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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染技术



主要内容

概述

常规转染方法

转染技术的分类

稳定细胞系的构建

注意事项及影响因素

RNA干扰技术



转染技术是指将外源分子如转染技术是指将外源分子如DNADNA，，RNARNA等导入真核细胞的技等导入真核细胞的技
术，它是研究基因表达调控，突变分析等的常规工具。术，它是研究基因表达调控，突变分析等的常规工具。

核膜
细胞膜（壁）



细胞转染方法

物理介导：电穿孔法

显微注射

基因枪

化学介导：磷酸钙共沉淀法

DEAE-葡聚糖法

脂质体转染方法

生物介导：原生质体转染

病毒介导的转染



物理介导--电穿孔法

电穿孔靠脉冲电流在细胞膜上打孔而将核酸导入细胞内。





电穿孔法的特点

优点：转染效率较高

缺点：

需要昂贵的仪器 （电穿孔仪）。

对细胞的损伤较大，每次转染需要更多的细胞
和DNA。

每种细胞电转的条件都需要进行多次优化。

电脉冲和场强的优化对于成功的转染非常
重要，因为过高的场强和过长的电脉冲时间会
不可逆地伤害细胞膜而裂解细胞。



物理介导法--显微注射
在显微镜下操作的微量注射技术。

可将细胞的某一部分(如细胞核、细胞质或细胞器)
或外源物质(如外源基因、DNA片段、信使核糖核
酸、蛋白质等)通过玻璃毛细管拉成的细针，注射

到细胞质或细胞核内。



显微注射的特点

优点：转染效率较高，可用于稳定转染和瞬
时转染。

缺点：在导入DNA 时需要一个细胞一个细胞

地注射，不适合大量转染细胞研究的需要。

适用于制备转基因动物



物理介导法--基因枪
一种将遗传物质或其他物质附着于高速微弹
直接射入细胞、组织和细胞器的转染方法 。

可以将大分子导入细胞。

便携式基因枪 高压气体基因枪



化学介导法--磷酸钙共沉淀法

磷酸钙被认为有利于促进外源DNA与靶细胞
表面的结合。氯化钙+DNA+磷酸缓冲液按一
定的比例混和，形成极小的磷酸钙-DNA复合

物沉淀黏附在细胞膜表面，借助内吞作用进
入细胞质。

沉淀颗粒的大小和质量对于转染的成功至关
重要。



磷酸钙共沉淀法的特点
优点：能用于任何DNA导入哺乳类动物，瞬时转染和稳定转

染都可以。

缺点：
转染效率低：进入细胞的DNA只有１％－５％可以进入细胞
核，其中只有不到１％的DNA可以与细胞DNA整合，在细胞中

进行稳定表达。

重复性不佳： pH值、钙离子浓度、DNA浓度、沉淀反应时间、

细胞孵育时间乃至各组分加入顺序和混合的方式都可能对结果产
生影响。

在实验中使用的每种试剂都必须小心校准，保证质量，因为

甚至偏离最优条件十分之一个pH都会导致磷酸钙转染的失败。



化学介导--DEAE-葡聚糖法

相对简单，重复性比磷酸钙好。
不适用于稳定转染，转染时要除掉血清。
一般只用于BSC-1（猴肾细胞）,CV-1,COS细胞系。



化学介导--脂质体转染
中性脂质体是利用脂质膜包裹DNA，借助脂质膜将
DNA导入细胞膜内。

带正电的阳离子脂质体则不同，DNA并没有预先包埋
在脂质体中，而是带负电的DNA自动结合到带正电的
脂质体上，形成DNA-阳离子脂质体复合物，从而吸附
到带负电的细胞膜表面，经过内吞被导入细胞。

阳离子脂质体介导的转染



脂质体转染的特点

适用于把ＤＮＡ转染入悬浮或贴壁培养细胞，可用于
瞬时转染和稳定转染。

转染效率高，比磷酸钙法高5-100倍。

能够把ＤＮＡ和ＲＮＡ转染到各种细胞。

转染的稳定性好，可重复性高。

转染时最好不加血清和抗生素。

阳离子脂质体细胞毒性相对较高，对部分细胞可能会

干扰细胞的代谢。



生物介导方法

原生质体转染

病毒介导的转染：以病毒作为载体,通过病毒
感染的方式将外源DNA 导入到细胞中, 其中

以逆转录病毒及腺病毒转染系统最为常用。



病毒介导转染的特点

优点：整和效率高, 可使外源基因在宿主细

胞中长期表达。适用于难以转染的原代细
胞。

缺点：存在潜在的安全危险性。



逆转录病毒介导的转染
此系统包括重组逆转录病毒载体和包装细胞两个部分。当逆
转录病毒载体进入包装细胞系时，载体基因就被包装形成完
整的病毒颗粒，于是包装细胞系就成了制造病毒载体的生产
细胞系。

