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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公开涉及一种设备，该设备用来可靠地保

持基板，诸如显微镜载物片。一种保持器包括框

架，该框架包括至少三个壁，诸如基部、第一臂和

第二臂。每一个壁包括用来支承基板的平台或平

台的一部分。第一臂包括至少一个固定块并且与

第一臂相对的第二臂包括具有固定块的固定杆。

该固定块包括：坡道部，该坡道部用来引导基板

离开平台；以及止挡部，该止挡部用来设置最大

升起距离且用来约束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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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来保持基板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基部，所述基部包括基部平台，所述基部平台用来支承基板的一部分；

第一臂，所述第一臂包括：

近端部，所述近端部连接到所述基部的第一端部；

远端部，所述远端部从所述基部延伸；

至少一个固定块；以及

第一平台，所述第一平台用来支承所述基板的另一部分；以及

第二臂，所述第二臂包括：

近端部，所述第二臂所包括的近端部连接到所述基部的第二端部；

远端部，所述第二臂所包括的远端部从所述基部延伸，

固定杆，所述固定杆包括固定块；以及

第二平台，所述第二平台用来支承所述基板的另一部分，

其中，所述基部平台以及所述第一臂和第二臂从所述基部沿相同的方向延伸，

其中，每一个固定块包括坡道部以及止挡部，并且

其中，所述第一平台向着所述第二臂延伸、并且所述第二平台向着所述第一臂延伸。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臂包括两个固定块。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中，当所述固定杆处于关闭位置时，所述第一臂上的两

个固定块和所述固定杆上的固定块为所述基板提供三个接触点。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基部、所述第一臂和所述第二臂形成U形或J形。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每个固定块还包括主体，所述主体包括所述坡道部

和所述止挡部，其中，所述坡道部和所述止挡部从所述主体的同一侧延伸，其中，所述坡道

部是三角形的或梯形的以便将所述基板升起离开所述基部平台、第一平台和第二平台，并

且所述止挡部设定用于所述基板的最大升起距离并且约束所述基板。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还包括至少一个切口，所述至少一个切口在所述第一臂和

第二臂中的每一个臂的近端部处的内角部上，在所述至少一个切口处所述第一臂和第二臂

连接到所述基部，所述至少一个切口用来接纳所述基板的一部分。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每个固定块包括至少一个高度调节器，所述至少一

个高度调节器用来相对于每个固定块附接到其上的臂或固定杆而调节该固定块的高度。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固定杆通过轴承和紧固件而附接到所述第二

臂。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装置，所述固定杆还包括打开位置和关闭位置，

所述打开位置用以将所述基板插入所述用来保持基板的装置或将所述基板从所述用

来保持基板的装置取出，而

所述关闭位置引起所述基板被固定块约束。

10.一种保持基板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将所述基板插入保持器，所述保持器包括：

基部，所述基部包括基部平台，所述基部平台用来支承所述基板的一部分，

第一臂，所述第一臂包括：

近端部，所述近端部连接到所述基部的第一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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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部，所述远端部从所述基部延伸，

至少一个固定块；以及

第一平台，所述第一平台用来支承所述基板的另一部分；以及

第二臂，所述第二臂包括：

近端部，所述第二臂包括的近端部连接到所述基部的第二端部，

远端部，所述第二臂包括的远端部从所述基部延伸，

固定杆，所述固定杆包括固定块；以及

第二平台，所述第二平台用来支承所述基板的另一部分，

其中，所述基部平台以及所述第一臂和第二臂从所述基部沿相同的方向延伸，

其中，每一个固定块包括坡道部以及止挡部，并且

其中，所述第一平台向着所述第二臂延伸、并且所述第二平台向着所述第一臂延伸；以

及

使所述固定杆从打开位置运动到关闭位置，从而使得所述基板被固定块约束。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基部、所述第一臂和所述第二臂形成U形或J

形。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臂包括两个固定块。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固定杆处于所述关闭位置时，所述第一臂

上的两个固定块和所述固定杆上的固定块为所述基板提供三个接触点。

14.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每个固定块包括至少一个高度调节器，所述至少

一个高度调节器用来相对于每个固定块附接到其上的臂而调节该固定块的高度。

15.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打开位置允许将所述基板插入所述保持器或

将所述基板从所述保持器取出，并且其中，使所述固定杆从打开位置运动到关闭位置的步

骤使得所述固定块的所述坡道部将所述基板向上升起而离开所述基部平台、第一平台以及

第二平台，并且其中，各个固定块的止挡部设定用于所述基板的最大升起距离并且约束所

述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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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将基板保持在二级装置内的设备

[0001] 相关申请的交互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4年5月29日提交的临时申请No.62/004,417的权益。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总体而言涉及一种用来保持基板的设备，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用来将显微镜

