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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

的定量方法及其采样过滤装置，属于鱼类多样性

研究领域。本发明采用过滤法进行样品DNA提取，

采用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

过滤装置，在多次抽滤的同时进行搅拌，大大缩

短了实验的周期，同时也可有效避免样品在实验

阶段被交叉污染，过滤的样品在24h内进行DNA提

取，可有效减少DNA降解，采用人体组织和血液提

取物作为提取剂，可以获得最大提取量，并且提

取的DNA浓度和纯度都较高，采用DNA克隆测序，

可以减少实验成本，并且采用绝对定量PCR的方

法进行鱼类定量研究，绝对定量可以通过标准曲

线和溶解曲线来确定样本中基因的拷贝数或浓

度，特异性高、准确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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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

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包括过滤装置本体（1）、放液口（3）和轴承（18），所

述过滤装置本体（1）下端右侧设置有放液口（3），所述放液口（3）右侧固定安装有放液阀

（4），所述过滤装置本体（1）内部下端设置有储液槽（2），所述储液槽（2）上端中部与二级抽

滤箱（5）底部固定连接，所述二级抽滤箱（5）顶端与一级抽滤箱（10）底端固定连接，所述二

级抽滤箱（5）上侧与一级抽滤箱（10）下侧之间设置有轴承（18）；

所述一级抽滤箱（10）内部上端设置有膨松棉（7），所述一级抽滤箱（10）内部中间设置

有活性炭（6），所述一级抽滤箱（10）内部下端设置有滤纸（8），所述储液槽（2）右侧上端设置

有真空抽滤泵（16），所述真空抽滤泵（16）左侧与真空抽滤管道（17）右侧固定连接，所述真

空抽滤管道（17）左侧贯穿二级抽滤箱（5）中部并与储液槽（2）左侧上端固定连接，所述二级

抽滤箱（5）内部底端设置有微孔滤膜（9），所述真空抽滤管道（17）内部中间设置有风扇

（12），所述风扇（12）中部与转轴（11）一端固定连接，所述转轴（11）另一端与蜗轮（13）中部

固定连接，所述蜗轮（13）右侧与蜗杆（14）左侧啮合连接，所述蜗杆（14）上端与轴承（18）下

端轴心位置活动连接，所述蜗杆（14）下端贯穿真空抽滤管道（17）中部并延伸至二级抽滤箱

（5）内部下端，所述蜗杆（14）下端左右两侧固定安装有搅拌棒（15）；

定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使用已灭菌的采样瓶，选取水生生物保护湖流的水库及其上下游进行多次采样采

集1L样品，每隔一公里设置一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设置3个平行样，每次采样时间间隔6个

月；

S2、使用已灭菌的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对采集到的样品进行过

滤，过滤结束取下微孔滤膜，将微孔滤膜放置于-20℃的冰箱中进行冷冻保存；

S3、取出微孔滤膜并放置在液氮研钵中碾碎，将碎屑倒入2mL的离心管中保存备用；

S4、取出样品滤膜的碎屑，采用DNA提取试剂对滤膜碎屑样品进行DNA提取实验；

S5、将提取到的DNA样品放入超微量分光光度计中进行检测，分析样品DNA的浓度；

S6、选择覆盖物种最多且鉴别精度最高的通用引物，使用引物进行多样性PCR扩增，扩

增产物采用DNA试剂纯化回收，DNA纯化过程中进行多次洗脱，将纯化后的DNA放置于4℃冰

箱中进行冷藏保存；

S7、构建克隆测序文库，对PCR扩增后的DNA片段进行基因检测，将检测出的基因序列结

果与NCBI数据库的基因序列进行比对，分析水体中鱼类的多样性；

S8、根据基因序列对比分析结果，进行扩增后，再使用RealtimePCR的方法对样品进行

扩增，进行鱼类定量研究实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2

中微孔滤膜的滤膜孔径为0.45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2

中滤膜冷冻保存的时间不超过24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5

中OD260代表核酸的吸收峰，OD280代表蛋白质的吸收峰，当提取物为纯DNA时，OD260/OD280

≈1.80，DNA浓度较高时，OD260/OD280在1.60-1.90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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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法检测PCR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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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及其采样过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鱼类多样性研究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

法及其采样过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鱼类作为水生生态系统中最高营养级，能反映水生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

