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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内容涉及用于从悬浮液中回收靶物

质的设备、系统和方法。系统包括处理容器、顶替

液和管。所述管包括漏斗、套和腔体。所述套允许

所述漏斗和所述腔体之间的流体连通，使得所述

处理容器插入所述腔体中，且所述套延伸进所述

处理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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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其包括：

管，其包括

第一端部，

包括孔口的第二端部，

包含靶物质的生物悬浮液，和

在所述第一端部和第二端部之间的收集段，所述收集段包括

漏斗，其包括在所述第一端部近侧的口和在所述第一端部远侧的顶点，

腔体，其从所述第二端部中的孔口向所述漏斗的顶点延伸，和

套，其从所述漏斗的顶点延伸进所述腔体；和

处理容器，其包括封闭端部和具有大于所述靶物质的密度的密度的顶替液，

其中所述处理容器的至少一部分位于所述管的腔体内，且

其中所述套穿过所述处理容器的封闭端部延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顶替液选自：用聚乙烯吡咯烷酮包被的胶态二

氧化硅颗粒的溶液、多糖溶液、碘克沙醇、有机溶剂、液体蜡、油、气体、橄榄油、矿物油、硅氧

烷油、浸渍油、矿物油、石蜡油、硅油、氟硅氧烷、全氟萘烷、全氟全氢菲、全氟溴辛烷、有机溶

剂、1,4-二 烷、乙腈、乙酸乙酯、叔丁醇、环己酮、二氯甲烷、叔戊醇、叔丁基甲基醚、乙酸

丁酯、己醇、硝基苯、甲苯、辛醇、辛烷、碳酸丙烯酯、四氢噻吩砜、离子流体、基于聚合物的溶

液、表面活性剂、全氟酮、全氟环戊酮、全氟环己酮、氟化酮、氢氟醚、氢氟烃、全氟烷烃、全氟

聚醚、硅、基于硅的液体、苯基甲基硅氧烷、及其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所述处理容器进一步包含在所述封闭端部中的可重新

密封的插塞，其中所述套穿过所述可重新密封的插塞延伸。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套是管、针头或非取心针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所述处理容器进一步包含处理溶液以实现对所述靶物

质的转化。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所述生物悬浮液进一步包含非靶物质，且所述管进一步

包含负富集试剂以改变所述非靶物质的密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合适的负富集试剂是用聚乙烯吡咯烷酮包被

的胶态二氧化硅颗粒的溶液、多糖溶液、碘克沙醇、支链葡聚糖、氯化铯、蔗糖、基于糖的溶

液、聚合物溶液、多相聚合物溶液、四聚体抗体复合物、颗粒、珠子、纳米颗粒、基于金属的化

合物、金属络合物、脂质或糖。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所述系统进一步包括插入在所述管的第一端部内的帽。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所述系统进一步包括放在所述帽和所述管的第一端部

上面的夹具。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所述系统进一步包括位于所述管内的纵向位置处的浮

子。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所述系统进一步包括密封环，所述密封环在与所述管

内的浮子的至少一部分相同的纵向位置处圆周地位于所述管周围。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管的第一端部是底端部，所述管的第二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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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顶端部，且所述处理容器从所述管的第二端部向上延伸。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靶物质是血沉棕黄层、细胞、卵子、胎儿物质、

滋养层、有核的红血细胞、胎儿红血细胞、胎儿白血细胞、胎儿DNA、胎儿RNA、循环的肿瘤细

胞、循环的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囊泡、脂质体、蛋白、核酸、生物分子、具有封闭膜的天然存

在的微观单元、具有封闭膜的人工制备的微观单元、寄生虫、微生物、病毒、炎症细胞或分解

的生物固体。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所述管进一步包含正富集试剂以改变所述靶物质的密

度。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合适的正富集试剂是用聚乙烯吡咯烷酮包

被的胶态二氧化硅颗粒的溶液、多糖溶液、碘克沙醇、支链葡聚糖、氯化铯、蔗糖、基于糖的

溶液、聚合物溶液、多相聚合物溶液、四聚体抗体复合物、颗粒、珠子、纳米颗粒、基于金属的

化合物、金属络合物、脂质或糖。

16.方法，其包括下述步骤：

提供管，其包括

第一端部，

包括孔口的第二端部，

包含靶物质的生物悬浮液，和

在所述第一端部和第二端部之间的收集段，所述收集段包括

漏斗，其包括在所述第一端部近侧的口和在所述第一端部远侧的顶点，

腔体，其从所述第二端部中的孔口向所述漏斗的顶点延伸，和

套，其从所述漏斗的顶点延伸进所述腔体；

将包括封闭端部的处理容器插入所述管的腔体，其中所述套穿过所述处理容器的封闭

端部延伸；

向所述处理容器加入顶替液，其具有大于所述靶物质的密度的密度；和

将所述管、所述顶替液和所述处理容器离心，其中在离心过程中，所述顶替液经由所述

套流入所述管中以替换来自所述管的靶物质，其穿过所述套流入所述处理容器中。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将正富集试剂加入所述管以改变所述靶物质的密度。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靶物质是血沉棕黄层、细胞、卵子、胎儿物

质、滋养层、有核的红血细胞、胎儿红血细胞、胎儿白血细胞、胎儿DNA、胎儿RNA、循环的肿瘤

细胞、循环的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囊泡、脂质体、蛋白、核酸、生物分子、具有封闭膜的天然

存在的微观单元、具有封闭膜的人工制备的微观单元、寄生虫、微生物、病毒、炎症细胞或分

解的生物固体。

19.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将负富集试剂加入所述管以改变非靶物质的密度，所述生物悬浮液进一步包含非靶物

质，

所述生物悬浮液进一步包含非靶物质。

20.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下述步骤：

将包括封闭端部和分层流体的填充装置插入所述管的腔体中，其中所述套穿过所述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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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装置的封闭端部延伸；

将所述分层流体的至少一部分从所述填充装置转移至所述管以替换从所述管进入所

述填充装置中的空气；和

从所述管的腔体取出所述填充装置，

其中在将所述处理容器插入所述管的腔体中之前执行所述填充装置的插入、转移和取

出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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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收集靶物质的设备、系统和方法

[0001] 对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6年6月3日提交的临时申请号62/345,172的权益，并且也是2015年

1月30日提交的申请号14/610,522的部分继续申请，后者要求2014年2月4日提交的临时申

请号61/935,457的权益，并且也是2014年9月24日提交的申请号14/495,449(现在的专利号

9,039,999，2016年5月26日授权)的部分继续申请，后者是2013年11月26日提交的申请号

14/090,337的部分继续申请，其要求以下申请的权益：2012年11月30日提交的临时申请号

61/732,029；2012年12月21日提交的临时申请号61/745,094；2013年3月15日提交的临时申

请号61/791,883；2013年5月1日提交的临时申请号61/818,301；和2013年8月26日提交的临

时申请号61/869,866；并且也是2014年5月1日提交的申请号14/266,939的部分继续申请，

其要求2013年5月1日提交的临时申请号61/818,301、2013年8月26日提交的临时申请号61/

869,866和2014年2月4日提交的临时申请号61/935,457的权益。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内容一般地涉及基于密度的流体分离，且特别涉及从悬浮液中回收靶物