将靶细胞与生产细胞系共同培养或是收集含有载体病毒的生
产细胞系上清液与靶细胞一起孵育，即可有效地进行基因转
移。

可以有效的整合入靶细胞基因组并稳定持久地表达所带的外
源基因。



逆转录病毒介导的转染特点

优点：
转染谱广，可感染包括人体在内的多种动物细胞类型 。

一次可感染大量细胞，转染率可高达100%。

转染的基因能准确地整合到宿主细胞基因组中，整合率高，且

能长期有效地表达。

缺点：
载体的滴度较低。

只能整合表达至分裂相细胞。

容纳的外源基因量较少，不利于较大的基因的插入（＜

8kb）。



腺病毒载体的特点

在增殖和非增殖细胞中感染和表达基因。
逆转录病毒只能感染增殖性细胞，因此DNA转染不

能在非增殖细胞中进行。

腺病毒则能感染几乎所有的细胞类型，除了一些抗
腺病毒感染的淋巴瘤细胞。 腺病毒是研究原代非增殖

细胞基因表达的最佳系统。

能有效进行增殖，滴度高。

不整合到染色体中，一般用于瞬时转染。



各种转染方法比较



理想的细胞转染

转染效率高，不影响细胞正常生理活动

细胞毒性小

重复性好

安全

方法简单

省时、经济。



细胞转染分类细胞转染分类

瞬时转染瞬时转染：是指外源基因进入受体细胞后，存：是指外源基因进入受体细胞后，存
在于游离的载体上，不整合到细胞的染色体在于游离的载体上，不整合到细胞的染色体
上。上。

稳定转染稳定转染：： DNA整合到宿主细胞的染色体中。



瞬时转染瞬时转染

外源外源DNA/RNADNA/RNA不整合到宿主染色体中，在外源基不整合到宿主染色体中，在外源基
因导入细胞因导入细胞11--22天后收获细胞进行检测和分析。天后收获细胞进行检测和分析。

一个宿主细胞中可存在多个拷贝数，产生高水平的一个宿主细胞中可存在多个拷贝数，产生高水平的
表达表达

通常只持续几天，多用于启动子和其它调控元件的通常只持续几天，多用于启动子和其它调控元件的
分析。分析。



稳定转染稳定转染

外源外源DNADNA可以整合到宿主染色体中可以整合到宿主染色体中

外源外源DNADNA整合到染色体中概率很小，大约整合到染色体中概率很小，大约
1/101/104转染细胞能整合转染细胞能整合

通常需要通过一些选择性标记反复筛选，得通常需要通过一些选择性标记反复筛选，得
到稳定转染的同源细胞系。到稳定转染的同源细胞系。



G418筛选构建稳定表达细胞系
G418是一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它通过影响80S核糖体功
能而阻断蛋白质合成，对细菌和真核细胞都起作用。

细菌Tn5转座子序列（neo抗性基因）携带的氨基糖苷磷酸
转移酶可以将G418转变成无毒形式。当neo基因被整合进
真核细胞DNA后,则能启动neo基因编码的序列转录为ｍＲ
ＮＡ ,从而获得抗性产物氨基糖苷磷酸转移酶的高效表达 ,使
细胞获得抗性而能在含有Ｇ418的选择性培养基中生长。

Ｇ418的这一选择特性 ,已在基因转移、基因敲除、抗性筛
选以及转基因动物等方面得以广泛应用。

G418是稳定转染最常用的抗性筛选试剂。



G418最适筛选浓度的确定

每种细胞对G418的敏感性不同，而且不同的
厂家生产的G418有效成分的比重不同。所以
在筛选之前，一定要确定G418的最佳筛选浓

度。

具体如下：将细胞稀释到1000个细胞/ml，在
100ug/ml~1mg/ml的G418浓度范围内进行筛
选，选择出在10~14天内使细胞全部死亡的
最低G418浓度来进行下一步的筛选试验。



加药时间和维持浓度
由于基因转染到细胞内之后要一段时间才能表达出蛋
白质。所以G418的加入不能太早；但是也不能太晚，

早了，抗性基因尚未表达；而转染了外源基因的细胞代
谢负荷较大，增值较慢，时间长了就会被没有外源基因
转入的细胞所淹没，最终导致筛选不出阳性，一般要在
转染24-48小时之后才开始加G418筛选。

