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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概述

FluidicLab 致力于提供专业标准的微流控解决方案。

我们专注于以下四项工作：

1、微流体控制设备研发和制造：精密压力控制器、流

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适用于微流控设备的切换阀等标准

化器件。目前在中国已经拥有 500 多个用户。

2、微流控芯片设计和加工：提供 PDMS、玻璃芯片和

注塑芯片设计、加工、制造等相关技术服务。

3、ODM/OEM 客户委托设备研发制造：自成立以来，

已经陆续完成了单细胞空间转录组液路控制系统，单细胞转

录组样品制备系统、单细胞蛋白组、CAR-T 细胞制备多路微

量加注模组、多路显微注射等多套设备的研发和调试。

4、实验方案外包服务：为客户提供 barcode 水凝胶

微球制备、单细胞包裹、器官芯片和类器官培养等实验外包

服务，并为实验流程优化、工业级放大生产提供技术咨询服

务。



压力输出波动小于 0.02%    ，响应时间 9 ms，无论恒流输出还是变流
速输出，均可应对自如。

卓越的性能：

内置压力传感器，高速 PID 控制，压力输出波动：< 0.02% 

响应时间：< 9 ms
 
可安装四个独立的压力输出通道

多种压力输出范围（0-0.2 bar，0-2 bar, 0-8 bar, -1-1 bar, -1-6 bar)，并可根据客

户要求定制压力输出范围 

可设置恒流输出（需接流量传感器）和压力波形输出

01

[1]

附注：[1]测试条件为：无外接负载，设定压力值为最大输出一半，压力控制器内置压力传感器10秒钟内的压力读数波动。

Pressure Controller

压力控制器



0-200 mbar 0-2000 mbar 0-8000 mbar -1000-1000 mbar -1000-6000 mbar

PC1

4 mm快插接口

24V DC

可驱动任何液体、有机溶剂和液态生物样品。液体禁止进入压力控制器

任何非腐蚀性、非爆炸性的干燥气体

9  ms

6-194 mbar 0-1940 mbar 0-7760 mbar -900-970 mbar -900-5820 mbar

1.5 -10 bar
-1 bar（负压）
1.5 - 10 bar（正压）

-1 bar（负压）
1.5 - 10 bar（正压）

压力输出范围

型号

接口类型

输入电压

液体兼容性

压力源类型

响应时间

可用压力输出范围

外界压力源
压力输入范围

压力输出波动 满量程0.02% 满量程0.02% 满量程0.02% 满量程0.02% 满量程0.02%

流量传感器 旋转切换阀 FluidicLab Suite 控制软件

气泡捕获器 流阻调节器气密储液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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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 相关附件



压力输出波动小于 0.2%，响应时间 100 ms，经济可靠的压力控制器。

卓越的性能：

压力输出波动： <0.2%

响应时间： < 100 ms

可安装四个独立的压力输出通道

多种压力输出范围（ 0-0.2 bar，0-2 bar, 0-8 bar, -1-0 bar )

运行中基本无气体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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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Controller Light

压力控制器 Light



0-200 mbar 0-2000 mbar 0-8000 mbar -1000-0 mbar

PC Light

4 mm快插接口

24V DC

可驱动任何液体、有机溶剂和液态生物样品。液体禁止进入压力控制器

任何非腐蚀性、非爆炸性的干燥气体

100  ms

5-194 mbar 30-1940 mbar 30-8000 mbar -900-30 mbar

最大输出压力以上 -10 bar -1 bar（负压）

压力输出范围

型号

接口类型

输入电压

液体兼容性

压力源类型

响应时间

可用压力输出范围

外界压力源
压力输入范围

压力输出波动 满量程0.2% 满量程0.2% 满量程0.2% 满量程0.2%

流量传感器 旋转切换阀 FluidicLab Suite 控制软件

气泡捕获器 流阻调节器气密储液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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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 相关附件



旋转切换阀可以作为液路选择器，将一种样品注入 16 条不同的液路中，
或者将 16 种样品依此注入到同一液路中。

卓越的性能：

      切换快速，相邻孔位之间切换时间 90 ms

       标准 1/4-28 UNF 接口，易于连接

       PTFE 阀芯，化学兼容性好

       最大耐压 8 Bar

       内部通径 0.7 mm，端与端填充体积小于 17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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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 Switch