质。

背景技术

[0004] 悬浮液经常包括难以检测、提取和分离用于分析的目标物质。例如，全血是物质在

流体中的悬浮液。所述物质包括在被称为血浆的蛋白质流体中的数十亿红细胞和白细胞以

及血小板。常规地针对异常生物或细胞的存在而检查全血，所述异常生物或细胞是诸如卵

子、胎儿细胞、内皮细胞、寄生虫、细菌和炎症细胞、以及病毒，包括HIV、巨细胞病毒、丙型肝

炎病毒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目前，从业人员、研究人员和用血液样品工作的那些人设法

分开、分离和提取外周血样品的某些组分用于检查。用于分析血液样品的典型技术包括以

下步骤:将血膜涂片在载玻片上，并且以使得某些组分能够通过明视野或荧光显微术检查

的方式将所述膜染色。

[0005] 另一方面，在悬浮液中以非常低的浓度出现的目标物质特别难以(如果不是不可

能的话)使用许多现有技术检测和分析。所以，从业人员、研究人员和用悬浮液工作的那些

人继续寻求针对罕见目标物质的存在或不存在而准确分析悬浮液的系统和方法。

附图说明

[0006] 图1A-1B显示了一个实施例管(tube)。

[0007] 图2A-2C显示了一个实施例管-处理容器(processing  vessel)系统。

[0008] 图3A-3B显示了一个实施例密封环。

[0009] 图3C-3D显示了一个实施例密封环。

[0010] 图3E-3F显示了一个实施例密封环。

[0011] 图3G显示了一个实施例密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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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图4A显示了用于回收靶物质的实施例方法的流程图。

[0013] 图4B显示了用于回收靶物质的实施例方法的流程图。

[0014] 图5A-5F显示了回收靶物质的实施例系统。

[0015] 图6A-6E显示了回收靶物质的实施例系统。

[0016] 发明详述

[0017] 本公开内容涉及用于从悬浮液中回收靶物质的设备、系统和方法。系统包括处理

容器、顶替液(displacement  fluid)和管。所述管包括漏斗、套(cannula)和腔体。所述套允

许所述漏斗和所述腔体之间的流体连通，使得所述处理容器插入所述腔体中，且所述套延

伸进所述处理容器中。

[0018] 图1A显示了管100的等轴视图。图1B显示了沿着图1A所示的线I-I做出的管100的

横截面视图。管100可以是任何适当的大小或横截面形状(例如圆柱形、椭圆形、三角形、正

方形、矩形等)。管100包括主体102，所述主体102具有连接第一端部104、第二端部118以及

在所述第一端部104和所述第二端部118之间的收集段(segment)106的侧壁。管100还可以

包括帽108以密封或封闭第一端部104，所述第一端部104可以是敞开的。收集段106包括漏

斗110、套112和腔体114。

[0019] 漏斗110从第一端部104向第二端部118逐渐减小。漏斗110将靶物质从漏斗110的

口运输进套112，所述套112与漏斗110的顶点连接并流体连通。漏斗110的顶点具有比漏斗

110的口更小的直径。漏斗110由锥形壁形成，所述锥形壁可以是直的、曲线的、弧形的等。漏

斗110可以是任何适当的形状，包括、但不限于，管状的、半球形的、抛物面的、圆锥形的、矩

形的、锥体状的等。

[0020] 套112(诸如管或针头，包括、但不限于非取心针头(non-coring  needle))从凹陷

空间114的顶点延伸并进入腔体114中。腔体114是从第二端部118中的孔口120向第一端部

104延伸的凹陷空间。腔体114可以接受和支持处理容器(未显示)。腔体114可以是任何适当

的深度以接受和支持处理容器(未显示)。腔体114可以带螺纹以接合处理容器(未显示)的

带螺纹部分。套112可以向腔体114中延伸任何适当的距离以便延伸进处理容器(未显示)、

刺穿处理容器(未显示)的基部或插入处理容器(未显示)。套112可以包括平尖部、斜切尖

部、锐利化的尖部或锥形尖部。此外，腔体114可以是任何适当的形状，包括、但不限于，管状

的、半球形的、抛物面的、圆锥形的、矩形的、锥体状的等。套112可以由多种不同的材料组

成，包括、但不限于，陶瓷；金属；有机或无机材料；和塑料材料，诸如聚丙烯、丙烯酸、聚碳酸

酯等；及其组合。套112可以沿着所述套的纵向轴线具有尖部。

[0021] 第一端部104具有接受帽108的大小。帽108可以由可重新密封的(re-sealable)橡

胶或其它合适的可重新密封的材料组成，所述可重新密封的材料可以用针头或其他尖锐器

具反复刺穿以接近在管100内部贮存的内容物，并且当所述针头或器具被除去时再密封。可

替换地，帽108可以是螺旋帽，其具有螺纹以接合在第一端部104内部或周围的互补螺纹。可

替换地，可以将夹具(clip)放在帽108和管100的第一端部104外面以增加由帽108在第一端

部104上施加的压力从而提供更牢固的配合。所述夹具可以是双部件环(two-piece  ring)，

一个部件环围绕管100的整个外周，或一个部件环围绕小于管100的整个外周，诸如二分之

一(1/2)、八分之五(5/8)、三分之二(2/3)、四分之三(3/4)、八分之七(7/8)等。可替换地，帽

108可以暂时地或永久地经由第一端部104附连到管100的主体102，诸如通过焊接(例如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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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焊接)、粘附(例如粘合剂)、卡装(clamping)(例如密封环、卷边机、夹子等)或用于暂时地

或永久地附连两个部件的任意其它适当方式。

[0022] 管100还可以包括插塞(plug)116，当套112朝向下时，将所述插塞116插入腔体114

中以抑制流体从套112逃出。插塞116可以由可重新密封的橡胶或其它合适的可重新密封的

材料组成，所述可重新密封的材料可以用套112反复刺穿并且当所述套112被除去时再密

封。可替换地，插塞116可以是螺旋帽，其具有螺纹以接合在腔体114内或者在第二端部118

外侧或表面上的互补螺纹。可替换地，可以将夹具放在插塞116和管100的第一端部104外面

以增加由插塞116在第一端部104上施加的压力从而提供更牢固的配合。所述夹具可以是双

部件环，一个部件环围绕管100的整个外周，或一个部件环围绕小于管100的整个外周，诸如

二分之一(1/2)、八分之五(5/8)、三分之二(2/3)、四分之三(3/4)、八分之七(7/8)等。

[0023] 管100可以由多种不同的材料组成，包括、但不限于：陶瓷；金属；有机或无机材料；

和塑料材料，例如聚甲醛 聚苯乙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共聚物、

芳族聚碳酸酯类、芳族聚酯类、羧甲基纤维素、乙基纤维素、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尼龙、