G418的浓度和活性会随着细胞的代谢而下降，所以每
2~3天都要更换一次含有G418的筛选液。

挑出单克隆后就可以用维持浓度，一般是筛选浓度的
1/2。



筛选时的培养液
加药筛选约6天左右，细胞会大量死亡，孔中

只剩下的细胞寥寥无几。这时会出现两个问题：

死亡的细胞会裂解释放出有害物质，导致那些有
neo表达的阳性细胞死亡，即非选择性死亡，因
此要及时换液。

孔中细胞数目很少，细胞之间的信号会变得很
弱，也会导致阳性细胞的状态不佳甚至死亡。这
个时候需要一种特殊的培养液，或者适当增加血
清浓度。



筛选后鉴定

稳定转染细胞，通过PCR、Western blot 、
Flow Cytometry 等鉴定。

转染后质粒整合到基因组是随机的，一般两
月后（传代10代以上）还表达目的蛋白的可
以认为是整合了质粒的。



报告基因(reporter gene)

是一种编码可被检测的蛋白质或酶的基因，把它的编

码序列和目的基因序列相融合形成嵌合基因，从而利用它
的表达产物来标定目的基因的表达调控 。

报告基因的条件：

全序列已测定；

表达产物在受体细胞中不存在，即无背景，在被转染的细
胞中无相似的内源性表达产物；

其表达产物能进行定量测定



常用的报告基因系统

半乳糖苷酶报告系统

荧光素酶报告系统

荧光蛋白报告系统

绿色荧光蛋白（GFP）
最早是在一种学名Aequorea victoria的水母中发现。其基因所产生的

蛋白质，在蓝色波长范围的光线激发下，会发出绿色荧光。转染后的细胞

可在活细胞工作站或流式细胞仪(FACS)中直接观察或检测基因的表达。



表达GFP融合蛋白的细胞



Vector map of pEGFP-N1 

MCS

APOE

5’

3’

http://www.clontech.com/techinfo/vectors/vectorsE/pEGFP-N1.html





Multiple Cloning Site (MCS) of pEGFP-N1



细胞转染注意事项（一）

如为贴壁生长的细胞，一般要求在转染前一日，必需
应用胰酶处理成单细胞悬液，重新接种于培养皿或
瓶，转染当日的细胞密度以70-90%（贴壁细胞）或
２ ×１０６ －４×１０６细胞 ／ｍｌ（悬浮细胞 ）
为宜，最好在转染前4小时换一次新鲜培养液。

用于转染的质粒DNA必须无蛋白质，无RNA和其它
化学物质的污染，OD260/280比值应在1.8左右。



细胞转染注意事项（二）
有血清时的转染 ：

在开始准备DNA和阳离子脂质体试剂稀释液时要使用无血清的
培养基，因为血清会影响复合物的形成。

其实，只要在DNA-阳离子脂质体复合物形成时不含血清，在
转染过程中是可以使用血清的。

阳离子脂质体和DNA的最佳量在使用血清时会有所不同，因此
如果你想在转染培养基中加入血清需要对条件进行优化。

大部分细胞可以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几个小时内保持健康。对于
对血清缺乏比较敏感的细胞，可以使用OPTI-MEM培养基，一
种营养丰富的无血清培养基。



培养基中的抗生素
抗生素，比如青霉素和链霉素，是影响转染的培养基添加物。这
些抗生素一般对于真核细胞无毒，但阳离子脂质体试剂增加了细
胞的通透性，使抗生素可以进入细胞。这降低了细胞的活性，导
致转染效率降低。所以，在转染培养基中不能使用抗生素。

对于稳定转染，不要在选择性培养基中使用青霉素和链霉素，因
为这些抗生素是选择性抗生素的竞争性抑制剂。另外，为了保证
无血清培养基中细胞的健康生长，使用比含血清培养基更少的抗
生素量。

细胞转染注意事项（三）



细胞转染注意事项（四）

最好有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

一般在转染后24-48小时，靶基因即在细胞内表
达。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24-48小时后即可进行

靶基因表达的检测等实验。

如若建立稳定的细胞系，则可对靶细胞进行筛选，
根据不同基因载体中所含有的抗性标志选用相应的
药物，常用的真核表达基因载体的标志物有潮霉素
（hygromycin）和新霉素（neomycin）等。



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

细胞培养物细胞培养物

血清血清

载体构建载体构建

DNADNA质量质量

转染技术转染技术



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一）：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一）：
细胞培养物细胞培养物

健康的细胞培养物是成功转染的基础。健康的细胞培养物是成功转染的基础。

不同细胞有不同的培养基，血清和添加物。不同细胞有不同的培养基，血清和添加物。

高的转染效率需要一定的细胞密度，一般推荐高的转染效率需要一定的细胞密度，一般推荐
在转染前在转染前2424小时将细胞传代，这样可提供正常小时将细胞传代，这样可提供正常
细胞代谢，增加对外源细胞代谢，增加对外源DNADNA摄入的可能。摄入的可能。

