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菌 Acrodisc® 白细胞针头过滤器

产品介绍

使用说明

无菌 Acrodisc 白细胞(WBC)针头过滤器
颇尔实验室的无菌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利
用特有过滤技术从全血中分离白细胞，10 mL样本
的过滤时间短于 10 分钟。无菌 Acrodisc WBC 针
头过滤器包含颇尔的专利 Leukosorb™膜材质。
Leukosorb 是一种纤维膜，利用尺寸排阻与吸附的
多模式法捕获和回收全血样本中的白细胞，同时允
许红细胞(RBC)和血小板通过过滤膜。
科学家可利用无菌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简
单且高效地分离各种研究应用需要的血细胞，包括：
●     白细胞滤除
●     全 WBC 捕获
●     聚蔗糖试剂分离
●     细胞疗法中的淋巴细胞回收
●     单克隆抗体开发
●     干细胞研究应用

无菌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采用独特设计，可
处理所有困难的捕获功能，使白细胞分离效率高于
密度梯度分离法与大尺寸过滤器。包括在白细胞滤
除应用中滤除 100% 的活性 WBC 与从滤液中回收 
99% 的 RBC，以及在白细胞回收应用中的反冲步骤
中回收约 70% 的 WBC。处理小体积样本时，相比大
尺寸过滤器，无菌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的细
胞捕获和回收率更高。另外，相比白细胞分离过滤
器，无菌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中的样本残留
量极少（总样本体积 =12 mL 时，残留体积 ＜2 mL）。

无菌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用于从全血样本
中分离 WBC。当全血样本被动流过滤膜时，滤膜上
的纤维会截留 WBC，然后，即可使用已滤除白细胞
的样本或回收滤膜上的 WBC。
该过滤过程在被动进行（在重力作用下过滤）时的
效果最好，但也可主动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必
须小心避免溶解红细胞(RBC)，否则可能导致血红
蛋白污染与 WBC 回收率和活性降低。
白细胞捕获步骤

1. 从吸塑包装中取出无菌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
2. 在无菌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的入口侧连接

一个10 mL 针筒。
3. 用一小片胶带将过滤器固定在 50 mL 收集管的顶部。

性能可靠



4. 将温度为室温的血样倒入针筒，使血液在重力作用
下流过滤膜。保留滤除白细胞的样本，等待进一步
处理。

5. 将10 mL pH为 7.4 的 PBS 溶液倒入针筒，以冲
洗滤膜上保留的 WBC，同时使溶液在重力作用下流
过滤膜（建议执行该步骤，以最大化回收 WBC）。执行
该步骤时，也可从外部施压（每秒约 3 滴）。

性能可靠
1.从 WBC 过滤器上拆下针筒，然后将过滤器倒置，使

出口朝上。

2. 在出口侧连接另一含有 pH 为 7.4 的 PBS 溶液的
10 mL鲁尔接口针筒。将PBS推出针筒，以洗掉滤
膜上的白细胞和红细胞。

3. 可执行若干次反冲洗步骤，以提高白细胞回收率（
建议重复 3-5 次）。

注：血液流量取决于白细胞比容与血液温度。

处理
鉴于预期应用的生物性质，可将用过的过滤器
分为有害废物-医疗废物，按照本地法规和程序
作为生物废物处理。

1.  从吸塑包装中取出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

6.   收集管收集到的滤液是已
滤除白细胞的样本。

.过滤血样后，在针筒中加入
10 mL PBS 溶液，使溶液在
重力作用下流过滤膜。

7.  
 

倒置针头过滤器，在出口
侧连接一个含 PBS 的 10 mL
新针筒。

2.  取一个 10 mL 注射器，
拔出注射器柱塞，然后
将注射器连在过滤器进口。

 

5.  

8.   将该连接新针筒的过滤器固
定在新收集管的顶部，将 PBS
推出针筒，使其流过滤膜。

 

 

3.  用胶带将过滤器固定在
50 mL 收集管的顶部。

 
 

4.  将全血样本倒入针筒，使
样本在重力作用下流过滤膜。

 
 

可执行若干次倒冲洗步骤。
（建议重复 3-5次，以最大化
回收 WBC）



阻凝剂相容性
用以下阻凝剂测试过滤器：
●     K2EDTA

●     肝素锂
●     柠檬酸钠

图1
新型无菌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从全血样本中
滤除的白细胞 (%)。图中的数值是各种条件下 20 次重
复测试的平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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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构造材料
过滤介质：Leukosorb（专利） 
外壳：聚丙烯

有效过滤面积
3.9 cm2

样本体积范围
< 12 mL

入口/出口连接
母鲁尔接口（透明）入口/母鲁尔接口（白色）出口 

典型残留体积
总样本体积 =12 mL 时，残留体积 ＜2 mL

最大工作压力
30 psi

最高工作温度
34°C

保质期
3年 

订购信息
采用 Leukosorb 滤膜的无菌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 

货号  描述  包装
AP-4951 25 mm 10/pkg

AP-4952         25 mm 50/pkg

图2
新无菌 Acrodisc WBC 针头过滤器回收的 WBC(%)。 
图中的数值是各种条件下 20 次重复测试的平均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