聚缩醛类、聚醋酸酯类、聚丙烯腈和其它腈树脂、聚丙烯腈-氯乙烯共聚物、聚酰胺类、芳族

聚酰胺类(“芳纶”)、聚酰胺-酰亚胺、聚芳酯类、聚亚芳基氧化物、聚亚芳基硫化物、聚芳砜

类、聚苯并咪唑、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聚碳酸酯、聚酯、聚酯酰亚胺类、聚醚砜类、聚醚酰

亚胺类、聚醚酮类、聚醚醚酮类、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酰亚胺类、聚甲基丙烯酸酯、聚

烯烃(例如，聚乙烯、聚丙烯)、异质同晶聚合物、聚 二唑、聚对二甲苯、聚苯醚类(PPO)、改

性的PPO类、聚苯乙烯、聚砜、含氟聚合物(诸如聚四氟乙烯)、聚氨酯、聚醋酸乙烯酯、聚乙烯

醇、聚乙烯卤类(诸如聚氯乙烯)、聚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聚乙烯吡咯烷酮、聚偏二氯

乙烯、专用聚合物、聚苯乙烯、聚碳酸酯、聚丙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丁基橡胶、

乙烯-丙烯二烯单体；及其组合。管100可以是刚性的或柔性的。

[0024] 图2A显示了实施例管100和处理容器202的分解图。图2B显示了处理容器202的等

轴视图，所述处理容器202在管100的收集段106处插入腔体114以形成处理管的容器系统

200。图2C显示了沿着图2B所示的线II-II做出的处理容器202的横截面视图，所述处理容器

202在管100的收集段106处插入腔体114。管100和处理容器202形成管-处理容器系统200。

处理容器202可以是eppendorf管、注射器或试管，且具有封闭端部204和开放端部206。开放

端部206具有接受帽208的大小。帽208可以由可重新密封的橡胶或其它合适的可重新密封

的材料组成，所述可重新密封的材料可以用针头或其他尖锐器具反复刺穿以接近在处理容

器202内部贮存的内容物，并且当所述针头或器具被除去时再密封。可替换地，处理容器202

也可以具有两个开放端部，所述开放端部具有接受帽的大小。处理容器202可以具有朝向开

放端部206变宽或变窄的锥形几何形状；处理容器202可以具有通常圆柱形的几何形状；或

者，处理容器202可以具有在第一段中的通常圆柱形的几何形状和在第二段中的圆锥体形

的几何形状，其中第一段和第二段彼此连接并且是连续的。尽管处理容器202的至少一个段

具有圆形的横截面，但是在其它实施方案中，所述至少一个段可以具有椭圆形、正方形、三

角形、矩形、八角形或任意其它合适的横截面形状。处理容器202可以由透明的、半透明的、

不透明的、或亚透明的材料(诸如塑料或另一种合适的材料)组成。所述处理容器包括中心

轴线214，当把所述处理容器插入腔体114中时所述中心轴线214与管100的中心轴线共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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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容器202还可以包括在封闭端部204处的插塞210以允许靶物质的引入或者与顶替液

212交换靶物质。封闭端部204可以带螺纹以提供与管100的带螺纹腔体(未显示)的螺纹连

接。处理容器202可以由玻璃、塑料、或者其它合适的材料组成。

[0025] 插塞210可以由可重新密封的橡胶或其它合适的可重新密封的材料组成，所述可

重新密封的材料可以用针头或其他尖锐器具反复刺穿以接近在处理容器202内部贮存的内

容物或允许将内容物引入处理容器202中，并且当所述针头或器具被除去时再密封。可以将

插塞210插入处理容器202中以便维持插塞210与处理容器202之间的密封，诸如通过过盈配

合(interference  fit)。可替换地，使用经加热的液体橡胶可以在处理容器202的封闭端部

204中形成插塞210，所述橡胶可以在温热或热时成形并随着所述橡胶冷却而硬化。可用于

将插塞210附接至处理容器的内壁的胶粘剂可以是基于聚合物的胶粘剂、环氧树脂、接触型

胶粘剂或者用于粘接或建立热粘接的任何其它合适材料。可替换地，可以将插塞210注入处

理容器202中。可替换地，可以将插塞210热粘接到处理容器202。

[0026] 例如，套112可以具有锥形尖部，所述锥形尖部刺穿插塞210并延伸进处理容器202

的内腔体，套112的轴没有延伸进处理容器202的内腔体。如在下面更详细地解释的，处理容

器202的内腔体容纳靶物质。套112可以被可重新密封的套筒(sleeve)(未显示)覆盖以防止

靶物质流出，除非处理容器202是在腔体114中达到允许套112刚好穿透处理容器202的深

度。该可重新密封的套筒(未显示)覆盖套112，是具有弹簧弹性的，可以被套112穿透，并且

由能够耐受反复刺穿同时仍然维持密封的弹性体材料制成。

[0027] 在插入进管100之前，可以给处理容器202加载顶替液212。顶替液212替换靶物质，

使得当把处理容器202插入包含靶物质的主容器管100时，管100和处理容器202经历离心，

顶替液212从处理容器202流出并进入管100，并且通过替换，诸如通过浮力替换(即将物质

向上提升)，推动靶物质穿过套112并进入处理容器202。

[0028] 顶替液212具有大于悬浮液的期望靶物质的密度的密度(所述密度可以大于悬浮

液级分的一个子集(subset)或者所有悬浮液级分的密度)，并且就悬浮物质而言是惰性的。

例如，所述顶替液可以具有比期望靶物质的密度大了大约0.001至大约0.005g/cm3的密度。

顶替液212可以是在悬浮流体中可混溶的或不可混溶的。合适的顶替液的例子包括、但不限

于：用聚乙烯吡咯烷酮(例如Percoll)包被的胶态二氧化硅颗粒的溶液、多糖溶液(例如

Ficoll)、碘克沙醇(例如OptiPrep)、有机溶剂、液体蜡、油、气体、及其组合；橄榄油、矿物

油、硅氧烷油(silicone  oil)、浸渍油、矿物油、石蜡油、硅油(silicon  oil)、氟硅氧烷、全

氟萘烷、全氟全氢菲(perfluoroperhydrophenanthrene)、全氟溴辛烷、及其组合；有机溶

剂，诸如1,4-二 烷、乙腈、乙酸乙酯、叔丁醇、环己酮、二氯甲烷、叔戊醇、叔丁基甲基醚、

乙酸丁酯、己醇、硝基苯、甲苯、辛醇、辛烷、碳酸丙烯酯、四氢噻吩砜(tetramethylene 

sulfones)、和离子流体；基于聚合物的溶液；表面活性剂；全氟酮类(诸如全氟环戊酮和全

氟环己酮)、氟化酮类(fluorinated  ketones)、氢氟醚类、氢氟烃、全氟烷烃类、全氟聚醚

类、硅和基于硅的液体(诸如苯基甲基硅氧烷)；及其组合。

[0029] 处理容器202还可以包括处理溶液(未显示)以当靶物质进入处理容器202时实现

对靶物质的转化。处理溶液(未显示)可以是防腐剂、细胞粘附溶液、染料等。不同于顶替液

212，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处理溶液(未显示)在离心后留在处理容器202内，由此以一

