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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减轻了对生物体粒子的损伤，
并易于
观 察 单 个 生 物 体 粒 子 。生 物 体 粒 子 观 察 装 置
( 101 )具备：
介电泳电极( 104 )，
输出用于使介电
泳力作用于生物体粒子( 106 )的第一信号；
传感
器电极(105)，
用于检测生物体粒子(106)与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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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的阻抗差；
以及控制电路( 110 )，
控制第一
信号，
使检测出的阻抗差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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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用于液体中的生物体粒子的观察，
其特征在于，
具备：
介电泳电极，
输出用于使介电泳力作用于所述生物体粒子的第一信号；
传感器电极，
用于检测所述生物体粒子与所述液体的阻抗差；
以及
控制电路，
以使检测出的所述阻抗差成为固定的方式控制所述第一信号。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电路控制所述第一信号的振幅或频率。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介电泳电极具有以所述传感器电极为中心、
以圆形或多边形来包围该传感器电极
的周围的形状，
对所述生物体粒子输出成为负的介电泳力的信号来作为所述第一信号。
4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介电泳电极由多个电极构成，
所述多个电极以所述传感器电极为中心来包围该传
感器电极的周围的方式配置，
对所述生物体粒子输出成为负的介电泳力的信号来作为所述
第一信号。
5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感器电极为单电极或差分电极。
6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感器电极与开关连接，
经由该开关，
能切换检测所述阻抗差的功能和对所述生
物体粒子输出成为正的介电泳力的信号的功能。
7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其特征在于，
从所述传感器电极输出成为正的介电泳力的第二信号。
8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其特征在于，
具备显微镜，
所述显微镜能从外部观察所述生物体粒子停留在规定位置的情形。
9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其特征在于，
具备供所述生物体粒子流入的微流体通路。
10 .一种生物体粒子观察方法，
其特征在于，
通过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将所述生物体粒子停留在所述液体中
的规定位置；
经由显微镜，
从外部观察所述生物体粒子停留在所述规定位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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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以及生物体粒子观察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液体中的微小生物体粒子的观察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以及生
物体粒子观察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生物体粒子之一的细胞根据细胞培养中的存在方式，
大体上分类为附着在培
养容器上增殖的粘接性细胞和以在培养基内浮游的状态增殖的浮游性细胞。
[0003] 对于以造血细胞为代表的浮游性细胞而言，
为了进行成长模式的跟踪，
在使用显
微镜来观察时，
需要在规定位置固定观察对象物。为了用显微镜观察浮游性细胞，
考虑从培
养基内将浮游细胞分发在盘等中来进行观察的方法，
但为了长期进行培养或显微镜观察，
由于无法保持浮游状态，
所以对细胞的损伤较大。
[0004]
另一方面，
作为用于固定浮游细胞的提案，
如图7所示，
已知形成与溶液203中的细
胞200的表面的亲和性良好的蛋白质或聚合物等的固定剂201，
从而固定细胞表面与盘202
等的方法。细胞200的细胞壁不直接粘接于盘202等的底面，
因此即使进行长时间的培养或
观察，
也能保持浮游状态。越过盖玻片等的盖204进行观察。可以预测的是，
上述构成对细胞
的损伤小。例如，
在专利文献1中提出了一种方法，
其特征在于，
固定剂201具有磷酸胆碱类
似基以及酰肼基。在该方法中，
预先在盘等中对固定浮游细胞的蛋白质进行修饰，
与浮游细
胞的表面结合、
混合来固定。
由此，
能固定细胞200的表面和盘202等。
现有技术文献
专利文献
[0005] 专利文献1：
日本专利公开公报“特开2005-80579号公报(2005年3月31日公开)”
发明内容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然而，
在上述以往的专利文献1中公开的浮游细胞固定方法中 ，
通过修饰的蛋白
质，
难以选择性地固定多种细胞类型、
