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常规产品样本采集及运输指南》

目录
一、前言..............................................................................................2
二、取样原则..................................................................................... 2
三、组织采集保存指南..................................................................... 4
1、细胞.......................................................................................... 4
2、全血.......................................................................................... 5
3、动物以及临床标本组织......................................................... 7
4、血清/血浆.............................................................................. 10
5、外泌体样本采集....................................................................11
四、样品命名、包装、标识........................................................... 12
1、样品命名................................................................................ 12
2、样品包装................................................................................ 13
3、样品标识................................................................................ 13
五、附：医学样品采集不建议接收情况汇总............................... 13

1

一、前言
适用范围
本指南介绍百迈客医学实验平台常规产品组织样品的送样要求及制备方法。
采集送样前请详细阅读。

声明
对于危害程度为第一、二类的高致病性样品，只接收提取后的核酸样品，不
接收组织样。对于危害程度为三、四类的致病性或传染性的组织样，必须先通过
销售或运营与医学实验平台负责人沟通，确认无高致病和传染性且能进行后续实
验后再安排样品寄送。危害程度的判定标准具体参见《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
录》 。

提取风险提示
核酸提取质量与物种及组织部位、样本制备、样本交接、提取方法与操作、
以及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故无法完全保证提取质量，望老师知悉理解，并做好
组织备份。为保障获得相对较高质量的核酸，请老师务必按照以下指导原则准备
样本。

二、取样原则
取样的代表性
所采集的样本应该通过严格的细胞学、组织学、病理学等相关鉴定，因为这
关系到实验最终结果是否具有科学意义，所以客户须根据实验目的设计相关科学
取样方案和取样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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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的准确性
正常组织样本中不能含有病变组织，而病理组织样本中也不可以夹带有正常
组织。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争取做到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样本在取材时间、部位、
处理条件等方面尽可能保持一致，否则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的重复性和可信度。
代表性样本的各种特征数据必须被准确记录，并按要求采集、制备、储存、运输
进行实验处理。

取样的重复性
生物学重复的取样应尽量减少重复间样品的差异。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做
到重复样本在取材时间、部位、 处理条件等方面尽可能保持一致，否则可能会
影响实验结果的重复性和可信度。

取样的及时性
样本质量是影响实验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因此用于研究的实验样本，在采集、
贮存、运输和制备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做到迅速，最大限度的缩短从样本采集到实
验的时间。

取样的低温性
所取样本离体后，经快速清洗和标记等处理后，应立即投入液氮中速冻至少
3 h，之后保存于-80 ℃ 冰箱或者干冰中，确保在实验操作前样品始终处于
-80 ℃，以避免 RNA 的降解。

3

三、组织采集运输指南
1、细胞
细胞样品收集及运输方法
一次 RNA 提取反应所需细胞数≤1 X 107 个，以 3 X 106-1 X 107 个为宜，
可以将细胞经裂解液裂解后冻存运输。.细胞富集过程，请勿使用胰酶（胰酶使
用对操作要求较严，操作不当易导致细胞损伤从而导致提取的 RNA 降解）！
贴壁细胞
a 从培养箱中取出贴壁培养的细胞，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确定生长状态良好（正
常细胞融合度在 80 %左右）;
b 弃去培养基，向细胞培养瓶或培养皿中加入 5 mL PBS（RNase free，室温），
洗一次；
c 弃尽 PBS，加入适量细胞裂解液，反复吸打数次；直至看不见成团的细胞块，
使之充分溶解于裂解液中形成清亮不粘稠的液体；
d 将裂解好的细胞转移至 1.5 mL 旋盖尖底离心管（RNase free）中，置于-80 ℃
或液氮中长期保存；
运输方式：干冰运输。
*注：判断裂解液加入量是否合适的标准可以根据细胞溶解物的黏度来判断。在
细胞刚溶解时，可以发现有丝状物出现，若裂解液加入量合适，吹打几次后，丝
状物会消失，液体黏稠性下降；若裂解液的量过少，丝状物往往一直存在，液体
黏稠性大，应继续补加裂解液。裂解液加入量过少，会导致抽提的 RNA 降解。
悬浮细胞
a 确定细胞生长状态良好；离心得到细胞沉淀（依据客户实验室细胞离心步骤，
注意细胞离心要适度，不要使细胞离心过实而造成裂解液不能充分渗透）；
b 弃去培养基，加入 1 mlLPBS（RNase free，室温），轻轻将细胞沉淀悬起， 转
移至 2 mL 旋盖尖底离心管（RNase free）中；
c 离心（依据客户实验室细胞离心步骤，注意细胞离心要适度，不要使细胞离心
过实而造成裂解液不能充分渗透）得到细胞沉淀，弃去 PBS，加入适量细胞裂解
液，反复吸打数次，直至看不见成团的细胞块，使之充分溶解于裂解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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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置于-80 ℃长期保存；
运输方式：干冰运输。
*注：判断裂解液用量是否合适的标准同上。
其他方式
对于不具备裂解液的客户，得到清洗后的细胞后可以液氮速冻后-80℃保存，干
冰运输。
*注：由于细胞量少，干冰运输务必保证细胞处于冷冻环境，防止环境温度增加
细胞降解。
细胞样品的保存及运输要求
DNA 提取
液氮速冻法：离心收集的细胞直接液氮速冻后，转移至-80℃低温保存，送样时
选择干冰运输寄送。
RNA 提取
液氮速冻法：
离心收集的细胞直接液氮速冻后，转移至-80℃低温保存，送样时选择干冰运输
寄送。
TRIzol 裂解法：
离心收集的细胞迅速溶于 TRIzol 裂解，参考用量为每 5 X 106 个细胞加 1 mL
TRIzol；
细胞溶于 TRIzol 后，如出现成团，需用吸头将细胞团吹打散，或者激烈震荡混
匀，使细胞完全溶于 TRIzol 中充分裂解；
之后转移至-80℃低温保存，送样时选择干冰运输寄送。

