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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POCT应用的微流控芯片技术综述 
李晓琼，杨春华，潘邵武，韩杰，况玉香，施青峰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   即时检测 (POCT) 以实现快速便捷的临床现场检验为主要目标，具有检测实时性高、综合成本较低、不依赖专业设备

等优势，广泛应用于临床监护、检验检疫、家庭保健等领域。微流控芯片技术因其样品消耗量小、检测灵敏度高、易于集

成和实现自动检测等特点，已成为实现 POCT 的重要技术手段。本文根据核酸、蛋白、细胞等检测对象的属性特点，分类

综述了面向 POCT 应用的微流控芯片检测技术研究现状。进而针对 POCT 临床应用需求，介绍了 POCT 用微流控芯片在芯

片构建技术、系统化、产品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后，针对该领域的研究难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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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fl uidic Lab-on-a-chip Technologies for Point-of-care Testing System: 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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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int-of-care testing (POCT) mainly aims at achieving quick and easy medical testing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s. With 

advantages of good real-time performance, lower overall costs and independence of expensive equipment,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application areas such as clinical monitoring,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home health care and et al.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ologies to build POCT instruments, microfl uidic chip is able to fabricate complex system and provide a high testing precision 

for trace sampl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roperties of various test object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POCT testing technologies based on 

microfl uidic chip for nucleic acid rest; protein test; cell test was reviewed in this paper. Considering clinical needs of POCT, some 

basic-research fi ndings of microfl uidic chip for POCT applications were introduced then, which covered microfl uidic chip building 

techniques, systematization concepts, merchandise design and et al. Finally, research diffi culties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POCT 

microfl uidic chip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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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检测（point-of-care testing, POCT）以实现便捷

的现场即时医学检测为主要思想[1]，旨在借助一体化检

测器或便携式仪器，缩减样本运输管理成本，降低检测

等待时间，缓解临床应用对高端仪器的依赖[2]。相对于

传统的实验室检测机制，POCT不单纯以提高检测精度为

目标，而主要通过精简操作流程、集成检测装置、压缩

检测成本，实现部分由非专业人员完成、受众和适应性

更强的就地检测[3-5]。因其综合成本和可操作性方面的优

势，POCT对完善农村边远地区医疗建设[6]、加速检验检

疫流程[7]、应对突发疾病灾害、推动个性化医疗和疾病

筛查等具有重要意义[8, 9]，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和监

护[10]。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微流控芯片（microflui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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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技术依托现代微加工工艺，可实现采样、稀释、

加试剂、分离、检测等实验流程和生化反应在单片平板

芯片上的集成，从而减少样品试剂消耗、提高检测灵敏

度、缩短反应时间、降低平均成本。其可满足从生物小

分子到细胞的不同尺度对象检测需求，并可通过在后端

耦合光、电、热等形式的检测器和读数装置，实现检测

流程的自动化和检测结果的信息化[11]。微流控芯片微型

化、集成化、自动化的特性，高度切合POCT检测技术

的发展需求，对优化临床检测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已

日趋成为POCT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核心技术[12]，如图1所
示。

 

图 1   2010年-2014年POCT与微流控芯片研究论文趋势

Fig. 1   Tendency of Publications on POCT and Microfluidic Chip

本文首先根据核酸、蛋白、细胞等目标物质的检测

需求，分类综述了近年来基于微流控芯片的POCT检测技

术研究现状。进而针对POCT检测的临床应用需求，介绍

了面向POCT的微流控芯片在芯片构建技术、系统化、产

品化等关键技术研究方面的成果。最后，针对该领域的

主要研究难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

1     POCT 微流控芯片核酸检测

由于核酸是储存、复制和传递遗传信息的基础物

质，因此，核酸检测在特定疾病的检测中具有较高的灵

敏度和特异性。传统的核酸检测包括样品前处理、核酸

扩增（PCR扩增）及扩增产物的检测等多个复杂、耗时

的步骤，对操作人员有特殊要求，同时需要使用到昂贵

的设备和试剂。核酸芯片可以将这些处理过程微型化、

简洁化，并统一集中在一个微小芯片内。由于核酸检测

处理过程复杂，不同步骤中需要使用多种试剂，因此核

酸芯片的流体控制系统比较复杂。此外，PCR扩增过程

中的温度控制系统，以及扩增产物的光学检测系统和最

终输出检测结果的用户接口都有较高的整合性要求。对

于POCT核酸检测而言，需要对功耗、体积、可靠性和成

本等多方面进行考虑。目前，已经发表的多种技术和方

法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针对不同的检测目标和应用

场合，有的方法注重检测速度，有的注重多重检测、高

通量，有的则强调定量检测。总体来说，高功耗和大体

积是目前的核酸芯片检测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未来的

POCT核酸检测需要进一步完善便携性，并保证核酸检测

原有的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的优势。

   

