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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比如一种铝膜一硅膜热驱动微采…’。其中

此结构的单晶硅膜上集成制作了微流量传感器。
这种一体化的集成驱动结构单元同时具有驱动功

多晶硅作为加热元件通以交变电流，使复台膜片

能和流量检测功能，并且制作工艺简单，是一

受到交变的加热与冷却，借助铝和硅膨胀系数的

种实现微流量泵驱动结构与微流量传感器系统集

差异而使膜片发生交变的变形或振动。

成的方法，又进一步为实现与控制电路集成的
集成微流量泵系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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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静电驱动微型泵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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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３形状记忆合金薄膜驱动微泵

２无阀型微泵
尽管有阀型微泵的工作原理较简单，易于
控制，制造工艺比较成熟．但是整个泵体中存
在阀片等机械可动部件，则必然受到加工工艺
和加工精度的限制，不利于微型化的发展，而
且由于阀片的频繁开关．泵体的可靠性和使用
寿命也不高。相比之下，无阀型微泵由于其结构

阀２

０出口

图２双金属驱动微泵
１

４形状记忆合金薄膜驱动微泵

相对简单、制造工艺要求不高，因而有着独特的
发展优势。无阀型微泵通常利用了流体在微尺度
下的一些新特点。
２

１收缩一扩张型微泵

上海交通大学用一种新型的Ｎｉ／Ｔｉ形状记忆

收缩一扩张型微泵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无阀微

合金和硅的复合膜作为微泵的驱动膜，驱动结构

泵。它以收缩和扩张的不同形状通道代替了单向

（见图３）简单、驱动效果明显，效率高。形状记忆

阀，利用因流道不对称所引起的压力损失的不别

合金／硅复合膜驱动的微泵““由一个可形变腔体

称性来实现流体的泵送，但这类泵的反向止流性

和两个单向硅薄片阀组成。微驱动膜利用Ｎｊ／Ｔｉ

能较差。Ｔａｓｉ等人利用气泡的缩胀来驱动收缩

形状记忆合金薄膜相变时具有大的可回复应力ｓｉ

一扩张型微泵，其最大流量为５ ｕＬ／ｍｉｎ，驱动频

衬底膜的反偏置力。产生双向往复振动。采用图

率为２５０～４００Ｈｚ，最大泵压为３７７Ｐａ。

形化Ｎｉ／Ｔｉ薄膜作为热诱发相变的加热电阻，有

２

２电液动力微泵（Ｅ

Ｈ

Ｄ泵）

效地提高了动态响应频率．降低了驱动功率。微

电液动力泵的原理是通过诱导液体中的电荷

泵采用ｓｉ表面和立体微加工工艺、金一硅共晶键

运动而产生动量，带动流体运动。电液动力微泵

合等技术制备。它的外形尺寸为６ｍｍ×６ｍｍ×

按其驱动电压类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平行

１．５ｍｍ，最大输出流量为３４０此／ｍｉｎ，最高驱动

电极问施加直流电压的ＥＨＤ泵．另一种是在电极

频率为１００Ｈｚ，往复振动次数大于４×１０‘次。

阵列上施加１ｉ同相位行波电压的ＥＨＤ泵。ＥＨＤ泵

１

５热驱动薄膜微泵
热驱动薄膜微泵的工作原理为：当两片结

的原理比较新颖．但这种泵对液体的导电特性有
特殊要求，往往还需要在液体中注入离子，使其

合在一起的不同材料的膜片受热或冷却时，由于

应用受到很大限制。

两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膜片将产生变形，

２

３热驱动型微泵

从而使杂腔的体积发生变化。当这种复合膜变变

热驱动微泵是利用流体的热特性，例如热

地受热和冷却时，便可将流体连续地吸入或排

胀冷缩或者相变来驱动工作流体。图４所示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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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体受热相交来实现泵送的新型微泵。通过

