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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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简介

随着研究的延伸，我们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多种类细胞群体上，多个细胞共同
作用的“平均值”，淹没了细胞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利于研究细胞之间的异质性，
因此掩盖了许多生物学研究的真实现象。在多项研究中，如肿瘤异质化、肿瘤表
观遗传学、肿瘤抗药性、神经生物学、细胞间信号通路、T 细胞分化、免疫细胞
受体、干细胞发育、肿瘤克隆谱系分析等，往往需要深入到单细胞的基因分析。
高性能的全功能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是单细胞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功能：实现
单细胞分离和捕获、确认、裂解、核酸提取、核酸预扩增的自动化流程。满足单
细胞基因研究的多样性要求，对接的多种的下游分析方法，如单细胞 DNA 测序、
5`mRNA 测序、3`mRNA 测序、cDNA 全长测序、细胞核 RNA 测序、miRNA 分
析、目标基因表达谱分析、ATAC 染色质可接近性变异等。全功能单细胞自动制
备系统，都可以匹配不同样本制备方案，另外因为针对有些研究项目需要更加个
性化的单细胞分析方案，相对应该设备也配备了单细胞制备程序可编辑功能满足
需求。
C1 的应用在多个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领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干细胞研
究方面，找到干细胞与成体细胞之间的差别，帮助找到更多的分子 Marker 区分
不同种类的细胞。进一步探讨受精卵等早期胚胎发育分化问题，研究干细胞定向
分化和重组编程； 神经发育与修复等再生医学研究方面，神经元的发育谱系和
定向诱导研究，从单细胞基础上精确的阐述细胞发育的分子路线，为神经修复奠
定转化医学的基础，其中细胞的诱化的各个状态的监控，单细胞技术尤为关键；
肿瘤研究中，肿瘤干细胞研究，肿瘤异质性研究越来成为科学家关注的问题，以
便从根源上认识肿瘤发生，针对不同类型的肿瘤进行不同的个体化治疗方案，这
都有赖于单细胞研究技术的建立；免疫学研究方面，如同一类 T 细胞，随着单
细胞技术的应用，发现真正对某种免疫的应答只是这类 T 细胞中的少部分 T 细
胞产生应答，其余的细胞不发生应答，因此可以对这类细胞根据分子 Marker 进
行细分，帮助科研人员更好理解免疫应答机制和进行更具有针对性的疫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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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原理和仪器特点

1. 技术原理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是基于动态微流控芯片技术，在一块芯片上实现单细胞的核酸
样本制备所有步骤。细胞悬液加入到芯片后，系统产生压力，细胞流会沿着流路逐次通过芯
片上 96 个单细胞捕获位点。液流系统会在捕获位点处产生一定的负压，将细胞捕获。捕获
后的位点会被细胞封闭，因此一个位点可以捕获一个单细胞；捕获完成后，每个被捕获的细
胞都会被送入与捕获位点相连的一系列纳升级的反应小室中，分阶段完成裂解、反转录、预
扩增，然后单个细胞制备的核酸样本，在液流系统作用下，单独分配到芯片上独立样本存储
孔内。

——以下游对接 QPCR 检测的 STA 芯片为例

2. 产品特点：
1) 自动化流程简单易用: 完整的自动化流程，一步操作实现从单细胞捕获到核
酸样本的获取；

2) 单细胞数据准确性：通过显微镜确认单细胞捕获的结果和状态，保证样本的
可靠性；
4

3) 检测灵敏度高：有文献证明 C1 的 mRNA Smart-Seq 方案具有极高的基因检
测灵敏度，以小鼠胚胎干细胞的基因表达为例，可以覆盖 8800 基因，Drop
Seq 仅为 3158 基因，——BioRxiv preprint first posted online Jan. 5, 2016；
4) 功能强大：目前可提供 14 种单细胞研究方案，更多的方案正在研发中，用
户也可通过 Open App 软件根据自己的研究需求开发出合适的样本制备程序；

5) 快速高通量：每次实验可处理 96 个/800 个单细胞，并制备成单细胞样本。

三、

丰富的应用方案

自 2013 年 Science 将单细胞测序预测年度最值得关注的六大领域之一以来，
单个细胞层面的研究成果经历了井喷式的增长，众多研究成果接踵而来，或揭示
细胞群体惊人的异质性，或发现并鉴定出新的细胞亚群。然而，这只是我们解读
胚胎发育、细胞分化、疾病发生与发展等生命过程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需对单
细胞进行更加深入、细微的研究。
C1 自 2012 年诞生之时迄今已帮助科学家完成数百项科学研究。而今，在
Fluidigm 公司与其客户的共同努力下，C1 目前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制备后续用于
qPCR 检测或者测序的样本，为单细胞研究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目前，客户可
以在 C1 上实现超过 20 种研究方案:
5

实验应用

研究项目

分析方法

Full length transcripts mRNA Seq 样本制备方案
1

Full length

基于SMART Seq技术，每张芯片可制备 96

transcripts

个单细胞的全长 cDNA 样本，具有很高的灵

mRNA Seq

敏度，可 帮助科研人员测量基因、等位基因和

二代测序

剪接变体的表达水平，鉴定可能的剪 接类型，
发现新的转录子和基因融合体，进行 T 细胞
受体分析等，奠定mRAN 全转录组测序金标
准的3篇Nature Methods经典文献：
1. Islam, S. et al. “Quantitative
single-cell RNA-seq with unique
molecular identifiers.” Nature Methods
11(2) (2013): 163–6.*[ 32.072]
2. Wu, A.R. et al.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single-cell
RNA-sequencing methods.” Nature
Methods 11(1) (2013): 41–6.* [ 32.072]
3. Brennecke, P. et al. “Accounting
for technical noise in single-cell
RNA-Seq experiments.” Nature Methods
10(11) (2013): 1,093–5.* [ 3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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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Seq 2