载物片可靠地保持在成像装置上或内的设备。

背景技术

[0004] 生物样品的分析包括以下步骤：对基板(诸如显微镜载物片)上的生物样品进行成

像。为了成像，基板可被放置在载物台上且载物台可相对于物镜运动。可替代地，物镜可相

对于载物台运动。然而，当基板没有与基板不一致性或畸形无关地、以可重复可预测的方式

被一致地固定时，不同的基板的图像可能会变化，并且可能难以确定适当的表面位置。

[0005] 因而，从业者、研究者以及基板上的那些成像样品继续寻找一种用来一致地、可重

复地并且可预测地固定变化的不一致性或畸形的基板的设备。该设备(由于动态性质而不

使该表面变形或在基板上施加力矩)可以适应基于尺寸、形状和构造的很多种基板。

附图说明

[0006] 图1A-1C示出样品保持器。

[0007] 图2A-2B示出样品固定杆。

[0008] 图3示出样品固定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本公开涉及一种设备，其用来可靠地保持基板，诸如显微镜载物片。一种保持器包

括框架，该框架包括至少三个壁，诸如基部、第一臂和第二臂。每个壁包括用来支承基板的

平台或平台的一部分。第一臂包括至少一个固定块并且与第一臂相对的第二臂包括具有固

定块的固定杆。该固定块包括：坡道部，该坡道部用来引导基板离开平台；以及止挡部，该止

挡部用来设置最大升起距离且用来约束基板。该固定杆可以打开和关闭，使得当在打开位

置中时，该固定杆允许基板自由滑动进入和离开保持器；并且当在关闭位置中时，固定杆上

的固定块和至少一个其它固定块在基板上施加力以将基板固定在保持器内。

[0010] 保持器

[0011] 为方便起见，参考U形框架为示例框架描述保持器100。但下文所述框架并非在其

应用范围中被如此限制。框架实际上可以是四壁框架(即，主体，该主体具有延伸通过该主

体的腔)、J形的，等等。

[0012] 图1A-1C示出保持器100的等距视图，该保持器用来可靠地保持基板，诸如显微镜

载物片。保持器100包括框架126，该框架包括基部102、第一臂104和第二臂106。第一臂104

包括：近端部，该近端部连接到基部102的第一端部；以及远端部，该远端部从基部102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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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臂106包括：近端部，该近端部连接到基部102的第二端部；以及远端部，该远端部从基