一定要避免细菌、支原体或真菌的污染。一定要避免细菌、支原体或真菌的污染。



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二）：血清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二）：血清

血清是一种包含生长因子及其它辅助因子的不确切成血清是一种包含生长因子及其它辅助因子的不确切成
分的添加物，对不同细胞的生长作用有很大的差别。分的添加物，对不同细胞的生长作用有很大的差别。

血清质量的变化直接影响转染效率。血清质量的变化直接影响转染效率。

在转染前建议先测试出对细胞生长良好的血清批号，在转染前建议先测试出对细胞生长良好的血清批号，
转染时用同一批号的血清，并同时做负对照（不加转转染时用同一批号的血清，并同时做负对照（不加转
染试剂及外源染试剂及外源DNADNA）以测试细胞生长是否正常。）以测试细胞生长是否正常。

有些转染技术如脂质体转染在有血清存在情况下效率有些转染技术如脂质体转染在有血清存在情况下效率
较低，因为较低，因为血清会影响复合物的形成。因此在转染前因此在转染前
最好去除血清。最好去除血清。

但有些对此敏感的细胞如原代细胞会受到损伤，甚至但有些对此敏感的细胞如原代细胞会受到损伤，甚至
死亡导致转染效率极低。死亡导致转染效率极低。



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三）：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三）：
载体构建载体构建

转染载体的构建（病毒载体，质粒转染载体的构建（病毒载体，质粒DNADNA、、RNARNA、、
PCRPCR产物、寡核苷酸等）也影响转染结果。产物、寡核苷酸等）也影响转染结果。

病毒载体对特定宿主细胞感染效率较高，但不同病毒病毒载体对特定宿主细胞感染效率较高，但不同病毒
载体有其特定的宿主，有的还要求特定的细胞周期，载体有其特定的宿主，有的还要求特定的细胞周期，
此外还需考虑一些安全问题（如基因污染）。此外还需考虑一些安全问题（如基因污染）。

如果基因产物对细胞有毒性作用，转染也很难进行。如果基因产物对细胞有毒性作用，转染也很难进行。

同时做空载体及其它基因相同载体构建的正对照可排同时做空载体及其它基因相同载体构建的正对照可排
除毒性影响的干扰。除毒性影响的干扰。



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四）：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四）：
DNADNA质量质量

DNADNA质量对转染效率影响非常大。质量对转染效率影响非常大。

一般的转染技术（如脂质体等）基于电荷吸引一般的转染技术（如脂质体等）基于电荷吸引
原理，如果原理，如果DNADNA不纯，带少量的盐离子、蛋不纯，带少量的盐离子、蛋

白、代谢物污染都会显著影响转染复合物的有白、代谢物污染都会显著影响转染复合物的有
效形成及转染的进行。效形成及转染的进行。



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五）：影响转染效率的主要因素（五）：
转染技术转染技术

转染技术的选择对转染结果影响也很转染技术的选择对转染结果影响也很
大，许多转染方法需要优化大，许多转染方法需要优化DNADNA与转染试剂与转染试剂

比例，细胞数量，培养及检测时间等。比例，细胞数量，培养及检测时间等。
对转染技术操作的掌握程度也会影响到对转染技术操作的掌握程度也会影响到

转染效率。转染效率。



细胞转染常见问题（一）：转染效率低
没有使用优化条件：优化阳离子脂质体试剂和DNA的量。

DNA-阳离子脂质体试剂复合物在存在血清条件下形成。

存在抑制剂：不要在用于制备DNA-阳离子脂质体复合物的培
养基中使用抗生素，EDTA，柠檬酸盐，磷酸盐，RPMI，硫酸
软骨素，透明质酸，硫酸葡聚糖或其他硫酸蛋白多糖。

不恰当的细胞密度：转染时融合度应为70%-90%。

阳离子脂质体试剂冻结：不要使用冻结的或储存温度低于
4℃的阳离子脂质体试剂。

质粒纯化的问题。



细胞转染常见问题（二）：细胞死亡率高
DNA量太高
阳离子脂质体试剂量太高。
在转染过程中使用抗菌素：
在转染过程中不要使用氯霉素，青霉素或链霉素，因为阳离
子脂质体试剂使细胞更敏感。
细胞太少。
在无血清条件下细胞活性降低：
使用OPTI-MEM培养基。确保在不存在血清的条件下形成复