图 2   POCT 核酸芯片

Fig. 2   POCT nucleic acid lab chips
(a) Images of the integrated glass lab chip[13] (b)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HIV-1 microfluidic chip[16]

在芯片制作方面，Easley等人使用蠕动泵和 PDMS
阀门制作了集核酸提取、PCR 扩增及毛细管电泳全过程

的检测芯片[13]，如图2(a)所示。 Zenhausern等人利用电化

学泵和石蜡型热力阀制作了用于司法鉴定的DNA图谱微

流控检测系统[14, 15]。 Lee利用真空抽吸式泵和硅凝胶膜

制作的检测芯片实现了对线粒体DNA变异和HIV-1病毒

检测，该系统检测HIV感染T细胞的谱带强度达到了台式

PCR仪的水平[16, 17] ，如图2(b)所示。 Zhou采用聚苯乙烯

替代传统的PDMS作为芯片材料，利用层压技术设计了

可以并行检测4种传染性病原体的检测芯片[18, 19]。Oblath
利用嵌入氧化铝薄膜为PCR 扩增过程提供稳定的温度条

件，成功实现唾液中的某些致病菌检测[20]。 Liu在样品

前处理阶段利用生物素标记和特定修饰的磁珠捕获目标

DNA，极大提高PCR扩增效率[21-13]。

针对POCT核酸芯片扩增产物的检测方法，除了常

规的荧光检测和电泳检测外，还有几种新的发展趋势。

低密度微矩阵核酸杂交法（low-density microarray）
可以实现同时检测多个扩增产物。整合引物延伸方法

（integrated primer extension assay）是检测目标基因的

单个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这种方法快速、简便、成本低。侧流层析试纸

法（lateral-flow strip）的原理与免疫侧流层析试纸条技术

相似，采用特异性的寡核苷酸捕捉扩增后的核酸，再与

标记有胶体金的特异性的寡核苷酸结合[24]，这种方法芯

片成本低，结果易于判读，可半定量或定量检测。 Chen
等人将样品前处理、PCR及免疫层析试纸条技术检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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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用于检测唾液中的HIV RNA含量[25]，如图3所示。

 

图 3   基于侧流层析试纸法的核酸芯片[25]

Fig. 3   A lateral-fl ow strip based nucleic acid cassette in its storage state[25]

2     POCT 微流控芯片蛋白质检测

蛋白质通常可以直接揭示或反映某些确切疾病的表

征和状态，因此蛋白质检测是POCT目前研究较多的方

面。蛋白质检测不需要对样品进行前处理，可以直接对

全血和唾液进行检测。其中以免疫层析法为原理的蛋白

质检测较为普遍，该方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而且相比于核酸检测更加简单和快速。综合各类商业应

用和学术研究的POCT蛋白质检测，主要特点都是尽量减

少样品处理步骤和相关的流路控制，为非专业的操作人

群提供操作更简单、重复度更高的检测系统。目前，研

究一些新的流路控制方法和新材料，如表面等离子体谐

振(SPR)、磁性纳米材料、量子点材料等，改进蛋白质检

测的集成度和检测效率是POCT重要的发展方向。

  

图 4   Alere的Triage POCT 系统和检测盒[26]

Fig. 4   Alere Triage POCT system, cartridge[26]

