需要对主机做泵的工作效率

的测试。中间这台是一个便携式的

数据采集仪，入门款的，可以同时

连接3个随意搭配的传感器（比如

用2个压力传感器去测压差，再加

一路流量传感器），测量6个通道

的数据，搭配软件使用，来做曲线

分析。最右手边的这一款，它可以

同时连接28个流量压力温度的传感

器，同时它可以在仪器自身的屏幕

上做曲线的实时显示，用这款机器

的大多是做研发的工程师，用来做

复杂液压系统的测试。

这是我们帮几个欧洲客户做的

测试套组定制化的方案（见图9），

我们根据客户不同的要求做的流量

计、数量压力传感器，数量的搭

配。左边是德国卡赫公司的；中间

是我们为凯斯欧洲分公司做的一个

售后服务方案；右边是我们跟德国

久保田合作的，给久保田在欧洲的

售后团队定制的一个工具。

这是我们对以后未来故障诊断

方面的一个预测（见图10），我们

会跟云结合，然后把所有的数据采

集起来，建档做对比，在故障发生

前做出预测。以后后市场服务的成

本可能要整合到主机销售的成本上

面，现在欧洲一些厂家已经这样做

了，就是主机厂能够给客户提供一

个承诺：我这个机器在今后5年、

10年、甚至15年的使用时间里面不

会出现问题。

针对测试这部分，我们去年就

跟欧洲的一些专家出了一本关于测

试的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

以联系我们www.webtec.com.cn，

我们可以把资料转寄给大家。如

果您有什么问题，或者希望跟我

们讨论一下适合您的方案，您也可

 图8  液压数据采集工具

 图9  定制方案

 图10  未来的方案-实时状态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