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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过滤系统，其用于在确定液

体样品中的细胞，例如，活细胞的存在和/或数量

的方法中使用，且涉及使用和制造此类过滤系统

的方法。所述过滤系统包括具有上部部分和环部

部分的杯体，其中所述环部部分可分离地联接至

所述上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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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收纳流体样品的细胞捕获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a)杯体，其包括：

(i)上部部分，

(ii)环部，其具有周边，其中所述上部部分利用易碎连接可分离地联接至所述环部，所

述易碎连接包括界定在所述上部部分与所述环部之间的分割面的周向凹槽，使得在用户相

对于所述环部扭转所述上部部分以产生足以破坏所述易碎连接的旋转力时，所述上部部分

能够与所述环部分离，以及

(iii)流体可渗透薄膜，其附接至所述周边以在所述薄膜与所述环部之间产生流体密

封，其中所述薄膜的一部分适合于将细胞截留于其上面；以及

(b)包括壁的基底，所述壁被配置用来收纳所述环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薄膜部分(i)界定平均直径小于1μm的多个孔隙，

以便准许流体横越所述薄膜的部分，同时将细胞截留于其上面，且(ii)在暴露于波长在

350nm至1000nm的范围内的光时为非自发荧光的。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薄膜部分具有达100μm的平面度公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杯体适合于在流体被引入至所述上部部分中时

将所述流体朝所述薄膜部分引导。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环部与所述上部部分一体地形成。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易碎连接进一步包括在所述上部部分与所述环

部的交叉处的薄壁。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环部包括周向配准特征。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环部在所述环部的所述周边周围包括多个突起，

并且所述基底的所述壁包括多个槽口，当与所述多个突起啮合时，所述多个槽口阻止在所

述用户产生所述旋转力以破坏所述易碎连接时所述杯体相对于所述基底的旋转。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多个突起中的一者具有与其它突起中的每一者

不同的宽度、高度、厚度和间距中的至少一者。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薄膜经由以下中的至少一者连接至所述环部：

粘着、粘合、热焊接和超声波焊接。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槽口中的一者适合于收纳所述多个突起中的一

者，所述多个突起中的所述一者具有与所述其它突起中的每一者不同的宽度、高度、厚度和

间距中的至少一者。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基底界定适合于收纳薄膜支撑体的凹口。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凹口界定适合于准许流体通过的多个开口。

1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基底进一步包括配准特征。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配准特征包括由所述基底的表面界定的凹部。

1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杯体进一步包括适合于将所述杯体联接至所述

基底的至少一个闩锁。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一个闩锁适合于阻止所述杯体与所述基

底在垂直于所述分割面的平面上分离。

18.一种在细胞存在于流体样品中时收集细胞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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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所述流体样品引入至如权利要求1至17中任一项所述的杯体的所述上部部分；以

及

b)准许所述流体通过所述薄膜部分。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在施加所述流体之后将所述上部部分与

所述环部分离。

20.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上部部分与所述环部分离包括施加足以将

所述环部与所述上部部分拆开的力。

21.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其中施加所述力包括相对于所述基底扭转所述杯体。

22.如权利要求18至2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在施加所述流体之后将插

塞紧固至所述基底的底部。

23.一种制造如权利要求1至17中任一项所述的细胞捕获系统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a)提供具有周边的环部；

(b)将流体可渗透部件紧固至周边以在所述薄膜与所述环部之间产生流体密封；以及

(c)将紧固有所述薄膜的所述环部定位于被配置用来收纳所述环部的基底内。

24.如权利要求23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步骤(b)之前，将所述环部可分离地联接至所述

上部部分。

25.如权利要求2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定位步骤包括使所述杯体与所述基底在预定

周向定向上相适配。

26.如权利要求23至25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在将所述杯体定位于所述

基底内之前，将多孔支撑体放置在形成于所述基底中的凹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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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系统和其使用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3年11月4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No.61/899,436的权益和优

先权，所述申请的全部公开内容全文以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中。

发明领域

[0003] 本发明一般来说涉及用于收集液体样品中的细胞(例如，活细胞)以用于稍后分析

的过滤系统，且涉及使用和制造此类过滤系统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4] 例如由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和真菌(例如，酵母菌和霉菌)引起的微生物

污染可导致严重疾病，且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导致人类和动物受试者死亡。某些行业(例如，

食品、水、化妆品、制药和医疗装置行业)的制造商必须符合严格的标准以证明其产品不含

有将危害消费者或接受者健康的微生物污染物水平。这些行业需要对微生物污染物的存在

进行频繁的、准确的和敏感的测试以符合某些标准，例如由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或环境

保护局施加的标准。

[0005] 取决于情形，在活细胞与非活细胞之间进行区分的能力也可以是重要的。举例来

说，在医药品和生物制品的制造期间，重要的是在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水是无菌的且没有

污染物。此外，重要的是，例如经由非肠胃途径向受试者给药的药品(例如，液体医药品和生

物剂型，例如可注射剂型)和液体(例如，盐水)中含有的水也是无菌的且没有污染物。另一

方面，一些活的微生物按某个点存在于饮用水中可以是可接受的。为了成为便携式的，饮用

水必须符合严格的标准。即使微生物可存在于供水中，水仍可被接受用于人类饮用。然而，

一旦细胞数超过阈值水平，水就不再被认为可安全地供人类饮用。此外，某些食品产品(例

如，新鲜产品)和饮料(例如，牛奶)中存在某个预定水平的微生物可以是可接受的。然而，一

旦已超过那些水平，食品或饮料就可被认为已变质且不再可安全地供人类食用。

[0006] 用于评定微生物污染的存在和/或微生物污染的程度的传统细胞培养方法可需要

几天来执行，这可取决于所测试的生物体。在这个时段期间，可对被怀疑的产品(例如，食

品、饮料或药品)进行检疫直到可获得结果和可释放产品为止。因此，需要用于快速地检测

(例如，在几小时或更短时间内)样品中的微生物污染物(明确地说，活的微生物污染物)的

存在和/或数量的系统和方法。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捕获将要分析的细胞，这必须用快