2、全血
DNA 提取
要求为全血样本，使用 EDTA 抗凝管或柠檬酸抗凝管采集样品（由于会影响
5

后续建库实验，禁止使用肝素抗凝）
采集血液时，必须经过抗凝，避免出现凝结成块。新鲜采集好的抗凝血液，
用移液器转移到 2mL 离心管中，足量冰袋或干冰寄送；冷冻的血液，干冰寄送。
注意：由于 EDTA 抗凝采血管大多为玻璃易碎材质，切勿使用采血管原管寄送，
以防采血管在运输转移途中破裂，造成样品污染、损失。
RNA 提取
PAXgene Blood RNA 管采集法
1、使用前，将 BD 公司的 PAXgene Blood RNA Tube 正立放置于室温或 4℃保存，
采血前，需将采血管温度恢复至室温；
2、采集病人血样时，如果使用多种不同的采血管采集同一病人的多管血样，请
在最后一次采血时使用 PAXgene Blood RNA Tube；如果仅用 PAXgene Blood RNA
Tube 采集血样，需先用另外一个采血管采集 1-2 mL 血样，丢弃该管血样，再使
用 PAXgene Blood RNA Tube 采集血样。

3、血样采集后，请立即将采血管上下颠倒混匀（十次），并于 18-25 ℃正立放
置至少 2 h。
4、若不能立即进行 RNA 提取，请将采血管正立置于塑料试管架上（注意：试管
架与采血管壁之间需留有一定的空间，防止低温保存过程中管壁裂开），先于
-20 ℃放置 24 h，然后转移至-70 ℃或-80 ℃进行长期保存；
5、采 血 及 样 品 保 存 视 频 操 作 过 程 ， 请 查 看

：

http://www.preanalytix.com/videos/rna-tube-collection-video/

，

http://www.preanalytix.com/videos/rna-tube-freezing-video/，详细的操作
步骤请查阅官方使用手册；
6、运输方式：干冰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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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Xgene Blood RNA 管送样量要求：
项目类型

全血送样量要求

转录组

1 管

Lnc

1 管

小 RNA

1 管

转录组+小 RNA

2 管

Lnc+小 RNA

2 管

转录组+Lnc+小 RNA

2 管

血液细胞分离法
分离白细胞或有核细胞（须在血液采集后半小时内进行，血液不能冻存）
a. 在已加入抗凝剂（推荐 EDTA，禁止使用肝素）的新鲜全血中加入等体积 PBS
（1×），充分混匀；
b. 缓慢转入另一已加入淋巴细胞分离液的离心管中，并使上述混合液处于淋巴
细胞分离液液面之上（即两种液体不要混合，保留清晰的接口），3000 g 离
心 30 min；
c. 用移液器小心分离出白细胞层；用 PBS（1×）清洗白细胞，离心回收白细
胞，弃去上清；
d. 按 2mL 血液分离的白细胞加入 1mL TRizol 的比例加入适量 TRIzol 试剂，
用吸头将细胞团吹打散，或者激烈震荡混匀，使细胞完全溶于 TRIzol 中充
分裂解；
e. 转移至-80℃低温保存。
建议客户自行根据实验室条件选择红细胞裂解液或白细胞分离液进行细胞收集。
运输方式：干冰运输。

