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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

和检测系统及方法，该系统包括外泌体分离模

块、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和纳米孔检测模块；

所述的外泌体分离模块通过肿瘤标志miRNA分离

模块连接在纳米孔检测模块上，所述的外泌体分

离模块上设有样品进口，所述的纳米孔检测模块

连接在计算机上；本发明采用微流控技术，可以

在少样品基础上实现外泌体的分离，同时借助纳

米孔检测技术，在不需要扩增以及荧光标记被检

测物的基础上，可以有效提高肿瘤标志miRNA检

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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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离和检测系

统包括外泌体分离模块、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和纳米孔检测模块；所述的外泌体分离模

块通过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连接在纳米孔检测模块上，所述的外泌体分离模块上设有

样品进口，所述的纳米孔检测模块连接在计算机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纳米孔检测模块包括肿瘤标志miRNA检测机构和膜片钳，所述的肿瘤标志miRNA检测机构

通过电极连接膜片钳，所述的膜片钳通过数据传输线连接计算机。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肿瘤标志miRNA检测机构由两个相互匹配的有机玻璃液池、橡胶垫圈和纳米孔芯片所组

成，所述的橡胶垫圈和纳米孔芯片设置在两个有机玻璃液池之间，两个有机玻璃液池均通

过电极连接在膜片钳上；其中一个有机玻璃液池通过微流道连接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外泌体分离模块包括过滤结构、微流道、微阀、富集池和废液池；所述的过滤结构由一级

过滤结构和二级过滤结构所组成，所述的样品进口通过微流道依次连接一级过滤结构、二

级过滤结构和富集池，所述的二级过滤结构上连接有废液池，富集池通过微流道连接肿瘤

标志miRNA分离模块。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一级过滤结构和二级过滤结构之间的微流道上连接有清洗液及寡核苷酸探针进口；清洗

液及寡核苷酸探针进口通过微阀连接在微流道上。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样品进口与一级过滤结构之间、二级过滤结构与富集池之间，二级过滤结构与废液池之

间均设有微阀。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包括微流道、微阀、磁珠固定区、miRNA分离模块富集池和miRNA

分离模块废液池；所述的磁珠固定区上设有进口和出口，所述的进口连接外泌体分离模块，

所述的出口通过微流道分别连接miRNA分离模块富集池和miRNA分离模块废液池，所述的

miRNA分离模块富集池通过微流道连接纳米孔检测模块。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磁珠固定区上还分别连接有miRNA分离模块收集池和磁珠及洗脱液进口，所述与磁珠固

定区连接的微流道上均设有微阀。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外泌体分离模块、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和肿瘤标志miRNA检测机构安装在一个集成载

体上。

10.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系统对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方法如下：

1)将待测体液样品通入外泌体分离模块，经过多级过滤，分离出体液样品中的外泌体；

在外泌体分离模块中加入裂解液，将外泌体裂解，同时加入寡核苷酸探针，与外泌体内

含的目标肿瘤标志miRNA分子杂化；

2)将步骤1)中得到样品通入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样品中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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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经过磁珠固定区时，与磁珠上的p19蛋白发生特异性结合，分离出肿瘤标志miRNA；分离

完成后加入洗脱液，将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从磁珠上洗脱；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通入到纳米孔检测模块，对肿瘤标志miRNA

进行检测并将结果传输至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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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与微机械电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

的分离和检测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们国家恶性肿瘤病例在逐渐增加，已然成为危害我们国家人民健康的

主要疾病，且在未来十几年，恶性肿瘤发病率还会持续走高，恶性肿瘤防治不容乐观。应对

恶性肿瘤高发的唯一出路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此，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具有重

要的研究意义。

[0003] 但是传统临床上主要通过影像学和组织病理分析进行肿瘤诊断。临床普遍使用电

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及核磁共振成像(MRI)进行肿瘤的诊断，但其在肿瘤早期的发现存

在困难，并且非常依赖于医师的经验水平，同时检查费用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组织活检虽

然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但是仍以影像学的阳性发现为前提，可能根据肿瘤的位置，还需要