速、安全和一致的方式完成以实现整个检测系统和方法的效率。

发明概要

[0007] 本发明至少部分基于改进的过滤系统(本文中也称作细胞捕获系统)的发现，所述

过滤系统可与细胞检测系统一起使用以确定含有细胞的样品中的活细胞的存在。过滤系统

可粘合光学检测系统使用，光学检测系统检测样品中的细胞(例如，活细胞)的存在。结果可

用以测量所关注的特定样品的生物负荷(例如，以测量活细胞的数量和/或百分比和/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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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0008] 本文中描述的过滤系统提供许多优于现有过滤系统的优点。举例来说，过滤系统

将捕获细胞的薄膜周围的流体样品泄漏的风险减到最小，进而降低不注意地污染过滤系统

的被用户触碰或处置或放置在细胞检测系统内的一部分的风险。此外，过滤系统比现有过

滤系统更方便使用，因为其在用户操作期间需要较少操纵步骤，这在每个额外操纵步骤有

可能将污染物引入至正被分析的样品中或正被分析的流体样品可能不注意地污染用户或

周围环境的情况下可能是有利的。这将污染用户、检测系统或周围环境的风险减到最小。

[0009] 在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收纳流体样品的过滤系统(细胞捕获系统)。所

述系统包括具有上部部分和环部的杯体，所述环部具有周边。上部部分可分离地联接至环

部。杯体还包括流体可渗透薄膜，所述薄膜附接至所述周边以在薄膜与环部之间产生流体

密封。薄膜的一部分适合于将细胞截留于其上面。所述系统还包括被配置用来收纳环部的

基底。

[0010] 所述薄膜部分可：(i)界定平均直径小于约1μm的多个孔隙，以便准许流体横越薄

膜的第二部分，同时将细胞截留于其上面，且(ii)在暴露于波长在约350nm至约1000nm的范

围内的光时为基本上非自发荧光的。此外，薄膜部分可具有达约100μm(即，在±50μm内)的

平面度公差。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杯体适合于在流体被引入至上部部分中时将流体朝

所述薄膜部分引导。

[0011]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环部与杯体的上部部分一体地形成。环部利用易碎连接可分

离地联接至上部部分，易碎连接可以是在上部部分与环部的交叉处的薄壁。易碎连接(例

如，薄壁交叉)可界定周向凹槽。在施加足以破坏易碎连接的力后，易碎连接也可界定上部

部分与环部之间的分割面。在其它实施方案中，环部经由螺纹连接、卡口连接和干涉配合中

的至少一者可分离地联接至上部部分。

[001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环部具有周向配准特征。环部在环部的周边周围可包括多个

突起，且多个突起中的一者具有与其它突起中的每一者不同的宽度、高度、厚度和间距中的

至少一者，所述突起可充当空间配准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薄膜经由以下中的至少一者连

接至环部：粘着、粘合、热焊接和超声波焊接。

[0013] 基底可包括用于收纳环部的圆柱形壁。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圆柱形壁界定与环部

的多个突起相适配的多个槽口。槽口中的一者可适合于收纳多个突起中的一者，所述一者

具有与其它突起中的每一者不同的宽度、高度、厚度和间距中的至少一者，所述突起可便于

空间配准。圆柱形壁可界定周向开口，所述开口适合于在环部安置在基底内时提供对环部

的接近，且还可界定适合于收纳薄膜支撑体的凹口。凹口可界定适合于准许流体通过的多

个开口。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基底包括配准特征，所述配准特征可包括由基底的表面界定的

凹部。

[0014] 杯体可进一步包括至少一个闩锁，所述闩锁适合于将杯体联接至基底以在杯体与

基底之间提供适当的摩擦配合，以便准许适当水平的扭矩有助于将环部(具有相关联的薄

膜)与杯体的上部部分分离，但也准许随后将环部(具有相关联的薄膜)从基底移去。闩锁可

适合于阻止杯体与基底在垂直于分割面的平面上分离，但不阻止杯体相对于基底的旋转。

[0015] 在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在细胞存在于流体样品中时收集细胞的方法。所述

方法包括将流体样品引入至上述杯体的上部部分中；以及准许流体通过薄膜部分。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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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在施加流体之后使上部部分与环部分离。使上部部分与环部分

离可包括施加足以将环部与上部部分拆开的力，所述力可通过相对于基底扭转杯体来施

加。所述方法还可包括在施加流体之后将插塞紧固至基底的底部。

[0016] 在又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制造上文描述的细胞捕获系统的方法。所述方法包

括：提供具有周边的环部；将流体可渗透部件紧固至周边以在薄膜与环部之间产生流体密

封；以及将紧固有薄膜的环部定位于被配置用来收纳环部的基底内。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

述方法包括在产生流体密封之前，将环部可分离地联接至上部部分。所述定位步骤可包括

使杯体与基底在预定周向定向上相适配。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在将杯体定位于基底内之前，

