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大学医学实验中心已安装大型设备介绍 

 

设备清单 

微滴式 PCR 系统 

全自动蛋白质表达定量分析系统 

高通量细胞外流量分析仪 

共焦拉曼光谱仪 

高内涵活细胞成像定量分析系统 

循环肿瘤细胞分选系统 

质谱流式细胞仪（7 月份开始试用） 

图像引导小动物辐照系统（7 月份开始试用） 

 

 



设备简介 

设备 1：微滴式 PCR 系统 

功能： 

绝对定量靶分子的个数和浓度，用于极低样本量的定量检测、

复杂样本的低丰度基因检测、拷贝数变异、稀有突变检测、基因表

达研究、二代测序结果验证、miRNA 表达分析、单细胞基因表达分

析等，以及临床液态活检等无创检测项目。 

该仪器能够应用于： 

1. 定量癌症分子标志物：基于高灵敏度，微滴式 PCR 系统能够

实现对低至 1/1,000,000（ 0.0001％）的突变频率的突变位点做更细

微的定量分析，可以更好地明确其在癌症中的相关作用。 

2. 精密的病原微生物检测：精确的病毒载量分析对于阐释疾病

病程、后续治疗及疗效评估是至关重要的；对病原体的研究中，能

否实现准确可靠的病毒 DNA 或 RNA 定量分析，关系到实验的成

败。微滴式 PCR 系统的高灵敏度可以从复杂样本中准确测定极其微

量的病毒核酸分子。 

3. 区分基因组变异：在人类基因组中，拷贝数变异是个体差异

的重要来源，与癌症、神经系统和自身免疫性疾病、药物不良反应

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拷贝数增加，目标遗传物质之间的差异百分比

下降，使得拷贝数变异检测困难。微滴式 PCR 系统通过在成千上万

个微滴中进行拷贝数变异特定片段的扩增反应，可定量识别这类拷

贝数变异，是开创性研究的一项重要手段。  



4. 下一代测序验证及文库定量：微滴式 PCR 系统可以方便地与

下一代测序文库制备流程对接，精确定量测序文库，这是当前其他

方法所不具备的，确保了文库上样量的一致性。 

5. 基因表达研究：微滴式 PCR 系统的超高灵敏度，适用于鉴定

及定量稀有转录产物，可以用来检测倍比变化很小的基因表达，深

入了解基因的生理意义，更好地了解 RNA 的功能。 

6. 食品安全及转基因成分研究。包括 GMO 食品中转入外源基

因的拷贝数研究。 

7. 环境监测。包括环境中细菌、真菌、衣原体、支原体、螺旋

体、病毒等在空气、水、土壤中的驻留和传播。 

该仪器具有以下优势： 

1.微滴式 PCR 系统可对 DNA 或 RNA 分子采用绝对定量的方式

进行分析，具有目前其他相关设备无可比拟的精确性，不需要标准

曲线，大大提升了数字 PCR 技术的可扩展性与实用性。 

2.微滴式 PCR 系统采用微流体技术，每份样品可生成 20,000 个

高度均一的纳升级微滴，并通过反应孔合并对高达数以百万计的微

滴进行分析，实现单份样品更高的检测灵敏度，使定量分析达到一

个全新的水准。 

3.微滴式 PCR 系统实验操作流程简单、界面友好，一次可处理

8 个样品；实验流程扩展性好，可在 5 个小时内完成 96 个样品的分

析，既可通过合并反应孔实现核酸检测，也可通过一个反应孔运行

一个样本实现高通量样品检测。此外，系统兼容 TaqMan 水解探针



和 EvaGreen 检测。 

 