或仅固定单个细胞，
因此，
存在通常一次性固定多个
细胞的问题。此外，
在上述以往的浮游细胞固定方法中，
还存在如下问题：
无法通过显微镜
观察单个细胞的动向、
或集中固定多个细胞恐怕会对细胞造成损伤。
[0007] 本发明的一个方案是鉴于上述以往的问题而完成的，
其目的在于，
提供一种生物
体粒子观察装置等，
该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能减轻对生物体粒子的损伤，
并易于观察单个
生物体粒子。
解决问题的方案
[0008]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发明的一个方案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是一种用于液体中
的生物体粒子的观察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构成为具备：
介电泳电极，
输出用于使介电泳
力作用于所述生物体粒子的第一信号；
传感器电极，用于检测所述生物体粒子与所述液体
的阻抗差；
以及控制电路，
以使检测出的所述阻抗差成为固定的方式控制所述第一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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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效果
[000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案，
实现以下效果：
能减轻对生物体粒子的损伤，
并易于观察
单个生物体粒子。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1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的概略构成的示意图。
图2是表示与上述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有关的、介电泳电极的配置方法的变化的示意
图。
图3是表示与上述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有关的、捕捉生物体粒子的构成的一个示例的
示意图。
图4是表示捕捉上述生物体粒子的构成的一个示例的示意图。
图5是表示与上述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有关的、在传感器电极捕捉生物体粒子时的时
序图。
图6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2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的概略构成的示意图。
图7是用于说明以往的生物体粒子的观察方法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例
〔实施方式1〕
[0011] 若基于图1来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1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101进行说明，
则如下
所述。本实施方式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101例如是与通过显微镜100等来观察在培养基等
溶液内浮游的细胞、菌等生物体粒子106的装置有关的装置。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101主要
用于生物体学、
医学的研究、
临床检查等。
[0012] 更具体而言，
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101通过显微镜100，
来观察在放置于容器103内
的溶液(液体)102中浮游的生物体粒子106。在容器103的上面也可以有盖玻片等的盖114。
[0013] 此外，
本实施方式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101在储存培养基等溶液102的容器103
的底面至少具备介电泳电极104和传感器电极105。介电泳电极104是输出用于使介电泳力
作用于生物体粒子106的信号(第一信号)VDEP1的电极。传感器电极105是用于检测生物体粒
子106与溶液102的阻抗差的电极。需要说明的是，
传感器电极105，
如图2所示可以是单电
极，
或也可以是差分电极(未图示)。
[0014] 接着，
图2的(a)是表示从上方观察容器103的底面的图中配置有介电泳电极104和
传感器电极105的周边的图。
[0015] 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101以包围传感器电极105的方式具备介电泳电极104。
在图2
的(a)中示出的形态中，
介电泳电极104具有以传感器电极105为中心，
以圆形包围传感器电
极105的周围的形状，
但也可以具有以传感器电极105为中心，
以多边形包围传感器电极105
的周围的形状。
[0016] 容器103中充满了培养基等溶液102，
而浮游的细胞、
菌等生物体粒子106是浮游性
细胞。
[0017] 介电泳电极104对生物体粒子106产生的介电泳力FDEP通常由下述数式(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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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式1】

其中，
d是生物体粒子106的直径，
εp*以及εm*分别是生物体粒子106以及溶液102的
复介电常数，