所述方法包括将多孔支撑体放置在形成于基底中的凹口中。

[0017] 附图简述

[0018] 在附图中，相同的参考符号一般在所有不同视图中指相同部件。而且，附图未必按

比例绘制，而是一般将重点放在说明本发明的原理上。在以下描述中，参照以下附图描述本

发明的各种实施方案，附图中：

[0019] 图1A和图1B分别是示例性细胞捕获系统的示意性俯视透视图和仰视透视图；

[0020] 图1C、图1D和图1E是图1A和图1B的示例性细胞捕获系统的示意性侧视图、俯视图

和仰视图；

[0021] 图1F是沿着图1D的线F-F截取的示例性细胞捕获系统的示意性截面图；

[0022] 图2A和图2B分别是示例性杯体的示意性俯视透视图和仰视透视图，杯体是图1A至

图1F的示例性细胞捕获系统的一部分；

[0023] 图2C、图2D和图2E是图2A和图2B的示例性杯体的示意性侧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

[0024] 图2F是沿着图2D的线F-F截取的示例性杯体的示意性截面图；

[0025] 图3A和图3B分别是示例性基底的示意性俯视透视图和仰视透视图，基底是图1A至

图1F的示例性细胞捕获系统的一部分；

[0026] 图3C、图3D和图3E是图3A和图3B的示例性基底的示意性侧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

[0027] 图3F是沿着图3D的线F-F截取的示例性基底的示意性截面图；

[0028] 图4A和图4B分别是示例性基底组合件的示意性俯视透视图和仰视透视图，基底组

合件包括图3A至图3F的示例性基底；

[0029] 图4C、图4D和图4E是图4A和图4B的示例性基底组合件的示意性侧视图、俯视图和

仰视图；

[0030] 图4F是沿着图4D的线F-F截取的示例性基底组合件的示意性截面图；

[0031] 图5A是示例性细胞捕获系统的示意性俯视透视图；

[0032] 图5B至图5D分别是图5A的示例性细胞捕获系统的示意性侧视图、俯视图和仰视

图；

[0033] 图5E是沿着图1D的线D-D截取的示例性细胞捕获系统的示意性截面图；

[0034] 图5F是图5A的示例性细胞捕获系统的示意性仰视透视图；

[0035] 图6A是示例性杯体的示意性俯视透视图，杯体是图5A至图5F的示例性细胞捕获系

统的一部分；

[0036] 图6B至图6D分别是图6A的示例性杯体的示意性侧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

[0037] 图6E是沿着图6D的线D-D截取的示例性杯体的示意性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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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图6F是图6A的示例性杯体的示意性仰视透视图；

[0039] 图7A是示例性基底的示意性俯视透视图，基底是图5A至图5F的示例性细胞捕获系

统的一部分；

[0040] 图7B至图7D分别是图7A的示例性基底的示意性侧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

[0041] 图7E是沿着图7C的线C-C截取的示例性基底的示意性截面图；

[0042] 图7F是图7A的示例性基底的示意性仰视透视图；

[0043] 图8A是用于与具有薄膜的杯体的环部一起使用的示例性适配器的示意性俯视透

视图；

[0044] 图8B至图8D分别是图8A的示例性适配器的示意性侧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

[0045] 图8E是图8A的示例性适配器的示意性仰视透视图。

[0046] 图9A是用于与图8A的示例性适配器一起使用的示例性透镜的示意性仰视透视图；

[0047] 图9B至图9D分别是图9A的示例性透镜的示意性侧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以及

[0048] 图9E是图9A的示例性透镜的示意性俯视透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本发明涉及一种过滤系统(细胞捕获系统)、一种在所述过滤系统中捕获/收集细

胞(包括活细胞)的方法，以及一种用于制造所述过滤系统的方法。可单独地或组合地使用

细胞捕获系统和相关方法，以捕获/收集细胞以用于稍后分析，例如以确定所关注的特定样

品的生物负荷(例如，以测量样品中的活细胞的数量和/或百分比和/或分数)。

[0050] 细胞捕获系统可用以从多种来源捕获细胞(例如，微生物细胞，例如细菌、酵母菌

或真菌细胞)，所述来源包括液体样品(例如，水样品)、可食用流体(例如，葡萄酒、啤酒、牛

奶、婴儿配方奶粉等等)、体液(例如，血液、淋巴液、尿液、脑脊髓液等等)、培养基、通过从所

关注的来源收集细胞(例如，经由拭子)且接着使所收集的细胞分散和/或悬浮而产生的液

体样品，以及液体(例如，缓冲介质或培养基)。

[0051] 下文将详细论述本发明的各方面和某些实施方案中的每一者。

[0052] (I)细胞捕获系统

[0053] 本文中所描述的细胞捕获系统可与光学检测系统一起使用，光学检测系统检测活

细胞的存在。结果可用以测量所关注的特定样品的生物负荷(例如，以测量样品中的活细胞

的数量和/或百分比和/或分数)。例如在2010年11月3日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No .PCT/

IB2010/054965、2011年2月24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No.13/034,402、2010年11月3日

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No.PCT/IB2010/054966、2011年2月24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

No.13/034,380、2010年11月3日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No.PCT/IB2010/054967和2011年2月

24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No.13/034,515中描述了示例性检测系统。

[0054] 本文中描述的细胞捕获系统提供许多优于现有细胞捕获系统的优点。举例来说，

本文中描述的细胞捕获系统将薄膜周围的流体样品泄漏的风险减到最小，且因此，表征的

流体必须通过薄膜。这降低了不注意地污染细胞捕获系统的被用户触碰或处置或放置在检

测系统内的一部分的风险。此外，本文中描述的细胞捕获系统比其它系统更方便使用，因为

其减少在用户操作期间的后续操纵步骤的数量，这在每个额外操纵步骤有可能将污染物引

入至正被分析的样品中或正被分析的流体样品可能不注意地污染用户或周围环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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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能是有利的。这将对用户或检测系统或周围环境的污染减到最小。此外，因为薄膜附接