设备 2：全自动蛋白质表达定量分析系统 

1、功能与应用：可自动进行各种蛋白质样品分离、免疫检测、

定性和定量分析，广泛应用于蛋白质性质鉴定、蛋白质定量分析、

蛋白质功能研究、蛋白质修饰和差异表达研究、抗体研究等多个领

域； 

2、全自动：系统自动上样、分离、一抗二抗孵育、自动进行免

疫和化学发光检测，以上步骤全自动连贯完成，完全无需任何人工

操作 

3、主机一体式设计：蛋白上样、分离、固定、孵育和检测都在

一个单元完成 

4、实时监控：蛋白质分离过程实时监控，每秒 10 帧，并以影

像的形式保存，可随时回放该分离过程 

5、总运行时间：≤3 个小时 

6、样品数量：≥25 个 

7、抗体体积：≤200μL，指稀释后的抗体体积 

8、进样体积：40nL 

9、制胶：系统无需制胶过程，也不用预制胶 

10、加样：机械手自动完成 25 个样品的加样  

11、分离方式：根据分子量大小分离，自动识别蛋白大小并完

成分离 



12、固定时间：200 秒，蛋白分离后自动固定到样品管壁上 

13、转膜：系统无需转膜步骤 

14、抗体孵育：样品和抗体孵育是在 25 个独立的通道中完成，

在同一次实验中，每个样本通道中均可与各自使用不同抗体孵育，

各样本通道间互不干扰 

15、检测方法：化学发光法 

16、样品管内径：100μm 

17、样品管体积：≤400nL 

18、灵敏度：pg 级 

19、样品总蛋白量：0.3--1.2μg  

20、上样体积：≤5μL  

21、结果具有高度重复性：CV≤10% 

22、反应体系：所有反应都在一个样品管里完成，无需电泳

仪、转印仪、干燥仪、电泳扫描单元、印迹单元、成像仪 

23、结果分析：实验结束后，无需人工分析，软件会自动给出

蛋白分子量大小、信噪比、百分比和峰面积；也可以自动给出标准

曲线，进行绝对定量分析 

24、结果呈现形式：化学发光成像结果，峰型图结果和泳道式

结果 

25、软件升级：免费升级，可安装在任意电脑上，没有拷贝数

限制 

26、软件符合 CFR 21 Part 11 认证，并可提供 IQ、OQ 认证服



务 

27、软件设置：客户可定义样品名称，设置检测流程，软件控

制整个系统全自动运行，设备运行过程中无需人工分阶段操作软件 

 

设备 3：高通量细胞外流量分析仪 

功能与应用 

1.平行检测样品量：必须满足大于 20 个样品的平行检测 

2.实时多因子参数检测:同时分析 02/H+，得到实时 0CR/ECAR

值 ,侦测有氧与无氧代谢途径 

3.可检测项目：基础代谢率、极限呼吸率、呼吸储备能力等参

数 

4.探针类型：检测探针为专利的固态荧光探针，两种独立反应

底物,非电解法检测. 

5.检测器：配有样品孔独立的光电二极管检测器，可同时对样

孔进行数据采集；而非采用单个检测器逐孔扫描的方式进行检测，

避免因逐孔扫描造成的时间差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6.传感器：采用不少于 20 个独立的固态光纤传感器进行检测或

高速超敏 CCD 

7.自动加药槽：每个样品孔整合 4 通道加药槽, 可在检测过程中

同时自动添加 4 种不同的研究介质或按需设置不同的加药时间依次

加入，实时观察细胞动态变化 

8.可在实验进程中加药，可调的混合系统，气体驱动的药物传



递，自动混匀。整合了自动化药物注入系统，实验进程中可定时定

量加入 4 种不同药物，可调的混合系统，气体驱动的药物传递，自

动混匀 

9.加药体积：可加入 25-75ul 的实验试剂 

10.相同板重复误差≤ 5% 

11.具有细胞能量表型分析功能，可以获得细胞能量代谢的表型

图谱。 

12.可检测样品类型：可检测悬浮细胞、贴壁细胞、组织样品及

分离线粒体样品 

13 检测后样本可以回收进一步用于后期实验 

14 软件分析系统 

    实时的数据获取和分析，耗氧率评估，胞外酸化速率评估，质

子产率评估，耗氧率/酸化速率比值评估，中间点数据展示，点对点

数据展示，AKOS 运算，基础代谢分析运算，Excel 表文件输出，

TIF 图像输出，Excel2003/2007 兼容，兼容 XP、Vista 及 Window7 

以上系统，条形码保护系统 

 