进行手术方能取得活检标本，存在肿瘤播散风险。所以，利用这两类传统方法确诊为恶性肿

瘤时，患者的病情往往已发展至中晚期，使得患者生命难以得到延续。所以一种能够早期进

行恶性肿瘤的检测是十分必要的。

[0004] 研究发现在癌症早期，肿瘤会释放循环肿瘤细胞(CTC)、循环肿瘤DNA(ctDNA)以及

外泌体进入血液中，通过对这些标志物变化的检测，能够在肿瘤初期实现精确诊断。但是在

恶性肿瘤早期，CTC和ctDNA这两种肿瘤标志物含量很少，很难进行这两种标志物的富集。同

时研究也发现肿瘤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中miRNA含量会发生变化，目前已经在乳腺癌、卵巢

癌、肺癌、鼻咽癌、胰腺癌等恶性肿瘤病例中发现多种外泌体miRNA的表达量与健康人群不

同。此外由于外泌体的磷脂分子层能够有效保护核酸类物质以防止其在细胞外被降解，外

泌体中分离出的miRNA分子更稳定。所以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分子已经成为目前最有潜

力的肿瘤早期诊断标志物之一。

[0005] 目前，实现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分子的检测手段需要经历三步：1)从体液中分

离外泌体；2)裂解外泌体外膜并富集miRNA分子；3)检测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分子的表

达。其中每一步均需要专业的设备或者试剂盒，存在样品易污染、操作复杂、费用昂贵、检测

效率低等问题，限制了该技术在恶性肿瘤早期诊断方面的临床应用。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通过具有样品消耗少、分离速度

快和成本低等优点的微流控技术实现外泌体及miRNA的快速有效分离；另一方面通过结合

高灵敏纳米孔传感器进行肿瘤标志miRNA的检测的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

系统及方法。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

分离和检测系统，系统包括外泌体分离模块、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和纳米孔检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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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外泌体分离模块通过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连接在纳米孔检测模块上，所述的外

泌体分离模块上设有样品进口，所述的纳米孔检测模块连接在计算机上。

[0008] 本发明的纳米孔所检测模块包括肿瘤标志miRNA检测机构和膜片钳，所述的肿瘤

标志miRNA检测机构通过电极连接膜片钳，所述的膜片钳通过数据传输线连接计算机；检测

机构得到的信号通过膜片钳进行放大，再通过数据传输线将膜片钳与计算机相连，最终在

计算机上观测到检测信号。

[0009] 本发明的肿瘤标志miRNA检测机构由两个相互匹配的有机玻璃液池、橡胶垫圈和

纳米孔芯片所组成，所述的橡胶垫圈和纳米孔芯片设置在两个有机玻璃液池之间，两个有

机玻璃液池均通过电极连接在膜片钳上；其中一个有机玻璃液池通过微流道连接肿瘤标志

miRNA分离模块。

[0010] 本发明的外泌体分离模块包括过滤结构、微流道、微阀、富集池和废液池；所述的

过滤结构由一级过滤结构和二级过滤结构所组成，一级过滤结构和二级过滤结构内分别设

有孔径为200nm和20nm的多孔滤膜；所述的样品进口通过微流道依次连接一级过滤结构、二

级过滤结构和富集池，所述的二级过滤结构上连接有废液池，富集池通过微流道连接肿瘤

标志miRNA分离模块。

[0011] 本发明的一级过滤结构和二级过滤结构之间的微流道上连接有清洗液及寡核苷

酸探针进口；清洗液及寡核苷酸探针进口通过微阀连接在微流道上；所述的一级过滤结构

和二级过滤结构内设有不同孔径的多孔滤膜；所述的样品进口与一级过滤结构之间、二级

过滤结构与富集池之间，二级过滤结构与废液池之间均设有微阀。

[0012] 本发明的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包括微流道、微阀、磁珠固定区、miRNA分离模块

富集池和miRNA分离模块废液池；所述的磁珠固定区上设有进口和出口，模块中的磁珠固定

区域在外界磁场作用下固定有磁珠，其中磁珠上有p19蛋白。所述的进口连接外泌体分离模

块，所述的出口通过微流道分别连接miRNA分离模块富集池和miRNA分离模块废液池，所述

的miRNA分离模块富集池通过微流道连接纳米孔检测模块。

[0013] 本发明的磁珠固定区上还连接清洗液和洗脱液进口，所述与磁珠固定区连接的微

流道上均设有微阀。首先通入清洗液，将样品中未与p19蛋白结合的物质冲洗至废液池；冲

洗三遍后，通入洗脱液，将杂化有寡核苷酸探针的肿瘤标志miRNA从磁珠上洗脱，完成肿瘤

标志miRNA的分离与富集。

[0014] 本发明所述的外泌体分离模块、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和肿瘤标志miRNA检测机

