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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检查 

打开包装箱后，请先检查箱内的物品以确认加药系统的部件是否完全。 

支架底座             1 

支架套筒          1 

支架杆          1 

阀门盒          1 

药品架          1 

控制台          1     

电源线          1 

10ml 注射器         8* 

三通阀          8* 

转接头          8* 

＃A 硅胶管         8* 

＃B 硅胶管         8* 

不锈钢连接杆         1 

多管连接器         1 

MP-1  φ250μm 微量加药头（玻璃微管）  2 

用户手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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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在使用本加药系统之前，首先请仔细阅读本手册以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 在进行正式的加药试验之前，最好先进行数次预备实验或者药物作用范

围的检测试验以熟悉本加药系统的性能。 

★ 微量加药头导管是玻璃（SiO2）微管，极易折断、堵塞，保存、安装、

使用时请务必小心，不要弯折、碰撞，避免尘埃污染。 

★ 所加的药液必须经过过滤，以防止堵塞加药头。 

★ 在加药实验结束后，请务必于当天用蒸馏水清洗管道系统（尤其是电磁

阀和多管微量加药头）,否则可能造成损坏。 

★ 当本加药系统不能正常使用时，请勿继续使用。立即关闭电源开关，并

请与我们联系。 

★ 您可能需要准备一台微操纵器以便能够固定和控制微量加药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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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MPS-3 系列多通道快速微量加药系统是一种可向活体细胞施加不同药物的

实验装置。该系统具有加药延迟短、不同药物之间切换迅速、残留液体死区小和

控制方便等特点，是膜片钳实验等电生理实验的理想加药系统，也可以用于其他

需要对细胞施加药物的实验。 

MPS-3 系列多通道快速微量加药系统提供 8 个独立的加药管道系统，系统

的加药动力由静水压提供，分别由电子开关或者计算机 TTL 电平控制管道系统

中阀门的开启或关闭，从而完成对加药的控制。由于采用了特制的多管微量加药

头，可将 8 个加药管道通过同一加药头施加于细胞，使得在不同药物间切换时只

需要控制阀门的开关，无须移动加药头的位置，大大简化了加药操作和加药对实

验进程的影响。 

二．主要部件 

1．控制台前面板 

 
2．控制台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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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盒 

 

     

 

 

 

 

 

      药品架。 

 

  

转接头 

 

   7．      

                      多管微量加药器和加药针头 

       

 

 

                不锈钢夹持杆 

 

 

 

        10ml 注射器  

 

三通阀                                  底座套筒和支架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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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装 

在安装前，您可能需要准备一台微操纵器以便能够固定和控制多管微量加药

头的位置。 

1. 将控制台和支架底座放在稳固的平台上。 

2. 将支架套管旋紧在底座上，松开支架套管上的调节螺丝，将支架杆插入

支架套管，旋紧调节螺丝。 

3. 松开阀门盒背面的紧固螺丝，将阀门盒固定在支架杆上，阀门盒中心距

离支架杆顶端约 25 厘米。 

4. 将药品架固定在支架杆上，药品架中心距离支架杆顶端约 1-5 厘米。 

5. 将连接在阀门盒上的控制电缆插头插入控制台背面的控制电缆插座内并

旋紧固定帽。 

6. 取出注射器，拔掉活塞杆，将注射器管置于样品架上。 

7. 分别将三通阀与注射器底部开口相连，再将转接头与三通阀相连。 

8. 取出 8 根＃A 硅胶管，分别将硅胶管的一端与转接头相连接，另外一端

与对应阀门的进水口相连接。 

9. 取出 8 根＃B 硅胶管，分别将其一端与阀门出水口相连接。 

10. 将各＃B 硅胶管的另一端分别与多管连接器入水管相连接，注意：8(4)

根＃B 硅胶管必须全部妥接后系统才能应用。 

11. 将不锈钢连接杆旋紧在多管连接器上，然后将不锈钢连接杆固定在微操

纵器上。 

12. 取出微量加药头，将它小心旋紧在多管连接器上，注意：微量加药头中

的密封圈要与多管连接器平稳相贴。 

13. 松开支架套管上的调节螺丝，调节样品架和阀门的高度，使连接好的管

道不至于呈 U 形，然后旋紧支架套管上的螺丝。 

14. 若需要采用 TTL 电平控制，请用电缆将 TTL 输入插座与控制 TTL 电平

输出的仪器相连，注意：这时必须将 TTL 电平控制的相应通道的手动开关拨向

下方。 

15. 确保电源开关处于关断状态，将电源线的一端插入控制台的电源插座，

另外一端与市电电源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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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注意事项： 