性水平。传统的鱼类调查的调查手段包括走访统计，随机捕捞以及电鱼等方法。但是，这些

调查方法对较大的流域进行调查，往往要花费研究人员数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进行捕获，鱼

类鉴定分类，不具时效性。此外，捕捞法通常会采用电鱼的方式，但是电流的大小很难控制，

部分捕获过程中为了增加实验的可靠性，导致许多鱼类被电死，对生态系统造成重大伤害。

近年来，水声法渐渐被用于鱼类调查和渔业管理，水声法可以做到环境友好的，高效的探测

鱼类的种群数量、密度等。但是水声法在不同环境中的准确性变化较大，在精确的科学研究

中可信度较低，且难以探测出鱼类的种类的技术瓶颈长时间以来未得到解决。

[0003] 随着第二代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eDNA技术在鱼类多样性调查研究中的优势愈发

明显，eDNA技术被称为“一杯水的对话”。随着对NGSmetaboarding技术研究的深入，研究人

员同时利用垂钓、拖网、刺网等9种不同的采样方式进行鱼类多样性调查，发现在10种调查

方法中，eDNA技术能够检出的物种最多，且eDNA比传统调查方法更为敏感，具有时效性高。

[0004] 但是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eDNA仍存在样品在非实验阶段会有交叉污染、降解等

风险会影响eDNA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并且实验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eDNA仍存在样品在实验阶段会有交叉污染、降解等风

险，影响eDNA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实验成本高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

性的定量方法及其采样过滤装置。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及其采样过滤装置，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使用已灭菌的采样瓶，选取水生生物保护湖流的水库及其上下游进行多次采

样采集1L样品，每隔一公里设置一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设置3个平行样，每次采样时间间

隔6个月；

[0009] S2、使用已灭菌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对采集到的样

品进行过滤，过滤结束取下微孔滤膜，将微孔滤膜放置于-20℃的冰箱中进行冷冻保存；

[0010] S3、取出微孔滤膜并放置在液氮研钵中碾碎，将碎屑倒入2mL的离心管中保存备

用；

[0011] S4、取出样品滤膜的碎屑，采用DNA提取试剂对滤膜碎屑样品进行DNA提取实验；

[0012] S5、将提取到的DNA样品放入超微量分光光度计中进行检测，分析样品DNA的浓度；

[0013] S6、选择覆盖物种最多且鉴别精度最高的通用引物，使用引物进行多样性PCR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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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扩增产物采用DNA试剂纯化回收，DNA纯化过程中进行多次洗脱，将纯化后的DNA放置于4

℃冰箱中进行冷藏保存；

[0014] S7、构建克隆测序文库，对PCR扩增后的DNA片段进行基因检测，将检测出的基因序

列结果与NCBI数据库的基因序列进行比对，分析水体中鱼类的多样性；

[0015] S8、根据基因序列对比分析结果，进行扩增后，再使用RealtimePCR的方法对样品

进行扩增，进行鱼类定量研究实验。

[0016]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S1中采样瓶为500mL的可循环霉菌的Nalgene采样瓶。

[0017]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S2中的微孔滤膜的滤膜孔径为0.45μm。

[0018]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S2中滤膜冷冻保存的时间不超过24h。

[0019]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S4中DNA提取试剂包括DNA提取试剂包括人体组织和血液提取

物、  齐安普奈莫拉提物、活生水提取物和速克达那平-柱状物。

[0020]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S5中OD(光密度)260代表核算的吸收峰，OD280代表蛋白质的

吸收峰，当提取物为纯DNA时，OD260/280≈1.80，DNA浓度较高时，OD260/280在1.60-1 .90

（包括1.60）之间。

[0021]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S7中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法检测PCR产物。

[0022] 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应用于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