构安装在一个集成载体上。

[001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的方法，所述的方法如

下：

[0016] 1)将待测体液样品通入外泌体分离模块，经过多级过滤，分离出体液样品中的外

泌体；在外泌体分离模块中加入裂解液，将外泌体裂解，同时加入寡核苷酸探针，与外泌体

内含的目标肿瘤标志miRNA分子杂化；

[0017] 2)将步骤1)中得到样品通入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样品中杂化的肿瘤标志

miRNA分子在经过磁珠固定区时，与磁珠上的p19蛋白发生特异性结合，分离出肿瘤标志

miRNA；分离完成后加入洗脱液，将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从磁珠上洗脱；

[0018]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通入到纳米孔检测模块，对肿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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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进行检测并将结果传输至计算机。

[0019]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提出的一体化的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分离及检测

系统及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方法实现了从体液中分离外泌体到肿瘤标志miRNA的提取

与检测一体化设计与集成，提高了肿瘤标志miRNA检测的效率，降低了检测成本与技术门

槛。并且该方法能够同时检测外泌体内的多种肿瘤标志miRNA，提高了该技术应用于恶性肿

瘤早期诊断的准确性。

[0020] 与此同时，该方法在外泌体的分离技术上，采用微流控技术，其具有样品消耗少、

分离速度快以及成本低的优点；在肿瘤标志miRNA的检测上，采用纳米孔检测技术，相比于

现有的miRNA检测技术，其既不需要扩增，也不需要荧光标记被检测物，具有低成本高通量

的优势。

附图说明

[0021] 图1和为本发明集成载体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纳米孔检测模块与计算机的连接示意图；；

[0023] 图3A至3D为外泌体分离模块结构和分离过程示意图；

[0024] 图3A为外泌体分离模块示意图；

[0025] 图3B为体液样品进入分离模块示意图；

[0026] 图3C为外泌体分离过程示意图；

[0027] 图3D为外泌体裂解及肿瘤标志miRNA与寡核苷酸探针杂化示意图；

[0028] 图4A至4F为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结构和分离过程示意图；

[0029] 其中图4A为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示意图；

[0030] 图4B为结合有P19蛋白磁珠进入示意图；

[0031] 图4C为裂解后的外泌体以及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进入示意图；

[0032] 图4D为探针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吸附于磁珠表面p19的示意图；

[0033] 图4E为蛋白质、核酸等小分子进入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废液池示意图；

[0034] 图4F为从磁珠上洗脱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过程示意图；

[0035] 图5A和5B为miRNA检测机构示意图；

[0036] 图5A为检测机构各零件示意图；

[0037] 图5B为检测机构装配体示意图。

[0038] 其中，1-集成载体、2-外泌体分离模块、3-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4-肿瘤标志

miRNA检测机构、5-电极、6-膜片钳、7-数据传输线、8-计算机、9-样品进口、10，12，14，17，

25，28，29，31，33均为微阀、11-一级过滤结构、13-清洗液和寡核苷酸探针进口、15-废液池、

16-富集池、18-二级过滤结构、19-样品中大颗粒、20-外泌体、21-蛋白质、核酸等小分子、

22-孔径200nm过滤膜、23-孔径20nm过滤膜、24-与寡核苷酸探针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26-

磁珠固定区、27-清洗液和洗脱液进口、30-miRNA分离模块富集池、31-miRNA分离模块废液

池、34-miRNA分离模块收集池、35-磁珠、36-p19蛋白、37,40-有机玻璃液池、38-硅橡胶垫

圈、39-纳米孔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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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40] 实施例1：如图1和2所示，一种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系统包

括外泌体分离模块2、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3和纳米孔检测模块；所述的外泌体分离模块

2通过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3连接在纳米孔检测模块上，所述的外泌体分离模块2上设有

样品进口9，所述的纳米孔检测模块连接在计算机8上；纳米孔所检测模块包括肿瘤标志

miRNA检测机构4和膜片钳6，所述的肿瘤标志miRNA检测机4构通过电极5连接膜片钳6，所述

的膜片钳6通过数据传输线连接计算机8；检测机构4得到的信号通过膜片钳6进行放大，再

通过数据传输线将膜片钳7与计算机8相连，最终在计算机8上观测到检测信号；本发明所述

的外泌体分离模块2、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3和肿瘤标志miRNA检测机构4安装在一个集