旋转切换阀



16

24V DC

17 μl

2A

24V DC

8 Bar

PTFE

电机直驱，闭环控制

0.7 mm

90 ms

16位旋转切换阀

通道数量

最大耐压

峰值电流

输入电压

内部通径

阀芯材质

内部填充体积
  （端到端）

驱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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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idicLab Suite 控制软件压力控制器 流量传感器

气泡捕获器 流阻调节器气密储液池

技术参数 / 相关附件

相邻端口切换时间



 高速控制气体和液体的开关和切换，兼容市场上大多数电磁阀。

卓越的性能：

       独立控制 16 路电磁阀

       可提供常开，常闭，两路切换等不同电磁阀

       提供各种溶剂兼容的电磁阀

       电磁阀死体积低至 10 μl

       开关频率高达 5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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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ve & Valve Controller

电磁阀与电磁阀控制器



接口类型 1/4-28 UNF

输入电压 24V DC

电磁阀类型 开关阀 开关阀（小填充体积） 开关阀（高压) 两位三通阀

最大耐压 2.5 bar 3 bar  5 bar 2 bar

可选类型 常开/常闭 常开/常闭 常开/常闭

通径 1.6 mm 0.5 mm 1.6 mm 2 mm

浸润部分材质 PPS, EPDM PTFE, PEEK PTFE, FPM PTFE, FPM

动作时间 < 1 ms

瞬时6 A ,长期3 A

16

5-24 V

规格

复位时间 < 1 ms

电磁阀控制器

通道数

工作电压

单路通过最大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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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传感器 旋转切换阀 FluidicLab Suite 控制软件

气泡捕获器 流阻调节器气密储液池

技术参数 / 相关附件



微流体流量传感器为热差式传感器，通过接触方式测量各种液体的流速。

卓越的性能：

流量测量范围：0.07 μl/min ‒ 40,000 μl/min

响应时间：< 40 ms

误差： < 测量值5%

兼容水和各种有机溶剂

双向测量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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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Sensor

流量传感器



推荐的储存温度：-10 °C 到 +60 °C。

工作温度范围：   +10 °C 到 50 °C。

流量传感器具有双向和线性响应特性。

传感器已经用水 / IPA 做了流量校准（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均为 H  O，20 °C，1 bar 下的测量数据）。

1/4-28 UNF接口螺纹

PEEK接口材料

石英传感器接触面材质

M8四芯航空插头或者USB数据接口

51 * 53 * 20 mm尺寸

79 g重量

25 μm 150 μm 430 μm 1 mm传感器内径

FS1 FS2 FS3 FS4微流体流量传感器 FS5

0 - ±1.5 μl/min 0 - ±7 μl/min 0 - ±80 μl/min 0 - ±1000 μl/min流量范围 0 - ±2000 μl/min

【-1500 ‒ -70】和【70 
‒ 1500】nl/min之间
为测量值的10%

【-70 ‒ 70】
nl/min之间为7 
nl/min

【-7 ‒  -0 .4】和
【0.4 ‒ 7】μl/min

之间为测量值的
5%

【-0.4 ‒ 0.4】
ul/min之间为20 
nl/min

【-80 ‒ -2】和
【2 ‒ 80】μl/min

之 间 为 测 量 值
的 5%

【-2 ‒ 2】
ul/min之间为
120 nl/min

【-1000 ‒ -40】和
【40 ‒ 1000】μl/min

之 间 为 测 量 值 的
5%

【-40 ‒ 40】

【-5000 ‒ -200】和
【200 ‒ 5000】μl/min

之间为测量值的 5%

【-200 ‒ 200】
ul/min之间为10 
ul/min

测量误差

（ 测量液体是水 )

测量值的5%或
者0.5μl/min之
间的较大值

FS6

0 - ±5000 μl/min

1 mm 1.8 mm 1.4 mm

PPS PEEK PPS

316L 硼硅酸盐玻璃 316L

FS7

0 - ±40,000 μl/min

测量值的5%或
者50μl/min之
间的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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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切换阀 FluidicLab Suite 控制软件

气泡捕获器 流阻调节器气密储液池

压力控制器

技术参数 / 相关附件

2

ul/min之间为
2 ul/min



微流体压力传感器为表压压力传感器，可测量相对大气压力的压力值。

卓越的性能：

       测量气体和液体压力

       提供软管或 1/4-28 UNF螺纹接头，灵活性更好，密封性更佳

        0 - 50 ºC 温度补偿，使用温度范围更宽

       量程灵活：从 0-1 psi （70 mbar）到 0-100 psi（7 bar）  

       响应时间：< 20 ms

       误差： < 满量程 0.6%（PS1 为 < 满量程 3%)