至环部的周边，所以薄膜基本上是平面的且可被形成以具有在期望的平面度公差内的平面

度，期望的平面度公差是在操作期间将薄膜保持在某些光学检测器的检测系统的聚焦平面

内所必要的。

[0055] 如图1A至图1F示意性地示出的细胞捕获系统100的一个实施方案包括杯体105和

基底110。任选地提供用于覆盖杯体105的盖115。盖115可在杯体105使用之前(诸如在将被

施加的流体的运输或准备期间)保护杯体105的内部。细胞捕获系统100可用例如组装好的

准备使用状态进行运输，如图1A至图1F中所描绘，从而允许用户在没有额外组合件的情况

下快速地捕获或收集细胞，如下文更详细地描述。下文更详细地描述细胞捕获系统100的个

别组件。

[0056] 杯体105包括上部部分230、环部235和流体可渗透薄膜240，如图1F和图2A至图2F

中所描绘。上部部分230大体上被配置用来将其中施加的流体朝杯体105的下部部分引导，

环部235和薄膜240安置在所述下部部分。环部235可分离地联接至上部部分230，使得在需

要时，环部235和薄膜240保留而单独丢弃上部部分230。环部235和相关联的薄膜240接着可

转移至光学检测系统以用于对薄膜进行分析。

[005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上部部分230和环部235一体地形成在一起(例如，通过模制)，

其中可分离性通过易碎连接245而实现。易碎连接245可采用许多形式，包括在上部部分230

与环部235的交叉处的局部变薄的壁部分(例如，厚度为约0.25mm(0.0098英寸)而不是杯体

105的其它部分的1.5mm(0.059英寸))。变薄的壁部分可类似于此交叉处的凹槽，且易碎连

接245可形成凹槽，即使壁部分没有局部变薄。易碎连接245界定分割面250(见图2C)，在施

加足够力(例如，大约5至20英寸磅(0.56至2.26牛顿米)或更大的扭矩)后，上部部分230与

环部235沿着分割面250分开。可在杯体105和/或基底110上提供握把252以有助于用于施加

必要的力而不打滑。握把252可以具有多种形式，诸如所描绘的条带，或将增大用户的握力

的另一表面特征，诸如凸起点。在其它实施方案中，上部部分230与环部235分离地形成，接

着后来通过另一连接(诸如螺纹连接、卡口连接和/或干涉配合)接合在一起。

[0058] 在所描绘的实施方案(见图2F)中。薄膜240例如经由热焊接或超声波焊接在环部

绕开口255的环部的周边周围连接至环部235。薄膜240可以其它方式粘着或粘合至环部235

的周边，诸如借助机械紧固件或粘合剂。连接可以是或可以不是永久的。期望形成流体密封

以限制杯体105内的任何流体从杯体而不是通过薄膜240流出或排出。平面薄膜240具有暴

露的第一表面(即，面向环部235的内部的侧面)，第一表面的至少一部分适于将细胞截留于

其上面。薄膜部分可：(i)界定平均直径小于约1μm的多个孔隙，以便准许流体横越薄膜的所

述部分，同时将细胞截留于其上面；和/或(ii)在暴露于波长在约350nm至约1000nm的范围

内的光时为基本上非自发荧光的。任选地，薄膜部分还可具有达约100μm的平面度公差。平

面度公差指定两个平行平面界定的公差范围，表面必须位于所述公差范围内。举例来说，在

上文描述的平面度公差达约100μm的实施方案中，薄膜240的部分上的每个点都落在隔开

100μm的两个平行平面之间。

[0059] 薄膜240可以具有多种形状中的任一者，例如圆形、环部形、卵形、正方形、矩形、椭

圆形等，且可使一个侧面的一部分或全部暴露以用于细胞截留。在一个实施方案中，薄膜

240可以是盘的形状，例如，基本上平面盘。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多孔薄膜240的用于捕获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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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和/或粒子的部分大于400mm2、500mm2、600mm2、700mm2、800mm2、900mm2或1,000mm2。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多孔薄膜240的用于捕获细胞和/或粒子的部分大于0.5cm2，例如从0.5cm2到

300cm2，从0.5cm2到100cm2，从0.5cm2到50cm2，从1cm2到300cm2，从1cm2到100cm2，从1cm2到

50cm2，从5cm2到300cm2，从5cm2到100cm2，从5cm2到50cm2。薄膜240(例如，以盘的形式)的厚

度可在选自由以下各范围组成的群组的范围内：大约从1μm至3,000μm，从10μm至2,000μm，

和从100μm至1,000μm。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薄膜可具有约0.020”的厚度。

[0060] 多孔薄膜240界定平均直径小于约1μm的多个孔隙，以便准许流体横越薄膜240，同

时将细胞截留于其上。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平均孔隙直径是大约或小于大约0.9μm、0.8μm、

0.7μm、0.6μm、0.5μm、0.4μm、0.3μm、0.2μm、0.1μm或0.05μm。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平均孔隙直

径是大约0.2μm，且在其它实施方案中，平均孔隙直径是大约0.4μm。合适的薄膜240可由尼

龙、硝化纤维、聚碳酸酯、聚丙烯酸、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聚酯、聚砜、聚四氟乙烯