示为一种新型的粘性泉，这种泵利用山于旋转

列微细管内液体进行循环刷期性加热，利用流

轴与上下两端壁面的距离不同，所造成的粘性

体剧期性的相变可以使流体沿热源移动的方向泵

力的不同从而实现定向的净流量，这种泵常常

送。剥于特征尺度为２００ｕｍ的微泉，其泵送流量

应用在两端压差很小时。

可达３４“Ｌ／ｍｉ ｎ，最大泉压可达２０ｋＰａ以上。

图６新型粘性泵
山ｌ热冗件

利用流体粘性随温度的变化规律也可以实现

循环加鼎方向

微象的定向泵送。对于液体来说．受热温度升高
圄４相变型热驱动微型泵

会使粘度下降。利用这一点，当膜片挤压流体时

２．４热气致动微型泵

加热出口处流体，使之粘性阻力下降，使流体更

上述压电驱动微泵的主要缺点在于。所需

易从出口流出，当膜片复原吸入流体时，加热入

驱动电压太高（几乎都在１００ｖ以上），导致驱动

口处流体，使流体更易从入口处流入，这样就实

电路的复杂和庞大。这样既不利于泵的微型化，

现了流体的定向泵送。该微泵的测试泵送流量最

也４ｉ利于降低功耗，限制了微泵的实用性。

大可达５５ ｕＬ／ｍｉｎ。

作为对压电致动采的改进，８ Ｏ年代后期，
荷兰Ｔｗｅｎｔｅ大学Ｆ．ｃ．Ｍ．ｖａｎ

２．６双膜微泵

Ｐｏｌ等人进行了

这里的双膜微泵不同于前面介绍的双金属膜

热气致动泵的设计和制作Ｔ作…１。该采怕工作

微泵，它是利用在两个膜的不同位置开孔，山于

原理是：通过对加热电阻施加方波，划一个密闭

开孔的位置不同而造成的阻力不同，从而实现定

的小气室进行岗期性加热，气室受热膨胀，冷却

向采送。此泵不仅原理新颖，而且效率很高，对

ｄｅ

收缩，导致振膜的周期性运动，为微泵提供驱动。

于体积为１５ｃｍ×１５ｃｍ×ｌｃｍ的微型泵，其流量

在６ ｖ、０．５｝Ｉｚ的方波条件下，功耗低于１

可达３０ ｕＬ／ｍｉｎ。

０ｗ，

如果出口、入口之问无压差，流量可达到３０ ｕＬ／
ｍｉｎ。图５是Ｏｋ

ｃｈａｎ

２

７磁动力微泵

Ｊｅｏｎｇ于１９９９年研制的一

种热气驱动泵”…。它在８ ｖ、占空比４０％、４

Ｈｚ

的方波驱动下，可获１４ ｕＬ／ｍｉｎ的流量。

将微采置于正交的电场和磁场之中，借助
洛伦兹力，可以运送以电解液为载体的电解液溶
液在电流作用下产生的气泡会阻碍液体的输送，
并导致电极的性能降低。采用交流电、磁场的驱

气宰

动方式，避免了这一问题””“］。这种泵视输送
物质的不同，流量从每分钟几微升到几十微升不
等。这样的电磁驱动方式输送的溶液必须以电解
液为载液。
如果给一个线圈通以交变的电流，则线圈

３

周围就会产生交变的磁场。将其与永磁体相作
出口

＾口

固５热气致动微型泵的示意图

热气驱动采由于频率难以提高，因而流景不
可能很大，一般用于低驱动电压和低功耗的场合。
２

５基于粘性的微泵
山于尺度减小，流体的粘性特性也会发生

变化，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实现定向泉送。图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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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可以产生吸引一排斥交替的往复运动，以
此驱动微泵的振膜振动，就可使微型泵工作。
Ｂｏｈｍ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采用了这种结构的电磁驱动泉，

在５００ｍＡ、ｌＯＨｚ的方波电流和１０４Ｐａ出口压差
的条件下，可获得６８４ ｕＬ／ｍｉｎ的较大流量”“。
这种驱动，原理、结构简单，成本低廉，比较具有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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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尺度下，流体的流动与常规尺度有许
多不同之处，因此出现了许多基于不同新原理的
新型微泵．除了本文介绍的之外，还有电润湿