2014年升级的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样本制备

二代测序

的方案，采用 Picelli 等 2014 年发表于
Nature Methods 的 SMART-Seq 2 的方
法，每张芯片可自动制备 96 个单细胞的全
长 cDNA 文库
3

SMART-Seq v4

2016年升级的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样本制备
的 方 案 ， 采 用 Clontech 最 新 发 布 的
SMART-Seq V4 Chemistry 制备 96 个单细
胞 的全长 cDNA。v4 Chemistry 采用锁
核酸引物以及高效扩增试剂，对高 GC 或
高 AT 模板有很好的表现

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 样本制备方案
6

二代测序

4

DNA Seq

每 次 运 行 可 制 备 96 个 单 细 胞 全 基 因 组

二代测序

DNA 样本，后续客户可根据研究 需求衔接
不同的实验流程，制备适用于全基因组、全外
显子组或者目标区 域测序的样本
文献：
Dissecting the clonal origins of
childhoo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by single-cell genomic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4 Dec
16;111(50):17947-52.
Mutation allele burden remains
unchanged in 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aemia responding to
hypomethylating agents. Nat
Commun. 2016 Feb 24;7:10767.
5’end mRNA seq 样本制备方案
5

CAGE seq

由 Kouno 等将 CAGE-seq 的方法整合在 二代测序
C1 的平台上实现自动制备 RNA seq 样本
的流程。这种方法可以检测非多聚腺苷酸化的
转录本及转 录起始位点。每张芯片可自动制
备 96 个单细胞的 CAGE seq 样本。科 研
人员可利用这种方法制备用于 5’端 RNA
seq 的样本，研究基因表达、 长链非编码
RNA 及启动子区域

6

STRT Seq

Islam 等 2014 年发表于 nature methods 二代测序
的 5’端 mRNA seq 方法，这 种方法在转录
本的 5’
端加入了 UMI，
增加了基因表达定量结
果的准确性。 每张芯片可自动制备 96 个单
细胞的 5’端 mRNA seq 样本，适合于需要
添加 UMI 或者需要转录本 5’端序列信息的
单细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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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Cell types in the mouse cortex and
hippocampus revealed by single-cell
RNA-seq. Science. 2015 Mar
6;347(6226):1138-42.
Quantitative single-cell RNA-seq with
unique molecular identifiers. Nat
Methods. 2014 Feb;11(2):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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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端 mRNA 测序方案，并且在微流体芯片内 二代测序
Single-cell
mRNA Seq with 完成了细胞 Barcode 及 UMI 的添加，极大降
Integrated
低了建库的成本及后续实验的体力劳作。
Barcoding
参考文献：
A cost effective 5' selective single cell
transcriptome profiling approach with
improved UMI design. Nucleic Acids Res.
2016 Dec 9.

3’end mRNA seq 样本制备方案
8

CEL Seq

采用 Hashimshony 等人在 2012 年发表 二代测序
于 Cell Reports 的方法，通过反 转录后线
性扩增制备测序样本，具有错误率低的优点，
每张芯片可自动制 备 96 个单细胞的 3’端
mRNA seq 样本。适合于复杂组织中不同类
型细 胞的转录组分析
参考文献：
CEL-Seq:

single-cell

RNA-Seq

by

multiplexed linear amplification. Cell
Rep. 2012 Sep 27;2(3):666-73.
9

CEL Seq2

采 用 Hashimshony 等 人 在 2012 年 发 表 于 二代测序
Cell Reports的方法，通过反转录后线性扩增
制备测序样本，具有错误率低的优点，每张
芯片可自动制备96个单细胞的3’端mRNA
seq样本。适合于复杂组织中不同类型细胞的
转录组分析。CEL Seq2在原方法的基础上引
入了3’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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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CEL-Seq2: sensitive highly-multiplexed
single-cell RNA-Seq. Genome Biol. 2016
Apr 28;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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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mRNA Seq

2015年提出的高通量方案，每次可制备多达 二代测序
800 个单细胞的 3’端 mRNA seq 样本，
采用 on-chip barcode 策略将 800 个
单细胞分布在 20 个 pool 中，
适合细胞分
群以及 稀有细胞群的研究

单细胞目标基因表达分析 样本制备方案
11

STA(Preamp)

可为单细胞 qPCR 基因表达研究制备样本。 单细胞QPCR
单细胞捕获后直接裂解反转 录并进行目标
基因预扩增，与下游单细胞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无缝链 接。适用于单细胞基因表
达谱或者疾病相关 panel 等的研究
发表文献很多，代表文献如下：
Reconstructing lineage hierarchies of
the

distal

lung

epithelium

using

single-cell RNA-seq. Nature 509(7,500)
(2014):371–5.
Single-cell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s
reveal melanoma cell heterogeneity.”
Oncogene 34(25) (2015): 3,251–63

单细胞miRNA分析 样本制备方案
12

miRNA

结合 Taqman microRNA assay，可为
microRNA

的 qPCR 定量制备 样本。

适用于已知 microRNA 的定量检测
单细胞表观遗传分析 样本制备方案

9

单细胞QPCR

13

ATAC Seq

Buenrostro 等在 2015 年发表于 Nature 二代测序
上的单细胞染色质可接近性图谱研究方法，
每
张芯片可自动制备 96 个单细胞的 ATAC
seq 样本，适用于表观遗传学研究，可帮助
科研人员从单细胞层面揭示调控机制
文献：Single-cell chromatin accessibility
reveals principles of regulatory
variation. Nature. 2015 Jul
23;523(7561):486-90.