美国Alere的Triage系统 [26]是比较成功的免疫层析

POCT商业产品，该系统可直接通过全血高效检测急性

心肌梗塞相关标志物，如图4所示。该系统采用聚合物微

流控通道代替传统的硝酸纤维膜，使得液体迁移的重复

性和稳定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此外，该系统利用疏

水材料控制样品流速，并利用荧光染料替代传统的胶体

金作为标记物。基于相同的原理，Wang等人设计的毛细

管渗流型微流控芯片主要是通过一些微柱结构和吸水性

纸实现液流控制，并在荧光染料标记后增加一个洗脱区

以提高检测的噪声水平，对白介素8的检测水平达到了20 
pg/mL[27]。磁珠被普遍应用于修饰捕获抗体，Bruls等人

利用磁性纳米微粒有效分离出目标蛋白，从而免去了洗

脱步骤和相应的流路控制，他们设计的心肌肌钙蛋白检

测芯片能在几分钟内完成对血浆样品的检测，检测限达

到了72 pg/mL[28]。

除了免疫层析法外，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也是近年在蛋白质

检测上研究较多的方法。Laksanasopin等人研发的智能手

机电子狗（Dongle）复制了实验室ELISA所有的机械，

光学和电子功能，由手机提供电量，如图5所示。该系统

在15分钟内完成三重免疫检测：同时检测HIV抗体，梅

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和针对梅毒的非螺旋体抗体。检测

结果与目前临床的算法需求相一致，并且可以直接在手

机界面完成显示和存储[29]。

 

图 5   基于ELISA的POCT电子狗[29]

Fig. 5   An ELISA based POCT Dongle[29]

3     POCT 微流控芯片细胞计数与检测

细胞作为生物有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可以

直接反映疾病的进行情况，如在口腔癌、艾滋病等的辅

助诊断和预后判断方面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POCT细
胞检测是对核酸检测和蛋白质检测技术的重要补充，其

分析方法主要是细胞分离和分型计数，即传统的流式细

胞仪技术。目前，POCT细胞检测在对操作人员的要求、

检测速度和量产成本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研究

新的细胞分离技术和检测方法是当前的研究热点。随着

物联网技术的兴起，具备远程诊断功能的POCT将会很快

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

Zhu等人设计了一套可安装在手机上的成像组件用

于计数红细胞、白细胞和测量血红蛋白浓度。其中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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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在荧光标记后，用特定激发光和手机的摄像头进行检

测；红细胞在全血用PBS按1:1000稀释后，在明场照明下

进行检测，如图6(a)所示。该装置的检测效果与Sysmex
的KN21血液分析仪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8[30, 31]。像这样

与手机集成的POCT细胞检测技术利用廉价的光学元件

和简单的样品处理流程，就能对血细胞取得很好的计数

效果，并且易于通过手机通信实现远程诊断。Shi等人设

计了一种可以对四种白细胞进行计数的非鞘流式细胞计

数仪，该仪器避免了过多的稀释步骤和鞘流结构，如图

6(b)所示。检测效果与Beckman Coulter的Coulter LH750
血液分析仪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0-0.98[32]。

 

(a) The picture of an optofluidic fluorescent imaging cytometer on a cell phone[31]

 

  

(b) Microfluidic sheathless channel for the optical detection [32]

(c) Microfluidic impedance cytometer [33]

图 6   POCT血液分析仪
Fig. 6  POCT hematology analyzers

除光学检测方法外，电化学阻抗法是POCT细胞检

测的另一个研究方向。其原理是通过测量细胞膜的容抗

和阻抗，以及细胞质的电导率和电容率，实现对血细胞

的计数和区分不同的白细胞。该方法不需要对细胞进行

标记，成本低，且易于和IC工艺集成，有利于后期的信

号处理。Morgan和他的同事设计的细胞芯片通过两个电

极间的交流电压和导通电流的比率来测量单个细胞的阻

抗[33, 34]，如图6(c)所示。

     

     图 7   POCT CD4计数仪[12]

Fig. 7   POCT CD4 counting analyzers[12]

 (a) Partec CyFlow miniPOC  (b) Alere Pima CD4 analyzer  
 (c) Daktari CD4 analyzer

由于CD4 + T细胞数量可以反映艾滋病感染者免疫

系统的功能水平，目前已经有一些商业型的CD4 POCT
诊断系统，但其集成度和成本等还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