(PTFE)、聚乙烯和氧化铝制成。

[0061] 另外，多孔薄膜240在暴露于波长在约350nm至约1,000nm的范围内的光时是基本

上非自发荧光的。如本文中关于多孔薄膜240所使用，将术语“在暴露于波长在约350nm至约

1,000nm”的范围内的光束时是基本上非自发荧光的”理解为意指多孔薄膜240在用具有足

以使细胞或粒子发射荧光的波长、注量、辐照度的光束照射时，与安置于薄膜上的具有荧光

标记的细胞或荧光粒子相比发射较少荧光。应理解，用户和/或检测器应能够易于和可靠地

将由荧光粒子或具有荧光标记的细胞引起的荧光事件与从多孔薄膜240发出的背景荧光进

行区分。选择多孔薄膜240使得其可能检测安置于此多孔薄膜240上的荧光粒子或具有荧光

标记的细胞或使所述荧光粒子或具有荧光标记的细胞可视化。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在相同

条件下(例如，使用具有相同波长、注量和/或辐照度的光束)测量时，从用光束照射的多孔

薄膜240的区域(例如，与正被可视化的细胞或细胞群体或粒子具有大致相同的表面积的区

域)发射的荧光可能不大于从荧光粒子或具有荧光标记的细胞发射的荧光的大约30％(例

如，小于30％、小于27.5％、小于25％、小于22.5％、小于20％、小于17.5％、小于15％、小于

12.5％、小于10％、小于7.5％、小于5％或小于2.5％)。

[0062] 非自发荧光的合适的薄膜240可由薄膜，例如浸渍有碳黑或用惰性金属(诸如但不

限于金、锡或钛)溅镀的尼龙、硝化纤维、聚碳酸酯、聚丙烯酸、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

聚酯、聚砜、聚四氟乙烯(PTFE)、或聚乙烯薄膜制成。具有适当的孔隙大小的基本上非自发

荧光的薄膜240包括(例如)ISOPORETM薄膜(Merck  Millipore)、NUCLEOPORETM径迹蚀刻薄膜

(Whatman)、ipBLACK径迹蚀刻薄膜(由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AR  Brown经销)，和聚碳酸酯

(PCTE)薄膜(Sterlitech)。

[0063]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环部235具有周向配准特征以确保环部235恰当地定位于基底

110中，而且这也提供薄膜240的一致定向。具有一致定向允许参照薄膜240上的细胞(例如，

活细胞)截留在薄膜240的至少一部分上的特定位置。对于盘形薄膜，极坐标(即，径向“r”和

角度“θ”坐标位置)可以是合适的。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配准特征包括多个突起260(见图2A

和图2C)，例如在环部235的周边周围间隔开的至少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

个、九个或十个突起。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环部界定至少四个突起。为了恰当地将环部235定

向，且进而将薄膜240定向，突起中的一者260’可与其它突起不同，诸如具有不同宽度、高

度、厚度和/或间距(例如，与另一突起260间隔60度而不是90度)。基底上的对应特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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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见下文)类似地设计大小以收纳突起260，包括独特的突起260’，使得环部235与基底

110仅可在一个定向上联接。突起260也可以基本上对称的布局提供，使得多个定向是可能

的。

[0064] 图3A至图3F中所描绘的基底110具有用于收纳环部235的圆柱形壁265。尽管在所

描绘的实施方案中是圆柱形的，但壁265可以具有与环部235的形状互补的多种形状，使得

环部235可收纳在壁265内。壁265界定多个槽口270，槽口270被设计大小且适合于与突起

260相适配。独特的槽口270’可被设计大小或定位以收纳独特的突起260’，进而实现一致的

参照系。突起260和槽口270还可被设计尺寸以提供足够的摩擦配合，以便在相对于杯体230

的上部部分将适当的扭矩施加至环部235/基底110时保持啮合，此时环部235沿着分割面

250与杯体230的上部部分脱离。大约0.787mm(0.030英寸)的重叠可为足够的，但更大的和

更小的重叠也可起作用。壁265还界定周向开口275，开口275在环部235安置在基底110内时

(如图3A、图3D、图4A和图4F中所描绘)提供对环部235的接近。举例来说，取决于情况，用户

可通过经由开口275插入工具(例如，钳子)将环部235与薄膜240一起移去来移去环部。

[0065] 基底110进一步界定用于收纳流体可渗透薄膜支撑体285的凹口280(见图3F)，支

撑体285任选地是基本上平面的。薄膜支撑体285是可渗透的且适合于在环部235安置在基

底110中时与薄膜240的底表面接触。例如呈光滑的平面的多孔塑料熔块的形式的流体可渗

透支撑体285截留足够流体以维持在邻近可渗透支撑体285安置的多孔薄膜240中的湿度，

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对于维持截留在多孔薄膜240上的细胞的成活力可以是重要的。支撑