设备 4：共焦拉曼光谱仪 

功能与应用 

该仪器主要用于生物样品检测，同时也可以用于材料科学，结

构化学和药学。针对生物样品能够实现实时、动态、快速检测。既

可以用于组织样品，也可以用于细胞样品，既能用于固定样品的检



测，也能用于活细胞的检测。同时也能够检测血清，脑脊液等体液

成分的变化。同时得到拉曼谱图和 3D 图像，实现细胞及组织样品

的定性、定量及定位检测。用于肿瘤细胞结构变化研究，癌症早期

诊断，药物与细胞相互作用等研究；可对细胞、病毒等进行原位检

测分析；也可用于材料结构与性质分析。 

实现肿瘤诊断的无创性、实时性、稳定性，能够把肿瘤的形态

学变化和其分子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一方面有利于肿瘤的早期诊

断，同时也能够判断肿瘤形成过程中核酸、脂类、蛋白、糖类等生

物大分子的变化，通过检测这些生物大分子的变化，可以推测肿瘤

发生过程中涉及的细胞信号改变和代谢异常，为肿瘤治疗提供依

据。共焦拉曼光谱仪，可以提供检测样品的拉曼谱图，不同峰值代

表不同的分子结构，根据峰的大小和位置可以实现样品检测的定性

和定量，同时利用其光学元件，可以获得 3D 图像，从而实现定

位，因此共焦拉曼光谱仪可以实现上述功能需要。同时，针对体液

样品，蛋白样品，核酸样品，或是某一分离组分，可以比较正常组

织和肿瘤组织某类特定组分的改变，尤其针对体液检测，有助于发

现肿瘤早期诊断的生物标记物。该仪器同时也可以用于材料科学，

结构化学领域。目前国内在肿瘤研究领域已经利用共焦拉曼光谱技

术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涉及胃癌、乳腺癌、鼻咽癌、甲状腺癌、

膀胱癌等，因此利用该仪器开展生物医学研究，一方面技术已经成

熟，同时也可以提升本领域的研究水平，推动医学学科的发展。 

 



设备 5：高内涵活细胞成像定量分析系统 

功能与应用 

在不破坏细胞整体结构并保持细胞功能完整性的前提下，同时

定量检测各种环境因素、各类外界刺激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化合物对

细胞的影响，分析它们对细胞形态、生长、分化、迁移、凋亡、代

谢途径及信号转导，RNA 干扰等各个环节变化的内在本质原因，在

单一实验中获取大量相关信息，在各组信息中挖掘大量蕴含的潜在

内涵，获得有效的创新性实验结果。 

西部高发疾病机理与防治研究平台需要采用高内涵细胞定量分

析系统在细胞水平上检测多个指标的多元化、功能性筛选的技术，

获得待研究对象对细胞产生的多维立体和实时快速的生物效应信

息，高通量的检测靶点激活、细胞凋亡、分裂指数、蛋白转位、细

胞活力、细胞迁移、受体内化、细胞毒性、细胞形态学研究、细胞

周期和信号转导等一系列研究内容。该仪器配备的专门用于细胞学

研究的特制荧光显微镜，与高清晰度的 500 万像素冷 CCD 和多组的

自动滤光片组配合满足了专业级的光学需求；配有最新的高能固相

长寿命荧光光源，并配备转盘式共聚焦成像，可以完成干细胞和组

织样品的高内涵成像分析；应用软件分几十大类，能够开展癌症研

究、慢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药物毒性研究等工作，覆盖了医学的

多个研究领域。 

软件内置多种图像分析构件，如全自动细胞区域分割，可进行

自动或手动参数优化，查找细胞核，细胞质，细胞，微核，神经



突，纹理区域，计算荧光强度属性，形态学属性，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插件，允许软件学习人类定制的算法过程；计算机控制激发功

