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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研究成像系统

细胞培养观察系统BioStation CT

细胞培养观测系统 细胞示踪 



新

荧光 (可选)
以寿命长、低成本的LED照明装置为光源，最多可使用5个荧光滤块。多通道同步采集

器最多可同时开通3个通道。荧光下可明显观测到荧光蛋白（如CFP、YFP、Kusabira 
Orange、DsRed、Texas Red和Cy5）的表达。

贮藏架抽屉 (可选)
滑动贮藏架的使用方便一次安放多个培养容器。

荧光组件

显微观测

高灵敏度制冷DDC成像系统能拍摄相衬图像及荧光图像。这些图片

可放大2x, 4x, 10x 20x和40x倍。使用Z stack功能沿Z轴拍摄到40张
相衬图像。

降低光毒性
通过同步激发光源和摄像机曝光缩短激发周期。此举可防止样品光褪色，并
最大限度地减少细胞的光毒性损害。

宏观观测

整个容器的BioStation CT明视场图像为使用者提供了CT之外的信

息，如容器表面书写的信息，基质颜色及霉菌是否生长。此外，也

可选择碱性磷酸酶染色细胞计数法。

新

各种功能

全程高清扫描成像及高度放大图像的拼接 
对拍摄的相邻图像拼接重组而得高分辨率全程清晰扫描图像。由于感应性低，无论以何种容器培养均不

宜检测到iPS群落，但使用此项技术后可清晰检测到该群落。高分辨率能实现培养容器具体位置的高度

放大。BioStation CT为细胞提供定位功能，可重复观察相同位点情况。即使为更换基质而将培养容器从

BioStation CT中移除，该设备仍会执行设定好的time-lapse观察程序。

小鼠iPS细胞重编程

GFP：Nanog-GFP
DsRed：逆转录病毒
容器：100 mm培养皿
放大：2x
培养期：3周
成像间隔：4小时
由埼玉医科大学的 Hidemasa Kato博士提供

培养5天 培养13天 培养18天

孵化器内直接进行干细胞筛选
传统的细胞监控程序要求从培养箱中取出培养容器进行显微观察。此过程中细胞受环境压力变化影响且发生振
荡，因而 研究人员不得不再次调整培养容器，以期在同一位点进行观察。Nikon公司的BioStation CT设备为孵化
物提供稳定的外界环境，免除成像过程中的困扰，允许对同一活细胞株（含干细胞）进行示踪成像。

先进的基本功能

传输组件按设定的时程小心的将培养容器由贮藏架转移至载物台。
局域网

接受错误信息提示

图像审核，成像条件调整

 
载物台
(自动化，可实现全容器观察)

培养容器贮藏架（30层）

自动传输组件

前玻璃面板

制冷CCD成像系统

 荧光组件 (可选)

环境控制面板

活性气雾喷雾
加湿器

物镜
孵化组件孵化组件

显微组件

控制组件

自动拍摄图像
自动聚焦及多倍放大功能令聚焦成像、Z-stack相衬图像比较观察、

多个样品成像及多位点成像成为现实。BioStation CT支持用户设定

的成像条件存储，且提高观察的可重复性。

远程接入
可通过网络确定成像设置，确立试验的时程，并审查细胞成像。捕

捉到的数据可自动下载至用户单机。从而允许使用者在实验室外远

程监控细胞状态。当培养环境（温度、湿度、CO2浓度）有误差时

BioStation CT 将通过电子邮件提醒用户。

培养容器自动传输
BioStation CT引入传输组件，可将培养容器平稳的传输至温暖潮湿

的孵化区。观察组件中的高精度机动载物台允许培养状态的孔板整

个区域自动成像 。

贮藏架

载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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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孔板使用 供nunc4孔板用 供100 mm培养皿用

