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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ark HD 高通量基因分析系统介绍

一、 系统原理
1. 动态芯片检测原理（基因表达芯片或基因分型芯片）
BioMark HD 基因分析系统以微流控技术为基础，所使用的微流控芯片上都
精密设置了许多微管和微腔体，该系统可实现芯片上的不同阀门开关，精细控制
溶液在芯片管路内流动，可以实现，如 96 个核酸样品和 96 对引物和荧光染料以
及相关试剂，在微流控的作用下，从芯片两边的 96 个样本孔和 96 个引物孔，进
入到 96x96 的芯片矩阵内，在芯片内分液，形成成千上万个纳升级的反应腔体内
混合，最后完成目的基因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利用该系统可以进行低至单个细胞水平并多达 96 个基因的表达定量图谱研
究，即能利用 lab on chip 概念的微流控芯片针对极微少含量的单细胞来源 mRNA
或 micro RNA 同时进行多样本、多基因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研究多个单细胞
样本多基因靶标的表达量水平，灵敏度比传统芯片和 qPCR 更高，是认识单细胞
个体之间基因表达差异的强大工具。

——在微流控芯片设置数千上万个纳升级的 PCR 反应仓，每个反应仓可进行荧光定量
PCR 检测，以 96.96 芯片为例，在微流控的作用下，从芯片两边的 96 个样本孔和 96 个引物
孔，进入到 96x96 的芯片矩阵内，在芯片内分液，形成成 9216 个纳升级的反应腔体内混合，
完成 96 个样本，每个 96 个基因的同时检测。

2.

数字 PCR 芯片检测原理

基于 Fluidigm 整合芯片的微流体技术，在芯片上精密设置了许多微管和微
腔体，每个微体腔就是一个 PCR 反应室。通过不同的阀门控制溶液在其中流动，
实现生物样品的分液、混合、PCR 扩增，极大地简化了生物样品和试剂的分液操
作，提高分析通量和灵敏度，可以实现数千或乃至上万个纳升级的 PCR 反应体
系，可实现 48 个样本分析，每个样本 770 个反应室，0.85nl/反应室，合计 36960
个 PCR 反应，也可以把添加同一个样品到多个样品孔，扩大数据点的数量。

BioMark HD 带有实时荧光定量 PCR 功能，所以 Digital PCR 模块也可以
支持实时荧光检测，通过扩增曲线，识别假阳性的样本。

二、 操作流程
以 96.96 基因表达型 IFC 芯片为例，只需 30 分钟手工添加 96 个样本和
96 对引物的操作，在仪器内样本和引物试剂，在 96x96，9216 个 nl 级的反应室
自动实现混合，形成 9216 个独立的 PCR 反应。在 3 小时内系统可以完成 96 个

样本，每个样 96 个位点进行高通量 PCR 检测，快速生成近万个数据点。如果
是数字 PCR 或基因分型实验，操作流程类似，只需使用数字 PCR 芯片或基因分
型的芯片即可。

三、 仪器功能
1. 高通量基因表达分析，支持不同的规格的芯片，最多可以支持 96 个样本，每
个 96 个基因同时分析，采用 nl 级的反应体系设计，所需样本量少，灵敏度
可达单细胞基因表达水平；
2. 基因组关联 SNP 分析，支持 96 个样本，每个 96 个 SNP 位点同时检测
3. 实时荧光数字 PCR（Digital QPCR）相关的基因突变检测与绝对定量，可同
时完成 12 或 48 个样本检测。

四、 配套 IFC 芯片类型
1.

48.48 Dynamic Array IFC

基因表达定量

2.

96.96 Dynamic Array IFC

基因表达定量

3.

192.24 GE IFC

基因表达定量

4.

Flex Six™ （12.12）GE IFC

基因表达定量

5.

96.96 GT IFC

SNP/ 基因分型

6.

48.48 GT IFC

SNP/ 基因分型

7.

192.24 GT IFC

SNP/ 基因分型

8.

Flex Six™ （12.12）GT IFC

SNP/ 基因分型

9.