家对HIV监控POCT的迫切需求。CyFlow的miniPOC是台

式流式细胞仪的POCT版，可以提供CD4的绝对数量和

CD4%，如图7(a)所示。仪器采用干的单克隆CD4抗体试

剂用于捕获/净化CD4细胞，保存时间达6个月且无需低

温运输。但是该仪器需要操作人员提前对样品进行多步

处理后才能完成检测。Alere的Pima CD4分析仪采用一次

性检测筒，只需要25 µL指尖血液样本或静脉血样本就可

以在20分钟内完成CD4计数，如图7(b)所示。Daktari的
CD4分析仪利用固定住的抗体捕获和分离CD4细胞，然

后使得细胞裂解，检测细胞内的物质释放出来后引起的

阻抗变化。该方法在200，350和500个细胞/µL下灵敏度

分别达到了0.86，0.90和0.97，特异性均达到了0.94[12]，

如图7(c)所示。

4      POCT 微流控芯片关键技术

4.1    微流控芯片 POCT 仪器构建技术

为方便仪器研制和最大限度地压缩生产成本，面向P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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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微流控芯片主要选用PDMS(polydimethylsiloxane)、
PMMA(polymethyl methacrylate)、COC(cyclic olefin 
copolymer)等聚合物材料为基材，通过等离子体键合、

牺牲层键合、紫外键合、溶剂键合等工艺 [35]，实现功

能物质的附着。由于具有优良的热塑性和可加工性，

PMMA、COC等材料可采用压模或注塑工艺进行低成本

的基片加工，成为较流行的微流控芯片材料[36, 37]。通过

利用PMMA透明的特点，可实现对细胞或生物大分子的

直接观察，利于后端微流控芯片光电检测器的设计，如

Kurkuri等采用PMMA材料设计了等离子体功能化的微

流控芯片，利用其与EpCAM(anti-epithelial-cell adhesion-
molecule)的结合，实现对NCI H69肺癌细胞和SK-Br-3胸
腺癌细胞的捕捉，并可直观观察内部3D结构的细胞捕获

过程[38]。此外，也可利用印制电路板技术成熟、加工精

度高、成本较低的特性，设计基于印制电路板的微流控

系统[39]。

微流控芯片可满足生物分子和细胞的检测需求，但

在临床应用中微流控芯片POCT仪器主要以人体体液为直

接检测物质。为实现便捷性操作和定量检测，以微针技

术(microneedle)为代表的微创采样技术已成为POCT用微

流控芯片的研究重点之一。通过采用X光刻蚀、离子蚀

刻、热模压、溅射淀积等工艺，可构建直径仅数十微米

的微针，实现表皮穿刺和血液采样[40]。Li等采用光刻工

艺构建外径120  、内径60  、长度1800  的微针结构，在

分析机械强度和液体采样效果的基础上，通过激光切割 
倾角的针尖，可在保障穿刺性能的基础上减少血管损伤

和神经接触[41]。

此外，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纳米金颗粒
[42]、纳米磁珠[43]、纳米线[44]等为代表的纳米材料近年来

已开始用于微流控芯片POCT检测，对扩大POCT适用检

测范围、实现检测物质分离和活体在线监测等具有重要

意义。

4.2   微流控芯片 POCT 仪器系统化设计

微流控芯片POCT仪器围绕单个芯片，实现从定量

采样到结果输出的全流程测试功能。为同时满足临床实

用和便捷操作的需要，需综合考虑各功能单元布局和完

善系统可操作性：一方面，需针对前端微流控芯片设计

并整合进样、分离、检测等单元；另一方面，需针对用

户和市场需求，合理设计后端用户和信息化接口。

对前端微流控芯片，可针对样本和芯片基材的流体

特性，选用压力泵驱动、微电机离心驱动、微电极电湿

润驱动、纸基芯片毛细驱动等方案，实现进样驱动[45]。

对以血液为代表的复杂成分检测样本，可根据目标物质

的理化特性，选用介电泳分离、磁分离、水作用力分

离、过滤结构分离等方案实现定向提取[35]。其中，由于

纳米磁珠的良好分离性能和生物相容性，近年来被广泛

应用于细胞POCT检测分离。检测原理方面，通常采用光

电检测和电化学检测。其中电化学检测可采用未加工工

艺，以光刻蚀、离子沉淀等方式在芯片内部直接加工微

电极。光电检测则通常选用激光二极管为光源，采用光

电倍增管、CCD(Charge Coupled Device)实现定量检测或

目标成像[46, 47]。

对后端用户和信息化接口，通常采用低功耗、低成

本的单片机或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作为中低端POCT仪器优先选择的技术方案[11]。近年来随