合物。
阳离子脂质体试剂氧化了：
不要过分搅动或振荡阳离子脂质体试剂；这可能会形成阳离
子脂质体试剂的过氧化物。
对于稳定转染，筛选抗生素加入的太快：
在加入筛选性抗生素前至少预留24-48小时使细胞表达抗

性基因。



RNA干扰（RNAi）技术

什么是RNAi？
RNAi（RNA interference）是指一些小的双
链RNA可以高效、特异地阻断体内特定基因表
达,促使ｍRNA降解,诱使细胞表现出特定基因
缺失的表型,称为RNA干扰。

一种转录后水平的基因沉默

生物体内普遍存在

抵御外在感染的重要保护机制



发现过程
1990年,来自于美国和荷兰的两个转基因植物实验组,Rich-Jorgensen和同
事,在对矮牵牛(petunias)进行的研究中奇怪的发现:

他们设想将更多的色素基因注入矮脚牵牛植物体中，试图加深花朵的

紫颜色，而结果出其预料，转基因的植株不仅没有新基因表达，反而使原
有的色素基因也受到了抑制。

Jorgensen  将这种现象命名
为共抑制(cosuppression)

因为导入的基因和其相似的
内源基因同时都被抑制。



95年康乃尔大学的研究人员Guo和kemphues在秀丽线虫
(C.elegans)中用反义RNA 阻止一些基因的表达，给对照组用正
义RNA不但不增加该基因的表达，反而产生与反义RNA 同样的结
果——特异性阻断该基因的表达，这个奇怪的现象直到3年后
1998才被解开。

Fire等发现将ds RNA注入秀丽线虫可显著抑制特定基因的
表达，并证明了Guo和kemphues所发现的正义RNA的基因压制作
用其实是转录时污染微量dsRNA所造成的。

发现过程



1998年，Andrew Fire等首次将正义链反义链RNA混合注入线虫

C.elegans中，观察到更强的基因表达抑制。首次提出了RNA 

interference的概念（Nature, 1998, 391：806）

A control: not stained
B: wt
C: wt + antisense RNA
D: wt + ds RNA

Mex-3 mRNA detection in embryos 
by in situ hybridization

RNAi概念的首次提出

mex-3是C．elegans早期胚胎发育中细胞命运决定的重要基因。



RNAi现象的普遍性

随后陆续发现RNAi也存

在于水稻、烟草、果蝇、
小鼠及人等几乎所有的真
核生物中。RNAi能高效

特异的阻断基因的表达，
在线虫，果蝇体内，
RNAi能达到基因敲除的

效果。

http://www.nature.com/genomics/papers/a_thaliana.html
http://www.nature.com/genomics/papers/mouse.html


RNAi 的机制

目前普遍认为，可能的分子机制是通过
dsRNA的介导的特异地降解靶mRNA, 
抑制相应基因的表达。



dsRNA：双链RNA，包含正义链和反义链

Dicer：属于RNaseⅢ 家族，是dsRNA的特
异性核酸内切酶

siRNA：small interfering RNA ，RNAi的
关键效应分子，21-23个nt大小的双链RNA

RISC：RNA-inducing silencing complex 
RNA诱导的沉默复合体，具有核酸内切、外
切以及解旋酶活性

RdRP：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s，是RNAi的调节因子，使
RNAi可以在生物体内传递



RNAi机制

Dicer

RISC

碱基互补

酶解

紫色为正义RNA段，
蓝色为反义RNA段，

绿色为目标信使RNA



RNAi方法的核心步骤——
siRNA的设计

RNAi最终要通过siRNA片段与靶基因结合并使之降解，因此，确保高度同源
于靶基因而绝无与其他基因同源的siRNA序列，是决定RNAi特异性的关键所
在，也是siRNA设计的基本原则。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采用小分子干扰RNA（small interfering RNAs，
siRNAs）来抑制特定的哺乳动物基因表达。siRNA即为能够以同源互补序列
的mRNA为靶目标并将其降解而介导RNA干扰途径的短片断双链RNA分子。

如何设计有效的siRNA一直是当前RNAi研究的热点话题。从具有不同沉默效
率的siRNA序列中筛选出高效的siRNA序列，需要经过严密的设计和不断的实
验检验。