种或另一种方式(即，防腐、增加粘附性能等)实现对靶物质的转化。可以将处理溶液(未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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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作为液体或者作为被容纳在外壳(casing)中的液体引入。所述外壳可以是可溶解于水

溶液的，但是不溶解于顶替液212(诸如硅胶帽)；或者，所述外壳可以是易破碎的，使得当将

处理容器202在涡旋混合器中摇动时所述外壳破碎。另外，可以使用超过一种处理溶液。

[0030] 处理容器202可以包括柔性帽，可以推动所述柔性帽以便从其中分配预定的体积

并在衬底(例如载玻片或孔板)上。帽208可以是柔性的，或者可以将帽208除去并且将柔性

帽插入开放端部206。可替换地，处理容器202可以附接到(即，在积累靶物质之后)或者可以

包括分配器，所述分配器能够将预定体积的靶物质从处理容器202分配到另一个衬底(诸如

显微镜载玻片)上。所述分配器可以重复地刺穿可重新密封的帽208或者压缩在处理容器

202内部的物质以将预定体积的靶物质取出并分配到所述衬底上。可替换地，可以将帽208

除去并且可以将分配器(未显示)直接地插入处理容器202中以分配血沉棕黄层(buffy 

coat)-处理溶液混合物。

[0031] 图3A显示了管300的等轴视图。图3B显示了沿着线III-III做出的管300的横截面

视图。管300类似于管100，但是管300包括阀302来替代套112，以提供漏斗110和腔体114之

间的通路。当经历离心时，阀302打开以允许在漏斗110和腔体114之间的流体流动。当不经

历离心时，阀302关闭以抑制在漏斗110和腔体114之间的流体流动。阀302可以包括、但不限

于球式单向阀、隔膜单向阀、回转单向阀、翻转盘单向阀、提升单向阀和鸭口阀。可替换地，

当离心力小于或等于预定量时阀302关闭，且当离心力大于或等于预定量时，阀320打开。所

述预定量可以包括、但不限于2g、5g、10g、100g、1000g、2000g、2500g、3000g、5000g或

10000g，其中g是重力。

[0032] 收集端部106可以包括断裂点304，在此处允许腔体114和阀302从漏斗110分离，使

得靶物质可以被除去并保留在单个容器中用于后续处理。断裂点304可以包括螺纹、榫槽接

合、燕尾接合或任何适当的连接方法。

[0033] 在离心之前和翻转管300之后，插塞116可以从腔体114移出且可以给腔体114加载

顶替液212。顶替液212替换靶物质，使得当管300经历离心时，顶替液212流出处理腔体114

并经由开放的阀302进入漏斗110，并且通过替换，诸如通过浮力替换(即将物质向上提升)，

推动靶物质穿过开放的阀302并进入腔体114。在离心过程中，腔体114可以被盖子(未显示)

密封，所述盖子可以包括螺纹，可以是可刺穿的和可重新密封的，或可以是一次性使用，诸

如箔。

[0034] 图4A显示了管400的等轴视图。图4B显示了沿着线IV-IV做出的管400的横截面视

图。管400类似于管100，但是管400包括孔402来替代套112，以提供在漏斗110和腔体114之

间的通路。孔402具有这样的直径：其大小被设计成在离心之前和之后抑制漏斗110和腔体

114之间的流体连通，并在离心过程中允许漏斗110和腔体114之间的流体连通。例如，所述

直径可以基于顶替液212和靶物质各自的表面张力。

[0035] 在离心之前和翻转管400之后，插塞116可以从腔体114移出且可以给腔体114加载

顶替液212。顶替液212替换靶物质，使得当管400经历离心时，顶替液212流出处理腔体114

并经由孔402进入漏斗110，并且通过替换，诸如通过浮力替换(即将物质向上提升)，推动靶

物质穿过孔402并进入腔体114。在离心过程中，腔体114可以被盖子(未显示)密封，所述盖

子可以包括螺纹，可以是可刺穿的和可重新密封的，或可以是一次性使用，诸如箔。

[0036] 密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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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图3A显示了密封环300的等轴视图。图3B显示了密封环300的俯视图。点划线302代