E是介电泳电极104所给出的电场。
[0019] 根据CM因数、
即
【数式2】
[0018]

的实数成分的正负，
能计算生物体粒子106是被介电泳力吸引至介电泳电极104，
还是
排斥地分离。
[0020] 在本实施方式中 ，
使用生物体粒子106从介电 泳电极104离开的力(负的介电 泳
力)。
以细胞为代表的生物体粒子106通常比培养基等溶液102重，
因此在液体中因重力而下
沉的力起作用。在此，
当对介电泳电极104施加像施加负的介电泳力那样的信号(第一信号)
VDEP1 ，
则生物体粒子106不下沉而在液体中浮游。
[0021] 介电泳电极104采用以传感器电极105为中心来包围的构成。
由介电泳电极104产
生的电场在介电泳电极104上变大，
当从介电泳电极104离开则变小。在被介电泳电极104包
围的传感器电极105附近，
通过由介电泳电极104产生的电场的大小、
频率，
介电泳力变成被
传感器电极105吸引的方向、
或变成排斥的方向，
因此，
从显微镜100(容器103的上方)观察
时，
生物体粒子106停留在被介电泳电极104包围的内部。
[0022] 检测电路111检测传感器电极105与生物体粒子106的距离，
并使控制电路110调整
信号V DEP1的信号振幅或信号频率。需要说明的是，
通过信号频率，
介电泳力的方向发生改
变。这能通过CM因数的实数部分以正负来进行判断(数式2)。此外，
当信号振幅不同，
则排斥
力或吸引力变大或变小(参照数式1的

)。通过作为对象的细胞和处于周围的溶液102的

介电常数(εp*、
εm*)，
排斥力或吸引力的方向、
大小不同，
因此介电泳力依赖于环境。
[0023]

控制电路110以由传感器电极105检测出的所述阻抗差成为固定的方式，
输出信号
VDEP1的信号振幅或信号频率。例如，
如图4所示，
基于检测电路111的检测信号，
对于由环形
振荡器等构成的振荡器115的频率，
输出信号FCNT并进行控制。溶液102中的生物体粒子106
浮游的频率，
预先确定了由被吸引的方向以及排斥的方向的频率的上限以及下限，
并在该
范围内通过信号FCNT来进行调整。位于振荡器115的输出的缓冲电路116的输出振幅，
由检测
电路111输出信号ACNT并进行控制。信号VDEP1使用未图示的外部信号源，
从而从控制电路110
输出。
[0024] 通过上述构成，
通过信号VDEP1的信号振幅或信号频率，
生物体粒子106保持着距传
感器电极105某一固定距离，
不因重力和负的介电泳力下沉而在液体中浮游。
[0025] 在检测传感器电极105与生物体粒子106的距离时，
进行利用了溶液102与生物体
粒子106的介电常数差的检测，
从而对溶液102和生物体粒子106所具有的阻抗差进行计测。
在该情况下，
传感器电极105的检测频率以比在介电电泳中使用的信号VDEP1的频率高的频
率进行为好。通过对传感器电极105的测量频率中的溶液102与生物体粒子106的介电常数
差进行计测，
能不影响介电泳力FDEP而计测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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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电泳电极104的形状，
如图2的(a)所示，
可以是以传感器电极105为中心，
以圆形
包围的构成，
如图2的(b)所示，
也可以是以传感器电极105为中心，
每隔120度来配置三个介
电泳电极107的构造。此外，
如图2的(c)所示，
也可以是以传感器电极105为中心，
每隔90度
来配置四个介电泳电极108的构造。重点是，
只要是以传感器电极105为中心，
用介电泳电极
来包围周围的构成即可。
〔生物体粒子的捕捉〕
[0027] 在介电泳电极104的中心捕捉在溶液102内浮游的生物体粒子106时，
对传感器电
极105给出捕捉生物体粒子106的正的介电泳信号VDEP2。在图3中示出捕捉生物体粒子106的
构成的一个示例。在与传感器电极105连接的端子具备开关112，
以C点为起点，
在开关112的
连接目的地存在A点和B点。
[0028] A点连接于信号源113。
在A点连接时，
信号源113经由开关112，
对传感器电极105给
出捕捉生物体粒子106的正的介电泳信号(第二信号)VDEP2。此时，
关闭开关112的检测电路
111以及控制电路110不动作，
同时介电泳电极104也不动作，
因此，
生物体粒子106不受介电
泳电极104的影响。在B点连接时，
如图2所说明的那样，
由检测电路111来检测从传感器电极
105获得的信号。
[0029] 接着，
使用图5来对在传感器电极105捕捉生物体粒子106时的时序图进行说明。
图
5的(a)中，
在开关112的C点的动作时间、
即t0～t1时段，
通过开关112按每个固定时段来交替
进行向A点以及B点的连接。如图5的(b)所示，
开关112的C点所处理的信号为是对传感器电
极105给出正的介电泳信号VDEP2还是使检测电路111动作而获得Ssense ，
经由图5的(a)的开关
112的工作而交替进行。
[0030] t0～t1时段是未捕捉到生物体粒子106的状态的示例，
在开关112连接于B点时，
传
感器电极105所检测的信号Ssense 为从溶液102所具有的介电常数而计算出的信号Ssense ＝
SREF。
[0031] 从该溶液102所具有的介电常数而计算出的信号SREF在附属于检测电路111的未图
示的存储器等存储值。开关112如图5的(a)所示按每个固定时段来进行向A点以及B点的连
接，
因此，
在连接于A点的情况下，
传感器电极105给出正的介电泳信号VDEP2。
[0032] 在此，
在某个时间(t1) ，
生物体粒子106被传感器电极105吸引而被捕捉到。之后，
在开关112连接于B点时(t2) ，
传感器电极105所检测到的是从生物体粒子106所具有的介电
常数而计算出的信号SSIG。如图5的(c)所示，
SSIG和SREF的值不同，
因此，
在判定为SSIG和SREF的
值存在差值时，
开关112保持仅与B点的连接。
[0033] 同时 ，
如图5的 (d)所示，