着低功耗通用处理器和移动计算技术的发展，部分中高

端POCT仪器以嵌入式系统为核心组织系统[48]。对于血糖

检测等家用、自主式POCT应用，部分研究者采用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为用户终端，可实现对

POCT检测数据的读取、显示、上传、管理[49]。

4.3   微流控芯片 POCT 仪器产品

以血糖仪和血液分析仪为代表，Abbott、Johnson 
& Johnson、HemoCue、Chempaq、Advanced Liquid 
Logic、Epocal、TearLab等厂商已陆续推出了若干面向临

床的微流控芯片POCT仪器产品。如图8(a)所示，Abbott
公司的i-STAT床旁血液监护系统是该领域研发起步较早

的代表性产品，20世纪80年代开始即进入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技术认证阶段。其采用卡式结构设

计，支持血液中血气、电解质、血凝、生化及心肌标志

物等监测，可在2分钟内输出检测结果。如图8(b)、图

8(c)所示，HemoCue公司和Chempaq公司开发的血液分析

仪器，仅需10 µL量级的血液样品，即可实现对血液参数

的快速精确测定，可满足社区医院和诊所的医学检测需

求。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微流控芯片POCT仪器日趋向

着高灵敏度、多功能化、便携化等方向发展，但随着欧

美等国对POCT行业监管力度的加大，短期内该领域所面

临的主要商业化和产品化问题是如何建立有效的行业规

范，并通过日益严苛的资质认证。

    

(a) Abbott i-STAT System[50]

(b) HemoCue White Blood Cell Count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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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hempaq XBC Blood Analyzer[52]

图 8   部分微流控芯片POCT仪器产品
Fig. 8   Some Commercial Microfluidic Chip-based POCT Products

5     研究难点与前景展望

微流控芯片由于其集成度高、准确度好、试剂消耗

低、反应速度快等先天优势，日趋成为构建POCT系统的

核心技术。且受益于微加工技术的迅速发展，其有望提

供一体化的复杂检测和诊断功能。然而，受限于系统思

维或行业体制，基于微流控芯片的POCT系统研究和产品

化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1）系统集成问题，目前

该领域研究普遍侧重单一关键技术的突破，而面向复杂

应用的系统设计方兴未艾，为满足肿瘤早期筛查、体液

多成分检测等临床需求，需在单片微流控芯片上集成样

品微量量取、顺序混合反应、分离分析和检测等功能，

并合理化设计阀、液路、反应池等单元[53]；（2）易用性

问题，基于微流控芯片的POCT仪器主要面向初级技术人

员或无技术背景人员，需进一步完善其操作的简易性，

强化其对使用环境的适应性[54]，降低因操作不熟练导致

的不精确或错误检测结果，提高仪器检测结果的可靠

性；（3）质量控制问题，POCT仪器的临床应用尚缺乏

成熟的行业规范和管理体系，检测结果较高的不确定性

限制了其推广和用于临床决策[55, 56]。

随着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微流

控芯片POCT仪器在功能深度和应用广度上将会有更大的

提高。（1）芯片纸基化，传统的微流控芯片通常采用光

刻蚀加工玻璃、硅片、高分子聚合物等基材，制备过程

复杂，研发成本高。采用蜡印技术构建微通道的一次性

纸基微流控芯片，重量和成本进一步降低，对发展资源

匮乏条件下的现场实时诊断具有广阔应用前景[57]。（2）
设备信息化：随消费电子产品和无线网络技术的迅速普

及，为实现微流控芯片POCT仪器与家用信息系统联用，

以及大数据背景下的远程医疗和个性服务，提供了巨大

的机遇和挑战。（3）产品多样化，通过利用碳纳米管、

量子点、金纳米材料等新材料特性，微流控芯片POCT
仪器的检测诊断对象由现有的血糖、肺结核、HIV、心

脏标志物等向外大幅延拓，有望覆盖体育竞技、海关口

岸、应急辅助医疗等诸多领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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