供60 mm培养皿用 供nunc 60 mm培养皿用 供35 mm培养皿用

供Falcon 35 mm培养皿用 供5 cm2培养瓶用 供25 cm2培养瓶用

96-孔板
1个贮藏架最多可存放30片板
1个孔位最多可设25个观察位点

48-孔板
1个贮藏架最多可存放30片板
1个孔位最多可设25个观察位点

24-孔板
1个贮藏架最多可存放30片板
1个孔位最多可设25个观察位点

12-孔板
1个贮藏架最多可存放30片板
1个孔位最多可设25个观察位点

6-孔板
1个贮藏架最多可存放30片板
1个孔位最多可设25个观察位点

4-孔板
1个贮藏架最多可存放30片板
1个孔位最多可设25个观察位点

100 mm 培养皿
1个贮藏架最多可存放30个培
养皿
1个培养皿最多可设25个观察
位点

60 mm 培养皿
1个贮藏架最多可存放60个培
养皿
1个培养皿最多可设25个观察
位点

35 mm 培养皿
1个贮藏架最多可存放150个
培养皿
1个培养皿最多可设25个观察
位点

75 cm2 培养瓶
1个贮藏架最多可存放30个培
养瓶
1个培养瓶最多可设25个观察
位点

25 cm2 培养瓶
1个贮藏架最多可存放30个培
养瓶
1个培养瓶最多可设25个观察
位点

维持稳定的培养环境

精密的温度控制
孵化箱内温度由包埋于孵化箱六面控制面板
内的加热器控制。因而温度保持的准确程度
极高。

缺氧培养能力
在可选择性氧气调节器和氮气生成器的作用
可进行缺氧培养。

环境数据记录
持续监控并记录培养环境情况。随时可获取环
境数据。

用气流活性气雾喷雾加湿器维持湿度
孵化箱内自动喷出蒸馏水，以维持最佳湿度。无需打开孵
化箱门即可为水箱供水。与水浴型加湿器相比，本气流性
加湿器能降低污染的风险。

顺利传输培养容器
传输过程中液体表面振摇不超过2 mm。减少细胞漂移
的发生及所受压力。

降低污染风险
可使用过氧化氢气体对孵化箱内部进行
灭菌处理（可选，必须有200 V工作电
源。）

CO2 incubator environmental graph screen

操作简易

将培养容器放入贮藏架
使用滑动贮藏架能一次放入多个培养容器，放入
效率高。

简易的触摸屏操作
可设定time-lapse控制成像配置，如放大率、成像
时间点、荧光通道及载物台移动速度。

Time-lapse成像计划
可设定time-lapse间期及总时程。time-lapse间期至少
为1分钟。 培养史数据处理

通过连续显示的拍摄图像可轻易观测到样品的时程变
化。

高精度可重复性
使用精密的托盘架后可准确追踪同一细胞, 即使在更换基
质后依然如此。详见BioStation CT记录的培养史，如更
换基质及各培养容器的X-Y轴位置。

可靠的数据管理和文档支持
复制获取的数据并使用不间断电源对数据进行保护。观
察信息，如温度、湿度和成像日期可手写记录，并体现
于拍摄的图像中，以简化演示文件的准备工作。

放入培养容器 设定成像参数 计划 审核拍摄的图像 更换基质 数据报告

成像时间点 放大

荧光通道

成像日期和时间 样品名称

微观成像简图

培养容器内成像点

宏观成像简图

与各种培养容器兼容性良好 各种类型培养容器使用的托盘支架

各种培养容器类型使用不同的GUI

容器类型图标

12孔板的GUI 可在触摸屏上选择拟观察的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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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第2天 培养第3天 培养第4天

培养第5天 培养第6天 培养第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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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细胞研究和干细胞技术研究应用的强有力支持

高分辨率图像

定向重编程

细胞凋亡

iPS/非iPS细胞群自动识别与计数

iPS/ES细胞研究使用

图像分析软件CL-Quant（可选）

图像分析软件CL-Quant（可选）

痕量分析
从拍摄的图像中提取非蜂窝区，并量化时程。以此比较分析细胞的转移能力。
用痕量分析法量化抗癌药物舒尼替尼(Sutent®)加入肾透明细胞癌的细胞株(KMRC-1)后对细胞转移能力的抑制作用。
用图像分析软件CL-Quant量化BioStation CT 3小时间隔time-lapse观察拍摄图像的蜂窝区域。