表密封环300的中心或最高对称性轴线。密封环300包括内壁304、外壁306和腔体308。在图

3B中，RIW代表从密封环300的中心到内壁304的径向距离，ROW代表从密封环300的中心到外

壁306的径向距离。密封环300被构造成配合在主容器(诸如管)的周围。腔体308的大小和形

状适合接收主容器。可以使密封环300变紧，以便通过将指向密封环300的中心轴线302的大

致均匀的径向力(诸如由夹具产生的径向力)在周围施加于外壁306而减小腔体308的大小

及内壁304和外壁306的半径。当把密封环300紧固在主容器的周围时，施加到密封环300的

均匀力被施加至主容器，由此造成主容器收缩。当从密封环300除去所述径向力时，密封环

300仍然被紧固且绷紧在主容器周围。

[0038] 所述密封环可以是任何形状，包括、但不限于：圆形、三角形或多面体。图3C显示了

密封环310的等轴视图。图3D显示了密封环310的俯视图。除了密封环310是多面体以外，密

封环310类似于密封环300。点划线312代表密封环310的中心或最高对称性轴线。密封环310

包括内壁314、外壁316和腔体318。所述密封环可由金属(诸如黄铜)、聚合物、或其组合组

成。

[0039] 可替换地，如在图3E中所示，密封环320可以由压电材料组成。图3F显示了密封环

320的俯视图。点划线322代表密封环320的中心或最高对称性轴线。密封环320可以经由第

一引线324和第二引线326连接到电位源(electric  potential  source)328，诸如电池。电

位源328产生机械应变，其造成密封环320变紧(即，密封环320的半径减小)。密封环320包括

内壁330、外壁332和腔体334。在图3F中，RIW代表从密封环320的中心到内壁330的径向距离，

ROW代表从密封环320的中心到外壁332的径向距离。可替换地，密封环320可以处于自然拉紧

状态。当施加电位时，密封环320扩张。可替换地，密封环的一部分可以由压电材料组成，使

得所述压电部分作为致动器起作用从而造成密封环的其它部分变紧并在主容器上施加基

本上均匀的周围压力，由此使主容器收缩以形成密封。

[0040] 图3G显示了密封环340的等轴视图。所述密封环包括用于调节内径RID的调节机构

348。所述可收缩的环包括第一端部342和第二端部346，第一端部342和第二端部346通过结

合部分344连接。第一端部342和第二端部346包括调节机构348的互补部分。调节机构348包

括、但不限于棘轮、榫和槽、棘爪等。

[0041] 所述密封环还可以包括热元件，诸如加热丝。所述热元件可以使主容器软化以便

收缩。可替换地，所述热元件可以使主容器熔化以提供更粘附的密封。可替换地，所述热元

件可以造成密封环压缩，由此形成在主容器与浮子之间的密封。

[0042] 方法

[0043] 为了方便，参考抗凝全血的实施例悬浮液来描述方法。但下面所描述的方法无意

在它们的应用范围上受到如此限制。所述方法在实践中可以与任何类型的悬浮液一起使

用。例如，样品悬浮液可以是尿、血液、骨髓、囊液、腹水液、粪便、精液、脑脊液、乳头抽吸液、

唾液、羊水、阴道分泌物、粘膜分泌物、房水、玻璃体液、呕吐物、和任意其它生理学流体或半

固体。还应当理解，靶物质可以是样品悬浮液的一部分，诸如血沉棕黄层、细胞诸如卵细胞、

胎儿物质(fetal  material)(诸如滋养层、有核红血细胞、胎儿红血细胞、胎儿白血细胞、胎

儿DNA、胎儿RNA等)或循环的肿瘤细胞(“CTC”)、循环的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即幼稚(naive)

或记忆B细胞、或幼稚或记忆T细胞)、囊泡、脂质体、蛋白质、核酸、生物分子、具有封闭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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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存在的或人工制备的微观单元(microscopic  unit)、寄生虫(例如螺旋菌，诸如造成莱

姆病的布氏疏螺旋体(Borrelia  burgdorferi)；疟疾诱导物)、微生物、病毒、或炎症细胞。

可替换地，所述样品可以是生物固体，诸如组织，其在加入主容器之前或之后已经被分解

(诸如通过胶原酶)。

[0044] 例如，靶物质富集是使靶物质相对于非靶物质纯化的过程。例如，可以使靶物质相

对于非靶物质富集，由此具有低至1份靶物质(诸如单细胞、蛋白、DNA等)到30,000,000份非

靶物质的比例。其它比例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低至大约1:25,000,000、1:15,000,000、1:

10,000,000、1:5,000,000、1:1,000,000、1:250,000、1:100,000、1:50,000、1:25,000、1:

10,000、1:1,000,、1:100、1:10或1:1。

[0045] 此外，为了方便，参考离心(诸如2g、5g、10g、100g、1000g、1250g、1500g、2000g、

2500g、3000g、5000g或10000g)来描述方法，其中g是重力。但是下面描述的方法无意在它们

的应用范围上受到如此限制。例如，可以不使用离心，且可以使用重力(即1g)来允许流体的

交换和/或流体的分离。可替换地，下面描述的流体的密度可以是巨大的，或者流体的密度

之间的区别可以是巨大的，使得流体的分离和/或交换在没有离心存在下发生。即使没有离

心，可以在任何适当量的时间执行所述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小于1小时(即1min、5min、

10min、15min、20min、30min、45min等)、1小时(即60min)或超过1小时(即90min、2小时、4小

时、8小时、24小时等)。

[0046] 此外，在所有方法中，在将处理容器202插入腔体114中之前，可以将填充装置(未

显示)插入管100的腔体114中。填充装置(未显示)(诸如泵或注射器)包括分层流体，其具有

可以小于或大于靶物质的密度。套112延伸进填充装置(未显示)中以接近至少部分地被所

述分层流体填充的内部体积。使用填充装置(未显示)来用分层流体替换或除去或置换管内

的空气，诸如通过经历离心或通过提供压力梯度。所述分层流体可以具有大于或小于靶物

质的密度。合适的分层流体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用聚乙烯吡咯烷酮(例如Percoll)包被

的胶态二氧化硅颗粒的溶液、多糖溶液(例如Ficoll)、碘克沙醇(例如OptiPrep)、有机溶

剂、液体蜡、油、气体、及其组合；橄榄油、矿物油、硅氧烷油、浸渍油、矿物油、石蜡油、硅油、

氟硅氧烷、全氟萘烷、全氟全氢菲、全氟溴辛烷、及其组合；有机溶剂，诸如1,4-二 烷、乙

腈、乙酸乙酯、叔丁醇、环己酮、二氯甲烷、叔戊醇、叔丁基甲基醚、乙酸丁酯、己醇、硝基苯、

甲苯、辛醇、辛烷、碳酸丙烯酯、四氢噻吩砜、和离子流体；基于聚合物的溶液；表面活性剂；

全氟酮类(诸如全氟环戊酮和全氟环己酮)、氟化酮类、氢氟醚类、氢氟烃、全氟烷烃类、全氟

聚醚类、硅和基于硅的液体(诸如苯基甲基硅氧烷)；及其组合。

[0047] 方法I

[0048] 图4A显示了用于回收靶物质的实施例方法的流程图。在方框402中，获得悬浮液，

诸如抗凝全血。在方框404中，将全血加入主容器，诸如管。在方框406中，将浮子加入管。图

5A显示了全血样品502和加入管100的浮子504。浮子504包括主体、两个泪滴形状的端帽、和

在所述主体上径向地隔开且轴向地定向的支持部件。可替换地，浮子504可以不包括任何支

持部件。可替换地，浮子504可以包括不与管100的内壁接合的支持部件。

[0049] 在替代实施方案中，支持部件的数目、支持部件的间距和支持部件厚度可以各自

独立地变化。所述支持部件也可以是断开的或者分段的。所述主体具有小于管100的内径的

外径的大小，由此将流体保留通道限定在主体的外表面和管100的内壁之间。在支持部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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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主体的表面可以是平的、弯曲的，或者具有另一种合适的几何形状。支持部件和主体可