率； 

具有预设解决方案或分析模块，包含：（1）细胞周期、（2）细

胞伸展、（3）细胞毒性检测、（4）健康分析、（5）细胞运动、（6）

微核检测、（7）神经生长、（8）神经分化分析、（9）彗星扫描、

（10）质膜转位、（11）多分子转位、（12）受体研究、（13）血管生

成、（14）蛋白共定位、（15）靶点激活、（16）有丝分裂分析、

（17）点探测、（18）形态观察、（19）凋亡分析、（20）自噬分析、

（21）细胞活力、（22）胆汁郁积分析、（23）克隆形成、（24）细胞

骨架分析、（25）DNA 损伤分析、（26）药物肝毒性分析、（27）类

激素活性分析、（28）免疫组化分析、（29）细胞侵袭分析、（30）细

胞器健康分析、（31）细胞增殖和死亡分析、（32）核质转位、（33）

转染效率分析、（34）斑马鱼研究等灵活的应用软件； 

通过可扩展的 SQL/ORACLE 数据库网络进行数据管理和查

询； 

 

设备 6：质谱流式细胞仪 

功能与应用： 

质谱流式细胞技术是利用质谱原理对单细胞进行多参数检测的

流式技术。它继承了传统流式细胞仪的高速分析的特点，又具有质

谱检测的高分辨能力，是流式细胞技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质谱流



式细胞技——开启流式细胞技术的“后荧光时代”。该技术可以实现

对细胞群体进行精准的免疫分型，对细胞内信号传导网络进行全面

的分析，分析细胞亚群之间的功能联系，以及对于大量样品的高通

量多参数检测。质谱流式细胞仪即可用于细胞生物学、免疫学、血

液学、药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又可对骨髓、脾脏、外周血等较复杂

的细胞群体进行精细的信号通路分析，以及其对激活剂抑制剂的反

应情况；也用来分析组织细胞在分化过程中，多个目标蛋白的表达

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细胞内信号通路的改变情况目前质谱流式技

术产品。 

 

设备 7：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系统 

功能与应用： 

循环肿瘤细胞检测 CTC（循环肿瘤细胞，

CirculatingTumorCell）是存在于外周血中的各类肿瘤细胞的统称。

CTC 检测通过捕捉检测外周血中痕量存在的 CTC，监测 CTC 类型

和数量变化的趋势，以便实时监测肿瘤动态、评估治疗效果，实现

实时个体治疗。 

该设备通过膜过滤方式分选出血液中循环肿瘤细胞用于肿瘤诊

断和研究。 

 

设备 8：图像引导的小动物精确辐照系统 

功能与应用：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通过更精确的、与靶区形状一致的

辐射剂量分布来减少照射体积，提高肿瘤和正常组织的剂量差别，

进一步提升肿瘤剂量以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同时正常组织累及剂

量的减少还能降低治疗毒性和减少并发症，成为治疗肿瘤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 

小动物图像引导放射治疗系统是为肿瘤和辐射研究者设计的一

款专门用于小动物的辐照研究工具,辐照仪采用最先进的活体图像引

导微辐射技术（Image Guided Micro-Irradiation，IGMITM），为肿瘤

放射治疗、放射生物学研究提供了高效率的临床前研究平台，可以

加速临床转化进程，广泛用于临床前的基础和转化辐射生物学研

究、肿瘤放射治疗研究等很多领域，包括： 

1.放射治疗的临床前验证 

2.评估辐射照射风险、平衡控制和消灭肿瘤治疗的负面效应 

3.鉴别对放疗不敏感的肿瘤 

4.精确定位的放疗与分子靶向治疗可同步进行，从而优化实体

肿瘤的治疗 

5.肿瘤生物学和微环境研究、放射生物学有效性研究、DNA

损伤应答研究、旁观者效应研究、辐射致敏剂研发、评估正常组织

并发症概率、 

6.脑和神经及其他组织结构和功能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