典型siRNA 的三大结构特征

长度为21～23 nt；

siRNA双链的3′端各有两个突出碱基；

siRNA双链的5′端有磷酸基团。



siRNA制备方法比较

合成方法 特点 适用 不适用

化学合成 价格高
已找到最有效
siRNA，大量

筛选

体外转录
毒性小，稳定 性
好，效率高

筛选
大量需要，特定
的，长期

用RNaseⅢ消化长

片段
节省

快速而经济的研
究某基因缺失表
型

不宜长期，特定
的siRNA研究及基
因治疗

siRNA表达载体 价格较高，常用 特定siRNA，稳定 筛选

siRNA表达框架
表达稳定，测序
困难

筛选 长期研究



RNAiRNAi的效果分析的效果分析

可从mRNA和蛋白质两方面进行。

mRNA：RT-PCR；定量PCR；Northern 杂交等。

蛋白质：Western；ELISA；免疫荧光等。

细胞的代谢过程，生理生化系数等表型参数的变化
是RNAi效果最终和最大的体现。



RNAi的应用

抗肿瘤策略—— 应用RNAi技术抑制肿瘤细胞（如肝

癌细胞、胆管癌细胞等）中血管生长因子如血管生成素

如angi1、angi2、angi3及VEGF等或其受体的表达，

以及抑制肿瘤细胞中如癌基因bcl2、RAS、Tp53等突

变基因及其蛋白的表达而不影响非突变基因的表达，可

达到很好的抗肿瘤生长及抗肿瘤转移的目的。



抗器官移植排斥反应 —— 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

1）是重要的介导细胞粘附和T细胞激活的分子，应用与

ICAM-1基因序列特异的siRNA阻断 ICAM-1 mRNA和蛋

白的表达，可以明显降低大鼠同种移植心的移植物血管

病的发生的程度和缺血再灌注损伤。



抗病毒策略：

最早用于HIV研究，被Science评为2002年年度突破。

斯坦福医学院的研究小组，把dsRNA放进小老鼠的肝细

胞，dsRNA被小老鼠体內的核酸酶分解成许多siRNA。研

究发现siRNA具有高度专一性，会与小老鼠体內的丙型肝炎

病毒的mRNA相结合，使mRNA分解并失去转译蛋白质的功

能。斯坦福医学院运用此技术来治疗丙型肝炎的研究，已从

体外试管实验阶段推进至体內的动物实验。且在小老鼠身

上，看到丙型肝炎病毒被阻断的明显效果。



2004年，美国FDA批准经过修饰的第一个RNAi药物

Bevasiranib 进行临床新药试验，用于治疗与年龄相关的

黄斑退行性改变。

RNAi临床治疗的前景有赖于 疾病的发生发展与特定基因

的关系研究



利用siRNA治疗疾病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导入问题，使用高效载体传递siRNA；

给药方式，因为RNA容易被降解，如何提高siRNA在体内

的稳定性；

高选择性。如何靶向特定细胞而不影响其他细胞。



RNAi与诺贝尔奖
近几年来RNAi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被《Science》杂志评为2001年的十
大科学进展之一，并名列2002年十大科学进展之首。2006年10月2日 瑞典卡
罗林斯卡医学院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授予两名美国科学家

安德鲁·菲尔和 克雷格·梅洛，以表彰他们发现了RNA干扰现象。



活细胞工作站技术



主要内容
智能化显微镜的特点

活细胞实验条件的控制

活细胞工作站的优点

活细胞time-lapse注意事项

活细胞工作站的应用方向

活细胞工作站的应用实例



System overview
智能化全电动倒置显微镜

气候箱 Climate chamber

防震台 Antivibration table

遥控手轮 Smart Move

温度控制器 CO2控制器
软件系统



智能化全电动倒置显微镜

全自动数控载物台

全自动物镜转换器

全自动科勒照明

全自动光强管理

智能型色温控制

一键式操作

活
细
胞
工
作
站
的
构
成



智能（1）：全自动数控载物台
在进行活细胞实时摄影时需要对培养

皿中不同区域的细胞轮流进行定期的拍
摄，并且所有区域拍摄的照片最终要通
过计算机处理拼接成一张完整照片，或
将每一区域不同时间的照片做成电影。

这就要求视野的更换、回复原位等要

达到高速度、高精确度。手工移动载物
台已经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因此，载物
台的水平移动必须通过计算机的程序控
制来完成。



智能（2）：全自动物镜转换器
在长时间实时摄影中，载物

台的频繁移动、载物台及其承
载的细胞培养设备等的自身重
量和各种器件的热胀冷缩必然
会导致聚焦平面的漂移，从而
影响图像的清晰度。

而物镜转换器的定时自动聚
焦则能够保证长时间实时摄影
过程中焦平面的稳定和图像的
清晰。



智能（3）：全自动科勒照明

显微镜永远处于最佳状态!!

活
细
胞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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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照明光强随放大倍数的不同而自动调节

智能(4)：全自动光强管理

活
细
胞
工
作
站
的
构
成

55××
1010××
2020××
4040××
6363××

物镜必须适合长时间工作在37℃℃左右、湿度在左右、湿度在90%90%以以
上、上、 CO2CO2浓度在浓度在5%5%左右的细胞生长环境中。左右的细胞生长环境中。



不同放大倍数, 不同反差
技术情况下显微镜始终保
持色温一致, 照相, 摄像
的色彩具有最真实性!