体285的厚度可在选自由以下各范围组成的群组的范围内：大约从0.1mm至10mm，从0.5mm至

5mm，和从1mm至3mm。凹口280界定开口290以准许流体通过开口290。

[0066] 为了便于对所捕获的细胞进行准确检测和计数估计，在细胞检测期间薄膜240基

本上是平面的(例如，基本上无皱折)是有益的(在一些例子中甚至是必要的，这取决于检测

系统的配置和能力)。如本文中所使用，将术语“基本上平面的”理解为意指物品具有小于大

约100μm(即，在±50μm内)的平面度公差。这是因为高度瑕疵(例如，皱折)可干扰光学检测/

测量系统，从而导致错误的结果。因此，多孔薄膜240在干的和/或湿的时且取决于检测状

况)在检测系统的检测能力内保持相对紧密的平面度公差可以是重要的。

[0067] 在某些情况下，取决于所使用的检测系统，薄膜(和安置在其中的细胞)维持在紧

密的平面度公差内(例如，在达约100μm(±50μm)，例如，达约10μm(±5μm)，达约20μm(±10μ

m)，达约30μm(±15μm)，达约40μm(±20μm)，达约50μm(±25μm)，达约60μm(±30μm)，达约70

μm(±35μm)，达约80μm(±40μm)，达约90μm(±45μm)的平面度公差内)，使得细胞可易于由

检测系统在窄的聚焦平面内可视化。如果使用动态聚焦系统，那么预期可容许大于100μm的

平面度公差。因此，使用将薄膜和任何所捕获的细胞维持于基本上平面的定向中和适当紧

密的平面度公差内以准许可靠检测的支撑系统可以是优选的。取决于检测系统和检测后要

求，支撑系统可适合于在使含有细胞的溶液经由安置在固体支撑体内的孔隙通过固体支撑

体之后在细胞已被捕获在固体支撑体上之后在薄膜为干的时和/或湿的/潮的时呈现和/或

维持薄膜的平面性。

[0068] 下文描述的各种方法允许多孔薄膜240在来自样品流体的细胞被捕获在薄膜上之

后保持基本上平坦的，且基于本文中的论述，其它方法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是显

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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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当多孔薄膜240被弄湿时，薄膜240与薄膜支撑体285之间的表

面张力使薄膜240的底表面与支撑体285的上部适配表面相符合。举例来说，在一个实施方

案中，薄膜支撑体285可以是流体可渗透的、固体的、基本上平面的元件，其在例如薄膜240

被弄湿时将薄膜240保持于基本上平面配置。支撑体285是多孔的，且上部适配表面是基本

上平坦的和光滑的。在另一实施方案中，支撑体285涂布有无毒粘合剂，例如聚异丁烯、聚丁

烯类化合物、丁基橡胶、苯乙烯嵌段共聚物、硅橡胶、丙烯酸共聚物，或其某一组合。当例如

从真空施加向下的压力时，多孔薄膜240变得松散地粘着至支撑体285，这导致多孔薄膜240

与支撑体285的表面相符合。支撑部件285是多孔的，且上部适配表面是基本上平坦的和光

滑的。举例来说，在一个实施方案中，表面具有达约100μm的平面度公差。

[0070] 支撑体285的直径大致与薄膜240的用于收纳细胞的部分相同，且优选地支撑体

285具有基本上均匀的厚度。支撑体285的厚度可在选自由以下各范围组成的群组的范围

内：大约从0.1mm至10mm，从0.5mm至5mm，和从1mm至3mm。适合用于制造多孔支撑部件285的

材料包括塑料、聚碳酸酯、高密度聚乙烯(HDPE)、玻璃和金属。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支撑部件

285通过以下过程制成：烧结由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制成的平均直径为0.15至0.2mm的塑料

粒子，塑料粒子保持在粒子熔点附近的温度下和足以使粒子烧结的压力下以使其一起熔化

并形成均匀的结构。

[0071] 尽管将薄膜240和支撑体285描绘为圆形的，但这仅仅是说明性的。在其它实施方

案中，薄膜240和/或支撑体285可成形为正方形的、矩形的、椭圆形的等。一般来说，选择支

撑体285(如果它被使用的话)的形状和表面积，使得支撑体285的表面与薄膜240的用于收

纳安置于其上的细胞的部分具有大致相同的大小或稍小于薄膜240的所述部分。

[0072] 在将样品流体倒至薄膜240上之前，将表面240安置成与支撑部件285的基本上平

坦的光滑表面接触。在将样品流体排干之后，大体上平坦的表面有助于将薄膜240保持为基

本上平坦的。支撑体285还可用作通过薄膜240的流体的储液器，以提供防止薄膜240和安置

在其上的活细胞在检测过程期间变干的额外益处。变干对于被截留在薄膜240上的细胞的

成活力可为有害的。

[0073] 基底110还包括配准特征295以确保基底110恰当地且一致地定位于细胞检测系统

中。在一个示例性实施方案中，配准特征295是基底110的外表面上的缺口。当基底110插入

至具有适配特征的对应结构(例如，弹簧加载滚珠轴承)中时，当基底110“锁定”至适当位置

时，用户将知道基底已恰当地定位，或某一其它反馈被提供给用户。可使用其它配准技术，

包括上文关于环部235与壁265之间的接合而描述的技术。

[0074] 在另一实施方案中，细胞捕获系统500(如图5A至图5F中所描绘)在很大程度上类

似于细胞捕获系统100，包括具有类似的组件，诸如杯体505、基底510和盖515。细胞捕获系

统500还包括安置在杯体505底部的薄膜540，薄膜540被设计以与支撑部件585接合以有助

于维持薄膜540(见图5E)的平面性。由于细胞捕获系统500的组件与细胞捕获系统100的组

件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使用共同编号而指示)，且具有如上文关于细胞捕获系统100描述

的相同的或类似的性质，因此下文描述组件的各方面的唯一差别。

[0075] 如关于细胞捕获系统100所论述，突起260和槽口270也被设计尺寸以提供足够的

摩擦配合，以便在相对于杯体230的上部部分将适当的扭矩施加至环部235/基底110时保持

啮合，此时环部235沿着分割面250与杯体230的上部部分脱离。然而，如果环部235与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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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之间的摩擦配合过大，那么随后可能难以将环部235从基底110移去以用于随后进行分

析。使用附接至与基底110配合的杯体的闩锁(见图5至图7)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闩锁准许适