部102延伸。基部102包括基部平台116，该基部平台与第一臂104和第二臂106沿相同方向延

伸以支承基板的一部分。第一臂104可以包括第一平台118，该第一平台在远端部并且向着

第二臂106延伸以支承基板的一部分。第二臂106可以包括第二平台120，该第二平台在远端

部并且向着第一臂104延伸以支承基板的一部分。第一平台118和第二平台120可以相毗邻，

从而形成单个平台，并且在第一臂和第二臂118和120的远端部连接第一臂104和第二臂

106。基部平台116、第一平台118和第二平台120可以位于相同的平面上。可替代地，第一平

台118和第二平台120可以分别位于第一臂104和第二臂106的远端部和近端部之间的任何

点。

[0013] 第一臂104也包括第一固定块108和第二固定块110，以在成像、处理、保持等等期

间分别为基板提供第一接触点和第二接触点。第一固定块108和第二固定块110引导基板离

开平台，并且分别在第一接触点和第二接触点约束基板。快照128示出第一固定块108的放

大视图。可以通过至少一个紧固件124(即，螺钉、钉子、桩、销、螺母和螺栓、定位销、卡钉、铆

钉等等)、通过粘合剂、通过焊接等等，而将第一固定块108和第二固定块110附接到第一臂

104。可替代地，第一固定块108和第二固定块110和第一臂104可以形成为单个零件，诸如通

过模制、机加工、等等。

[0014] 保持器100也包括固定杆112，该固定杆通过轴承132和紧固件134附接到第二臂

106。在成像、处理、保持等等期间用来为基板提供第三接触点的第三固定块114可以附接到

固定杆112或者可以形成为固定杆112的一部分。第三固定块114引导基板离开平台并且在

第三点处约束该基板。此外，由固定块108、110和114给予的三个接触点提供动态支架。轴承

132允许固定杆112相对于第二臂106运动到打开位置和关闭位置。当在打开位置中时，固定

杆112允许基板自由地滑动进入和离开保持器100；而当在关闭位置中时，固定杆112上的第

三固定块114和第一固定块108和第二固定块110在基板上施加力，以将基板固定在保持器

100内。弹簧130也可以被包括并且可以从固定杆112延伸到第二臂106，以预加载固定杆

112。

[0015] 保持器100也可以在内角部上包括切口122，在该内角部处，第一臂104和第二臂

106的近端部与基部102汇合。在第一臂104和第二臂106的远端部，也可以存在切口122。该

切口122允许任何适当大小的基板被使用，这是由于当基板被放置到保持器100中时基板的

角部可以配合在切口122内而不是折断或切断。保持器100可以由陶瓷、玻璃、塑料、金属或

它们的组合组成。

[0016] 可以通过附接机构(即，螺钉、钉子、桩、销、螺母和螺栓、定位销、卡钉、铆钉等等)、

通过粘合剂、通过焊接、通过夹子、通过棘爪、通过榫槽连接等等，将保持器100附接到用来

成像和/或处理的二级装置。保持器100可以包括至少一个孔，该至少一个孔用来容纳附接

机构以便适当地可靠地附接到二级装置。

[0017] 图2A-2B示出固定杆112的等距视图，其中，第三固定块114附接到固定杆112。固定

杆112包括主体202，该主体具有第一端部204和第二端部206。第二端部206可以包括至少一

个孔210，该至少一个孔至少部分地延伸通过第二端部206以接纳至少一个紧固件124，该至

少一个紧固件用来将第三固定块114附接到固定杆112。第一端部204包括把手或手柄以允

许力被施加在主体202上，以便当希望时将固定杆112运动到打开位置和关闭位置中。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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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112也包括轴承132，当在第一端部204上施加力时，该轴承用来使主体202相对于第二臂

(未示出)运动。可替代地，轴承132可以插入第二臂中的腔(未示出)并且固定杆112然后可

以与轴承132连接以允许其运动。当希望时固定杆112可以进入打开位置和关闭位置。固定

杆112也可以包括盘形弹簧208，该盘形弹簧用来预加载轴承128并且减小轴承128的运动。

轴承128可以是被连接以允许旋转运动的单个轴承或多于一个轴承。

[0018] 图3示出固定块108、110和114的等距视图。在成像、处理、保持等期间，固定块108、

110和114为基板提供受控参考表面。固定块108、110和114包括主体302，该主体具有止挡部

304和坡道部306，止挡部304和坡道部306都从主体302的相同侧延伸。当固定杆(未示出)运

动到关闭位置时，坡道部306引导基板向上离开平台(未示出)，且止挡部304设定最大升起

距离且约束基板。当固定杆(未示出)运动到打开位置时，坡道部306向下且向着平台(未示

出)引导基板。主体302可包括用来接纳至少一个紧固件124的至少一个孔(未示出)以附接

到固定杆的第二端部(未示出)。主体302可以是单个零件或可以是两个零件。当主体302是

两个零件时，第一零件包括止挡部304且第二零件包括坡道部306。固定块108、110和114也

可包括至少一个高度调节器308(诸如垫片)，其用来相对于保持器(未示出)的框架(未示

出)而调节固定块108、110和114的高度。

[0019] 坡道部306可以是任何适当形状，该任何适当形状包括但不限于三角形、半球形、

抛物线形、梯形等等。

[0020] 方法

[0021] 为了方便起见，该方法参考载物片作为示例基板被描述。但下面描述的方法不意

图在它们的应用范围中被如此限制。该方法实际上可以用于任何类型的基板，该任何类型

的基板包括但不限于井板。

[0022] 首先，将载物片插入保持器并且放置到第一平台、第二平台和基部平台上，使固定

杆在打开位置。其次，使固定杆运动到关闭位置。第三固定块向着第一固定块和第二固定块

而推压载物片。各固定块的坡道部使载物片离开平台向上升起。各固定块的止挡部为载物

片设置最大升起距离、且约束载物片，因此禁止任何旋转。当固定杆设置在关闭位置时，由

固定块施加在载物片上的力禁止载物片相对于保持器进行平移运动。此外，各固定块的对

齐和/或数量可以使得至少一个载物片表面是平面的、并且相对于成像装置的物镜垂直。一

旦将载物片固定，就可以对载物片进行成像。在成像之后，可以使固定杆运动到打开位置

中，以释放载物片上的力。各个固定块的坡道部引导载物片向下并且到第一平台、第二平台

和基部平台上。然后可以将载物片从保持器移除，并且插入另一载物片，以重新开始上述过

程。

[0023] 为了说明，前述描述使用特别的术语来提供本公开的彻底理解。然而，对于本领域

技术人员来说将显然的是，特定的细节并非是为了实施这里描述的系统和方法而必需的。

为了说明和描述，通过示例的方式给出特别实施例的前述描述。它们并非是穷举式的或用

以限制本公开到所描述的精确形式。鉴于上述教导，许多修改和变化是可能的。所示出和所

述及的实施例，是用以最佳地说明本公开的原理和实际应用，因此使得本领域其它熟练技

术人员能够最佳地利用本公开和具有适合于构想的特别用途的各种修改的各种实施例。本

公开的范围应当由以下权利要求和它们的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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