１２

微泵、离子动力微泵等，在此不作一一介绍ａ

３微泵发展应用前景
由于有阀型微泉往往基于机械驱动，原理
简单，制造工艺成熟，易于控制，是目前应用的
主流ｉ无阀型微泵则常常利用流体在微尺下的
新特性，原理比较新颖，更适于微型化，具有更大
的发展前景。作为微流量系统核心部分的微泵由
于其能精确检测和控制流量，在药物微量输送、
燃料微量喷射、细胞分离、集成电子元件冷却、微
量化学分析以及微小型卫星的推进等方面有着重
要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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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般情况下，利用喷丸、滚压等表面形变

（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法。可通过几毫

硬化手段形成的硬化层约为０．１５～Ｏ．３ｍ。利用

克～几十毫克的粉末对材料进行定量分析。

高频淬火形成的硬化层约为Ｏ．２～１．５ｍｍ。利用

（４）红外光谱分析法。该方法多用于橡
胶、塑料等非金属材料的成分分析。

渗碳淬火形成的硬化层约为Ｏ．８～１．５ｍｍ。利用
碳氮共渗形成的硬化层约为Ｏ．５～Ｏ．８Ｍ。

（５）化学成分分析法。该方法是金属材料常
用的定量分析法，可根据分析结果从有关手册上

通过上述对材料的分析，结合我国国产材料

查取材料的牌号。

的具体性能，可选择合适的代用品。

（６）微探针分析法。该方法是最近发展起来

４结束语

的材料表面成分的分析方法，利用电子探针、离

在反求设计中，最重要的是创新，没有创新

子探针等仪器对材料的表面进行定性分析或定量
分析。

就不会发展。通过反求设计，企业可以节省大量

３．２材料的组织结构分析

资金，同时也可以提高自身科研水平，特别是对

材料的组织结构分析是指材料的宏观组织结

机器中关键零件的反求，这是反求的重点，也是难

构和微观组织结构。进行材料的宏观组织结构分

点。对机器中关键零件的反求成功，技术上就会

析时，可用放大镜观察材料的晶粒大小、淬火硬

有突破，就会有创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层的分布、缩孔缺陷等情况。利用显微镜可观察

家，从技术和资金方面考虑，引进发达国家先进

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

的技术或产品，然后进行反求设计，仿造或创新设

３．３材料的工艺分析

计更新的产品，对发展国民经济大有益处。

材料的工艺分析是指材料的成形方法。铸
造、锻压、挤压、烧结、焊接、机加工和热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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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ｓ ｅｘｐｏｎｄｅｄ．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ｕｒｖｅｙ
Ｄ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Ｋｅｙ＿ｏｒｄ：

ｚｈｉ—ｗｅ ｉ．№ＥＮＧ Ｌｉｎｇ—ｑｉｎ
Ｉｎｓｔ

Ｂ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ｋｅｙ

ｉｔｕｔｅ．Ｘｉａ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ｏｆ

ｓ’

ｍｅｔｈｏｄ０１０９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ｅｐ

ｏｆ

ａｎ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

ｄｉ 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ｎａｌｙ ｓｉ

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ａｉ ｌ．
Ｅ１ｅｍ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Ｒｅｖｅｒ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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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ⅦＡ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ｖａｌｖ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ｖｅｌｅｓｓ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

ｔｙｐｅ

ｘｉｕ—ｈｏ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

ｓｕｃｈ

Ｄ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 ａｎｄ

ｅ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ｓｏ

ｏｆ

ｏｎ．

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ｂｏｔｈ

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ｓｔａｔ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ＨＤ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ｄｏｕｂｌｅ—ｆｉｌｍｅｄ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ｍａｇｎｅ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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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ｈａｐｅ—ｍｅｍｏｒｉｚｅｄ ａｌｌｏｙ ｆｉｌｍ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

ｔｈｅｒｍｏ—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ｖｉｓｃｉｄ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ｈｙｄｒ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硼｛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

ｄｅｖｅｌｏＤｍｅｎ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

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

ｉ

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ｖａｌｖｅｓ，Ｍｉｃｒｏｐｕｍｐ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ｖａｌｖ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Ｄｍｅｎ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