成载体1上。

[0041] 实施例2：如图3A至3D所示，外泌体分离模块2包括过滤结构11和18、微流道、微阀

10,12,14,17、富集池16和废液池15；所述的过滤结构由一级过滤结构11和二级过滤结构18

所组成，一级过滤结构11和二级过滤结构18内分别设有孔径为200nm和20nm的多孔滤膜；所

述的样品进口9通过微流道依次连接一级过滤结构11、二级过滤结构18和富集池16，所述的

二级过滤结构18上连接有废液池15，富集池16通过微流道连接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3。

[0042] 其工作流程和原理为：待测体液样品进入到外泌体分离模块2中，其中体液样品中

含有中大颗粒、外泌体、蛋白质、核酸等小分子；该模块分为两级过滤结构，其中一级过滤结

构11的孔径为200nm，所以中大颗粒无法通过，而外泌体、蛋白质、核酸等小分子能通过；同

时二级过滤结构18的孔径为20nm，外泌体无法通过，而蛋白质、核酸等小分子可以通过；通

过两级不同孔径的过滤结构11和18能够分别过滤掉直径大于200nm和直径小于20nm的颗

粒，因此外泌体被捕获在一、二级过滤结构之间从而达到分离的目的。

[0043] 实施例3：如图3A至3D所示，一级过滤结构11和二级过滤结构18之间的微流道上连

接有清洗液及寡核苷酸探针进口13；清洗液及寡核苷酸探针13进口通过微阀12连接在微流

道上。

[0044] 其工作流程和原理为：当体液样品经过两级过滤结构11和18分离得到外泌体之

后，但是二级过滤结构18可能还有蛋白质、核酸等小分子没有进入到外泌体分离模块2的废

液池15中，此时从清洗液13进口通入清洗液，清洗液不会影响外泌体，将二级过滤结构18未

进入废液池15的蛋白质、核酸等小分子冲洗进入废液池15。

[0045] 冲洗三遍后，通入裂解液，将外泌体裂解，此时外泌体内含物会通过二级过滤结构

18进入到富集池16中，再通入寡核苷酸探针，寡核苷酸探针能与目标肿瘤标志miRNA发生杂

化，形成双链结构。

[0046] 实施例4：如图4A至4F所示，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3包括微流道、微阀25,28,29,

32,33、磁珠固定区26、miRNA分离模块富集池30和miRNA分离模块废液池31；所述的磁珠固

定区26上设有进口和出口，模块中的磁珠固定区26在外界磁场作用下固定有磁珠，其中磁

珠上有p19蛋白；所述的进口连接外泌体分离模块2，所述的出口通过微流道分别连接miRNA

分离模块富集池30和miRNA分离模块废液池31，所述的miRNA分离模块富集池30通过微流道

连接纳米孔检测模块。

[0047] 其工作流程和原理为：外泌体分离模块2中的样品进入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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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中除了与寡核苷酸探针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还有外泌体中原有的蛋白质、核酸等小

分子；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3中的磁珠上的p19蛋白仅能够特异性结合长度在20-23nt的

双链RNA；样品通过模块中磁珠固定区26时，磁珠上的p19蛋白能够捕获样品中杂化后的目

标肿瘤标志miRNA，从而分离出肿瘤标志miRNA。

[0048] 实施例5：如图4A至4F所示，磁珠固定区26上还连接清洗液和洗脱液进口27，所述

与磁珠固定区26连接的微流道上均设有微阀；

[0049] 其工作流程如下：首先通入清洗液，将样品中未与p19蛋白结合的物质冲洗至

miRNA分离模块废液池31；冲洗三遍后，通入洗脱液，将杂化有寡核苷酸探针的肿瘤标志

miRNA从磁珠上洗脱，完成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与富集。

[0050] 实施例6：如图2、5A和5B所示，肿瘤标志miRNA检测机构4由两个相互匹配的有机玻

璃液池37和40、橡胶垫圈38和纳米孔芯片39所组成，所述的橡胶垫圈38和纳米孔芯片39设

置在两个有机玻璃液池40之间，两个有机玻璃液池40均通过电极5连接在膜片钳6上；其中

一个有机玻璃液池37通过微流道连接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有机玻璃液池37上设有多