支持荧光抗体标记单细胞 样本制备方案
14

TRA-1-60 Stain

通过荧光标记的抗体对细胞表面 marker 染 二代测序
色，特异识别出目标细胞，后续可以根据研究 或单细胞QPCR
需求选择 mRNA seq/ DNA seq/ qPCR 样
本制备方案。 例如对 iPS 细胞表面的多能
性 marker TRA-1-60 进行染色，
后续对染色
的 细胞进行 mRNA seq 分析

支持单细胞刺激 样本制备方案
15

Single cell
stimulation

可通过 Open App 编辑程序在每个捕获仓

二代测序

内对单个捕获的细胞进行简单 的给药处理， 或单细胞 QPCR
并将处理后的细胞制备成用于 mRNA seq
分析的样本
文献：
Single-cell RNA-seq reveals dynamic
paracrine control of cellular variation.
Nature. 2014 Jun 19;510(7505):363-9.

单细胞TCR分析 样本制备方案

10

16

TCR seq

基于 C1 全转录组测序分析样本的数据，结

二代测序

合由 sanger 和 EBI 实验室合 作开发的
TraCeR 分析软件，可对 T 细胞基因序列和
表型进行分析，用于 研究不同 T 细胞克隆
的转录情况和相互间关系，从而揭示更深层
次的 T 细 胞功能特异性
文献：
T cell fate and clonality inference from
single-cell transcriptomes. Nat Methods. 2016
Apr;13(4):329-32.
单细胞甲基化和基因表达同时分析 样本制备方案
17

sc-GEM

针对同一个单细胞，可同时检测特定基因的

单细胞 QPCR

表达水平，DNA 甲基化水平，以及核苷酸突
变信息。
文献：Single-cell multimodal profiling
reveals cellular epigenetic
heterogeneity. Nat Methods. 2016
Oct;13(10):833-6.
单细胞核 RNA 测序 样本制备方案
18

Nuclear
RNA-seq

对于困难样本（如冰冻组织）
，可提细胞核后
，通过 C1 制备单细胞核的 cDNA 产物并进
行后续的测序实验。
文献
Using single nuclei for RNA-seq to
capture the transcriptome of
postmortem neurons. Nat Protoc. 2016
Mar;11(3):499-524.
Nuclear RNA-seq of single neurons
reveals molecular signatures of
activation. Nat Commun. 2016 Apr
19;7:11022.
Neuronal subtypes and diversity
revealed by single-nucleus RNA
sequencing of the human brain.
Science. 2016 Jun 24;352(6293):15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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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测序

四、

1.

应用文献分享

肿瘤表观遗传学研究

期刊:Nature/doi:10.1038/nature14590
题目: Single-cell chromatin accessibility reveals principles of regulatory variation
作者: Jason D. Buenrostro，Michael P. Snyder
Department of Gene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tanford,
California, USA.
影响因子: 41.456
Abstract
Cell-to-cell variation is a universal feature of life that affects a wide range of
biological phenomena, from developmental plasticity to tumour heterogeneity.
Although recent advances have improved our ability to document cellular phenotypic
variation,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s that generate variability from identical DNA
sequences remain elusive. Here we reveal the landscape and principles of mammalian
DNA regulatory variation by developing a robust method for mapping the accessible
genome of individual cells by assay for transposase-accessible chromatin using
sequencing(ATAC-seq) integrated into a programmable microfluidics platform.
Single-cell ATAC-seq (scATAC-seq) maps from hundreds of single cells in aggregate
closely resemble accessibility profiles from tens of millions of cells and provide
insights into cell-to-cell variation……
中文简介：
细胞间的差异是生命的普遍特征，它从发育的可塑性到肿瘤的异质性影响着
许多的生物学现象。尽管目前的科技进步提高了人类揭示细胞表型变化机制的能
力，但是从同样的 DNA 序列产生变异的根本原理仍未被解读。本文中开发了一
种绘制单细胞可接近性基因组图谱的工具，采用与可编程的微流控平台整合的测
序技术对可接近性转座酶核染色质测序(ATAC-seq)的结果进行分析揭示了哺乳
动物 DNA 调控变化的分布情况和原则。从成百上千个单细胞中得到的单细胞
ATAC-seq(scATAC-seq)可接近性图谱非常接近数千万聚集细胞中的情况，为细胞
间差异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可接近性的差异与特异的反式因子以及顺式作用元
件系统性相关。本文作者发现了与促进或抑制细胞间差异的反式作用因子组合，
进一步在 8 种细胞类型中鉴定了与细胞类型特异的基因组可接近性变化相关的
反式作用因子组合。在已观测到的差异中，靶向干扰细胞周期或转录因子信号通
路可引发刺激特异的改变。基因组范围的顺式可接近性变化模式勾勒出染色质区
12

隔的概念，将单细胞可接近性变化和三维基因组结构联系在一起。单细胞的 DNA
可接近性分析提供了关于“调控组学（Regulome）”中细胞差异的新思路。
Application Note：
技术平台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

技术要点

1、ATAC-seq 与 C1 平台相结合，构建出自动化单细胞 ATAC-seq
的方法。这种方法使获取单细胞、转座、PCR 富集等过程均在
C1 芯片上自动完成，将手动操作的复杂度降到最低。

图 1 在 C1 上进行 scATAC-seq 进行表观遗传研究的试验流程
2、文章针对单细胞 ATAC-seq 开发了新的分析工具。
3、可接近性的差异与特异的反式因子以及顺式作用元件系统性相
关。1）处于不同复制期的结构域染色质可接近性的变异性增加
2）不同的转录因子可以通过协同或者竞争性结合的作用促进或
者抑制染色质可接近性中位点与位点的可变性 3）高可变性相关
的转录因子的是细胞类型特异的，在单细胞中染色质状态与组
蛋白修饰也与染色质可接近性变化相关。

图 2 转录因子协同作用与染色质可接近性改变图谱
13

2.