Juno™ 96.96 GT IFC

SNP/ 基因分型

10. 12.765 Digital Array IFC

数字 PCR

11. qdPCR 37K IFC

数字 PCR

五、 特色应用
1. 肿瘤单细胞基因表达谱分析
利用单个细胞的基因表达谱研究不同肿瘤干细胞个体间的标志物和寻找高
效率的重组编程相关的基因通路成为科学家研究的热点。BioMark HD 高通量微
流控芯片基因分析系统可以进行低至单个细胞水平并多达几百个基因的表达定
量图谱研究，即能针对极微量的单细胞来源 mRNA，通过多达 96 个基因的荧光
定量 PCR 检测，进行 qPCR 基因表达谱分析，是分析单细胞个体之间基因表达
差异的强大工具。技术优势：
1) 纳升级的反应体系，支持单细胞的基因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
2) 支持多样本多基因高通量表达分析，三种模式：
96 个单细胞样本，96 个基因同时分析；
48 个单细胞样本，48 个基因同时分析；
192 个单细胞样本，24 个基因同时分析；

经典文献简介：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
文章标题
Inertial Focusing for Tumor Antigen-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Sorting of Rare
Circulating Tumor Cells，Ozkumur et al.，Sci Transl Med 5, (2013)
作者单位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Center for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MA 02114, USA
文章简介
该研究开发了一种可以从癌症病人全血中分离表面抗原 EpCAM 阴性或阳
性循环肿瘤细胞的装置（CTC-iChip），结合 BioMark HD 平台可以对 CTC 进行
单细胞水平的分析，有力的推进了 CTC 分析在癌症临床检测及监测中的应用。
本文的例子：BioMark HD 平台在单细胞水平揭示了从前列腺癌病人血液分离到
的 15 个 CTC 在 43 个基因表达上异质性。
对应 BioMark HD 功能：单细胞表达谱分析功能，对应芯片 48.48 基因表达芯
片

图1

图2

图 1 EpCAM and bright-field images of 15 single prostate cancer CTCs from a single patient selected
for transcriptional profiling. Scale bar, 10 mm.
图 2 Heat map of normalized gene expression (-DCt) of 43 genes in each of thesingle CTCs measured
by microfluidic qRT-PCR. Columns list each individual prostate CTC, and rows show the panel of genes
assayed, grouped thematically. The red asterisk highlights the gen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PSA and
PSMA, which provide a measure of AR signaling activity. NTC, no-template control.

文章摘要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are shed into the bloodstream from primary and
metastatic tumor deposits. Their isolation and analysis hold great promise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invasive cancer and the management of advanced disease, but
technological hurdles have limited their broad clinical utility. We describe an inertial
focusing–enhanced microfluidic CTC capture platform, termed “CTC-iChip,” that is
capable of sorting rare CTCs from whole blood at 107 cells/s. Most importantly, the
iChip is capable of isolating CTCs using strategies that are either dependent or
independent of tumor membrane epitopes, and thus applicable to virtually all cancers.
We specifically demonstrate the use of the iChip in an expanded set of both epithelial
and nonepithelial cancers including lung, prostate, pancreas, breast, and melanoma. The

sorting of CTCs as unfixed cells in solution allow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high-quality
clinically standardized morph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es, as well as
RNA-based single-cell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an unbiased,
broadly applicable, high-throughput, and automatable rare cell sorting technology with
generally accepted molecular assays and cytology standards will enable the integration
of CTC-based diagnostics into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of cancer.

2. 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
GWAS 是指在基因组层面上，开展多中心、大样本、反复验证的基因与疾病
的关联研究，全面揭示疾病发生、发展与治疗相关的遗传基因。GWAS 为全面系
统研究复杂疾病的遗传因素掀开了新的一页，为我们了解人类复杂疾病的发病机
制提供了更多的线索。通过 GWAS，科学家可以寻找与疾病关联的易感 SNP 位
点及易感基因，甚至可以预测个人患病的风险可能性，以及测量对不同个体疾病
之抵抗力、药物对不同个体的作用安全性与有效性，即个体化药物治疗方向。目
前，科学家已经在阿尔茨海默、鼻咽癌，乳腺癌、糖尿病、高血压、肺癌、前列
腺癌、肥胖、胃癌等一系列复杂疾病中进行了 GWAS 并找到疾病相关的易感基
因。GWAS 常用的方法是将一定数量的病人体与正常人体作相关基因的 SNP 分
析，观察特定 SNP 在两组人群中出现频率的差别，即 Case-Control 研究。
利用 Fluidigm Biomark 高通量微流控芯片基因分析系统可以对与疾病关联
明显的候选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位点进行 CaseControl 的大样本验证实验，所研究的 SNP 位点多达 96 到数百个，样本高达数
千到数万个不等。能帮助科学家进行快速，精准，低成本的 SNP 大规模验证实
验。技术优势：
1) 高通量，每次检测支持 96 个样本的 96 个 SNP 位点同时分析，
2) 成本低，每个 SNP 数据点的成本低至 0.08 美金