以是单个结构，或者可以是单独结构。

[0050] 实施方案包括用于浮子端帽的其它类型的几何形状。顶端帽可以具有泪滴形状、

圆顶形状、圆锥体形状、或者任何其它适当的形状。底端帽可以具有泪滴形状、圆顶形状、圆

锥体形状、或者任何其它适当形状。在其它实施方案中，浮子504的主体可以包括多种不同

的支持结构，用于在离心过程中分离样品、支持管壁、或者在浮子周围引导悬浮流体。实施

方案无意局限于这些例子。主体可以包括许多为管提供支持的突起物(protrusion)。在替

代实施方案中，可以改变突起物的数目和图案。主体可以包括单个连续的螺旋状结构、或者

在主体周围形成螺旋形从而形成螺旋状通道的肩部(shoulder)。在其它实施方案中，所述

螺旋状肩部可以形成圆形或者断开或分段以允许流体在螺旋状肩部的相邻圈(turns)之间

流动。在不同的实施方案中，可以独立地改变所述螺旋状肩部的间距和肋条厚度。在另一个

实施方案中，所述主体可以包括从主体径向地延伸和在主体周围圆周地延伸的支持部件。

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所述支持部件可以是锥形的。

[0051] 浮子504可以由多种不同材料组成，包括、但不限于：金属；有机或无机材料；含铁

塑料；烧结金属；机械加工的金属；塑料材料及其组合。管100可以具有内壁和第一直径。可

以通过过盈配合将浮子504捕获在管100内，使得在离心下管100的内壁发生扩张以允许浮

子504的轴向移动。当离心停止时，内壁减小恢复至第一直径以诱导过盈配合。可替换地，内

壁可以不扩张并且过盈配合可以不发生在浮子504和管100之间，使得所述浮子在离心之

前、过程中或之后在所述管内自由地移动。通过机械加工、注射模塑、添加技术等，可以将所

述浮子的端帽制成主体的一部分，由此成为一个单个结构；或者，通过压配合、胶粘剂、螺

钉、用于将至少两个部件保持在一起的任何其它适当方法、或者其组合，可以将端帽连接到

主体。

[0052] 返回图4A，在方框408中，主容器、浮子和全血经历基于密度的分离，诸如通过离

心，由此允许基于密度将全血分离成沿管的轴向位置的基于密度的级分。图5B显示了已经

历基于密度的分离(诸如通过离心)的管100、浮子504和血液的等轴视图。例如，假设经离心

的全血包括三个级分。为了方便，所述三个级分包括血浆、血沉棕黄层和红血细胞。但是，当

另一个悬浮液经历离心时，可能存在多于、少于或相同数目的级分，每个级分具有不同的密

度。悬浮液经历轴向分离从而基于密度而沿管的长度分离成三个级分，其中红血细胞514位

于底部，血浆510位于顶部，血沉棕黄层512位于二者之间，如在图8中所示。浮子504可以具

有任何适当的密度以沉降在所述级分中的一个内。可以选择浮子504的密度，使得浮子504

使血沉棕黄层512在浮子的主体与主容器的内壁之间扩展。血沉棕黄层512可以被捕集在浮

子504和主容器702之间的区域内。

[0053] 返回图4A，在方框410中，可以从管100取出血浆510，诸如通过移液、抽吸、倾倒等。

在方框412中，如在图5C中所见，可以将至少一种划界流体(delineation  fluid)520加入管

中。所述划界流体可以提供靶物质与在所述靶物质上方和/或下方的任何非靶物质之间的

进一步分离。至少一种划界流体520可以具有大于或小于靶物质的密度。例如，当希望进一

步分离血沉棕黄层512和红血细胞514时，所述划界流体可以具有大于血沉棕黄层512且小

于红血细胞514的密度。至少一种划界流体520可以是与悬浮流体可混溶的或不可混溶的，

并且对于悬浮物质而言是惰性的。至少一种划界流体520也可以提供在其中将主容器702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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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的区域，因为在血沉棕黄层512和红血细胞514之间存在更大的划界和分离。无论是否使

用浮子，都可以使用至少一种划界流体520。合适的划界流体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用聚乙

烯吡咯烷酮(例如Percoll)包被的胶态二氧化硅颗粒的溶液、多糖溶液(例如Ficoll)、碘克

沙醇(例如OptiPrep)、氯化铯、蔗糖、基于糖的溶液、基于聚合物的溶液、表面活性剂、有机

溶剂、液体蜡、油、气体、及其组合；橄榄油、矿物油、硅氧烷油、浸渍油、矿物油、石蜡油、硅

油、氟硅氧烷、全氟萘烷、全氟全氢菲、全氟溴辛烷及其组合；有机溶剂，诸如1,4-二 烷、

乙腈、乙酸乙酯、叔丁醇、环己酮、二氯甲烷、叔戊醇、叔丁基甲基醚、乙酸丁酯、己醇、硝基

苯、甲苯、辛醇、辛烷、碳酸丙烯酯、四氢噻吩砜、和离子流体；基于聚合物的溶液；表面活性

剂；全氟酮类(诸如全氟环戊酮和全氟环己酮)、氟化酮类、氢氟醚类、氢氟烃、全氟烷烃类、

全氟聚醚类、硅和基于硅的液体(诸如苯基甲基硅氧烷)；及其组合。

[0054] 在方框414中，管、浮子、划界流体和残余级分经历再离心。在方框416中，应用密封

环。

[0055] 图5D显示了两部件密封件，其包括要插入主容器中的内部柔软部件和外部压缩部

件，所述外部压缩部件至少使主容器收缩和变形以从主容器的下部分密封主容器的上部

分。所述外部压缩部件也可以使内部柔软部件收缩和变形。所述两部件密封件阻止流体在

主容器内移动超过所述两部件密封件并阻止所述内部柔软部件的移动。为了方便，参考浮

子504描述了所述内部柔软部件，并参考密封环300描述了所述外部压缩部件，但是描述的

系统无意受到如此限制，且可以包括任何适当的浮子和任何适当的外部压缩装置。

[0056] 密封环300在管100上施加周向或径向的力，由此造成管100向内塌陷并靠在浮子

504上。放大图522显示了被紧固在浮子504和管100周围的密封环300。已被放在划界流体

520和红血细胞514的界面处的密封环300造成管100向内塌陷直到在管100和浮子504之间

形成密封。密封环300的外壁可以与管100的外壁齐平；密封环300的外壁可以延伸超过管

100的外壁；或者，管100的外壁可以延伸超过密封环300的外壁。密封环300仍然被紧固以保

持密封，这会阻止流体在任意方向上移动超过该密封。密封环300也可以保持张紧状态。可

替换地，可以将密封环300过量压紧并然后除去施加到密封环300的力。密封环300可以略微

扩张，尽管仍然保持收缩。

[0057] 为了应用密封环300并由此形成密封，可以使用夹具将朝向管100的中心轴线的力

周向地施加于密封环300。在管100经历基于密度的分离(诸如通过离心)以后，将密封环300

放在管100周围。然后将密封环300和管100放在夹具中。所述夹具可以包括架以将密封环

300支持靠在管100上。所述夹具的操作可以是自动化的或者可以手动地执行。可替换地，所

述夹具可以在不包括密封环300的情况下形成浮子504和管100之间的密封。可替换地，可以

在浮子504和管100之间形成密封，诸如通过超声焊接，或者通过施加热或温度梯度以使管

100变形/或熔化到浮子504。为了方便，参考密封环描述了方法，但是下面描述的方法无意

在它们的应用上受到如此限制，并且可以在没有密封环的情况下实施。

[0058] 当使夹具的操作自动化时，电动机(motor)造成套爪(collet)(包括套爪指)或者

压力构件的平移(translation)从而造成套爪指的收缩。电动机可以通过轴(诸如凸轮轴)

及一个或多个齿轮而连接到套爪或压力构件。基部接合并抓住所述物体。当套爪被电动机

驱动时，压力构件保持静止。当压力构件被电动机驱动时，套爪保持静止。所述夹具可以包

括脱扣器(release)，以便造成压力构件从套爪指904滑出，由此消除夹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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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可替换地，所述夹具可以是、但不限于：套爪夹具、O形圈、管夹、软管夹、弹簧夹、带