样性的定量方法及其采样过滤装置，包括过滤装置本体、放液口和轴承，所述过滤装置本体

下端右侧设置有放液口，所述放液口右侧固定安装有放液阀，所述过滤装置本体内部下端

设置有储液槽，所述储液槽上端中部与二级抽滤箱底部固定连接，所述二级抽滤箱顶端与

一级抽滤箱底端固定连接，所述二级抽滤箱上侧与一级抽滤箱下侧之间设置有轴承。

[0023] 优选地，所述一级抽滤箱内部上端设置有膨松棉，所述一级抽滤箱内部中间设置

有活性炭，所述一级抽滤箱内部下端设置有滤纸，所述储液槽右侧上端设置有真空抽滤泵，

所述真空抽滤泵左侧与真空抽滤管道右侧固定连接，所述真空抽滤管道左侧贯穿二级抽滤

箱中部并与储液槽左侧上端固定连接，所述二级抽滤箱内部底端设置有微孔滤膜，所述真

空抽滤管道内部中间设置有风扇，所述风扇中部与转轴一端固定连接，所述转轴另一端与

蜗轮中部固定连接，所述蜗轮右侧与蜗杆左侧啮合连接，所述蜗杆上端与轴承下端轴心位

置活动连接，所述蜗杆下端贯穿真空抽滤管道中部并延伸至二级抽滤箱内部下端，所述蜗

杆下端左右两侧固定安装有搅拌棒。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及其采样

过滤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采用过滤法进行样品DNA的提取，在进行样品DNA提取实验之前，使用已

灭菌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对采集的样品进行过滤，可有效避

免样品在实验阶段被交叉污染，样品的过滤装置的滤膜孔径小，所提取的DNA浓度较高，考

虑到DNA样品的保存难度高，将过滤后将滤膜至于-20℃的冰箱中进行冷冻保存，滤膜放置

在液氮研钵中碾碎并且在24小时之内进行提取实验，可有效减少DNA的降解，采样量1L并配

合使用人体组织和血液提取物试剂进行提取，获得的DNA提取物放在超微量分光光度计下

进行DNA浓度分析，分析结果更精确且结果好，提取的样品DNA的浓度和纯度较高，能满足克

隆以及高通量测序要求；

[0026] （2）本发明采用绝对定量PCR的方法进行鱼类定量研究，绝对定量可以通过标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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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溶解曲线来确定样本中基因的拷贝数或浓度，特异性高、准确度好，根据对比结果的基

因序列，在NCBI数据库中下载目标产物的全基因序列，采集模板，用目的基因引物进行PCR

扩增，回收的PCR产物进行TA克隆，挑取目标菌落进行质粒提取，提取的质粒作为绝对定量

的标准品，取出样品进行RealtimePCR扩增，利用荧光信号的变化可以实时检测PCR扩增反

应中每一个循环扩增产物量的变化，并且可以有效避免传统PCR以终产物监测定量产生的

偏差，提高实验的重复性；

[0027] （3）本发明采用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对样品进行过

滤，传统的鱼类多样性调查时，需要对采集样品进行搅拌和多次过滤处理，而鱼类多样性调

查时需要保证样品的安全性，而传统的鱼类多样性定量对样品的搅拌和过滤都是分开处理

的，这样不仅加长了实验周期，且样品的无菌安全型得不到保障，因此分发明方法设计了一

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在使用本装置的过程中，可先打开真空抽

滤泵，将样品液体倒进一级过滤箱，样品经过一级过滤箱进入到二级过滤箱中，同时真空抽

滤的过程中，真空抽滤管道内的气流会带动风扇开始转动，从而带动蜗轮开始转动，从而带

动蜗杆开始转动，蜗杆带动搅拌棒转动，在抽滤的同时进行搅拌，大大缩短了实验的周期，

同时也可有效避免样品在实验阶段被交叉污染。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及其采样过滤装置的

流程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及其采样过滤装置的

实施例3的结果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及其采样过滤装置的

实施例3的结果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的正视结构

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的剖视结构

示意图。

[0033] 图中标号说明：

[0034] 1过滤装置本体、2储液槽、3放液口、4放液阀、5二级抽滤箱、6活性炭、7膨松棉、8滤

纸、9微孔滤膜、10一级过滤箱、11转轴、12风扇、13蜗轮、14蜗杆、15搅拌棒、16真空抽滤泵、

17真空抽滤管道、18轴承。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顶”、

“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

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

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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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实施例1：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及其采样过滤装置，包括以下步

骤：

[0038] S1、使用已灭菌的采样瓶，选取水生生物保护湖流的水库及其上下游进行多次采

样采集1L样品，每隔一公里设置一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设置3个平行样，每次采样时间间