经典文献简介：Graves 病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新的易感基因 SNP 位点
文章标题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two new risk loci for Graves disease, Xun
Chu et al. Nature Genetics 2011
作者单位
上海瑞金医院
文章简介

Graves 病是一种常见的自身免疫障碍，特点是存在甲状腺刺激素受体自身抗
体和甲状腺功能亢进。上海瑞金医院，陈竺院士、宋怀东为首的研究人员在 1,536
例 Graves 病(病例组)和 1,516 例对照者中开展 Graves 病基因组关联研究，通过
大量 SNP 位点的筛查，筛选得到 100 SNPs。他们在 3,994 例病例和 3,510 例对照
者组成的第二个数据，集中进一步评估了一组关联的 100 个 SNPs，证实了 Graves
病 4 个以往报道过的病灶，并检出两个新的易感病灶。
对应 BioMark HD 功能：高通量基因分型 SNP 检测，96.96 基因分型芯片
文章摘要：
Graves' disease is a common autoimmune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receptor autoantibodies (TRAb) and hyperthyroidism. To investigate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Graves' disease, we conducted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n 1,536 individuals with Graves' disease (cases) and 1,516 controls. We further
evaluated a group of associated SNPs in a second set of 3,994 cases and 3,510 controls.
We confirmed four previously reported loci (in the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TSHR, CTLA4 and FCRL3) and identified two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the RNASET2FGFR1OP-CCR6 region at 6q27 (P(combined) = 6.85 × 10(-10) for rs9355610) and an
intergenic region at 4p14 (P(combined) = 1.08 × 10(-13) for rs6832151)). These newly
associated SNP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RNASET2 at 6q27, of
CHRNA9 and of a previously uncharacterized gene at 4p14, respectively. Moreover,
we identified strong associations of TSHR and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class
II variants with persistently TRAb-positive Graves' disease.

3. 实时荧光数字 PCR 技术对肿瘤相关基因绝对定量分析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完成，通过后基因组时代
的深入研究，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疾病都与基因突变相关。突变基因改变了原
有的结构与功能，导致原有的遗传性状发生改变，其中一部分基因突变可导致遗
传病或具有遗传倾向的病甚至肿瘤。因此高灵敏度检测基因突变成为肿瘤诊断、
肿瘤相关基因研究、给药指导等领域必不可少的手段。
利用数字 QPCR，研究人员可进行灵敏度低至一个拷贝的核酸检测，并对目
的核酸分子进行绝对计数。与非实时荧光数字 PCR 终点法检测技术相比，Digital
QPCR 技术可以实现对单拷贝核酸的实时扩增荧光值监控，获得扩增曲线，可以
有效避免稀有基因拷贝数变异以及低丰度突变的假阳性问题，提高检测灵敏度。

经典文献简介：实时荧光数字 PCR 技术应用于肿瘤疗效诊断
文章标题
Nanofluidic Digital PCR and Extended Genotyping of RAS and BRAF for Improved
Selection of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for Anti-EGFR Therapies.
Daniel Azuara et al. Molecular Cancer Therapeutics. May 2016