智能（5）：智能型色温控制

活
细
胞
工
作
站
的
构
成

恒定的色温控制使得显微摄影
永远色彩逼真。



快速功能
控制键

智能(6) ：
一键式操作

活
细
胞
工
作
站
的
构
成

电控光路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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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荧光阻挡开关, 
(0.1S)以防样品淬灭

快速平稳的荧光滤块
转换(转换速度0,5S)

超快速荧光滤块转换超快速荧光滤块转换

活
细
胞
工
作
站
的
构
成



温度对细胞培养的意义
维持培养细胞旺盛生长，必须有恒定适宜的温度
（36.5℃±0.5℃）。

培养细胞对低温的耐受力较对高温强。温度上升不
超过39℃时，细胞代谢与温度成正比；

41-42℃1小时，细胞受到严重损伤，大部分细胞死亡，
个别细胞仍有恢复可能；当温度在43℃以上1小时，细胞全
部死亡。

而低温对细胞的影响要相对小，细胞处在4℃～ 36℃之
间，细胞的代谢速度会减慢，一般不会导致细胞死亡，再将
低温培养细胞转回36℃可以恢复细胞正常代谢活动。

活
细
胞
实
验
条
件
的
控
制



pH值的意义
气体是人体细胞培养生存必需条件之一，所需气体主要有氧
气和二氧化碳。氧气参与三羧酸循环，产生供给细胞生长增
殖的能量和合成细胞生长所需用的各种成分。开放培养时
一般把细胞置于95%空气加5%二氧化碳混合气体环境
中。

二氧化碳既是细胞代谢产物，也是细胞生长繁殖所
需成分，它在细胞培养中的主要作用在于维持培养
基的PH值。

大多数细胞的适宜PH为7.2-7.4，偏离这一范围对细
胞培养将产生有害的影响。细胞耐酸性比耐碱性大
一些，在偏酸环境中更利于细胞生长。每种细胞都
有其最适pH值。

细胞培养液PH浓度的调节最常用的为加NaHCO3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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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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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中的无机盐成分

培养基中的无机盐成分对调节细胞渗透
压、某些酶的活性以及溶液的酸碱度都
是必须的。

细胞必须生活在等渗环境中，大多数培
养细胞对渗透压有一定耐受性。渗透压
在260－320mOsm/kg的范围都适宜。

液体的蒸发对渗透压的影响会随时间的
延续逐渐明显起来。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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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细胞实验条件

温度的保持；

pH值的保持，即CO2的供
应；

培养基离子浓度的保持；

O2的要求。

连续观察时间

短时间连续观察

长时间连续观察

部件配置

加热部件：热台、空气加热
(气候箱)；

CO2气体控制器、气候箱；

加湿装置和抑制挥发装置；

灌流装置＋全套支持部件

活细胞实验条件的控制

最后注意整体连接问题



可加热的载物台和插件

加热循环空气

物镜加热器

气候箱

活
细
胞
实
验
条
件
的
控
制

实验温度控制



Heating Unit and Tempcontrol 37-2 digital

Heating Unit* Tempcontrol 37-2 digital*

The Tempcontrol 37-2 digital* must always be switched off a few 
minutes after switching off the heating unit*. 

Otherwise the heating may not cool down prop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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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sensor

活
细
胞
实
验
条
件
的
控
制

The temperature sensor*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heating unit*.



不同的CO2-Cover，对应不同的插件

CO2-Cover HM 
for Heating 
Insert M

CO2-Cover HP 
for Heating 
Insert P

CO2-Cover KH 
for Heatable 
Universal 
Mounting Frame 
KH-L

CO2-Cover MH for 
Heatable Universal 
Mounting Frame M-
H

通过 CO2-Controler控制CO2-cover内的气体流量

通过控制air/CO2 混合空气来调节培养基pH值

活
细
胞
实
验
条
件
的
控
制

pH值的控制

CO2-Controller



Humidifier活
细
胞
实
验
条
件
的
控
制

离子浓度的保持 -- 抑制水分蒸发

增加空气湿度

可达到的空气最大湿度60％



在显微镜内可能会形成冷凝水 !