个圆形的通孔；

[0051] 其工作流程和原理为：检测机构中的两个有机玻璃液池37和40内充满一定浓度的

盐溶液，且通过纳米孔芯片39上的纳米孔连通；两个与膜片钳6放大器相连的Ag/AgCl电极

分别插入两个液池中，施加跨膜电压，同时检测通过纳米孔的离子电导；当肿瘤标志miRNA

从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进入到所加电极为负极的液池端后，由于miRNA分子带负电，在

电场的驱动下，miRNA会通过纳米孔；过孔时，由于miRNA分子的占位效应，导致纳米孔的离

子电导下降，通过膜片钳6放大器能够实时观测到该电导信号变化，从而完成肿瘤标志

miRNA的检测。

[0052] 实施例7：如图1和2所示，本发明的外泌体内肿瘤标志miRNA的分离和检测系统的

操作方法如下：

[0053] 1)打开外泌体分离模块的微阀10和14，其余微阀都处于关闭状态，体液样品从样

品进口9进入，样品中含有外泌体20、中大颗粒19、蛋白质、核酸分子等小分子21，由于过滤

结构11中的过滤膜22孔径200nm，所以中大颗粒19无法通过，但是外泌体20、蛋白质、核酸等

小分子21能够通过，并且经过微流道进入到过滤结构18，由于过滤结构18中的过滤膜23孔

径为20nm，所以外泌体20无法通过，但是蛋白质、核酸等小分子21能通过，从而经过微流道

进入到废液池15中，过程如图3B所示。

[0054] 2)关闭微阀10，打开微阀12，微阀14依然处于开启状态，其余微阀依然处于关闭状

态，从进口13通入清洗液，将残留的蛋白质、核酸等小分子21冲入到废液池15中，过程如图

3C所示。

[0055] 3)清洗三遍后，关闭微阀14，打开微阀17，微阀12依然处于开启状态，从进口13通

入裂解液，将外泌体20充分裂解，此时外泌体20内含物进入到外泌体分离模块富集池16中，

其中包括miRNA；此时从进口13通入寡核苷酸探针，并进入到外泌体富集池16中，与目标

miRNA发生杂化，过程如图3D所示。

[0056] 4)实施例中miRNA分离模块设有四个并联的机构，由于4个机构功能一样，这里以

其中一个为例详细说明：

[0057] 5)在样品由外泌体分离模块2中裂解并与寡核苷酸探针杂化后，外泌体内含物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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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道进入到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3中，但此时由于微阀25关闭，所以杂化的肿瘤标志

miRNA停留在微流道，如图4A所示。

[0058] 6)先开启微阀28和微阀33，从进口27注入表面修饰p19蛋白36的磁珠35，磁珠在外

界磁场作用下，会停留在磁珠固定区域26，过程如图4B所示。

[0059] 7)然后开启微阀25，关闭微阀28，则在微流道停留的外泌体内含物会进入到磁珠

固定区域26，外泌体内含物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分子24能够特异性吸附在p19蛋白36上，

从而被捕获在磁珠固定区域26，吸附有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分子的磁珠如图4D所示，过程

如图4C所示。

[0060] 8)然后关闭微阀25，开启微阀28，从进口27通入冲洗液，将外泌体内含物中未吸附

的物质冲洗进入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废液池中，过程如图4E所示。

[0061] 9)最后关闭微阀32，开启微阀29，从进口27通入洗脱液，将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

分子24从p19蛋白36上洗脱下来，进入到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富集池30中，过程如图4F

所示。

[0062] 10)在肿瘤标志miRNA分离模块富集池30中的杂化肿瘤标志miRNA分子24由微流道

进入到液池37中。液池37和液池40中均含有相同的盐溶液，同时加有偏置电场，杂化的肿瘤

标志miRNA分子在电场作用下，会通过纳米孔芯片39中的纳米孔，从而产生电流信号的变

化，经膜片钳设备6放大，通过数据传输线7传输到计算机8。

[0063] 11)最终在计算机8上观测到变化的电流信号，从而完成对杂化的肿瘤标志miRNA

分子24的检测。

[0064]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仅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任意组合或等同变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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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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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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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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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D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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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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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D

图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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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F

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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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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