环夹、或系扣(诸如拉链系扣)。可以在没有密封环的情况下使用夹具以提供浮子和管之间

的密封。

[0060] 返回图4A，在方框418中，且如在图5E中所见，可以将管100翻转，可以将插塞116从

管100取出，可以将处理容器202插入管200中，且可以将顶替液212加入处理容器202。应当

指出，在将处理容器202插入管200中之前或之后，可以将顶替液212加入处理容器202。

[0061] 返回图4A，在方框420中，然后将所述系统再离心。图5F显示了离心以后的管100和

处理容器202。随着顶替液212(其具有大于血沉棕黄层512但是小于划界流体520的密度)从

处理容器202流入管100中，血沉棕黄层512在管100内穿过套214向上移动并进入处理容器

202。

[0062] 然后可以从管100取出处理容器202(包括血沉棕黄层512)以经历进一步处理、分

析、贮存等。在取出处理容器202之后，可以添加处理溶液，尽管在靶物质的回收之前所述处

理溶液已经在处理容器中。可以摇振处理容器，诸如通过涡旋混合器。然后可以将处理溶液

(未显示)(其已经在以液体形式或者在可溶性外壳中或在易破碎的外壳中摇振之前加入)

与血沉棕黄层混合以实现转化并且形成血沉棕黄层-处理溶液混合物。然后可以将血沉棕

黄层-处理溶液混合物分配到衬底(诸如显微镜载玻片)上。

[0063] 方法II

[0064] 图4B显示了用于回收靶物质的实施例方法的流程图。在方框432中，得到悬浮液，

诸如抗凝全血502。在方框434中，且如在图6A中所见，将全血502加入管100。返回图4B，在方

框436中，且如在图6B中所见，可以将染色剂606、负富集试剂(negative  enrichment 

reagent)604和划界流体602加入管100。将染色剂606加入所述主容器以标记靶物质。还将

负富集试剂604加入所述主容器以改变非靶物质(例如，血浆510)的密度，而不改变靶物质

的密度。例如，负富集试剂604可以改变非靶物质的密度，使得靶物质的密度小于或大于改

变的非靶物质密度。可以允许染色剂606和负富集试剂604温育任何适当量的时间，包括、但

不限于，小于1小时(即1min、5min、10min、15min、20min、30min、45min等)、1小时(即60min)

或超过1小时(即90min、2小时、4小时、8小时、24小时等)。

[0065] 在温育过程中，可以将管100涡旋、摇动、摇振或任何适当的运动以增强染色剂与

靶物质的混合。例如，染色剂可以是含有荧光探针的溶液，所述荧光探针可以用于将靶物质

染色并由此标记，由此提供用于鉴别和表征的荧光信号。在将悬浮液加入容器之前、在将悬

浮液加入容器之后但在离心之前、或者在悬浮液已经经历离心之后，可以将含有荧光探针

的溶液加入悬浮液。荧光探针包括与配体结合的荧光分子。靶物质可以具有许多不同类型

的表面标志物。每种类型的表面标志物是能够附接特定配体(诸如抗体)的分子(诸如抗

原)。因此，可以用配体将靶物质分类，并且通过使附接到特定表面标志物的配体与特定荧

光分子缀合而确定存在于悬浮液中的靶物质的具体类型。合适的荧光分子的例子包括、但

不限于：量子点；商购可得的染料，诸如荧光素、FITC(“异硫氰酸荧光素”)、R-藻红蛋白

(“PE”)、德克萨斯红、别藻蓝蛋白、Cy5、Cy7、级联蓝、Hoechst、DAPI(“4',6-二脒基-2-苯基

吲哚”)和TRITC(“异硫氰酸四甲基罗丹明”)；染料，诸如CY5PE、CY7APC和CY7PE的组合；和合

成的分子，诸如自组装核酸结构。可以使用许多溶液，使得每种溶液包括与不同配体结合的

不同类型的荧光分子。此外，靶物质的核可以具有与非靶物质的核不同的大小。确定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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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辅助区分靶物质和非靶物质。

[0066] 返回图4B，在方框438中，且如在图6D中所见，可以将管100翻转，可以将插塞116从

管100取出，可以将处理容器202插入管200中，且可以将顶替液212加入处理容器202。应当

指出，在将处理容器202插入管200中之前或之后，可以将顶替液212加入处理容器202。

[0067] 返回图4B，在方框440中，然后将所述系统再离心。图6E显示了离心以后的管100和

处理容器202。随着顶替液212(其具有大于血沉棕黄层512但是小于划界流体520的密度)从

处理容器202流入管100中，血沉棕黄层512在管100内穿过套214向上移动并进入处理容器

202。此外，改变密度的流体604(其已经与血浆510混合以形成高密度血浆608)造成高密度

血浆608具有至少大于血沉棕黄层502和划界流体602的密度。

[0068] 然后可以从管100取出处理容器202(包括血沉棕黄层512)以经历进一步处理、分

析、贮存等。在取出处理容器202之后，可以添加处理溶液，尽管在靶物质的回收之前所述处

理溶液已经在处理容器中。可以摇振处理容器，诸如通过涡旋混合器。然后可以将处理溶液

(未显示)(其已经在以液体形式或者在可溶性外壳中或在易破碎的外壳中摇振之前加入)

与血沉棕黄层混合以实现转化并且形成血沉棕黄层-处理溶液混合物。然后可以将血沉棕

黄层-处理溶液混合物分配到衬底(诸如显微镜载玻片)上。

[0069] 合适的负富集试剂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用聚乙烯吡咯烷酮(例如Percoll)包被

的胶态二氧化硅颗粒的溶液、多糖溶液(例如Ficoll)、碘克沙醇(例如OptiPrep)、复合物、

支链葡聚糖(例如葡聚糖)、氯化铯、蔗糖、基于糖的溶液、聚合物溶液、多相聚合物溶液、四

聚体抗体复合物(例如RosetteSep)等；或颗粒，诸如珠子(由金属、硅胶、玻璃、聚合物等中

的至少一种组成)、纳米颗粒、基于金属的化合物、金属络合物、脂质、糖等。

[0070] 还将正富集试剂加入主容器以改变靶物质的密度，而不改变非靶物质的密度。例

如，所述正富集试剂可以改变靶物质的密度，使得非靶物质的密度小于或大于改变的靶物

质密度。可以允许正富集试剂温育任何适当量的时间，包括、但不限于，小于1小时(即1min、

5min、10min、15min、20min、30min、45min等)、1小时(即60min)或超过1小时(即90min、2小

时、4小时、8小时、24小时等)。合适的正富集试剂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用聚乙烯吡咯烷酮