肿瘤抗药性研究

期刊: Leukemia (2016) 1 – 9
题目: Single-cell analysis of targeted transcriptome predicts drug sensitivity of single
cells within human myeloma tumors
作者: AK Mitra，B Van Ness
Department of Genetics, Cell Biology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N, USA;
Medical Genome Facility Genome Analysis Core, Mayo Clinic, Rochester, MN,
USA
影响因子: 10.43
Abstract
Multiple myeloma (MM) is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 genetic diversity at subclonal
levels that have a defining role in the heterogeneity of tumor progression, clinical
aggressiveness and drug sensitivity. Although genome profiling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heterogeneity in subclonal architecture that may ultimately lead to
relapse, a gene expression-based prediction program that can identify, distinguish and
quantify drug response in sub-populations within a bulk population of myeloma cells
is lacking. In this study, we performed targeted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n 528
pre-treatment single cells from 11 myeloma cell linesand 418 single cells from 8
drug-naïve MM patients, followed by intensive bioinformatic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prediction of proteasome inhibitor sensitivity in individual cells……
中文简介：
多发性骨髓瘤在亚克隆水平具有显著的遗传多样性，这些多样性在肿瘤进程
的异质性、临床侵略性和药物敏感性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基因组谱学研究
已经证明在亚克隆结构中的异质性最终会导致复发，但是仍旧缺乏一种基于基因
表达的，可在一大群骨髓瘤细胞系的亚群中能够鉴别、区分和量化药物反应的预
测工具。本研究中，完成了来自 11 个骨髓瘤细胞系处理前的 528 个单细胞和来
自 8 个药物治疗中的多发性骨髓瘤病人的 418 个单细胞的目标转录组分析，然后
通过深入的生物信息和统计分析在单细胞中预测了蛋白酶体抑制剂的敏感性。利
用我们之前报道的单细胞水平上药物反应基因表达谱特征，我们开发了一套 R
分析包，可在 https://github.com/bvnlab/SCATTome 获取。SCATTome（single-cell
analysis of targeted transcriptome，单细胞目标转录组分析）工具调整了通过
Fluidigm 单细胞实时荧光定量分析实验中获得的数据，过滤掉了丢失的信息，利
用过滤好的信息构建了分类模型，并且用一系列的机器学习方法基于目标转录组
预测了单细胞的药物反应。SCATT 的应用可能会为瘤内异质性的临床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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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帮助，并且基于亚克隆细胞内的反应对于药物选择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Application Note：
技术平台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BioMark HD 高通量基因检测系统

技术要点

1、用于检测药物敏感性的 Gene Expression 的 QPCR assay 和其他相
关的基因 assay 由 D3 工具设计。
2、采集到的病人样本通过 C1 自动样本制备系统捕获单细胞，并制
备出单细胞的 cDNA。
3、基因表达数据利用 Biomark HD 的 96.96IFCs 进行 QPCR 反应获
得。
4、通过机器学习（a.将基因表达数据分类和输入->b.筛选药物敏感
型相关的重要基因->c.预测药物抗性）建立出预测模型，运用 R
语言编写出 SCATTome 软件包。

图 U266 亲本细胞和 U266 抗性细胞的基因表达图谱对比。
这篇文章在单细胞水平分析了不同细胞在药物处理后的基因
表达谱，找到了与蛋白酶体抑制剂敏感性和抗药性相关的肿瘤细胞
亚群，并开发出针对单细胞目标基因转录组分析的软件包，可以帮
助我们预测人类骨髓瘤单细胞对药物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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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肿瘤异质性研究

期刊: Oncogene (2014), 1–13
题目: Single-cell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s reveal melanoma cell heterogeneity
作者: M Ennen, I Davidson
Institut de Génétique et de Biologie Moléculaire et Cellulaire,
CNRS/INSERM/UDS, Illkirch, France
影响因子: 8.46
Abstract
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tumours are not homogenous, but comprise cells with
differing invasive, proliferative and tumour-initiating potential. A major challenge in
cancer research is therefore to develop methods to characterize cell heterogeneity. In
melanoma, proliferative and invasive cells are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and accumulat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cells can alternate
between these states through a process called phenotype switching. We have used
microfluidic technology to isolate single melanoma cells grown in vitro as
monolayers or melanospheres or in vivo as xenografted tumours and analyse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114 genes that discriminate the proliferative and invasive states
by quantitative PCR. Single-cell analysis accurately recapitulates the specific gene
expression programmes of melanoma cell lines and defines subpopulations with
distinct expression profiles. Cell heterogeneity is augmented……
中文简介：
目前被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肿瘤并不是同质的，而是由具有不同的侵袭、
增殖和转移潜能的细胞组成的。因此在癌症研究领域一个主要的挑战便是建立一
些鉴定肿瘤异质性的方法。在黑色素瘤中，增殖细胞和侵袭细胞已被鉴定出各自
独特的基因表达谱，根据已有的证据推测，这两种不同状态的细胞可以通过一个
被称为“表型转换”
（phenotype switching）的过程相互转换。在本文中我们采用
微流控技术处理来自体外培养的单层或者黑色素瘤小球(melanospheres)或者是
异种移植的黑色素瘤从而获得黑色素瘤细胞，然后用定量 PCR 的方法分析这些
单细胞中 114 个基因的表达谱，这 114 个基因谱的结果可以区分增殖和侵袭状态。
单细胞分析可以很精确的概括出黑色素瘤细胞系特异的表达模式，并且可以
根据其独特的表达谱鉴定黑色素瘤细胞的亚群。当细胞以黑色素瘤小球
(melanospheres)的形式成团生长或者异种移植为新的黑色素瘤时，细胞的异质性
会随之增加。相关的分析表明在不同的生长条件下基因的调控网络和基因表达会
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肿瘤里可以鉴定出表达特异的、与侵袭性和抗药性相关
marker 的细胞亚群，其中一种 marker 是多能因子 POUF51 (OCT4)，此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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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与致瘤潜能相关。通过本文，可以看出，我们可以采用单细胞分析的方法，
通过检测细胞特异基因的表达谱来确定和量化肿瘤的异质性。

