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

每个细胞都是独特的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
挑战平均定律
细胞间存在着广泛的异质性。仅仅测定细胞群平均值会掩盖很多单细胞的重要功能和其中蕴含的遗传信息。
传统方法用移液枪分离和处理单细胞的方法很费力耗时也容易出错。长期以来，生物学家和临床工作者一直在
寻找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来检测分辨单一细胞，根据它们独特的基因组和转录组进行分组，同时将技术原因引
起的噪音最小化。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用于基因组学研究的自动化单细胞分离制备系统。通过采
用富鲁达公司创新的微流控技术，能够快速可靠地分离、处理、并对单一细胞进行基因组分析。这项前所未有
的技术，让你一次完成提取、预扩增及最终检测分析细胞的全过程，减少了因多平台技术之间的误差而造成的
多变性。
该系统为研究细胞分化、异质性，分析单细胞对特定刺激的反应，验证重要疾病生物标志物，检测 RNA 干
扰沉默基因表达和候选药物筛选等开启了新的大门。

系统优势：
一体化 : 完整的自动化流程一步操作实现从细胞捕获、制备到核酸样本的获取
单细胞准确性 : 更准确地测量单个细胞间的基因表达谱差异
灵活性：可扩展到全转录组及各种发现
简便易用 : 以优化的流水线工作流程和直观的界面简化细胞分离和制备过程
快速 : 一天内完成从细胞加入到数据收集

系统组成部分：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
突破性的自动化系统，分离、处理并获取用于后续分析的单个细胞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微流控芯片
专利的微流控芯片设计，捕获和高度平行化地制备 96/800 个单细胞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试剂盒
随时就绪可用的试剂盒来支持细胞悬浮、裂解和纯化

逆转录 / 预扩增试剂盒 ( 请从推荐的厂家单独购买 )

流程快速简便：
利用优化的实验流程、配套的试剂盒和微流控芯片，只需要 20-30 分钟的手工操作时间，即可捕获制备 96/800 个单细胞。简单的
用户界面和完善的系统流程帮您实现“上样走人”的高效率工作并确保获得单细胞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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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及发展趋势：
通过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获取的数据，其创新性稳定性和准确性经过了大量的文献验证 ( 数据截止至 2016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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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用于 mRNA 测序
更完整的流程：首尾相连的流程对单细胞进行全转录组分析
灵活的通量：每次实验可平行处理 96/800 个单细胞
更容易的操作：直接从单细胞开始，简化的样本制备，只需 3 小时手工操作时间，无片段化，无需纯化步骤
更节省的成本：创新的纳升级 (nl) 反应体系将成本降至标准单细胞文库制备的几分之一甚至更低
兼容性强：与多种测序平台均兼容

研究人员正在对转录组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揭示细胞发育、代谢和疾病的新机理。mRNA 测序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工具，它
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驱动肿瘤产生、激活分化、调节生物学机制的关键细胞亚群，理解在决定细胞命运的重要时期亚群怎样对信
号和其他环境线索做出反应，或者它们何时获得异常表型。在单细胞中研究这些基因表达模式已经极大地促进了细胞生物学的发展。

可是，大多数方法对单细胞分析来说并不现实：它们需要大量的细胞，实验流程复杂，实验结果不稳定，而且成本高昂。
C1™ 单细胞 mRNA 测序应用通过先进的微流控技术简化了整个过程，创新的纳升级 (nl) 反应体系降低试剂使用量，节约成本，
有效地加快了您科学发现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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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阐明异质性，识别关键细胞群
现在您可以快速可靠地分离、制备和分析任意规模的单细胞。从发现某种亚型或基因
特征的小规模的先导性研究项目，到大规模的研究基因表达或者测定细胞亚群的频率等项
目，您都可以通过一个系统轻松完成。

C1 mRNA 测序芯片 – 单细胞样本制备金标
C1™ mRNA 测序芯片可以平行处理多达 96 个 cDNA 文库，在多种 Illumina 测序仪上对 mRNA 表达进行相对定量，可以帮
助您开展以下研究：
测量基因、等位基因和剪接变体的表达水平
比较单细胞和群体的表达谱
确定转录起始位点
鉴定可能的剪接类型
评估后转录活动
发现新的转录子和基因融和
单细胞 mRNA 测序为您揭示细胞异质性的全貌以及定义细胞亚群的关键特征。现在，您可以用 C1 制备成百上千个单细胞，
并且用 Singular 工具快速分析您的测序数据以识别新的细胞亚群。

利用 C1 mRNA 高通量测序从神经元分化的不同阶段选择的单细胞进行 Hierarchical 聚类分析结果，
揭示了在组织整体研究中没有发现的特殊细胞类型以及与其相关的、新的 Marker。