       内部填充体积小于 7.7 μl（1/4-28 螺纹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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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Sensor / Sensor Reader

压力传感器 / 传感器数据采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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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 到 +85 °C工作温度

0 °C 到 +50 °C补偿温度

3/32英寸宝塔接头或1/4-28 UNF螺纹接头接头类型

70 μl（宝塔接头）/ 7.7 μl（1/4-28 UNF螺纹接头）死体积

3/32英寸内径软管（宝塔接头）或1/16英寸外径PTFE硬管（1/4-28 UNF螺纹接头）推荐连接管路

M8四芯航空接头电器接头类型

30 psi (2 bar)1 psi (70 mbar) 5 psi (340 mbar) 15 psi (1 bar) 100 psi (7 bar）量程

20 20 45 200最大耐受压力（PSI）

±3 ±0.4 ±0.2 ±0.2 ±0.2重复精度/回程误差
        （%）

0.5 0.5 0.5 0.6线性度（%满量程）

PS1 PS2 PS3 PS5微流体压力传感器 PS4

60

0.2

FluidicLab Suite 控制软件

流量传感器 旋转切换阀

气泡捕获器气密储液池

压力控制器

技术参数 / 相关附件



自动生成两相微滴，微滴直径从 20-250 μm 。

卓越的性能：

连接简单，自动运行，只需将样品装入样品池，其它操作全部交给电脑 

标准玻璃PDMS微滴生成芯片和芯片夹具，大小微滴均可应对自如        

内置显微镜和高速相机，流体驱动和观察一机完成

       外形小巧，体积仅为26 *26*20 cm，可放入超净台和厌氧培养箱        

标准试剂，多种材料和细胞均可稳定包裹

       可选配流量传感器进行恒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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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微滴生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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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 相关附件

微流体流量传感器

流速测量范围：0.07 μl/min ‒ 40000 μl/min

误差：< 测量值 5%

兼容水和各种有机溶剂

双向流量测量

微流体储液池

100% 气密设计，兼容 1.5/2ml Eppendorf 离心管，

15/50ml BD Falcon 离心管以及 100 mL - 2 L 试剂

瓶。

型号

压力输出范围

压力输出通道数量

微滴生成芯片材质

Droplet Generator 1

0-1900 mbar

显微镜分辨率

焦距 8 mm

860万像素

2（可选三通道）

芯片喷嘴尺寸 80 μm（其它尺寸可选）

玻璃 / PDMS

CMOS分辨率 1280 X 800 像素

成像速度 120 FPS

可选配置

流量传感器

0 - ±1.5 μl/min 0 - ±7 μl/min 0 - ±80 μl/min 0 - ±1000 μl/min 0 - ±2000 μl/min 0 - ±5000 μl/min 0 - ±40,000 μl/min

2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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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Cell Encapsulator

单细胞包裹系统

全自动单细胞包裹

流速反馈控制

高速生成微滴（高达 12000/ 分）

集成显微成像系统，可随时监控微滴生成过程

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特定大小的 barcode 水凝胶微球和微流控芯片

我们的微液滴单细胞包裹系统可对千万数量以上细胞和 barcode 水凝胶微

珠进行包裹，为后续测序和组学分析提供大批量的样本。微液滴单细胞包裹系

统可以连续 24 小时运行，报证测序样品的高覆盖度，以及对稀有细胞的发现。

我们特有的压电反馈系统，保证液体在微流控芯片中流动高度稳定。该系

统可以以每分钟 12000 个微滴的生成速度连续运行数小时甚至数天。

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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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 应用举例