作者单位
Translational Research Laboratory, Catalan Insitute of Oncology (ICO), Bellvitge
文章简介
利用低频率的 RAS 通路等位基因突变预测接受 anti-EGFR 治疗的转移性结直
肠癌（mCRC）患者的疗效时，其临床意义以及如何确定最佳的敏感性阈值仍然
存在争议。研究人员通过使用一种纳升级的微流控数字 PCR（dPCR）方法，对
RAS 通路上相关的基因位点进行了拓展研究，以期获得更多的数据信息。
这一 panel 中共包含了 34 个备受关注的基因位点，包括 RAS
（KRAS 和 NRAS
exons 2/3/4）和 BRAF（V600E）等。研究者从 102 名接受 anti-EGFR 治疗的肿瘤
患者的 FFPE 样品中进行了取样分析。结果显示反应率、无进展生存（PFS）和
整体生存（OS）等指数与突变状态和等位基因突变比例相关。
作者还利用相同的样本对传统的 qPCR 和微流控 dPCR 两种方法进行了比
较。有意思的是，在 qPCR 检测中，仅有 22%的患者表现出一种阳性突变（比例
范围从 2.1%到 66.6%），而在 dPCR 分析中该数值则增加到 47%（比例范围从
0.04%到 10.8%）。同时观察到等位基因突变比例与放疗反应呈负相关。ROC 分
析表明，当任何一个等位基因的突变比例等于或大于 1%时，都可用于预测针对
RAS 和 BRAF 的疗效指标。这一阈值提高了对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治疗反应的
预测，还可进一步优化对 PFS 和 OS 的预测。
在该研究中，微流控 dPCR 方法大幅提高了突变的检出率和检测灵敏度，提
高了预测的准确度并可帮助临床医生更快更有针对性地为患者制定诊疗方案，在
临床诊疗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对应 BioMark HD 功能：实时数字 PCR 功能，数字 PCR 芯片
文章摘要：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low-frequent RAS pathway–mutated alleles and the
optimal sensitivity cutoff value in the prediction of response to anti-EGFR therapy in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 patients remains controversial.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added value of genotyping an extended RAS panel using a robust
nanofluidic digital PCR (dPCR) approach. A panel of 34 hotspots,
including RAS (KRAS and NRAS exons 2/3/4) and BRAF (V600E), was analyzed in

tumor FFPE samples from 102 mCRC patients treated with anti-EGFR therapy. dPCR
wa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quantitative PCR (qPCR). Response rates,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were correlated to the
mutational status and the mutated allele fraction. Tumor response evaluations were not
available in 9 patients and were excluded for response rate analysis. Twenty-two
percent of patients were positive for one mutation with qPCR (mutated alleles ranged
from 2.1% to 66.6%). Analysis by dPCR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positive patients to
47%. Mutated alleles for patients only detected by dPCR ranged from 0.04% to 10.8%.
An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raction of mutated alleles and radiologic response
was observed.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a fraction of 1% or higher of any mutated
alleles
offered
the
best
predictive
value
for
all
combinations
of RAS and BRAF analysis. In addition, this threshold also optimized prediction both
PFS and OS. We conclude that mutation testing using an extended gene panel,
including RAS and BRAF with a threshold of 1% improved prediction of response to
anti-EGFR therapy.

4. FFPE 样本基因表达水平检测
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组织样本具有可常温保存，组织形态完整，
能进行核酸抽提等优点，是目前临床上最丰富的一类组织病理样本资源。但是由
于样本间差异大，RNA 提取回收效率低，降解严重等无法避免的问题，传统方
法下很难将从 FFPE 样本中提取的 RNA 用于临床分子检测，造成了大量资源，
特别是一些稀有临床样本的浪费。
而利用 BioMark 平台进行微量的 QCR 检测，则有效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即
使在 FFPE 样本中存在大量 RNA 降解的情况下，也依旧能够实现准确的基因表
达定量检测。技术优势在于：
1) 通量高：一次实验最多可获得 9216 个反应数据
2) 检测灵敏度高：起始 RNA 量低
3) 兼容性强：适用于大多数商品化的 DNA 结合染料

经典文献简介：FFPE 样本高通量肿瘤免疫应答基因综合分析
文章标题
Predictive correlates of response to the anti-PD-L1 antibody MPDL3280A in cancer
patients. Roy S. Herbst, et al. Nature，27 November 2014
作者单位
Yale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文章简介
（1）研究人员通过检测 PD-L1 抗体药物使用前后，检测患者留存的 FFPE 肿瘤
样本中免疫应答相关 96 个基因的表达水平。

（2）研究发现，PD-L1 抗体治疗后，部分基因的表达存在明显差异。以一个为
患者的检测数据为例，免疫治疗前后众多免疫相关基因在肿瘤样本中的表达水平
都显著提高，并且该现象与浸润的 T 细胞增多以及肿瘤体积缩小相关联。