Application Note：
技术平台
技术要点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Biomark 高通量基因检测系统
1、高通量的单细胞目标基因表达谱数据由单细胞样本制备系统 C1 的
Pre-Amp IFC 和 Biomark 系统的 96.96 IFC 完成。每张 Biomark 芯片可
同时完成 96 个单细胞 96 个基因的 QPCR 检测
2、文章通过 1205Lu 细胞系和 501Mel 细胞系基因表达结果对比，表明在
单细胞水平黑色素瘤不同的细胞亚群具有不同的基因表达谱。

图 1 501Mel 和 1205Lu 细胞基因表达谱对比图
3、在黑色素瘤中通过单细胞水平特异基因表达谱分析可以发现新的细胞
亚群（下图中红色箭头标注的***部分）

图 2 501Mel 和 1205Lu 衍生的黑色素瘤小球基因表达谱比较（***的部分
是 1205Lu 中一个比较与众不同的亚群，大部分基因的表达量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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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应一种不同的状态）
4、通过对比不同培养条件下单细胞的数据可以鉴定出不同条件下基因表
达的变化情况，能够帮助我们找出黑色素瘤发育的相关基因。

图 3 不同条件下基因表达变化热点图

4.

神经生物学研究

期刊: Science 2015, 347(6226):1138-42
题目: Cell types in the mouse corte and hippocampus revealed by single cell
RNA-seq
作者: A Zeisel，AB Muñoz-Manchado，S Codeluppi，P Lönnerberg，MG La
Karolinska Institute
影响因子: 34.67
Abstract
The mammalian cerebral cortex supports cognitive functions such as sensorimotor
integration, memory, and social behaviors. Normal brain function relies on a diverse
set of differentiated cell types, including neurons, glia, and vasculature. Here, we have
used large-scale 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RNA-seq) to classify cells in the mouse
somatosensory cortex and hippocampal CA1 region. We found 47 molecularly distinct
subclasses, comprising all known major cell types in the cortex. We identified
numerous marker genes, which allowed alignment with known cell types, morphology,
and location. We found a layer I interneuron expressing Pax6 and a distinct
postmitotic oligodendrocyte subclass marked by Itpr2. Across the diversity of cortical
cell types, transcription factors formed a complex, layered regulatory code, suggesting
a mechanism for the maintenance of adult cell typ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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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介绍：
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科学家
们生成了有关皮质细胞类型以及细胞内活化基因的详细图谱（延伸阅读：Science
发布新型单细胞基因表达检测技术 ）。这项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
研究，是第一次应用这种方法如此大规模地分析这样复杂的组织。研究小组一个
一个地检测了 3000 多个细胞，并发现了一些迄今未知的细胞类型。
医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系资深研究员 Sten Linnarsson 说：“如果你将大
脑比作是一份水果沙拉，你可以说从前的研究就像是用搅拌机来压榨水果，看看
从大脑的不同部分你能获得什么颜色的果汁。而近年来，我们开发出了更加灵敏
的分析方法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哪些基因在单个细胞中活化。这就像是取出水果沙
拉片，逐个地检测它们，然后将它们分成数堆，看包含多少不同的水果种类，它
们由什么构成以及如何相互关联。”
大约在 200 年前人们认识到所有的活体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自从 19 世纪
德国的一组科学家们获得这一研究发现以来，我们还知道了机体特定组织的特性
是由组成细胞所决定，而后者则是由细胞 DNA 中活化的基因所决定。然而，直
到现在对于这一切是如何详细发生的，尤其是对于机体最复杂的器官大脑仍知之
甚少。
在当前的研究中，科学家们采用大规模的单细胞分析解答了其中一些问题。
通过一个一个详细地检测来自小鼠大脑皮质的 3000 多个细胞，比较 20,000 个基
因中哪些基因在每个细胞中激活，他们将这些细胞分成虚拟的数堆。鉴别出了
47 种不同的细胞类型，其中大部分为专门神经元，还包括一些血管细胞以及胶
质细胞。胶质细胞具有处理废物、防止感染以及为神经细胞供应营养物质的功能。
在这一详细图谱的帮助下，科学家们发现了迄今未知的一些细胞类型，包括
存在于最表面皮质层的一种神经细胞，以及 6 种不同的少突胶质细胞。该研究生
成的新知识可以更深入地阐明影响髓鞘的一些疾病，例如多发性硬化症（MS）。
该研究的共同领导者 Jens Hjerling-Leffler 说：“我们还证实了从前的一些研
究结果，例如大脑皮质的椎体细胞按功能分层分布。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构建出
了更详细的脑细胞图谱详细地描述了每种细胞类型，并显示了每个细胞类型中活
化的基因。这为科学界在疾病模型中研究这些细胞类型提供了一个新工具，并可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脑细胞对于疾病和损伤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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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Note：
技术平台
技术要点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
1.研究人员通过选取不同脑区的组织，制备成单细胞悬浮液，通过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获得单细胞 cDNA，

2. 通过对小鼠大脑皮质的 3000 多个细胞，比较 20,000 个基因中哪
些基因在每个细胞中激活，他们将这些细胞分成虚拟的数堆。鉴别
出了 47 种不同的细胞类型，

5.