3、动物以及临床标本组织
组织解剖速冻法
1、建议针对活体或刚死亡个体进行解剖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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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体死亡后，实在无法立即解剖，需将生物体放入 4℃冰箱暂存，不可冻融；
3、所有器械和环境需要消毒灭菌；
4、在医用托盘上放一层冰块，然后覆盖上一层锡箔纸，再铺几层无菌布，将个
体放在无菌布上进行取样。保持整个取样过程在低温中进行可以延缓核酸的降
解；
5、取下新鲜组织，立即剔除结缔组织和脂肪组织等非研究所需的组织类型。对
肿瘤组织的取材，应尽可能准确地判定肿瘤和正常组织，肿瘤组织应将周围的正
常组织切除干净（正常组织也应将周围的肿瘤组织切除干净）；
6、迅速用预冷的 PBS 溶液（RNase free）或生理盐水将组织表面的残留血液冲
洗干净；
7、如果组织体积较大，应尽量将组织切成长宽高均≤0.5 cm 的小块（即黄豆大
小）；
8、将处理好的组织样本混合均匀后保存于旋盖的冻存管中；
9、迅速置于液氮中冷冻 3~4 h，然后转移至-80 ℃长期保存；
10 运送方式：干冰运输。
稳定剂保存法
RNAlater® Tissue Collection
RNAlater® Solution 室温保存，如产生沉淀，37 ℃加热使沉淀溶解。
RNAlater®

Solution 仅适用于新鲜采集的样本，已冷冻保存的组织样本，请

选用 RNAlater® -ICE（P/N AM7030）进行保存。RNAlater® Solution 可以保
存绝大多数的组织样本、细菌、酵母。不适用于骨头及表皮蜡质丰富的植物（不
建议用 RNAlater 保存全血、血浆、血清和细胞样品）。
用解剖刀将组织切成长宽高均≤ 0.5 cm 的样本，也可以保存较小体积的整
个组织器官（如小鼠脾脏及肾脏等）；
将组织样本浸入 10 倍组织体积的 RNAlater® Solution 中，以使组织完全
浸没；
将样本置于 4 ℃ 保存过夜（以使 Solution 完全渗透组织），然后转移至
-80 ℃长期保存；
运输方式：干冰运输。
注 ： 如 果 组 织 带 血 液 或 其 他 体 液 ， 需 要 过 夜 后 更 换 一 次 RNAlater®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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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RNAlater® Solution 仅适用于新鲜采集样本，在浸入 RNAlater® Solution
之前，不要将组织冷冻。
(2) 在浸入 RNAlater® Solution 之前，将组织切成长宽高均≤0.5 cm（任何一
边的最大长度不能大于 0.5cm）的样本。
(3) 不要将刚浸入 RNAlater Solution 中的样本立即冷冻，需将样本置于 4 ℃ 保
存过夜（使 Solution 充分浸润组织样本），然后转移至-20 ℃ 或-80 ℃ 长
期保存； 如果采集样本时，在没有冰箱的情况下，可以把保存于 RNAlater®
Solution 样品置于冰上数小时再转移至室温。
(4) RNAlater® Solution 不 会 影 响 组 织 结 构 ， 可 以 把 已 保 存 的 组 织 从
RNAlater® Solution 中取出，切下实验所需的用量，把剩余的组织再放入
到原来的保存液中继续保存。
(5) 保存于 RNAlater® Solution 中样本，-20 ℃ 存放时，样品不会结冻，但可
能会有晶体析出，这并不影响后续的 RNA 提取工作；-80 ℃ 存放时，样品
会结冻， 在进行 RNA 提取前，需置于冰上融化再进行后续操作，解冻后的
样本可再次放入-80 ℃ 保存。
(6) 一般来讲，生物样本保存于 RNAlater® Solution 中，37 ℃可存放 1 天，25 ℃
（室温）可存放 1 周，4 ℃ 可存放 1 个月，-20 ℃ 或-80 ℃ 可长期保存。
但鉴于生物样品的特殊性及实验可重复性，建议所有保存于 RNAlater®
Solution 中样品，都要置于-20 ℃ 或-80 ℃ 长期保存。
组织样制备注意事项
1) 组织样品离开活体后，建议在 3min 内进行液氮速冻，速冻前操作时间
越长，RNA 降解的可能性越大。
2) 对于 RNA 类项 目的癌症样品，我们建 议手术取下的组织迅 速放入
RNAlater 中，4℃孵育 24 小时，然后弃掉 RNAlater，切下坏死区的组织以及
癌旁组织，转入旋盖的液氮预冷冻存管中，液氮速冻，-80℃保存，干冰运输。
3) 组织样不建议使用 TRIzol 送样，如必须，需充分液氮研磨后溶于适量
TRIzol 中，组织样品切勿过量（按试剂说明书要求操作），常温裂解 5min 后，
-80 低温冻存，干冰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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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血清/血浆
血清/血浆类液体样本由于基本不含细胞，游离核酸量极不稳定，提取得率
低，波动大， 此类样品建议客户提取核酸后送样。
血清样品采集方法
1) 使用含凝血激活剂的采血管或普通真空采血管采集血液样品，室温静置 10-60min
使血液凝集。
2) 1900g（或 3000rpm），4℃，离心 10min。
3) 小心转移上层血清（黄色）至新的 1.5ml 离心管中，枪头不要触碰中间层（白细胞
和血小板层）。一般情况下，10ml 的血液可分离出 3-5ml 血清。
4) 将分离出的血清 16000g，4℃，离心 10min。
5) 枪头不要触碰到管底一侧的杂质，小心转移上清到一个新的 1.5ml 离心管中，-80℃
保存。

