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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体外诊断设备中试剂和散装流体处理的10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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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连接器在设计高效率和可靠仪器中的作用

主要特点和技术

键在于一个能促进多样检测、缓冲、
洗涤和废物清除的流体处理系统。而

使用理想的连接器和相关系统部件可
以提高易用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操作

率和可靠性的重要因素。

连接器是流体处理系统的重要部件。

满足这些检测效率和可靠性要求的关

错误并改进检测──这些都是提高效

1. 

随着实验室对设备的复杂性和高效性
的要求越来越高，体外诊断市场继续
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无论是设计用于
免疫分析、临床化学、血液学、分子
诊断或传染病等应用，体外诊断仪器
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s)与协议生产
商都面临着提高其下一代诊断仪器效
率和可靠性的压力。除此之外，由于
体外诊断设备的应用非常接近临床护
理（操作者又通常训练不足）；因此
，新设备的设计应便于使用，更安全
和有益于预防错误。

材料兼容性经常遭到
忽视。材料不兼容可
能是渗漏、污染或腐
蚀而造成高额维修成
本的根本原因。

 确保材料与介质的兼容性： 
连接器和相关流体处理部件或用于检
测的流体之间的材料兼容性经常遭到
忽视。材料和介质不兼容可能是渗漏
、污染或腐蚀而造成高额维修成本的
根本原因。在体外诊断应用中，请考
虑使用可通过流体管线冲洗或在外部
擦拭的洗涤液或其他化学品（例如漂
白剂、过氧化氢或异丙醇）。在涉及
强度更高的酸和溶剂的一些高端应用
中，为了保证兼容性，部件可能需要
是由工程聚合物（比如聚醚醚酮或聚
偏二氟乙烯）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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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装有阀门的防溢或“干断”连接
点： 
带有一体式阀门的连接器提供更干净
更安全的连接，不需要夹具和额外的
截止阀，因此操作人员可以更方便地
使用仪器。装有阀门的连接器不仅能
防止断开后流体泄漏，还能防止空气
进入系统。连接器内配有流速和压降
各不相同的阀门。

下面10个技巧可以帮助设备制造商将
先进连接器的特点和技术用于设计诊
断设备的世界一流流体处理系统。

2. 

图1：把快速插拔接头应用于流体仪器设计可提 
高仪器的可用性并最大化提高“正常运作时间”。

图2： 如果是流体滴液造成的问题，那么应该使
用防溢快速插拔接头。这些种类的连接器可有效
地避免泄漏的问题，提高操作人员的安全，并防
止空气进入封闭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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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通常用于健康失调（尤其是

例如，如果把防溢快速插拔接头用
于大容量化学分析仪的关键装置，
那么分析仪的易用性和可用性将会
大大提高。如果把防溢连接器用于
泵和其它关键部件，那么实验室技
术人员可轻松地替换部件而无须担
心损坏敏感的电气组件。

能的智能快速插拔接头应用包括：
实时试剂库存监控、批次识别、品
牌与产品保护以及失效日期追踪。

使用一次性包装（瓶、盒中袋、穿刺

这些种类的快速插拔接头目前用于
临床诊断实验室设备。借助采用射
频识别(RFID)功能的连接装置，实
验室可追踪用于每台设备的试剂数
量以保持适当的库存，并确保有足
够的试剂可用于检测周期。此外，
快速插拔接头可用于确认与诊断设
备是否使用正确的试剂，这能避免
错误并减少使用“无品牌”耗材导
致的设备故障时间。

血液癌症）诊断中的流式细胞仪使
用大量试剂并需要安全连接以确保
适当的试剂输送和废物收集。集成
管束一端的混合型的接头可以实现
与血细胞计数器的单独连接，以传
输电子信号或废液。通过混合型的
接头，操作者可以快速而简便地更
换流体耗材，同时避免废物收集容
器内具有生物危险性物质的溢出。

可以根据应用选择不同的材质和尺寸。

使用带有防溢阀门的重力加料管线：

密封器）：
虽然试剂通常使用带有易用端口的一
次性包装，但是在散装流体或废物收
集容器上采用类似的包装方法也往往
是有益处的。如果使用盒中袋来存储
散装试剂、洗涤液或缓冲液，则不会
出现流体残留在汲取管下面难以利用
的问题，从而将流体利用率提高到将
近100%。同时，可以把昂贵、可再次
使用的瓶盖或端口接头替换成既经济
又简单的穿刺密封连接器。

在可以利用重力来实现加料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使用昂贵又复杂的泵？使
用有防溢阀门的快速插拔接头可以避
免在倒置安装的情况下流体溢出以及
确保流体100%从瓶子或储液槽流出。
在这种设置中，防溢阀可以最大化减
少空气进入（每次接头连接时进入系
统的空气量）。同时，通过类似汲取
管的装置，也可以实现将正面朝上的
瓶子排空。

. 在使用点追踪试剂批次： 

可以利用射频识别(RFID)功能来促
进安全而高效的流体连接，可以避
免因为出错而做成危害和巨大的经
济损失，从而减少不利因素并改进
流程管理。采用射频识别(RFID)功

3. 

6. 

5. 