细胞间信号通路研究

期刊: Nature 509(7,505) (2014): 363–9
题目: Single-cell RNA-seq reveals dynamic paracrine control of cellular variation
作者: Alex K. Shalek, Andrew P. May & Aviv Regev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 Chemical B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2 Oxford
Stree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USA
影响因子: 41.456
Abstract
High-throughput single-cell transcriptomics offers an unbiased approach for
understanding the extent, basis and function of gene expression variation between
seemingly identical cells. Here we sequence single-cell RNA-seq libraries p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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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ver 1,700 primary mouse bone-marrow-derived dendritic cells spanning several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We find substantial variation between identically stimulated
dendritic cells, in both the fraction of cells detectably expressing a given messenger
RNA and the transcript’s level within expressing cells. Distinct gene modules are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temporal heterogeneity profiles. In particular, a ‘core’
module of antiviral genes is expressed very early by a few ‘precocious’ cells in
response to uniform stimulation with a pathogenic component, but is later activated in
all cells. By stimulating cells individually in sealed microfluidic chambers, analysing
dendritic cells from knockout mice, and modulating secretion and extracellular
signalling, we show that this response is coordinated by interferon-mediated paracrine
signalling from these precocious cells. Notably, preventing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also substantially reduces variability between cells in the expression of an
early-induced ‘peaked’ inflammatory module, suggesting that paracrine signalling
additionally represses part of the inflammatory program. Our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in controlling cellular heterogeneity and
reveals general strategies that multicellular populations can use to establish complex
dynamic responses.
中文简介：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来自不同处理组的 1700 多个原代小鼠骨髓树状的单
细胞做了 RNA-seq。研究发现同一种刺激处理后的细胞在基因表达水平有很大差
异。不同处理时间的异质性图谱有各自明显的特征。在用致病因子均匀地刺激细
胞后，早期便会有一些“先导”细胞开始表达抗病毒基因的核心部分，然后再激
活所有的细胞表达抗病毒基因。通过单独刺激密闭的微流控反应仓中基因敲除小
鼠的树状细胞，调节分泌和细胞外信号，我们发现这种反应是由干扰素介导的来
自于这些先导细胞的旁分泌信号调节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阻断细胞与细胞间
的交流将会减少细胞间早期诱导产生的炎症模块的表达差异，表明旁分泌信号额
外的抑制了一部分炎症程序。本研究突出了细胞与细胞间交流在控制细胞异质性
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并且揭示了在研究复杂的动力学反应机制时可以使用多细胞
亚群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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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Note：
技术平台
技术要点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
1、采用 C1 平台 mRNA seq 芯片完成单细胞 SMARTer 全转录本扩增。
2、群体细胞 mRNA-seq 研究确认了 3 个细胞亚群，单细胞 mRNA-seq 研
究发现了新的细胞亚群。

图 1 在不同时间点用不同的刺激因子（PIC、LPS、PAM）刺激细胞，
相关基因的表达谱及 PCA 分析结果
3、通过建立新的分析模型研究核心抗病毒模块被激活的分数，大部分细
胞在 2-4 小时被激活，但在 1 小时的时候已经有 2 个单细胞具有很强
的核心抗病毒活性。用 RNA-FISH 验证了这些“先导”细胞的存在。

图 2 在 LPS 刺激后不同时间点核心抗病毒分数
4、利用 C1 微流控芯片中每个单细胞都在单独反应仓内的特点，通过修
改 C1 的实验流程，用刺激因子单独刺激单个细胞，并与在 Tube 中得
到的结果相比较，研究细胞间的相互交流作用，发现细胞间的交流作
用在同一个细胞内可对不同的基因模块造成截然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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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微流控芯片单独的反应仓阻断了细胞与细胞间的交流
本研究通过微流控技术平台对单细胞的转录组进行研究，发现了“先
导”细胞来起始树突状细胞的抗病毒反应和炎症反应，这是用群体研究的
视角无法发现的。并且，利用微流控芯片中每个单细胞都在单独反应仓内
的特点，在芯片上研究了细胞间相互交流对基因的调控作用。

6.

T 细胞分化模型

期刊: Nat Biotechnol. 2015 Feb;33(2):155-60
题 目 :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cell-to-cell heterogeneity in single-cell
RNA-sequencing data reveals hidden subpopulations of cells
作者: Florian Buettner; John C Marioni & Oliver Stegle;
Institute of Computational Biology, Neuherberg, Germany; 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 Cambridge, UK.
影响因子: 41.514
Abstract
We show that our single-cell latent variable model (scLVM) allows the identification
of otherwise undetectable subpopulations of cells that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naive T cells into T helper 2 cells. Our approach can be
used not only to identify cellular subpopulations but also to tease apart different
sources of gene expression heterogeneity in single-cell transcriptomes.
中文简介：
最近的技术发展，使人们能同时检测数百个单细胞的转录组数据。这使得发现一
些新的细胞亚群成为可能。然而，细胞周期等干扰因素会给寻找未知细胞亚群的
工作造成困难。该文展示一种 scLVM 的数学模型，借助该模型，人就人员高效
地鉴定出了天然 T 细胞向 Th2 细胞分化过程中的细胞亚类。不仅如此，该数学
模型还能将导致单细胞异质性的基因进行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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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Note：
技术平台
技术要点

7.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
1.研究人员先用 FACS 分选处于细胞周期不同阶段的细胞，然后分
别通过 C1 全自动捕获系统批量制备单细胞 cDNA 样本，用于后续
测序实验。这说明 FACS 和 C1 两者并不存在替代关系，而是互补
配合，相得益彰的关系。
2. scLVM 算法可以矫正处于细胞周期不同阶段的单细胞的基因表
达背景，从而帮助研究人员找到隐藏的细亚群。