当程度的摩擦配合以使环部235与杯体230的上部部分分开，但不需要此摩擦使得用户难以

将环部235与基底110分离。参照图5至图7更详细地论述这些特征。

[0076] 在图5A、图5B和图6A至图6F中分开描述的杯体505包括从杯体505的外边缘向下延

伸的多个闩锁592。闩锁592被配置用来与基底510上的对应突起594(见图7A和图7C)啮合。

尽管描述了两个闩锁592，但可使用少至一个，其中上限仅仅由闩锁的大小和安装闩锁592

的表面的圆周指定。闩锁592可以是弹性的，使得当杯体505最初与基底510啮合时，闩锁592

在与突出部分594的下部部分重新啮合之前在突出部分594周围弯曲。由于闩锁592与突出

部分594的下部部分而不是其侧面啮合，因此闩锁592限制杯体505与基底510的纵向分离，

但不限制或增大将杯体505与环部535分离的扭矩要求。与环部135一样，环部535具有突起

660’，所述突起660’与其它突起660相比尺寸不同以充当配准特征。突起660’可相对较长且

延伸至基底510中的空间中以在环部535的移去期间允许较易于抓住(例如，借助钳子)。用

于啮合突起660’的这个空间在基底510具有邻近周向开口775的平坦表面796的实施方案中

可能甚至更大，如图7A和图7B中所描绘。握把552示出在杯体505和基底510的外表面上(见

图5F)，其可有助于用户产生适当的力或扭矩而不会打滑以将环部535与杯体505的上部部

分分离。

[0077] 具有闩锁592的布置可有助于增大细胞捕获系统500在运输期间的稳定性，且限制

杯体505在预期使用之前的任何时间变得与基底510分离的可能性。如果闩锁592提供额外

稳定性，可能不需要环部535像在其它实施方案中一样紧紧地安插在基底510内。这可减小

在细胞捕获之后将环部535从基底510移去所需的力，从而减小在移去期间环部535变得受

损或薄膜变形至例如超出所需平面度公差之外的可能性。另外，增加较长突起660’和较宽

的空间可能因为需要较小力将环部535从基底510移去而对用户有所帮助。

[0078] 在图7A和图7C中，示出没有流体可渗透薄膜支撑体的基底510。在图5E中，可渗透

部件585示于细胞捕获系统中安置在薄膜540下面。

[0079]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细胞捕获系统，明确地说是多孔薄膜240具有小于10-6、10-7、

10-8或10-9的无菌保证水平。这可例如通过经由本领域已知的技术(例如，经由高压蒸消毒、

暴露于电离性辐射，例如γ辐射，或暴露于杀菌流体或气体，例如环氧乙烷或汽化过氧化

氢)对细胞捕获系统100或500杀菌而实现。细胞捕获系统100在杀菌之前、期间或之后可封

闭在容器(例如，袋)内。细胞捕获系统100在最终杀菌(例如，经由暴露于电离性辐射)之前

可放置在容器(例如，袋)内且被密封(例如，气密的)。

[0080] (II)细胞捕获系统的制造和组装

[0081] 可使用已知技术(包括注射模制和机械加工)来制造和组装细胞捕获系统100和

500，以及其各种组件。尽管下文关于细胞捕获系统100描述技术，但相同技术可用于细胞捕

获系统500和其组件。杯体105和基底110可由能够被杀菌的任何基本上刚性材料制成。举例

来说，杯体可由本领域已知的材料(例如，塑料和金属)制造，这可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制

造的容易程度、成本和所使用的联接系统)而变化。举例来说，当上部部分230和环部235是

杯体的通过易碎连接隔开的一体组件时，上部部分和环部可使用聚合物材料(例如，聚乙烯

或聚丙烯)来模制(例如，注射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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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在一种方法中，具有上部部分230和环部235的杯体110可以被制造成一个或多个

部件。在将杯体105定位于基底110内之前，可将薄膜240在环部235的周边周围紧固至环部

235。然而，应理解，取决于实施方案和紧固机构，可在将环部235附接至杯体的上部部分230

之前将薄膜附接至环部的周边。此后，可接着经由连接(诸如螺纹连接、卡口连接或干涉配

合连接)将所得的环部和薄膜组合件附接至杯体的上部部分。

[0083] 各种组件可以具有广泛多种大小，但仍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细

胞捕获系统100的高在约1英寸与5英寸之间(例如，大约3英寸)，其中直径在约1英寸与3英

寸之间(例如，大约2.25英寸)。可将细胞捕获系统100的大小设计成容纳从约100mL至约

200mL的流体样品，但不同大小可用以容纳更多或更少流体。

[0084] 如上文所描述，可以使用环部235与基底110之间的配准特征，因此将杯体105定位

于基底110中的步骤将杯体105置于相对于基底110的预定周向定向。如果包括支撑体285，

那么应在将杯体105定位于基底110中之前将支撑体285放置在凹口280中。

[0085] (III)细胞捕获方法

[0086] 如上文所描述，图1A至图1F描绘示例性细胞捕获系统100的组件，且图5A至图5F描

绘示例性细胞捕获系统500的类似组件。下文关于使用细胞捕获系统100的方法的描述也适

用于细胞捕获系统500。杯体105通过环部235与基底110之间的接合联接至基底110。可在杯

体105的顶部提供盖115以保护杯体105的内部以防被污染。

[0087] 在使用期间，为了捕获/收集细胞，将流体样品施加(例如，倒入)至杯体105中。由

于上部部分105是楔形的，流体使薄膜240变湿且通过薄膜240。流体通常朝着基底110通过

薄膜组合件(例如，通过薄膜240，和支撑体285，如果使用支撑体的话)。负压力(例如，真空)