（3）最后得到结论：肿瘤体积的缩小与激活 CD8 及 TH1 细胞的免疫应答反应

有关，并证实了 PD-L1 抗体通过阻断 PD-L1 与其受体的结合，提升患者抗肿瘤
免疫反应的效力。
对应 BioMark HD 功能：高通量基因表达谱分析，96.96 基因表达芯片
文章摘要：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ancer is a multistep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genetic and epigenetic alterations that drive or reflect tumour
progression. These changes distinguish cancer cells from their normal counterparts,
allowing tumours to be recognized as foreign by the immune system1,2,3,4. However,
tumours are rarely rejected spontaneously, reflecting their ability to maintain an
immunosuppressive microenvironment5.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 also
called B7-H1 or CD274), which is expressed on many cancer and immune cells,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blocking the ‘cancer immunity cycle’ by binding programmed
death-1 (PD-1) and B7.1 (CD80), both of which are negative regulators of Tlymphocyte activation. Binding of PD-L1 to its receptors suppresses T-cell migration,
proliferation and secretion of cytotoxic mediators, and restricts tumour cell
killing6,7,8,9,10. The PD-L1–PD-1 axis protects the host from overactive T-effector
cells not only in cancer but also during microbial infections11. Blocking PD-L1 should
therefore enhance anticancer immunity,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predictive factors of
efficacy.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ctivity and biomarkers of PDL1 inhibition using the engineered humanized antibody MPDL3280A. Here we show
that across multiple cancer types, responses (as evaluated by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urs, version 1.1) were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tumours
expressing high levels of PD-L1, especially when PD-L1 was expressed by tumourinfiltrating immune cells. Furthermore, respons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lper type 1
(TH1) gene expression, CTLA4 expression and the absence of fractalkine (CX3CL1)
in baseline tumour specimens. Together,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MPDL3280A is most
effective in patients in which pre-existing immunity is suppressed by PD-L1, and is reinvigorated on antibody treatment.

BioMark HD 高通量基因分析系统与 C1 单细胞自动
制备系统搭建单细胞基因表达谱分析平台

一、 平台简介
每个细胞在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的一系列反应仓，完成细胞捕获、裂解、
逆转录、预扩增的全过程，收获的目标基因的 cDNA 产物可以直接在 BioMark
HD 上完成单细胞的基因表达，单次可以完成 96 个单细胞样本，每个单细胞 96
个基因表达分析；每个细胞的 cDNA 样本量足够完成 8 次检查，每个细胞约 800
个基因分析。
其中的芯片格式，三种模式：96 个单细胞样本，96 个基因同时分析；48 个
单细胞样本，48 个基因同时分析；192 个单细胞样本，24 个基因同时分析。

二、 支持单细胞分析方案
1. 单细胞目标基因表达分析
可为单细胞 qPCR 基因表达研究制备样本。单细胞捕获后直接裂解反转录
并进行目标基因预扩增，得到的产物直接进基因表达谱分析。可以用于单细胞测
序后的基因验证，以及针对已知的基因文库进行高通量基因表达筛查，快递获得
基因表达信息。

————举例：从三个妊娠阶段：14.5天、16.5天和18.5天（小鼠平均出生于第20天）的小
鼠胚胎处取得198个肺细胞。他们也从成年小鼠处取得了一些肺细胞。随后他们利用C1制备
的得到的单细胞样本，进行单细胞基因组测序，检测了每个时间点每个细胞中的活化基因
，最后通过BioMark HD对筛选得到基因进行验证。

2. 单细胞内目标蛋白和 mRNA 共表达分析
研究人员基于微流控技术，建立了一
套可以在单细胞中同时检测蛋白质和
mRNA 的方法。这一方法打破了传统研
究中利用群体细胞样本进行分析而导致
的实验中 mRNA 数据和蛋白质数据相关
性弱的问题，以及因此产生的对一些特
殊代谢机制难以准确分析评估的困难。
该方法不仅揭示了这两类重要生物分子
之间的相关性，也为在转录和翻译水平
研究基因调控机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性。

3. 单细胞目标 miRNA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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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细胞目标基因甲基化位点分析
针对同一个单细胞，可同时检测特定基因的表达水平已知 DNA 甲基化位
点，采用 PCR 方法进行检测。