隔6个月；

[0039] S2、使用已灭菌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对采集到的样

品进行过滤，过滤结束取下微孔滤膜，将微孔滤膜放置于-20℃的冰箱中进行冷冻保存；

[0040] S3、取出微孔滤膜并放置在液氮研钵中碾碎，将碎屑倒入2mL的离心管中保存备

用；

[0041] S4、取出样品滤膜的碎屑，采用DNA提取试剂对滤膜碎屑样品进行DNA提取实验；

[0042] S5、将提取到的DNA样品放入超微量分光光度计中进行检测，分析样品DNA的浓度；

[0043] S6、选择覆盖物种最多且鉴别精度最高的通用引物，使用引物进行多样性PCR扩

增，扩增产物采用DNA试剂纯化回收，DNA纯化过程中进行多次洗脱，将纯化后的DNA放置于4

℃冰箱中进行冷藏保存；

[0044] S7、构建克隆测序文库，对PCR扩增后的DNA片段进行基因检测，将检测出的基因序

列结果与NCBI数据库的基因序列进行比对，分析水体中鱼类的多样性；

[0045] S8、根据基因序列对比分析结果，进行扩增后，再使用RealtimePCR的方法对样品

进行扩增，进行鱼类定量研究实验。

[0046] S1中采样瓶为500mL的可循环霉菌的Nalgene采样瓶。

[0047] S2中微孔滤膜的滤膜孔径为0.45μm。

[0048] S2中滤膜冷冻保存的时间不超过24h。

[0049] S4中DNA提取试剂包括人体组织和血液提取物、  齐安普奈莫拉提物、活生水提取

物和速克达那平-柱状物。

[0050] S5中OD(光密度)260代表核算的吸收峰，OD280代表蛋白质的吸收峰，当提取物为

纯DNA时，OD260/280≈1.80，DNA浓度较高时，OD260/280在1.60-1.90（包括1.60）之间。

[0051] S7中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法检测PCR产物。

[0052] 本发明采用过滤法进行样品DNA的提取，在进行样品DNA提取实验之前，使用一种

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对采集的样品进行过滤，可有效避免样品在

实验阶段被交叉污染，样品的过滤装置的滤膜孔径小，所提取的DNA浓度较高，考虑到DNA样

品的保存难度高，将过滤后将滤膜至于-20℃的冰箱中进行冷冻保存，滤膜放置在液氮研钵

中碾碎并且在24小时之内进行提取实验，可有效减少DNA的降解，采样量1L并配合使用人体

组织和血液提取物试剂进行提取，获得的DNA提取物放在超微量分光光度计下进行DNA浓度

分析，分析结果更精确且结果好，提取的样品DNA的浓度和纯度较高，能满足克隆以及高通

量测序要求。

[0053] 实施例2：基于实施例1但有所不同的是，在怀柔水库上下游的7个采样点进行较为

密集的采样，采样量为1L，采集的样品使用已灭菌的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

样过滤装置，滤膜放置在液氮研钵中碾碎，24h之内进行DNA提取实验，提取的DNA样品放入

超微量分光光度计中进行浓度检测，选择覆盖物种最多且鉴别精度最高的通用引物，使用

引物进行多样性PCR扩增，取2uL纯化的PCR产物与载体连接，转化感受态细胞，37℃下恒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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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过夜，克隆结束后，挑取50个单菌落，使用引物进行菌落PCR验证，PCR产物经琼脂糖凝

胶电泳检测，确认为目的条带，将样品分别挑取30个单菌落过夜扩大培养，培养结束进行质

粒抽提，使用测序仪对样品进行测序检测，扩增产物采用DNA试剂纯化回收，构建克隆测序

文库，对PCR扩增后的DNA片段进行基因检测，将检测出的基因序列结果与NCBI数据库的基

因序列进行比对，分析水体中鱼类的多样性。克隆测序建库数量为40个克隆子每个样品,本

次测序结果比对出共40种脊椎水生生物，其中鱼类32种，浮游生物5种，蛙类1种，按照检出

物种的分类学标准对克隆检测结果的物种出现频率进行记录，在BLAST对比结果时，可以看

出eDNA法检测出的基因序列和数据库中记载的基因序列匹配度很高，证明本研究所采用的

eDNA方法可将河流水体中可能存在的物种鉴定到种水平。

[0054]