单个免疫细胞 TCR 研究

期刊: Nature Methods, 2016
题目: T cell fate and clonality inference from single-cell transcriptomes
作者: Michael J T Stubbington, Tapio Lönnberg, Valentina Proserpio, Simon Clare,
Anneliese O Speak, Gordon Dougan & Sarah A Teichmann
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
影响因子: 25.33
Abstract
We developed TraCeR, a computational method to reconstruct full-length, paired T
cell receptor (TCR) sequences from T lymphocyte single-cell RNA sequence data.
TraCeR links T cell specificity with functional response by revealing cl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cells alongside their transcriptional profiles. We found that T
cell clonotypes in a mouse Salmonella infection model span early activated CD4+ T
cells as well as mature effector and memory cells.
中文简介：
当机体受到外源性入侵时，免疫系统会召集所有免疫细胞亚群通过产生免
疫反应与病原体进行对抗。由于病原体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差异，因而相应产生的
免疫反应和和每个阶段内涉及的细胞类型也有所不同。T 细胞受体中 V(D)J 基因
区域的随机重排，导致了 T 细胞种类的复杂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使 T 细胞在识
别和杀伤特异外源性抗原时则更为快速、准确和有效。
目前对 T 细胞受体（TCR）的主要鉴别方法之一是对其α和β链进行测序。
但是，若要进一步全面理解 T 细胞反应机理，还需对不同 T 细胞亚群内部和相
互间的表型差异进行更精确的识别。传统免疫学研究中基于群体细胞测序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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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很难实现对细胞异质性和不同细胞亚群的特性分析，因此在单细胞水平进行
免疫细胞表型分析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免疫学研究中。
EMBL-EBI 和剑桥大学 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 的 Stubbington 博士和
Lönnberg 博士一起，利用 Fluidigm 公司 C1 单细胞 mRNA Seq 系统快速高通量制
备单细胞全转录组序列样本，通过进一步的测序获取了大量单细胞 TCR 序列数
据，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一套用于分析 T 细胞基因序列和表型的开放型分析
软件--- TraCeR，用于研究不同 T 细胞克隆的转录情况和相互间关系，从而揭示
更深层次的 T 细胞功能特异性。
TraCeR 分析方法不但可以提取每个单细胞的 TCR 序列信息，还可以平行分
析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情况；研究人员对那些与不同免疫反应和疾病发生有密切
关系的 TCR 序列进行了重组，通过这种方法对其中潜在的分子机制和细胞功能
进行深入研究，发现 TCR 序列具备类似于二维码结构的“溯源”能力，与 TCR
和细胞亚群的变异，以及揭示机体的健康和疾病状态有着密切关系。利用这些信
息有可能识别和靶向定位与致病性相关的 T 细胞亚群，为复合抗体、疫苗研发，
肿瘤免疫治疗，以及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等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有效数据信息。
“T 细胞的活性和分化过程都是发生在单细胞水平上的。利用单细胞分析
TCR 序列的价值在于：针对每一个特定的反应，我们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
确切的序列，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测量一段 TCR 基因片段的表达水平。而这是传
统方法下以群体细胞为依托的研究手段所不能实现的。”—— Lönnberg 博士
TraCeR 这一新的方法很有可能改变以往我们对 T 细胞基因表达和相关免疫
反应的认知。其重要性在于在疾病的发生和治疗过程中，T 细胞作为细胞间相互
作用的核心因素，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有的 TraCeR 方法可对人和小鼠的 TCR 序列信息进行快速分析；而他们正
在进一步开发适用于其他物种的分析模块 —— 基于由 C1 获得的单细胞全长转
录组序列样本的测序结果，对不同物种已知的 TCR 中 V/J 区域基因序列进行重
组，构建一个人工合成基因组数据和分析模块；同时他们还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将
该方法拓展至 B 细胞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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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
TraCeR 这一新的检测分析方法无需针对特定的 TCR 靶向序列
进行测序；由于利用 Fluidigm 的 C1 平台可以快速实现单细胞转录
组全长测序样本的制备，因此后续的测序结果都可以通过 TraCeR
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当进行单个 T 细胞测序时，在原有实验基础
上，可以在另一个维度上获得额外的 scRNA Seq 数据。此外，通过
对成千上万个表达基因的检测，还可以使研究人员充分的了解每一
个细胞的转录状态。
利用 TraCeR 方法，甚至可以对之前已经获得的 T 细胞测序结
果进行 TCR 数据分析。”Lönnberg 博士指出。

干细胞诱导发育研究

期刊: Cell 160, 285–298,(2015)
题目: Identification and Specification of the Mouse Skeletal Stem Cell
作者: Charles K.F. Chan et al.
Stanford University
影响因子: 28.71
Abstract
How are skeletal tissues derived from skeletal stem cells? Here, we map bone,
cartilage, and stromal development from a population of highly pure, postnatal
skeletal stem cells (mouse skeletal stem cells, mSSCs) to their downstream
progenitors of bone, cartilage, and stromal tissue. We then investigated the
transcriptome of the stem/progenitor cells for unique gene-expression patterns that
would indicate potential regulators of mSSC lineage commitment. We demonstrate
that mSSC niche factors can be potent inducers of osteogenesis, and several specific
combinations of recombinant mSSC niche factors can activate mSSC genetic
programs in situ, even in nonskeletal tissues, resulting in de novo formation of
cartilage or bone and bone marrow stroma. Inducing mSSC formation with soluble
factors and subsequently regulating the mSSC niche to specify its differentiation
toward bone, cartilage, or stromal cells could represent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therapeutic regeneration of skeletal tissues.
中文简介
斯坦福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则报告称他们在小鼠体内发现了可生成骨、软骨以
及骨髓关键组分——基质的干细胞。此外，研究人员还绘制出了可以生成骨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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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以及引导它们发育为每一种特定组织的化学信号图。这一研究发现为开发
出各种潜在的疗法来治疗诸如骨折、骨形成不全、骨肉瘤或软骨受损等骨骼疾病
奠定了基础。
一开始，研究人员将焦点放到了小鼠骨骼末端快速分裂的细胞群上，随后证
实了这些细胞群可以形成骨骼的所有组分：骨、软骨和基质——定位在骨中心帮
助将造血干细胞转变为血细胞和免疫细胞的海绵组织。通过付出各项努力，他们
随后鉴别出了可形成骨骼的所有这些组件的一种细胞类型。
科学家们之后进一步绘制出了骨骼干细胞的发育树，追踪了它们确切是如何
转变为中间祖细胞以及最终的各个类型的骨骼组织的。
绘制这一发育树使得研究人员更深入地了解了，生成较特化的祖细胞以及最
终高度特化的细胞必须翻转的所有遗传开关。有了这一信息，研究人员能够找到
一些因子，在适当的时间给予适当量的这些因子，来引导骨骼干细胞发育为骨、
软骨或基质细胞
此外，除了解了如何用骨骼干细胞来生成骨、软骨和基质细胞，研究人员还
发现了利用脂肪细胞或肌肉细胞来生成骨骼干细胞的方法。研究人员表示，能够
通过施加一些特异的信号来将成熟脂肪细胞直接重编程为骨骼干细胞真的很有
趣也出人意料。这为未来的治疗提出了一些令人着迷的可能性，比如将患者自身
的一些脂肪放在拟生态支架上，让它生长为骨骼，然后将新骨移植到需要它的部
位。