三、 应用举例
1. 研究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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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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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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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单细胞自动制备系统、BioMark HD 高通量基因检测系统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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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研究领域：肿瘤、单细胞基因表达

期刊: Oncogene (2014), 1–13
题目: Single-cell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s reveal melanoma cell heterogeneity
作者: M Ennen,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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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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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研究领域：干细胞研究

期刊：Nat Commun. 2015; 6:7095.
题目：Reinforcement of STAT3 activity reprogrammes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to
naive-like pluripotency
作者：Chen H & Savatier P
INSERM, U846, Stem Cell and Brain Research Institute, France.
影响因子：11.329
Abstract
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 (LIF)/STAT3 signalling is a hallmark of naive pluripotency in rodent
pluripotent stem cells (PSCs), whereas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2 and activin/nodal signalling
is required to sustain self-renewal of human PSCs in a condition referred to as the primed state. It
is unknown why LIF/STAT3 signalling alone fails to sustain pluripotency in human PSCs. Here we
show that the forced expression of the hormone-dependent STAT3-ER (ER, ligand-binding domain
of the human oestrogen receptor) in combination with 2i/LIF and tamoxifen allows human PSCs to
escape from the primed state and enter a state characterized by the activation of STAT3 target genes
and long-term self-renewal in FGF2- and feeder-free conditions. These cells acquire growth
properties, a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and an epigenetic landscape closer to those described in mouse
naive PSCs. Together,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emporarily increasing STAT3 activity is sufficient to
reprogramme human PSCs to naive-like pluripotent cells.

中文简介
STAT3 信号通路的激活是天然多潜能干细胞的一个标志，但维持干细胞自我更新的活性，还
需要 FGF-2 和 activin/nodal 信号的刺激。以前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一个有效途径，可以仅通过
激活 STAT3 信号通路以维持干细胞的多能性。本文通过往体外培养的人干细胞中转入
STAT3-ER 并在含有 2i/LIF 的培液中培养，使得干细胞在脱离 FGF-2 刺激的情况下，依然能
进入一种长期自我更新的状态。并且通过基因表达谱和表观遗传学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增
强体外培养的人源干细胞中 STAT3 信号通路的活性，足以将其重编程为接近于天然多能干
细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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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细胞中转入 STAT3-ER 可以克服 FGF-2 因子缺失对干细胞自我更新能力
的影响。
2、 研究人员先后通过基因表达谱芯片和定量 PCR，证实了一些天然干细胞中

高表达的标志基因（NROB1, GDF3, KLF2, KLF4, AIRE, GBX2, TFCP2L1,
ESRRB, FGF4 and TBX3）在转入 STAT3-ER 的体外干细胞模型中，表达水
平也发生了显著上调。
3、 为了研究该细胞模型在单细胞层面是否具有细胞异质性，研究人员通过 C1
单细胞制备系统制备了 73 个单细胞的 cDNA，并通过 Biomark HD 高通量
定量 PCR 系统以及配套的 96.96 GE 芯片，检测了这些单细胞样本中 35 个
基因的表达水平。通过基因表达的聚类分析，研究人员发现，这 73 个单细
胞可以分为两个亚类，小部分（25%）细胞 OCT4，SOX2，NANOG 等多潜
能干细胞标志基因的表达水平较低，这群细胞可能正处于分化状态，而大部
分（75%）细胞中干细胞标志基因表达水平较高，说明通过转染 STAT3-ER
的实验手段，无需 FGF-2 因子刺激，也能诱导获得表达谱接近于天然多能
干细胞的细胞模型。

图 1：单细胞基因表达聚类热图
4、 为了在表观遗传层面验证诱导得到的细胞模型也接近于天然的多能干细
胞，一方面研究人员通过 ChIP-Seq 实验，发现以下几类基因 H3K27me3 水
平较低：胚胎发育相关基因（HOXA9, GATA6, HOXA1，NKX2.5）；天然胚
胎干细胞的一些标志基因（KLF2, KLF4, GBX2，TBX3）；STAT3 下游靶基
因。另一方面，重亚硫酸盐测序数据显示，转入 STAT3-ER 的细胞 DNA 甲
基化水平整体下降了 23%。这两方面的现象都与天然多能干细胞的表观遗
传状态很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