型号

压力输出范围

压力输出通道数量

微滴生成芯片材质

微滴生成芯片尺寸

显微镜分辨率

显微镜工作距离

CMOS 分辨率

成像速度

可选配置

PC1-SCE

0-1900 mbar 或 0~194 mbar

3

玻璃 /PDMS

30 mm*15 mm 或者 75*25 mm

2 μm

8 mm

1280 x 800 万像素

120 FPS

流量传感器

0 - ±1.5 
  μl/min

0 - ±7 
μl/min

0 - ±80 
 μl/min

0 - ±1000 
    μl/min

0 - ±2000 
    μl/min

0 - ±40000 
     μl/min

单细胞测序：单细胞表达组，表现组分析等。

生物药物的发现 ：从初始浆细胞（B 细胞或杂交瘤细胞）中发现抗体或转录产物。

生物加工：快速鉴定和分离高表达克隆。 

诊断：探测并测试循环肿瘤和其他疾病相关细胞。

抗药性研究：从大量的微生物或肿瘤细胞集群中鉴定和分离稀有的耐药细胞。 

酶的进化：筛选数百万酶结构以选择高效的突变体。

合成生物学：研究工程微生物库中产生的大量有价值的分子。

应用举例：



1.5 /15/50 ml气密储液池

与2 ml Eppendorf 离心管连用，螺纹为M6或1/4-28 UNF

编号

TANK-1.5

与15 ml Falcon 离心管连用，螺纹为M6 或1/4-28TANK-15

与50 ml Falcon 离心管连用，螺纹为M6 或1/4-28TANK-50

说明

1． 适用于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压力驱动型微流控进样器。

2． 侧面接口接压力控制器，上接口接微流控芯片。

3．侧接口为 4 mm 气动快插接口，上接口为 1/4-28 UNF 螺纹接口，连接方便，

      气密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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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l气密储液池

与100 ml 蓝盖试剂瓶连用，螺纹为M6 或1/4-28 UNF

编号

TANK-100

说明

1． 适用于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压力驱动型微流控进样器。

2．可提供两接口和三接口四接口三种型号。

3．上接口为 1/4-28 UNF 螺纹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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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500/1000/2000/5000 ml气密储液池

说明

304L不锈钢材质，4mm 气动快插接口
和1/4-28 UNF螺纹接口

编号

TANK-250/500/1000/2000/5000

1． 适用于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压力驱动型微流控进样器。

2．上接口为 4 mm 气动快插接口和 1/4-28 UNF 螺纹接口，耐压 0.8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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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水基液体样品中裹挟的微小气泡。

卓越的性能：

PTFE 膜片，可有效去除水基液体中的微小气泡

液体 0 ~ 10 ml/min（大流量需外接真空泵） 

内部容积 28 μl 

M3 安装孔，方便安装

20

气泡捕获器



无需串联很长的管路，流阻调节器可以在 3 个数量级范围内快速稳

定的调整管路的流动阻力。

卓越的性能：

使用方便，串联在需要调节阻力的管路中即可使用

体积小巧，总长只有 50 mm

调整范围大，可实现 3 个数量级的流阻变化

和压力控制器连用，轻松实现 0.05 μl /min 的流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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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阻调节器



用于微流控设备概念验证和原型机开发，可在安装基板上灵活安装压力控

制器等微流控设备。

卓越的性能：

灵活固定各种微流控设备

 3 螺纹孔间距：10 mm，M6 螺纹孔间距：50 mm

M3 和 M6 螺纹孔相间排布，方便和光学器件连用

200*200 mm，300*300 mm，400*400 mm 多种面积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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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体安装基板



全 面 支 持：FluidicLab Suite
软 件 可 自 动 扫 描 并 控 制
FluidicLab 旗下的所有设备，
即插即用，简单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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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idicLab Suite 软件



FluidicLab Suite 软件可支持多种压力波形输出

简单而强大的恒流控制

功能强大：FluidicLab Suite 软件可控制压力控制器输出各种压力波
形，并对流量进行精确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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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执行：借助简单易用的自动化脚本编辑和执行模块， 
FluidicLab Suite 软件可控制多种硬件设备相互协作，自
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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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idicLab Suite 软件



无限拓展：FluidicLab Suite 软件正在不断拓展对第三方
设备的支持，现已支持注射泵、蠕动泵、CCD、显微镜等
众多第三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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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 FluidicLab 强大的产品研发和制造能力，我们可以提供全面的 OEM

产品和解决方案。我们的 OEM 组件体积小，采用标准接口，可实现无缝集成。

FluidicLab 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生物医学、化学专家团队，从原型机设计、

实验流程优化、数据分析，均可一站完成。

维护、支持和培训

实验方案的设计和优化

生物化学试剂的合成和生产

机械、电子设计和软件的开发

概念验证和原型机生产

测试、故障排除和持续改进 

小规模试产到大规模生产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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