血浆样品采集方法
1) 使用 EDTA 抗凝管采集血液样品（采集后的血液样品可置于室温或 4℃短暂保存，
但不得超过 1h）。
2) 1900g（或 3000rpm），4℃，离心 10min。
3) 小心转移上层血浆（黄色）至新的 1.5ml 离心管中，枪头不要触碰中间层（白细胞
和血小板层）。一般情况下，10ml 的血液可分离出 4-5ml 血浆。
4) 将分离出的血浆 16000g，4℃，离心 10min。
5) 枪头不要触碰到管底一侧的杂质，小心转移上清到一个新的 1.5ml 离心管中，-80℃
保存。

血清血浆样品送样要求
1) 冰冻状态下的血清血浆样品，呈淡黄色或黄色，如果呈淡红色或红色，则为溶血样
品，视为不达标，不予提取。
2) 室温融化后的血清血浆样品，应为黄色或淡黄色透明液体，如有絮状物或浑浊状态，
视为不达标，不予提取。
3) 每个样品总体积要求＞2ml，体积＜1ml 视为不达标，不予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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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泌体样本采集
注意事项：
用于分离外泌体的样品不能加入任何 RNA 保护剂

血清样本（送样量不低于 2ml）
制备详细步骤同血清样品采集方法
为最大程度保证血清质量，建议将血清过孔径为 0.8um 的滤膜。
血浆样品（送样量不低于 2ml）
制备详细步骤同血浆样品采集方法
为最大程度保证血浆质量，建议将血浆过孔径为 0.8um 的滤膜。
细胞上清
注：细胞培养基必须使用去除 exosome（de-exosome）的血清或者无血清培养基
（客户自制或购买）。
1) 细胞在正常含有血清的培养基中培养一定时间，细胞融合度在 70%-80%，
2) 对于贴壁细胞，去除原有培养基，换为新的不含外泌体的培养基或者无血清
培养基；对于悬浮细胞，300×g，4℃，10 分钟收集细胞，使用不含外泌体
的培养基或者无血清培养基悬浮细胞并继续培养。
3) 细胞继续培养 24-48 小时，根据细胞的生长速度确定收取上清时间。
4) 收集细胞上清（收集前先过孔径为 0.8um 的滤膜），300×g，4℃，离心 10
分钟；小心吸取上清，注意避免吸入细胞或者细胞碎片。
5) 5）3000×g，4℃，再次离心 15 分钟，确保将细胞或者细胞碎片去除干净。
6) 将上步骤中的上清转移到新管中，2000 x g，20min 去掉细胞和细胞碎片。
7) 将上步骤中的上清转移到新管中，10000 x g，30min 去掉大的 EVs。
8) 将上步骤中的上清转移至 50mL 注射器中，过孔径为 0.22um 的滤膜去掉大
的 EVs。
9) 取上清，注意避免吸入细胞或者细胞碎片，合并相同的细胞培液上清样品，
装入无菌的玻璃瓶，可在 4℃短期保存（1-2 天），长期保存可冻存于-80℃。
建议细胞上清分离后尽快进行外泌体分离，保存在 4℃和-80℃都会对产量
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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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上清样品送样要求
1) 样品总体积≥50ml，＜30ml 不予提取。
2) 样品在液体状态下澄清透明，无絮状或块状不溶物；非澄清透明、浑浊、有
不溶物的样品，视为不合格，不予提取。