Application Note：
技术平台
技术要点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
该研究首次在出生后的小鼠中分离出了骨干细胞，并研究了其
发育为骨骼、软骨、间质等组织的细胞谱系发育历程。本文通过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以及后续的 RNAseq 实验，在表达谱层面
揭示了骨干细胞的基因表达特质，并证明自分泌或旁分泌信号通路
参与调控了干细胞的自身增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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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细胞重编程

期刊: Stem Cell Reports, 1:235-247 (2013)
题目: Direct Reprogramming of Human Fibroblasts toward a Cardiomyocyte-like
State
作者: Fu et al.
Gladstone Institut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San Francisco, CA 94158, USA
影响因子:7.02
Abstract
Direct reprogramming of adult somatic cells into alternative cell types has been
shown for several lineages. We previously showed that GATA4, MEF2C, and TBX5
(GMT) directly reprogrammed nonmyocyte mouse heart cells into induced
cardiomyocyte-like cells (iCMs) in vitro and in vivo. However, GMT alone appears
insufficient in human fibroblasts, at least in vitro. Here, we show that GMT plus
ESRRG and MESP1 induced global cardiac gene-expression and phenotypic shifts in
human fibroblasts derived from embryonic stem cells, fetal heart, and neonatal skin.
Adding Myocardin and ZFPM2 enhanced reprogramming, including sarcomere
formation, calcium transients, and action potentials, although the efficiency remained
low. Human iCM reprogramming was epigenetically stable.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 signaling was important for, and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human iCM reprogramming.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human
fibroblasts can be directly reprogrammed toward the cardiac lineage,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finements in vitro and in vivo.
中文简介：
本研究通过引入 7 种转录因子，将人成纤维细胞（H9F)重编程诱导使其具有心
肌细胞状态(iCM)。在单细胞水平进一步揭示了 7 种转录因子在诱导过程中的作
用，消除了 iCM 异质性引起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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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
文献比较了成纤维细胞 H9，H9 重编程得到的心肌细胞
H9iMC，以及诱导过程中 H9 细胞、阳性对照人心肌细胞的目标
基因表达谱。文献首先通过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获取单细胞
cDNA 样本，在利用单细胞高通量基因分析系统 Biomark HD 对 7
种单细胞样本进行上千个基因进行表达分析，数据显示 899 个心
肌基因和 391 个成纤维基因在 H9 和人心肌细胞中有明显差异，
而诱导过程中的 H9 的细胞，这些基因表达处于持续变化的状态。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 7 个转录因子诱导的 H9 细胞比 5 个转录因子
诱导的 H9 细胞的表达谱，心肌功能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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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肿瘤克隆谱系研究
期刊: Stem Cell Reports, 1:235-247 (2013)
题目: Dissecting the clonal origins of childhoo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by
single-cell genomics
作者: Charles Gawada, Winston Kohb, and Stephen R. Quakeb,
Stanford University
影响因子: 9.43
Abstract
Many cancers have substantial genomic heterogeneity within a given tumor, and to
fully understand that diversity requires the ability to perform single cell analysis. We
performed targeted sequencing of a panel of 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 (SNVs),
deletions, and IgH sequences in 1,479 single tumor cells from six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 patients. By accurately segregating groups of cooccurring mutations
into distinct clonal populations, we identified codominant clones in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Evaluation of intraclonal mutation patterns identified clone-specific
punctuated cytosine mutagenesis events, showed that most structural variants are
acquired before SNVs, determined that KRAS mutations occur late in disease
development but are not sufficient for clonal dominance, and identified clones within
the same patient that are arrested at varied stages in B-cell development. Taken
together, these data order the sequence of genetic events that underlie childhood ALL
and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ease at
single-cell resolution.
中文简介:
为了更好地了解肿瘤内部的异质性，研究人员借助 C1 单细胞制备系统，从
6 个急性白血病患者的骨髓样本中制备了共 1479 个单细胞的基因组 DNA。通过
靶向测序，研究人员根据单细胞携带的单核苷酸突变等基因组信息，将来自同一
个病人的肿瘤细胞划分为数个不同克隆群。根据携带突变的相似度，他们还绘制
出了克隆群之间的发育谱系，并找到了大部分白血病患者共有的克隆类群。该研
究为在单细胞水平揭示急性白血病的发生发展机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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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
C1 可自动完成 96 个单细胞的 DNA 全基因组样本的制备，
通过单细胞 DNA 测序，一共获得了 6 个急性白血病患者 1479 个
来自骨髓的单细胞 DNA 的测序信息，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划
分了不同的克隆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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