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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芯片流速控制方法及在多步骤实验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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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微流控芯片是可用于复杂液体样品高效快速处理并进行检测分析的新型平台，可以广泛应用于

食品检验、环境监测等多个邻域，尤其在疾病诊断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纸质微流控芯片因其具有制造成本
低廉、使用简单方便、无须外部驱动力、方便携带、适用于小量生物化学样品检测等众多优势而受到了广泛关注。
纸质微流控芯片液体流速控制是完成复杂实验的基础，通过设计阀门、3D 纸通道等技术可实现多步骤实验的自
动有序完成。本文就纸质微流控芯片液体渗流控制方法及其在连续多步骤检测中的应用及成果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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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控系统可用于量小、复杂液体样品的高效、快速
检测，同时具有体小质轻、操作简便、携带方便等优良特性。
传统的以硅、玻璃、石英、高聚物等材料作为基底的微流
控芯片耗时长，并且对研制设备和研制环境的要求较为苛
刻，不利于微流控芯片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纸张作为
一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材料，它的渗透性、疏水性和反应
性均能够通过简单的化学修饰进行调节，是一种极具潜力
的微流控芯片基底材料。
纸质微流控芯片是一种新兴的微流控分析技术平台，
它以纸张作为基底材料，通过各种加工修饰，在纸上形成
具有一定构造的亲 / 疏水微细通道网络，并与相关的分析仪
器共同组成“纸上微型实验室”[1-3]。
纸质微流控芯片制作技术多样，包括 ：1) 紫外光刻法 [4] ；
2) 折纸法 [5] ；3) 蜡印法 [6] ；4) 喷墨打印法 ；5) 等离子体处
理法 ；6) 柔印法 ；7)PDMS ；8)AKD 打印法 ；9) 丝网印刷法 ；
10) 硅烷 UV/O3 成型法 ；11) 电路印制技术等 [7]。当前应用
最广的是紫外光刻法、蜡印法和折纸法。近年来，将纸质
微流控芯片与各种分析检测技术相结合的检测平台层出不
穷，已经通过比色法 / 电化学法 / 化学发光法 / 荧光 / 电化
学发光法实现了多种生物化学物质的快速检测 [8-12]。Zhang
课题组 [13] 将 CCD 图像传感器应用于纸质微流控芯片化学
发光 / 电化学发光检测平台，CCD 图像传感器具有廉价、
可与智能手机报告系统相兼容的特点，该检测平台具有便
携、传播便利的优势。
纸质微流控芯片流体控制是其设计和应用的瓶颈之一。
经过近十年探索，逐步发展为流体渗流时间、方向可控，
可自动完成样品加工处理、样品孵育、实时试剂混合等多
步骤实验的复合装置，在复杂多步骤检测实验中具有良好
的应用前景。本文对纸质微流控芯片液体渗流控制方法及

其在连续多步骤检测中的应用及成果进展进行综述。

1

纸质微流控芯片液体流速控制方法

操纵液体在纸质微流控芯片上的流动是设计、制作纸
质微流控芯片的中心环节。液体流动控制使在同一个纸质
微流控装置中完成多步骤反应、多重时间分析检测成为可
能。纸质微流控芯片液体流动是一个以毛细管渗透作用为
基础的自发、被动的过程，主要受到纸张的材质和均一性、
纸通道空间维度、液体黏度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14]。液体在
有孔介质中的毛细流动过程可用 Lucas-Washburn's 方程描
述：
l(t) =

（1）

式 中，l(t) ：渗透距离，t ：时 间，r ：孔隙半 径，μ ：
液体黏度，γ ：表面张力，θ ：接触角。
液体流动速度控制分为加快液体在纸质微流控芯片的
流动速度和减缓流动速度两个方面。