4.一次连接多个流体管线： 

将多个流体管线整合到单个连接器
中可大大提高可用性并防止误接。
流体管线可输送不同的液体或气体
，通过压力或真空仪器驱动管线中
的流体。废物容器上的多管线连接
非常关键，可以在一个接口同时连
接必要的供给管线、空置管线和真
空管线。新技术甚至可以让电气线
路集成到混合连接点（在混合连接
点上，流体和数据可以通过单个快
速接头操作处理好）。

图3：多个流体管线可以是通过颜色来编码，也

图4： 通过将快速插拔接头直接
连到标准的实验室瓶盖可以消除
流体溢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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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诊断设备流体处理系统的连接器类型
接头类型      描述

 

混合型

别让微小颗粒堵塞您的系统：
因外来微小颗粒而导致检测无效显
然是个问题，干净的流路对流体系
统而言也很重要。泵、过滤器、阀
门和微径管可能由于来自流体系统
部件的微小颗粒而阻塞。比较重要
的一点是审视部件供应商的质量标
准，确保加工毛刺或其他外来微小
颗粒不会污染流体管线或破坏下游
工艺流程中的仪器部件。

多管道 有多个流路、却可以同时相连和断开的插拔接头

用颜色编码或键控接头多个流体管
线：
受人为因素影响，另一个关键变化
是误连插嘴流体管线的可能性。如
果是没注意把带有生物危害废物管
线和一条通向检测容器的试剂管线
连接，将导致代价高昂的洗涤和冲
洗所有的供应管线。由于多个试剂
的供应管线和废物管线的位置相同
，在大型的自动免疫分析仪上安装
颜色编码或键控连接器，以防止误
连接尤为重要。

8. 

7. 

图5：快速插拔接头可以利用颜色编码或键控
确保每次的连接均正确。

     
   

插拔接头可用于连接微径管（管的外径小于插拔接头可
用于连接微径管（管的外径小于10毫米即0.3937英寸）

         
快速插拔 一般用于说明快速插拔接头；母座和插嘴可以方便快速

地插拔

母座 母座是插拔接头的母头，包含锁紧装置

插嘴 插嘴是插拔接头的公头，包含密封０形圈；插嘴可插入
母头

普通管接头 单个部件或组件固定在管道或某种容器上；拆除时需要
把管道从倒钩上撬掉和拔掉   

微径管

可最大化降低在断开时流体溢出的插拔接头；也称为 
“干断”连接器

无溢漏

只能与合适的配合部件相连的定制接头；插拔接头通过
颜色来编码，还可以按照颜色配合件定制，以促进适当
的连接

键控&
颜色编码 

安装到面板（或隔板）从而简化连接的插拔接头；这些
插拔接头还可安装在瓶盖上以实现流体的快速断开

面板安装 

将空气管线、电气连接和流体管线连接到单个连接点的
插拔接头；这些插拔接头适合用于液位传感器

设有频率识别(RFID)电子智能功能的插拔接头能在插拔
接头的公和母头紧靠时立即交换可重写数据；可交换的
信息包括连接验证、操作控制设置、使用、介质验证、
跟踪与追溯

射频识别
(RFID) 

用于流体产品的盒中袋或类似容器的排气颈中，密封盖
有个接头插嘴；而这个接头插嘴被开口处的薄膜密封。
接头母座连接密封盖并刺穿薄膜，以便流体流通

穿刺密封

瓶盖 带有一体式插拔接头、汲取管和填料口的45毫米GL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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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流体处理问题 
吗？请咨询流体处
理公司的专家以获
得关于常见问题的
建议，改进流体设
计或定制标准产品
以满足您的需求。

如要满足当今和未来市场对高效、
高度可靠体外诊断设备的需求，那
么快速、高效的流体处理系统是个
重要环节。智能流体处理部件（比
如技术先进的流体连接器）有助于
设备制造商最大限度地提高设备效
率和可靠性──由此，使得体外诊
断设备检测对实验室和操作员来说
更快更安全。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曹明 Michael Cao
电子邮件：michael.cao@cpcworldwide.com
电话：+ 86 21 2411 2666
或拨打中国区400免费电话： 400-990-1978
 
陈志聪 Ernest Chan
电子邮件：ernest.chan@cpcworldwide.com
电话：+ 852 2987 5272

关于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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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高性价比的散装流体液位传感装
置：
检测散装溶液和废物收集容器的液位
是避免仪器故障和额外维修时间的关
键。浮控开关提供单点检测瓶子空满
并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或可用于模
块化设计以检测瓶子中的多个临界点
。另外，许多系统使用装电池或导电
的探头，以获取连续性液位检测或更
为精确的测量结果。如果某应用需要
液位传感但涉及特别腐蚀性介质或对
微生物污染敏感，则电容和光学传感
器等产品可以提供非接触式液位测量
。在处理具有盐结晶倾向的流体或者
处理操作员特别容易损坏的瓶子时，
电容和光学传感器等产品作用非常重
要。

CPC (Colder Products 
Company) 
是生命科学、生物工艺、工业和
化学品处理市场中全球领先的快
速插拔接头、普通接头和连接器

供应商。 CPC 是位于伊利诺伊

州道纳斯格罗夫的美国都福集团

的子公司。CPC、Colder 
Products、Colder Products 
Company和Dover是在美国专利

商标局注册的注册商标。

10. 9.   寻求供应商专家的帮助：
有流体处理问题？请征求流体处理
公司专家关于常见问题的意见，改
善流体设计或定制标准产品以满足
您的需求。流体设备供应商通常聘
请设计和工程应用专家。这些专家
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并帮助您按照具
体仪器的需要设计完美的流体处理
解决方案。

智能流体处理产品带您走得更远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