对介电泳电极104给出像施加负的介电泳力那样的信号
VDEP1。此时，
不存在被传感器电极105吸引的介电泳力，
而由包围周围的介电泳电极104排斥
的介电泳力起作用，
因此，
生物体粒子106沿从传感器电极105离开的方向(上方)移动(浮
游)。
[0034] 生物体粒子106通常比溶液102重，
因此在溶液102不流动或流动非常缓慢的情况
下下沉(被传感器电极105吸引) ，
但在时间t3以后，
通过给出由介电泳电极104排斥的适当
的负的介电泳力的信号VDEP1 ，
保持浮游在溶液102的传感器电极105上。
[0035]
信号V DEP1 生物体以从传感器电极105获得图5的 (c)中示出的S SIG 与SREF 之间的值
(＝SCNTL)的方式，
而调整生物体粒子106的位置般的信号。进行如下控制：
在SCNTL大于适当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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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
由于生物体粒子106接近传感器电极105，
所以增大信号VDEP1的例如振幅，
在SCNTL
小于适当值的情况下，
由于生物体粒子106远离传感器电极105，
所以减小信号VDEP1的振幅
等。
[0036] 根据所述构成，
通过使介电泳力作用于生物体粒子106，
能在规定位置以浮游状态
固定(单个)生物体粒子106。
由此，
没有用蛋白质等来固定生物体粒子106，
也不会与生物体
粒子106的表面物理性接触，
因此，
能减轻对生物体粒子106的损伤，
并易于观察单个生物体
粒子106。
〔实施方式2〕
[0037] 以下，
对本发明的其他实施方式进行说明。需要说明的是，
为了方便说明，
对具有
与在所述实施方式中说明的部件相同的功能的部件标注相同的符号，
并不再重复说明。
[0038]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
对容器103是像培养皿那样的上面开口的容器的形态进行了
说明。然而，
如本实施方式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101a所示，
替代容器103，
也可以采用像微
流体通路103a那样的、使溶液102从上游流向下游的构造(参照图6)。微流体通路103a供生
物体粒子106流入。
[0039] 在该情况下，
理想的是，
传感器电极105的上面由透明物质制成，
以便可以从显微
镜100进行确认。对于溶液102的流动而言，
可以采取溶液102的流速发生变化的控制，
例如
溶液102的流动在图5中说明的捕捉到生物体粒子106的时间t1以后停止、
或成为生物体粒
子不从处于介电泳电极104的中心的传感器电极105上离开的程度的较弱的流动等。
〔总结〕
[0040] 本发明的方案1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是一种用于液体中的生物体粒子的观察的
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其构成为具备：
介电泳电极，
输出用于使介电泳力作用于所述生物体
粒子的第一信号；
传感器电极，
用于检测所述生物体粒子与所述液体的阻抗差；
以及控制电
路，
以使检测出的所述阻抗差成为固定的方式控制所述第一信号。
[0041] 根据所述构成，
通过使介电泳力作用于生物体粒子，
能在规定位置以浮游状态固
定(单个)生物体粒子。
由此，
没有用蛋白质等来固定生物体粒子，
也不会与生物体粒子的表
面物理性接触，
因此，
能减轻对生物体粒子的损伤，
并易于观察单个生物体粒子。
[0042] 本发明的方案2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在上述方案1中，
优选的是，
所述控制电路
控制所述第一信号的振幅或频率。根据所述构成，
控制电路控制从介电泳电极输出的第一
信号的振幅或频率，
由此，
生物体粒子保持距传感器电极某一固定距离，
不因重力和负的介
电泳力下沉而在液体中浮游。
[0043] 本发明的方案3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在上述方案1或2中，
也可以是，
所述介电泳
电极具有以所述传感器电极为中心而以圆形或多边形来包围该传感器电极的周围的形状，
对所述生物体粒子输出成为负的介电泳力的信号来作为所述第一信号。根据所述构成，
传
感器电极附近的介电泳力根据由介电泳电极产生的电场的大小，
变成被传感器电极吸引的
方向、
或变成排斥的方向，
因此，
能使生物体粒子停留在被介电泳电极包围的内部。
[0044] 本发明的方案4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在上述方案1或2中，
也可以是，
所述介电泳
电极由多个电极构成，
所述多个电极以所述传感器电极为中心包围该传感器电极的周围的
方式配置，
对所述生物体粒子输出成为负的介电泳力的信号来作为所述第一信号。根据所
述构成，
能使生物体粒子停留在被介电泳电极包围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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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方案5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在上述方案1～4的任一个中，
所述传感器
电极可以是单电极或差分电极。
[0046] 本发明的方案6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在上述方案1～5的任一个中，
优选的是，
所
述传感器电极与开关连接，
经由该开关能切换检测所述阻抗差的功能和对所述生物体粒子
输出成为正的介电泳力的信号的功能。根据所述构成，