(例如Percoll)包被的胶态二氧化硅颗粒的溶液、多糖溶液(例如Ficoll)、碘克沙醇(例如

OptiPrep)、复合物、支链葡聚糖(例如葡聚糖)、氯化铯、蔗糖、基于糖的溶液、聚合物溶液、

多相聚合物溶液、四聚体抗体复合物(例如RosetteSep)等；或颗粒，诸如珠子(由金属、硅

胶、玻璃、聚合物等中的至少一种组成)、纳米颗粒、基于金属的化合物、金属络合物、脂质、

糖等。

[0071] 级分回收

[0072] 在一个例子中，可能合乎需要的是，除去血液样品的整个级分以得到靶物质。

[0073] 在另一个例子中，可能合乎需要的是，除去血液样品的级分的一部分以得到靶物

质。连续密度分级分离是通过逐步或连续过程将样品分成级分或将样品的一个级分分成亚

级分，使得每个步骤或序列造成从上述和连续步骤或序列收集或分离不同的级分或亚级

分。换而言之，连续密度分级分离会通过一系列步骤提供一个群体的各个亚群体或一个群

体的亚群体的各个子亚群体。例如，血沉棕黄层是全血样品的级分。所述血沉棕黄层级分可

以进一步分成亚级分，包括、但不限于，网织红细胞、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血小板。

所述血沉棕黄层还可以含有期望的靶物质。这些亚级分可以通过执行连续密度分级分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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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得到。

[0074] 根据分离和收集期望的级分或亚级分的数目，可以使用两个或更多个处理容器和

各种顶替液。每种连续顶替液比在前的顶替液密度大。此外，用于收集靶物质的顶替液的密

度大于期望的靶物质的密度；例如，顶替液可以具有比期望的靶物质的密度大了大约0.001

至大约0.005g/cm3的密度。类似地，每种连续级分或亚级分比在前的级分或亚级分大。收集

后，可以分析连续亚级分，诸如用于诊断、预后、研究目的，以确定组分特征(即完全血细胞

计数)，那些特征随时间如何变化，等。

[0075] 可以使用随后的处理容器和顶替液来收集血沉棕黄层512的另外亚级分，直到所

有亚级分被收集或直到期望的亚级分被收集。尽管将连续密度分级分离描述为用浮子和密

封环执行，但是连续密度分级分离可以在没有浮子、密封环或二者的情况下执行。下面是用

于在已经执行直到处理容器的插入的所有步骤以后执行连续密度分级分离的一种实施例

方法：

[0076] 1.将第(n-y)个处理容器插入管内的腔体，

[0077] 2.将第(n-y)种顶替液加入第(n-y)个处理容器，第(n-y)种顶替液；

[0078] 3.将主容器和第(n-y)个处理容器一起离心，第(n-y)种顶替液经由管流入主容器

以将来自主容器的悬浮液的第(n-y)个亚级分经由套穿过管替换进入第(n-y)个处理容器；

[0079] 4.从管取出第(n-y)个处理容器，包括第(n-y)个亚级分。

[0080] 例如，n可以是大于或等于1的任何数目，且y可以是大于或等于0的任何数目，诸如

n＝2且y＝1。此外，n可以是期望的亚级分的总数，且y＝(n-1-已经收集的亚级分的数目)。

[0081] 回收靶物质以后，可以将靶物质放在衬底上用于成像和检测(和随后贮存用于存

档目的)。然后可以从衬底取出检测的靶物质的至少一部分，诸如通过挑取，以经历进一步

分析。可以将分离的靶物质存放进PCR管、孔板的孔、载玻片或用于执行进一步分析的任何

适当的衬底或容器。

[0082] 使用任何适当的分析方法或技术可以分析靶物质，尽管更具体地使用细胞外和细

胞内分析，包括细胞内蛋白质标记；显色染色；核酸分析，包括、但不限于DNA阵列、表达阵

列、蛋白质阵列、和DNA杂交阵列；原位杂交(“ISH”—一种用于分析DNA和/或RNA的工具，诸

如基因拷贝数变化)；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反转录PCR；或分支DNA(“bDNA”—一种用于

分析DNA和/或RNA的工具，诸如mRNA表达水平)分析。分离的有核的红血细胞可以经历进一

步处理以试验这样的胎儿异常，包括、但不限于，染色体异常(例如胎儿非整倍性、唐氏综合

征、三体性13、三体性18或性染色体异常，诸如特纳综合征)、较小的亚染色体异常、性别检

验、突变分析和恒河猴血型检验。

[0083] 这些技术可能需要在分析之前将靶物质固定、透化和分离。可标记的细胞内蛋白

质中的一些包括、但不限于：细胞角蛋白(“CK”)、肌动蛋白、Arp2/3、冠蛋白、肌养蛋白、

FtsZ、肌球蛋白、血影蛋白、微管蛋白、胶原、组织蛋白酶D、ALDH、PBGD、Akt1、Akt2、c-myc、天

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存活素、p27kip、FOXC2、BRAF、磷酸-Akt1和2、磷酸-Erk1/2、

Erk1/2、P38MAPK、波形蛋白、ER、PgR、PI3K、pFAK、KRAS、ALKH1、Twist1、Snail1、ZEB1、纤连蛋

白、Slug、Ki-67、M30、MAGEA3、磷酸化的受体激酶、经修饰的组蛋白、染色质相关的蛋白和

MAGE。为了固定、渗透或标记，可以使用固定剂(诸如甲醛、福尔马林、甲醇、丙酮、低聚甲醛

或戊二醛)、去污剂(诸如皂苷、聚氧乙烯、洋地黄皂苷、辛基β-葡萄糖苷、辛基β-硫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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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1-S-辛基-β-D-硫代吡喃葡萄糖苷、聚山梨酯-20、CHAPS、CHAPSO、(1,1 ,3,3-四甲基丁

基)苯基-聚乙二醇或辛基苯酚环氧乙烷)、或标记剂(诸如荧光标记的抗体、酶缀合的抗体、

Pap染色剂、吉姆萨染色剂、或苏木精和伊红染色剂)。

[0084] 可以增加靶物质的密度(诸如通过将重量(weight)附接至靶物质，或通过使靶物

质吸收或摄入重量)，或可以降低(诸如通过将浮标(buoy)附接至靶物质，或通过使靶物质

吸收或摄入浮标)。所述重量或所述浮标可以结合至配体。所述靶物质可以具有许多不同类

型的表面标志物。每种类型的表面标志物是能够附接特定配体(诸如抗体)的分子(诸如抗

原)。因此，可以选择配体以特异性地附接至靶物质从而改变所述靶物质的密度。合适的重

量和/或浮标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由金属、玻璃、陶瓷、塑料或它们的组合组成的珠子。可

替换地，可以将重量或浮标附接到非靶物质以改变非靶物质的密度从而得到更纯的靶物质

样品。

[0085] 为了解释的目的，前面的描述使用特定术语来提供本公开内容的彻底理解。但是，

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不要求用于实施本文描述的系统和方法的具体细节。为了说明

和描述的目的，前面对具体实施方案的描述作为示例呈现。它们无意是穷尽性的，或者将本

公开内容局限于所描述的精确形式。考虑到前面的教导，许多修改和变化是可能的。显示并

描述所述实施方案以便最佳地解释本公开内容的原理和实际应用，由此使本领域技术人员

能够最佳地利用本公开内容和各种实施方案，其中各种修改适合于所涵盖的具体用途。本

公开内容的范围意图由以下权利要求和它们的等同方案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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