CO2会在显微镜表面形成碳酸腐蚀

大容积气候箱不易密封，导致CO2消耗巨大

Incubator system

气候箱不控制加湿和CO2浓度,因为:

活
细
胞
实
验
条
件
的
控
制

暖风通过管道循环加热样品 没有冷凝水的困扰

通过CO2控制pH的稳定

通过加湿空气减少液体蒸发



系统连接示例

活
细
胞
实
验
条
件
的
控
制



气候箱 Climate chamber

High temperature stability necessary for live cell experiments

Easy access to specimen and microscope 

Space for two manipulators

Keeps the live cells in optimal conditions

Large range of live cell accessory 

活
细
胞
实
验
条
件
的
控
制



八通道灌流给药系统



显微操作器



活细胞工作站的优点

实时观测

自动聚焦

单细胞追踪

多位点成像

成像速度快

图像清晰度高

活
细
胞
工
作
站
的
优
点



活细胞time-lapse注意事项

一. 弱激发光改善荧光检测

二. 最大程度减少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图像
模糊

三. 使细胞处于最佳的生理状态

四. 避免震动效应

五.准备标本的要点



(一):弱激发光改善荧光检测

1. 弱光激发

汞灯：全波段

氙灯：300-700nm

2. 扩大荧光检测效率

A. 降低环境光的影响

B. 使用高数值孔径物镜

(5×,10×, 20×, 40×, 63×)

C. 选择匹配的滤色片：GFP，RFP，CFP，YFP

D. 使用高灵敏度CCD, 细胞的光损伤较小

活
细
胞tim

e-lapse

注
意
事
项

造成活细胞造成活细胞timetime--lapselapse实验不能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是过强实验不能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是过强
的激发光对细胞的损伤和对荧光的漂白，通过使用较弱的激发的激发光对细胞的损伤和对荧光的漂白，通过使用较弱的激发
光能够有效地增加采集荧光信息的时间。光能够有效地增加采集荧光信息的时间。



单色仪的优点

1）提供的激发光波长更精确，带宽更窄

2）不同波长的转换不需要更换任何光学元件，
更换速度很快，只需2-3ms

活
细
胞tim

e-lapse

注
意
事
项



荧光滤色块

GFP
RFP
CFP
YFP
CFP/YFP
B/G/R



EGFP



(二):最大程度减少因各种原因造成的
图像模糊

防止室温变化的效应:热变形主要来自室温变化、空调
以及开关门引起的气流等环境因素。另外，孵育箱的使
用也是非常有效的。

防止内置电子元件引起的热变形：待温度稳定后再开始
工作（约20-30分钟）。

自动聚焦功能

活
细
胞tim

e-lapse

注
意
事
项

温度变化能引起显微镜镜体的轻微变形，导致物镜

和标本之间的距离变化产生离焦图像。



自动聚焦功能

活
细
胞tim

e-lapse

注
意
事
项



(三):使细胞处于最佳的生理状态

高纯度CO2

CO2控制器：维持Ph

温度控制器

加热器

气候箱

电动快门的使用（数十毫秒）：减少光损
伤

活
细
胞tim

e-lapse

注
意
事
项



(四): 避免震动效应

防震台的使用
活
细
胞tim

e-lapse

注
意
事
项

避免标本受到外部震动的影响，显微镜应该安装在防震台上。



(五):准备标本的要点

尽量使用0.17mm厚玻璃底的培养皿（Nunc,LabTek,MatTek）

塑料培养皿在短波长激发时会发出自发荧光，降低了荧光检测
的信噪比。

0.17mm厚的玻璃底壁，高数值孔径物镜能发挥其最大效应。

对于不容易在玻璃上生长的细胞，使用覆盖了poly-lysine或
相似物质的玻璃底的培养皿。

尽量筛选比较亮的克隆。
活
细
胞tim

e-lapse

注
意
事
项



两种培养皿的比较

活
细
胞tim

e-lapse

注
意
事
项

塑料培养皿 玻璃底培养皿



活细胞工作站的应用方向
活细胞运动分化形态示踪观察

活细胞荧光标记蛋白的长时程示踪观察

荧光共定位

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RET

钙离子成像

荧光图像处理、测量

活
细
胞
工
作
站
的
应
用
方
向



Acquisition mode

Click the Acquire arrow symbol:



Tile Scan

Get an overview image 
of your specimen

Tile scan also for z-
stacks and multiple 
channels



Overview image of you specimen



t-menu



Autofocus



ROI



Mean Intensity





G1↑

G2/M↑



Time-Lapse Imaging of Fucci-
Expressing HeLa Cells. 



Time-Lapse Imaging of Fucci-
Expressing NMuMG Cells 





Suspended MCF10A Cell 
Internalizes into Its Neighbor 



观察细胞增殖



细胞周期的计算



观察药物起效时间（1h）



观察药物起效时间(after 1h)



刘雅静

yjl@ustc.edu.cn
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实验中心

生物楼340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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