能在介电泳电极的中心捕捉在液体
中浮游的生物体粒子。
[0047] 本发明的方案7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在上述方案1～6的任一个中，
优选的是，
从
所述传感器电极输出成为正的介电泳力的第二信号。
根据所述构成，
能捕捉生物体粒子。
[0048] 本发明的方案8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在上述方案1～7的任一个中，
优选的是，
具
备显微镜，
能从外部观察所述生物体粒子停留在规定位置的情形。根据所述构成，
能减轻对
生物体粒子的损伤，
并易于观察单个生物体粒子。
[0049] 本发明的方案9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在上述方案1～8的任一个中，
也可以具备
供所述生物体粒子流入的微流体通路。
[0050] 本发明的方案10的生物体粒子观察方法是一种通过上述方案1～9的任一个的生
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将所述生物体粒子停留在所述液体中的规定位置；
经由显微镜，
来从外
部观察所述生物体粒子停留在所述规定位置的情形的方法。根据所述方法，
能减轻对生物
体粒子的损伤，
并易于观察单个生物体粒子。
〔本发明的其他表现〕
[0051] 本发明还能表现为如下形态。
即，
本发明的一个方案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是一
种使微小的生物体粒子单个地停留在液体中的规定位置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其构成
为：
具备介电泳电极和传感器电极，
检测所述生物体粒子和在周围存在的液体所具有的阻
抗差，
通过控制电路来控制从所述介电泳电极输出的信号，
由此，
在所述液体中，
所述生物
体分子停止在规定位置。
[0052] 此外，
本发明的一个方案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中，
优选的是，
所述控制电路控制
从所述介电泳电极输出的信号的振幅或频率。
[0053] 此外，
本发明的一个方案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中，
优选的是，
所述介电泳电极以
所述传感器电极为中心包围成圆形或多边形，
并对所述生物体分子输出成为负的介电泳力
的信号。
[0054] 此外，
本发明的一个方案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中，
优选的是，
所述介电泳电极，
以所述传感器电极为中心包围的方式由多个电极构成，
并对所述生物体分子输出成为负的
介电泳力的信号。
[0055] 此外，
本发明的一个方案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中，
所述传感器电极可以是单电
极或差分电极。
[0056] 此外，
本发明的一个方案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中，
也可以是，
所述传感器电极具
备开关电路，
从而具有检测所述生物体粒子和在周围存在的液体所具有的阻抗差的功能和
对所述生物体分子输出成为正的介电泳力的信号的功能。
[0057] 此外，
本发明的一个方案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中 ，
也可以是，
在所述传感器电
极，
根据未捕捉到所述生物体分子的状态下的阻抗值来检测基准信号并存储于存储器电路
后，
切换所述开关电路，
通过所述传感器电极输出成为正的介电泳力的信号以捕捉所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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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粒子，
在所述介电泳电极，
通过输出成为负的介电泳力的信号来维持所述生物体粒子
的捕捉的同时，
根据在所述传感器电极捕捉到的所述生物体粒子所具有的阻抗值来检测捕
捉时信号，
以存储于所述存储器电路的基准信号和根据捕捉时信号而设定的设定信号为基
础，
在该液体中，
以使该生物体分子停止在规定位置的方式，
从所述介电泳电极控制并输出
变成负的介电泳力的信号的振幅或频率，
从而所述生物体分子停止在规定位置。
[0058] 此外，
本发明的一个方案的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中，
也可以是，
具备显微镜，
能从
外部观察所述生物体分子停止在规定位置的情形。
〔附记事项〕
[0059] 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各实施方式，
可以在技术方案所示的范围内进行各种变更，
适当组合分别在不同的实施方式中公开的技术手段而获得的实施方式也包括在本发明技
术范围内。而且，
通过对分别在各实施方式中公开的技术手段进行组合，
能形成新的技术特
征。
附图标记说明
100 显微镜
101 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101a 生物体粒子观察装置
102 溶液(液体)
103 容器
103a 微流体通路
104、
107、
108 介电泳电极
105 传感器电极
106 生物体粒子
110 控制电路
111 检测电路
112 开关
113 信号源
114 盖
200 细胞
201 固定剂
202 盘
203 溶液
204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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