★ 请保存不同大小的活塞杆 1～2 个，以备后面操作时使用。 

★ 微量加药头导管是玻璃微管，取出和安装时要格外小心，以免造成损坏。 

★ 本系统没有配备与 TTL 输入插座相连的电缆，请自行制作。 

四．检查 

由于加药的动力来自于静水压，所以管道系统连接的密闭性对于药物的正常

排出十分重要。除此以外，由于管道的内径很小，如果管道内残留有气泡，气泡

的表面张力作用也会使管道堵塞，使药物无法排出。所以在正式开始实验之前需

要进行密封性检查，并排出管道中的气泡。检查方法如下： 

1. 分别向八个注射器管中注入蒸馏水，打开三通阀。观察是否有漏水现象。

检查漏水原因，排除漏水故障。 

2. 将微量加药头从多管连接器上小心取下，将手动控制开关全部拨至下方，

然后打开电源开关。 

3. 打开 1 号控制开关，待多管连接器有水滴连续排出。然后关闭控制开关。 

4. 在进行第 3 步操作时，由于气泡的作用，水滴可能无法正常排出。这时

可以通过加压的方法解决：打开控制开关，将注射器的活塞杆从上面插入注射器

管，慢慢往下推，即可将气泡排出。排出气泡后需要将活塞杆拔出。 

5. 对于 2～8 号通道，分别重复 3、4 步操作。 

6. 小心将微量加药头装回多管连接器。顺序分别打开和关闭 1～8 通道，直

到加药微管有水滴连续滴出。 

7. 用秒表测量各通道从加药微管排出水滴的速度（与药品架的高度有关），

每个通道排出水滴的速度应该大致相同。否则应该检查相应的通道是否漏水或者

管道内残留有气泡。 

8. 若需要检查 TTL 电平控制情况，可以将手动控制开关全部关闭，在选定

TTL 输入端输入 TTL 电平（关闭：0～0.3V，打开：2~5V）检查相应通道的 TTL

电平控制情况。 

 



 - 8 -

五．检测和使用 

MPS-3 系列多通道快速微量加药系统所用的加药头在出厂前经过测试，其排

出药物的有效作用范围（100%控制区域）覆盖 200 倍显微镜（物镜×20, 目镜×

10）的整个视野。但是，为了使您的实验能有效、可靠地进行，建议在进行正式

实验之前先进行几次预备实验，用已知作用的药物对细胞进行施药实验，观察实

验结果与已知结果的符合情况。或者，用户也可以进行几次药物作用范围的检测

实验。以下的操作以膜片钳实验系统为例，其他实验的情况可参考以下步骤。在

使用过程中也可以用此方法检测加药系统是否正确和有效地被使用。 

1. 用蒸馏水清洗全部管道系统。清洗方法见六。 

2. 在某一个通道（假定为 1 号通道）中加入经过滤的 150mM 的 NaCl 溶液，

在其余通道中加入蒸馏水，按前面所述的方法排出所有管道中的气泡，检查流速。 

3. 在培养皿中加入 150mM 的 NaCl 溶液，并将其置于显微镜载物台上。 

4. 调节控制多管微量加药头的微操纵器，借助显微镜观察，使加药微管尖

端接近培养皿底部（离皿底 1～5μm），加药头轴线与水平面的夹角在 30～45 度

左右。 

5. 拉制一根尖端直径约 1μm 的微电极，在电极内充灌 150mM 的 NaCl 溶液，

然后将电极与膜片钳放大器相连，用电极微操纵器将电极尖端置于培养皿底部加

药微管尖端附近。注意微电极尖端应在加药微管尖端的正前方，以保证施加药物

的有效性。 

6. 在微电极和参考电极之间施加一电压（5～10mV），这时可以观察到电流

从电极流过。打开装有蒸馏水通道的控制开关（如 2 号通道），这时应该观察到

电流迅速降为零。然后迅速关闭蒸馏水通道的开关，打开 1 号开关，应该观察到

电流又迅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其他通道也可以用同样方法测试，结果应该相同。 

7. 移动加药微管和电极的位置和方向，重新进行第 6 步操作。可能发现有

时电流不能完全降至零。这说明施加的药物已经不能完全作用到记录电极尖端。

通过多次测试，您就可以掌握加药微管、细胞、记录电极的正确位置和方向。 

8. 检测结束后，必须清洗管道系统。 

正式实验时加药的操作和步骤和上述步骤基本相同，只是用实验药液取代

NaCl 溶液和蒸馏水，并保持加药微管、细胞和记录电极处于最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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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洗 

每次实验前和实验结束后都必须清洗管道系统。管道系统中残留的药物成分

将会影响下次施药实验的准确性，并将大大缩短电磁阀门和加药头的使用寿命。 

清洗方法如下： 

1. 打开控制开关，将管道中的药物溶液排放掉。 

2. 在注射器管中加入蒸馏水，打开控制开关，从加药头排掉蒸馏水，冲洗

管道。 

3. 重复 2 步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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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录 

1.规格参数 

名称：MPS-5        多通道微量加药系统 

型号：MPS-5    非磁性底座 

加药通道数：   8 

控制方式：手动电子开关控制或 TTL 电平控制 

最小加药延迟时间：<20ms 

最小停药延迟时间：<500ms 

微量加药头微管内直径：MP-1：250m；  MP-2：250m 

电源：AC  50Hz  220V；0.5A 

重量(包装后)：<8kg 

★ 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2. 控制电路（一个通道） 
 

 

≥1+5V 

1/4 74HC32

1

1

1/7 ULN2003A

1/7 ULN2003A

+5V 

+12V 

电磁阀线圈 

BNC 插座 

TTL 电平输入 

 
 

★ 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3. 质量保证 

该产品售出前均经检验合格，用户在购买该产品后应对系统进行检测，如发

现质量问题，请在一个月内与本公司联系更换。该产品售出后一年内，如出现非

人为损坏，本公司负责保修；在产品的有效使用期内，本公司对其终身维修，仅

收取元件、材料费。但是，下列部件不属于保修范围：电磁阀；MP-1 或 MP-2

微量加药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