1.1

减慢液体流动速度

减慢液体流动速度，有利于反应充分完成，同时可以
通过控制各反应试剂的流动速度实现多步骤实验的自动完
成。减缓液体在纸质微流控芯片流动速度的方法主要可以
分为两类 ：1）通过改变纸通道的几何结构以减缓流速 ；2）
通过化学物质在纸通道沉积改变亲水通道中多孔介质空隙
半径而减缓流速。
1.1.1 通过改变纸通道的几何结构减缓流速 Apilux 等 [15]
通过在亲水通道中设计纵向挡板间接增加了纸通道的长
度，从而改变各种试剂流动到反应区和检测区的时间。他
们使用硝酸纤维素膜制作已设计好通道结构的纸质微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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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并将各种试剂储存于通道的特定位置以控制其到达
检测区的时间，通过简单的样品滴加步骤启动芯片上的多
步骤反应，自动完成了用于人体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检
测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Bhushan 等 [16] 报道了一
种通过在纸通道的特定位置安装吸收垫以减缓流速的方法。
在到达吸收垫前及通过吸收垫后，液体的流动遵循 LucasWashburn’s 方程。吸收垫的设计可以有效减缓液体的流
动速度，改变各种试剂到达检测区的时间。受吸收垫厚度
的影响，延迟时间可达 3 ～ 20min。他们利用该方法制作
POCT 装置，实现了疟疾蛋白 Pf HRP2 的放大检测。Shin 等 [17]
报道了一种通过增加纸通道特定区域表面压力从而控制液
体在多孔通道中流速的方法。当向纸通道特定区域表面施
加压力时，通道的空隙变小、渗透性变小、液体阻力变大，
从而在该区域实现液体流动延时。液体流动速度随着施加
压力的增大而减小，流速最大可减小 740%。他们通过该方
法在聚丙烯纸上制作了一种可用于多种液体连续递送的装
置，并完成了通过比色法进行结果判读的免疫检测。
1.1.2 通过化学物质在纸通道沉积减缓流速 糖类、蜡等
化学物质在纸通道的沉积可以延迟液体流动，液体流动速
率可由化学物质的量、浓度控制。Lutz 等 [18] 通过将可溶解
的糖类沉积于纸通道的方法，在纸质微流控芯片上建立了
可控的液体流动延迟系统。他们将不同浓度的糖类（10-70%）
滴加到纸通道中并晾干，延迟时间随糖类浓度增高而增长，
可达数分钟到一小时。利用此技术制作的纸质微流控系统
只需要简单的一步人工操作激活便可以自动完成四步液体
流动反应，已用于疟疾检测的信号放大“三明治”免疫分析。
具有操作简便、反应快速、成本低廉等特点。Jang 等 [19] 报
道通过调整亲水通道中蜡点的疏密程度控制流速。通过调
整亲水通道的亮度来控制蜡点的疏密，亮度越低，蜡点越
密集，通道的渗透性越低。此方法可以在蜡打印疏水隔离
带时同时完成亲水通道中蜡点的打印，实现液体流动的精
确控制。

1.2

加快液体流动速度

加快液体流动速度有利于节省实验时间，提高非特异
结合物的洗涤效率，可以应用于快速、即时检测 POCT 系
统构建。
Giokas 等 [20] 报道的方法既可实现液体的加速流动，也
可减缓液体流速，而无须提供外在的驱动力。使用 Xerox
Phaser 8560N 蜡打印机制备纸质微流控芯片，然后将其
放置在加热器上 138±3℃加热 2min，使蜡融化并渗透入
Whatman 1 号层析纸形成疏水隔离带。使用线性 1200 单通
道记录仪在纸质微流控芯片亲水通道表面雕刻与液体流动
方向平行或垂直的开放通道，与液体流动方向平行的开放
通道可加快液体流动速度，与液体流动方向垂直的开放通
道可减缓液体流动速度。实验结果表明当水平方向开放通
道的长度达 10mm 时，液体在亲水通道中的流动速度显著
增快 ；当开放通道的长度进一步增长时，液体流速趋于稳
定，流动速度与未经处理的亲水通道相比提高 60%。与液
体流动方向垂直的开放通道可以减缓液体流动速度，主要
与垂直通道数目相关，随着垂直通道数目的增加，液体流
速逐渐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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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or K 等 [21] 报道了双层纸通道堆叠的芯片，根据
Lucas-Washburn 方程，多孔介质半径的增大可以加快液体
渗流。纸张的空隙半径是恒定的，两层纸通道堆叠在一起时，
两层纸张之间形成一个空隙，可以间接增大多孔介质半径，
从而加快流速。实现该思路方法为 ：1）使用 Xerox Phaser
8560 蜡打印机在两张 Whatman 1 号层析纸上打印出疏水隔
离带，在对流恒温烤箱中 195℃加热 5min，使表面的蜡融
化渗透入层析纸。2）冷却 5min 后，使用 CLP-680ND 打
印机在层析纸表面打印四层调色剂。3）使用 Purple Cows
3015c 层压机将两张层析纸覆盖有调色剂的表面层压结合
（调色剂作为粘合剂）。实验结果表明液体在双层纸质微流
控芯片中的渗流速度与传统的单层纸质微流控芯片相比显
著加快。流经长度为 4.5cm 的纸通道，在双层纸质微流控
芯片中只需 3.1min 即可完成，而在单层纸质微流控芯片中
需要 20min。该制作方法比单层复杂，制作时间较长，适用
于长距离液体流动控制及具有复杂通道网络的纸质微流控
芯片设计。