注：客户自行富集好的外泌体应充分溶解在≤100ul 的 PBS 中，
-80℃保存，大体积干冰运输。

6、核酸样品
1）提取完成后的 RNA 溶液直接放入-80 ℃冰箱中进行保存；样品运送前保存在
-80 ℃ 冰箱；（送样体积不小于 10ul，核酸信息单中务必填写溶剂名称）
2）提取完成后的 DNA 溶液直接放入-20 ℃冰箱中进行保存；样品运送前保存在
-20 ℃ 冰箱；（送样体积不小于 10ul，核酸信息单中务必填写溶剂名称）
运输方式：干冰运输。
用于 microRNA 实验的样本总 RNA 准备
如果您开展的实验项目为 miRNA 的相关实验，并且提供的是总 RNA 的样品，请务
必确认您采用的总 RNA 的提取方法保留了小 RNA（包括 miRNA）。

四、样品命名、包装、标识
1、样品命名
“样品名称”请避免出现汉字，请采用字母和数字表示，长度控制在 8 个字符以
内。
对于备用样品即同一个样品送的备份组织请务必在信息单中备注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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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品包装
溶于 DEPC-H2O，TRIzol、RNAlater 等液体的样品，建议使用螺纹管或使用
Parafilm 密封 1.5 mL 离心管运输。
从液氮或-80℃冰箱取出组织样品（建议用冻存管存放组织样品；若选用弹
开式离心管放置样品，请确认已用 Parafilm 密封管口），请选用保温性好的泡
沫盒（建议壁厚 2 厘米以上）进行样品存放，准备大约 8~10 公斤块状干冰（干
冰易挥发，具体用量可以向样品中心咨询），以提供低温的样品保存环境。
不同提取样本请务必分开包装，对于样品数量较多的项目为了尽快完成样品的交
接入库工作请按名称或信息单中样品顺序按每 5-10 个样品的小包进行一个中
包，最后将中包汇总成一个大包。
在选择与委托快递公司时，请事先确认预计送达的时间，并且应在运输过程
中应随时跟踪货物的情况，以便您一起追踪样品的运输状态。

3、样品标识
请在每个样品管上清晰、简明地标记样品名称（采用质量较好的油性笔，并
避免与乙醇等有机溶剂接触））。样品管请用 Parafilm 封口。管上样品名称应
与递交的信息单中的样品名称保持完全一致。

五、附：医学样品采集不建议接收情况汇总
1

组织样直接投入 trizol 中保存，未经液氮充分研磨的组织样不接；

2

提取 RNA 项目，全血样品必须用 PAXgene 血液 RNA 管采集，其他采血管

送全血样品不接。
（可建议老师自行分离 PBMC 冻存或加入 trizol 中充分裂-80℃
保存，干冰送样）；
3

提取 DNA 项目，凝血样品不接（需要用 EDTA 抗凝管采集血液）；

4

血清血浆样品淡红色或者红色状态，不接（要求为黄色或淡黄色，体积

大于 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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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客户富集的外泌体样品体积不大于 100ul；

6

细胞上清样品解冻后浑浊状态，不接（要求为清澈透明，体积大于 50ml）；

7

细胞保存在 RNAlater 等商业保护液中，不接(无法收集细胞)；

8

细胞送样量至少要达到 10 的 6 次方（做过分选的细胞要保证细胞活性）；

9

解剖组织样（比如肺、心脏、肠）外周带血或污物或者腐烂发黑样品不

接（需要冲洗干净）；
10

骨髓样品需要制备成细胞送样（骨髓提取得率低，完整性差）；

11

送检核酸样品，体积大于 10ul（体积过少的样品检测会消耗完，无法继

续建库测序）；
12

带有传染性病原微生物的组织样不接（不满足实验室环境条件，传染后

果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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