可用以抽吸流体通过薄膜240至开口290，且有助于将薄膜240保持为基本上平坦的。流体施

加步骤可在施加真空之前、同时或之后发生。预期基本上非自发荧光的薄膜240准许在约5

托或约10托的真空下通过其的流速为至少5mL/cm2/分钟或至少10mL/cm2/分钟。

[0088] 在抽吸流体通过细胞捕获系统100之后，流体中不能通过薄膜240的任何粒子和/

或细胞截留在薄膜240的上暴露表面上。在将流体倒入至杯体组合件100中之后，可借助图

4A至图4F中所描绘的所得组合件(具有任选的盖405和插塞410)将上部部分230与环部235

分离。

[0089] 为了将上部部分230与环部235分离，用户可施加足够力以破坏连接。当上部部分

230与环部235一体地形成时，如在示例性实施方案中，用户可相对于基底110扭转杯体105。

基于突起260与槽口270之间的重叠提供对此旋转的阻力，上部部分230将沿着分割面250与

环部235分离。所需的力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易碎连接245的厚度，且通常对细胞捕获系统

100进行设计而需要至少5至20英寸磅(0.56至2.26牛顿米)。在将基底110转移至检测系统

时，或在对含有薄膜240的基底110进行培育(例如)持续15分钟至8小时以准许所捕获的活

细胞增殖时，可将盖405放置在基底110的顶部，以保护变潮的薄膜240和支撑体285以防被

污染。可例如经由指状突起295将插塞410紧固至基底110底部，以便尤其在将基底110插入

至其它设备中(例如，插入至本身被引入至检测系统中的台架)时防止残余流体的任何泄

漏。

[0090] 在另一实施方案中，可在将环部235、535从相应细胞捕获系统100或500移去之后

将环部235、535放置到适配器800(见图8A至图8E)上。适配器800可具有与基底110、510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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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槽口270，从而允许紧固地固持环部235、535。对于槽口270可使用许多不同图案，包括在

基底110、510中所描绘的图案，但可使用与环部235、535上的突起260、660互补的任何图案。

如上文所描述，独特槽口270’可用以在环部235、535安置在适配器800上时使环部235、535

唯一地定向。配准特征895(例如，突起)可对适配器800进行定位以在适配器800放置于扫描

系统中时定向适配器800(例如，借助匹配图案与台架相适配以确保恰当定向)。由于可将环

部235、535唯一地定向在适配器800内，且可将适配器800唯一地定向在扫描系统内，因此薄

膜240、540在扫描期间可具有一致且已知的定向。另外，凸起部分885可与支撑部件285、585

类似地起作用，即，通过提供薄膜240、540的下表面(即，没有细胞的一侧)可接合的表面以

在扫描期间维持薄膜240、540的上表面(即，有细胞的一侧)的平面性而实现。

[0091] 类似于盖405(在图4A中用虚线描绘)，透镜905(图9A至图9E中所描绘)可与适配器

800一起使用以覆盖其中的内容(例如，薄膜240、540)以防止污染。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透镜

905可在扫描期间移去，而在其它实施方案中，透镜905在扫描期间可保留在适配器800上。

透镜905的下表面可具有用于与适配器800相适配的一个或多个特征，诸如图9A至图9C中所

描绘的壁。壁可置于适配器800的内壁与外壁之间的空间中，从而有助于确保在扫描期间透

镜900的稳定性和薄膜240、540的全覆盖。透镜900的上表面可以是基本上平坦的或弓形的，

且可受控制以确保恰当的扫描结果。

[0092] 可在捕获之后的任何时刻用活性染色剂或活性染色系统(例如，如美国专利申请

序列No.13/875,969中所论述)对细胞进行染色，使得有可能选择性地检测活细胞并将活细

胞与非活细胞进行区分。可任选地用生理上可接受的盐溶液和/或缓冲溶液对细胞进行洗

涤以去除残余的非特异性结合的荧光染料和/或淬灭剂。

[0093] 一旦已将细胞捕获系统用来捕获流体样品中最初存在的细胞，且适当地已对细胞

染色，就可将所得薄膜(仍附接至环部)插入至台架(见美国专利申请序列No.13/875,969)

中以便插入至合适的检测系统中。例如在2010年11月3日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No .PCT/

IB2010/054965、2011年2月24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No.13/034,402、2010年11月3日

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No.PCT/IB2010/054966、2011年2月24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

No.13/034,380、2010年11月3日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No.PCT/IB2010/054967和2011年2月

24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No.13/034,515中描述了示例性检测系统。涉及此类系统的

其它专利申请包括美国专利公开案No.US2013/0316394、US2013/0309686、US2013/0323745

和US2013/0316363。

[0094] 以引用的方式并入

[0095] 本文中引用的或在附录中附至本文的专利文献和科学文章中的每一者的全部公

开内容出于所有目的以引用的方式并入。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序列No.61/641,805；61/641,

809；61/641 ,812；61/784 ,759；61/784 ,789和61/784 ,807以及美国专利申请序列No.13/

875,914；13/875,936；13/875,969和13/886,004的全部描述出于所有目的以引用的方式并

入本文中。

[0096] 等效形式

[0097] 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性的情况下，本发明可以其它特定形式实施。因

此上述实施方案在所有方面应视作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制本文中所描述的本发明。可以各

种组合和排列使用不同实施方案的各种结构元件和各种公开的方法步骤，且所有此类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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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视作本发明的形式。本发明的范围因此由所附权利要求书而不是以上描述指示，且落入

权利要求书的等效性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改变都意在涵盖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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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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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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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

图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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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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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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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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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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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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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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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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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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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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