自 C1™ mRNA 测序芯片推出至今，已有多项研究采用此技术获得科学成果并发表了大量文献，这些数据结果充分证明了 C1
mRNA 测序芯片的卓越表现。

匹配至参照物的 reads 占总 reads 百分比的函数关系。48 个 K562 单细胞使用 SMARTer Ultra Low RNA 试剂盒在 C1™ 单细胞系统上处理，然后
使用 Nextera XT 试剂盒进行文库构建，生成这些数据。平均 read 深度为 300 万 reads, 超过 95% 的细胞有大于 50 万的总 reads。

叠加单细胞的 Cts 和使用 PCR 管多细胞的 Cts 的相关性图。在 BioMark™ HD 系统上用 DELTAgene™ 试剂对单细胞 cDNA 文库和一个多细胞
PCR 管参照进行了分析。单细胞 cDNA 文库累加所得数据和多细胞 PCR 管实验参照所得数据密切相关（R2=0.93）。使用 BioMark HD 系统进
行常规的 qPCR 实验可以对每个文库的产量和质量进行快速的评估。

C1 mRNA 高通量测序芯片 - 揭开细胞异质性的面纱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更奇特、罕见的细胞亚群时，研究 10,000-100,000 个单细胞的需求就会应运而生。通过增加所研究的
单细胞模型的数量，我们能够发现新的细胞类型，阐明各细胞群体的分布情况，以及解析组织构成。C1 mRNA Seq HT IFC（C1
mRNA seq 高通量芯片）让每一个位 C1 用户可在不投资新设备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研究轻松拓展到 10,000 个单细胞，并且最
大限度的利用测序的每一个 Run。通过简单的工作流程可以在一天完成 2 张芯片，使您在 24 小时内制备多达 1,600 个单细胞的
cDNA 样本。另外，这个工作流程通过芯片上的多重反应使得文库制备的成本降低了 40 倍，是迄今为止最具效率的工作流程。

↑ 上图：细胞捕获仓
← 左图：C1mRNA 高通量测序芯片
(mRNASeq HT IFC)

Barcoding 技术实现高通量流程

图： C1 mRNA 高通量测序芯片通过 40 行 20 列的网格设计呈现出 800 个捕获位点。细胞被捕获和裂解后，在反转录过程中，每一列内 40 个捕
获位点的产物被分别加上各自的 barcode。反转录后，IFC 将以列为单位收获 cDNA。每一个收获的产物 pool 都包含 40 个已经加好 cell barcode
的 cDNA。接下来，这 20 个收获的 cDNA pool 在测序文库构建的过程中加上 Nextera 测序的 index。

C1 单细胞 mRNA 测序的完整解决方案
伟大的发现需要开辟新的思路。单细胞分析在发现新的转录组网络，进而揭示在发育、代谢和疾病中的新的细胞角色有着巨
大潜能。您可以根据研究需求以及研究规模选择最优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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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用于基因组 DNA 测序
高通量：一次实验可获得多达 96 个单细胞的基因组 DNA 扩增产物
适用的样本类型广：适用样本类型涵盖哺乳动物各类原代细胞及细胞系
细胞用量少：最低上样量为 200 个细胞
实验耗时短，操作简便：从单细胞悬液到全基因组 DNA 的扩增产物，不超过 10 小时，其中手工操作时间不超过 1 小时。
兼容性强：与多种 Illumin 测序平台均兼容

通过测序寻找重要的基因组 DNA 突变，是揭示肿瘤及其他病变细胞遗传特质的重要研究手段。体细胞突变的长期积累，会使
细胞在遗传水平和生理表型上展现出不同的分化特质，进而导致克隆亚群的产生。目前针对群体细胞的的基因组 DNA 研究手段，
不能有效地检测出重要的低频体细胞突变，也无法揭示体细胞突变和肿瘤克隆间的相互关联。
借助 C1 单细胞制备系统，配合 GE Healthcare 公司的 illustra™ GenomiPhi™ V2 DNA Amplification 试剂盒 , 只需不超过 1
小时的手工操作时间，即可获得多达 96 个的单细胞的高质量 DNA 扩增产物，并可轻松对接全基因组测序、全外显子组测序、靶
向测序等多类检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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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DNA 测序 – 发现低频突变、建立肿瘤克隆谱系的最佳选择
研究人员对来源于同一个患者的 50 个导管癌肿瘤细胞
（CRL-2338/HCC1954）和 50 个正常 B 淋巴细胞（CRL-2339/
HCC1954-BL）进行了单细胞全外显子组测序，并对发现的
474 个突变位点进行了层次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单细胞测序能
发现常规组织样本测序不易检测到的低频突变；而且聚类结果
显示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完全分离，说明单细胞测序是肿瘤细
胞鉴别、肿瘤克隆发展历程研究的不二之选。