2

纸质微流控芯片在多步骤实验中的应用

生物分子检测，尤其是基于免疫反应和核酸分子杂交
的检测通常包含有序的多重步骤。与传统的基于侧向层析
原理的检测方法相比，纸质微流控芯片在有序多步骤检测
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而且无须增加手工操作步骤。可
以通过阀门控制技术、容积限制控制技术及 3D 纸质微流控
芯片制作技术，实现液体渗流方向和时间的控制，完成复
杂多步骤实验。

2.1

阀门控制技术

当液体流动到自动阀门处时，阀门垫吸收液体膨胀，
实现阀门的开启、关闭或方向改变，阀门触发时间可以通
过调整阀门垫的厚度控制，最终实现液体渗流时间、方向
和体积的控制。Bhushana 等 [22] 报道的微流控装置有一个
检测通道、三个试剂通道、一个液体供给通道和一个时间
控制通道组成。在各个通道的连接处设计了四个阀门装置，
包括三个可开启阀门和一个可关闭阀门。关闭阀门被触发
后可以阻断液体供给通道对三个试剂通道的液体供给，三
个开启阀门分别控制三种试剂有序向检测区流动，该装置
实现了疟疾病原体多步骤检测实验。

2.2

容积限制控制技术

容积限制控制技术通过对各种试剂容积及试剂入口与
反应、检测区的距离进行控制实现。不同尺寸的试剂垫会
释放出不同体积的液体，以此改变各种试剂到达反应区和
检测区的时间，实现各试剂有序地流经反应区和检测区，
完成有序多步骤实验。基于这一思路，Fu 等 [23] 设计了一种
集信号放大过程于一体的自动免疫检测微流控芯片，实现
了疟疾蛋白 Pf HRP2 的快速、自动检测。该纸质微流控芯
片有一个检测区，三个试剂区，不同试剂区试剂垫的尺寸
及试剂入口到检测区的距离不同，从而控制三种试剂有序
流经检测区，完成复杂多步骤实验。设计者将三种试剂以
冻干粉的形式贮存于试剂垫中，使用时只需加入水和样品
即可，操作简单，易于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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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D 纸质微流控芯片

3D 纸质微流控芯片可以控制复杂液体在水平和垂直方
向的流动（x-y-z 方向）[24-26]。Jeong 等 [27] 报道了一种通过
双面打印和层压技术制作 3D 纸质微流控芯片的简单方法，
并使用该方法实现了样品中白蛋白和葡萄糖的同时检测。
先以蜡打印机在纸的两面打印蜡图案，再使用层压机使蜡
融化并渗透入纸张，形成 3D 纸质微流控通道。当纸双面打
印的垂直对称蜡图案融化渗透并在纸中相遇时，形成 3D 垂
直通道。当纸双面打印的垂直非对称蜡图案融化渗透入纸
张时，形成通道高度比纸张厚度薄的侧向或垂直通道。这
两种类型的 3D 通道可以同时控制液体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
流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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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术后 1 个月黏膜恢复情况评分高于射频组。同时，激光
组术后 1 个月更高的基频微扰、振幅微扰与更低的谐噪比，
也说明 CO2 激光对喉腔黏膜的损伤更为明显 [16]，是影响患
者恢复速度的主要原因。
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主要利用双极射频产生的能量
解离靶组织中构成细胞成分的分子键，从而促使靶组织中
细胞分解为碳水化合物、氧化物，实现组织凝固性坏死、
脱落及瘢痕收缩，达到组织体积减容或切除的目的 [17]。在
早期喉癌及癌前病变的治疗中，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具
有如下优势 ：1）治疗温度低、消融深度浅，对周围正常组
织损伤小 ；2）借助鼻窦内窥镜的手术视野放大作用，变性
组织可以得到精准切割，亦能够完全避免碳化效应 [18] ；3）
术中无需行气管切开，术区黏膜水肿较轻，有利于术后早
期恢复。得益于上述优势，本研究射频组不仅手术时间更短，
其恢复情况较激光组也更为理想。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等
离子刀头较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术野，且对声韧带、
甲状软骨内膜等含水分较少组织的消融作用有限，因此，
需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微创治疗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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