[0055] 实施例3：基于实施例1和2但有所不同的是，选取有宽鳍鳈基因序列的4个采样点

进行采样，将采集的样品进行DNA提取实验，根据BLAST对比结果的基因序列，在NCBI数据库

中下载宽鳍鳈(Zaccoplatypus)的全基因序列，在Primer5.5软件中进行引物筛选，获得上

目标基因的上下游引物片段，并进行引物合成，以采集的样品为模板，用目的基因引物进行

PCR扩增，回收的PCR产物进行TA克隆，挑取目标菌落进行质粒提取，提取的质粒作为绝对定

量的标准品，根据DNA样品配置RealTimePCR反应体系，进行RealTimePCR扩增实验，每个样

本进行3次重复检测。合成设计宽鳍鳈的引物片段基因，并构建标准品扩增标准曲线，进行

RealTimePCR检测，得到引物基因标准品扩增标准曲线和实时扩增曲线，得到标准品的标准

曲线方程为：Y=-3.463X+53.338(R2=0.99)，其中相关性指数R2大于0.98，扩增曲线斜率介

于-3到-3.5，E值为0.9443，接近于1，证明该曲线具有可行性，点之间具有线性关系。

[0056] 实施例4：基于实施例1、2和3但有所不同的是，选取有河川沙塘鳢基因序列的4个

采样点进行采样，将采集的样品进行DNA提取实验，根据BLAST对比结果的基因序列，在NCBI

数据库中下载河川沙塘鳢(Odontobutispotamophila)的全基因序列，在Primer5.5软件中

进行引物筛选，获得上目标基因的上下游引物片段，并进行引物合成，以采集的样品为模

板，用目的基因引物进行PCR扩增，回收的PCR产物进行TA克隆，挑取目标菌落进行质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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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提取的质粒作为绝对定量的标准品，根据DNA样品配置RealTimePCR反应体系，进行

RealTimePCR扩增实验，每个样本进行3次重复检测合成设计河川沙塘鳢的引物片段基因，

并构建标准品扩增标准曲线，进行RealTimePCR检测，得到引物基因标准品扩增标准曲线和

实时扩增曲线，得到标准品的标准曲线方程为：Y=-1.7X+33.906(R2=0.99)，其中相关性指

数R2大于0.98，扩增曲线斜率小于大于-3，E值为2.8746大于1，但DNA凝胶电泳显示根据

KF305680.1筛选基因引物能很好的扩增出所需的单一条带，故结果具有参考性。

[0057] 实施例5：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方法及其采样过滤装置，一种基于

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包括过滤装置本体1、放液口3和轴承18，过滤装置

本体1下端右侧设置有放液口3，放液口3右侧固定安装有放液阀4，过滤装置本体1内部下端

设置有储液槽2，储液槽2上端中部与二级抽滤箱5底部固定连接，二级抽滤箱5顶端与一级

抽滤箱10底端固定连接，二级抽滤箱5上侧与一级抽滤箱10下侧之间设置有轴承18。

[0058] 一级抽滤箱10内部上端设置有膨松棉7，一级抽滤箱10内部中间设置有活性炭6，

一级抽滤箱10内部下端设置有滤纸8，储液槽2右侧上端设置有真空抽滤泵16，真空抽滤泵

16左侧与真空抽滤管道17右侧固定连接，真空抽滤管道17左侧贯穿二级抽滤箱5中部并与

储液槽2左侧上端固定连接，二级抽滤箱5内部底端设置有微孔滤膜9，真空抽滤管道17内部

中间设置有风扇12，风扇12中部与转轴11一端固定连接，转轴11另一端与蜗轮13中部固定

连接，蜗轮13右侧与蜗杆14左侧啮合连接，蜗杆14上端与轴承18下端轴心位置活动连接，蜗

杆14下端贯穿真空抽滤管道17中部并延伸至二级抽滤箱5内部下端，蜗杆14下端左右两侧

固定安装有搅拌棒15。

[0059] 本发明采用一种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对样品进行过滤，传

统的鱼类多样性调查时，需要对采集样品进行搅拌和多次过滤处理，而鱼类多样性调查时

需要保证样品的安全性，而传统的鱼类多样性定量对样品的搅拌和过滤都是分开处理的，

这样不仅加长了实验周期，且样品的无菌安全型得不到保障，因此分发明方法设计了一种

基于eDNA的鱼类多样性的定量采样过滤装置，在使用本装置的过程中，可先打开真空抽滤

泵16，将样品液体倒进一级过滤箱10，样品经过一级过滤箱10进入到二级过滤箱5中，同时

真空抽滤的过程中，真空抽滤管道17内的气流会带动风扇12开始转动，从而带动蜗轮13开

始转动，从而带动蜗杆14开始转动，蜗杆14带动搅拌棒15转动，在抽滤的同时进行搅拌，大

大缩短了实验的周期，同时也可有效避免样品在实验阶段被交叉污染。

[006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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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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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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