卓越的技术表现

Fluidigm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单细胞 DNA 扩增技术，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扩增的均
一性。图中数据源于 6 个单细胞的全基因组测序结果（CRL-2338/HCC1954 和
CRL-2339/HCC1954-BL），平均测序深度为 27X。A. 单细胞测序数据与基因组
的匹配率均超过 90%。B. 6 个单细胞测序结果的平均基因组覆盖度大于 90%。C.
单细胞 DNA 扩增技术极大地改善了基因组高 GC 区域的覆盖度，即使在 GC 含
量高达 70% 的区域，单细胞 DNA 测序的平均覆盖度也能达到群体细胞 DNA 测
序覆盖度的 70% 以上。

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引入的碱基错误率，SNV 准确率，以及等位基因丢失率（allelic
dropout rates）。A. 6 个单细胞的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碱基错误率≤ 0.1%。B.
通过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找到的 SNV 平均准确率为 >92%。C. 单细胞 DNA 扩增
产物等位基因丢失频率的均值 <13%。

利用 Fluidigm 单细胞工作流程获取准确可靠的基因表达数据
达到更准确地检测单一细胞基因表达谱差异性
避免测量样品中所有细胞的平均值的坏处
鉴定以前不能分辨的细胞亚群和分解新的调控网络

在表面均一的细胞群中，单个细胞在尺寸、蛋白质水平和 mRNA 表达转录上都存在差异，所以默认您的样品中每一个细胞都
表现得完全一致是一种危险的赌博，测量集中到一起的多个细胞的平均值可能会掩盖细胞之间基因表达的显著差异。在看起来均
一的细胞群中辨别细胞间的差异对于促进干细胞研究、阐明癌细胞发生机制、鉴定免疫反应、研究生物治疗的有效性、发现退行
性神经疾病的机理等方面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Fluidigm 基于微流控技术开发了一种全新的单细胞基因表达研究方法，可以使您在几个小时内测试数以百计的单细胞中数百
个基因的表达，而这种实验用传统方法通常要用几天的时间。利用自动化的流程、配套的试剂和优化的芯片，您可以免除繁重的
加样和样品混合步骤而达到“加样走人”的生产率。

快速简便的工作流程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结合 BioMark HD 系统形成了无缝、高效的基因表达分析流程，支持多达 96 个单细胞的 96 个转录
本的同时分析。C1 极大地提高的了基因表达谱研究的效率。BioMark HD 系统为实时荧光 PCR 试验提供快速灵活的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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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 PCR：在 C1 系统上预扩增的产物被稀释加样到 BioMark HD 系统配套的动态芯片上进行实时荧光 PCR。这些动态芯片具有
由微流控通道、反应仓和阀门组成的网络，可以自动完成单个 PCR 反应，所需的移液操作次数比传统方法减少了 100 多倍。
分析：您可使用 BioMark HD 系统配备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软件察看扩增曲线、颜色热图、ct 数据等，快速获得有效数据。
Assay：同时兼容 TaqMan 和 DELTAgene 基因表达试剂。DELTAgene™ 试剂可根据您的特定需求定制，没有固定的内容要求，
只需提供你感兴趣的基因列表（例如 RefSeq IDs）和目标物种名称。所有 assay 都可在 Fluidigm 的标准实验流程下使用，服从
MIQE 指南，启动及运行成本低廉。

图： 举例数据 : 1,10,100 个细胞，客户订制的 EvaGreen 试剂线性数据（3 个重复）。
a）1,10,100 个单细胞的 Cq 值可以轻易分开。 b) Single Tm peak

C1™ Pre Amp 专为基因表达谱研究设计
使用整合的温度和气压控制设计，在纳升（nl）级的反应体系中，从捕获到预扩增的所有步骤都在 C1 PreAmp IFC 里可重复
且不间断地完成，无需试剂混合、转移和添加等步骤。上样操作简单，将手工操作时间减至最低，减少了转管操作带来的污染，
提供高度可靠的数据质量。

C1™ Pre Amp 单细胞自动制备试剂盒
试剂盒包含缓冲液和清洗液，可随时取用，用于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中进行的自动初始化、捕获、裂解、稀释和收获过程。
无需混合试剂，降低了管子混淆的风险，为您提供一种简便自动的单细胞样本制备方法。反转录和预扩增试剂需要从推荐的厂家
单独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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