由金泽医科大学肾脏科的Naohisa Tomosugi教授和Shintaro Maru教授提供。

碱性磷酸酶 (AP)阳性群落计数

AP染色后BioStation CT能计数宏观拍摄成像的碱性磷酸酶阳性细胞群，从而令未分
化干细胞状态数值化成为可能。

在12个100 mm培养皿中比较AP阳性细胞群面积 
由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与应用中心(CiRA)重编程科学部的 
Kazutoshi Takahashi博士和Koji Tanabe先生提供

细胞计数

相衬图像令细胞计数成为可能。

肿瘤及其他研究

CL-Quant在相衬图像中自动检测所有细胞群，并自动鉴别重编程不足细胞群中的iPS细胞群。
测定iPS和非iPS细胞群面积，且可计数iPS细胞群。

小鼠iPS细胞重编程过程

依据Nanog-GFP的表达/未表达自动鉴别iPS细胞群（蓝色）和非iPS细胞群（粉色）。
Nanog-GFP为未分化细胞标记物。细胞群信息取自相衬图像。

GFP：Nanog-GFP
DsRed：逆转录病毒

容器：100 mm培养皿

放大：2x
培养期：3周
成像间隔：4小时
由埼玉医科大学的Hidemasa Kato博士提供

可通过放大所需区域的高分辨率全容器图像追踪由单细胞衍生的克隆群体。

人类肝脏干细胞的分裂过程

容器：6孔板

放大：2x
培养期：1周
由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 
Yun-Wen Zheng教授提供

通过基因转移向小鼠皮肤成纤维细胞插入两个重编程因子(c-Myc, Klf4) 及1个软骨细胞的转录因子(Sox9)，随时间推移进行观察。直接从皮肤
细胞中成功观察到软骨细胞样细胞，软骨细胞特异性标记物XI型胶原蛋白得以表达。 
本研究结果发表于临床研究杂志2011年121卷第2期：640～657页。

每2天在放大2x的情况下观察6孔板整个区域。
• GFP图像，表达XI型胶原蛋白基因，与相衬图像融合（右侧）
• 6孔板的整体高清荧光图像（下面）

由大阪大学医学研究所骨与软骨生物学部Noriyuki Tsumaki副教授提供。

培养第0天 培养第14天 培养第18天

观察人ES细胞株H9与Matrigel®的MEF-CM共同培养中细胞凋亡的过程。Annexin V（红色荧光）为检测探针，检查添加
BMP4引起的细胞膜变化。
由麦克马斯特大学的Jamie McNicol先生提供。

MEF-CM MEF-CM +BMP4 +BMP4

0 h 30 h 0 h 3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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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培养组件三维图

氮气发生器 氧气调节器

(单位：mm)

操作说明书

操作 LCD触摸屏
通过网路与PC链接后可操控（配置IE®浏览器）

孵化器容积 460 L
温度控制 通过加热面板直接控制

范围：室温+5 °C～42 °C（最大值），
0.1 °C 增量

湿度控制 通过气雾喷雾加湿器控制
范围：70%～95%,，1%增量

CO2 浓度控制 CO2 供给：由外部CO2 气瓶提供
浓度范围：0%～20%，0.1%增量

O2 浓度控制
（可选）

由氮气发生器提供
范围：0%～20%，0.1%增量

兼容的培养容器 培养皿：ø35 mm, ø60 mm, ø100 mm
孔板：4孔，6孔，12孔，24孔，48孔，96孔
培养瓶：25 cm2, 75 cm2（无法放入可选择的贮藏架
抽屉）

标本贮藏架 3行×10层 （可高压灭菌消毒）

宏观观察 用精密仪器对整个培养容器拍摄图像（鸟瞰）
摄像头：彩色CCD摄像机（1280 x 960像素）
明视场: 背光照明

显微观察 放大：2x, 4x, 10x, 20x, 40x
放大中间倍数：0.5x, 1x, 2x, 4x
目镜：4x (Plan Apo DLL), 10x (Plan Fluor ADL)
摄像头：2/3英寸制冷CCD成像系统（1M像素）
相衬：高强度红色LED灯照明，自动
phase ring转换
Epi荧光（可选）: LED 438 nm, 472 nm，白光照明
（最多贴装5个荧光滤块）

视野范围 X-Y: 120 x 90 mm
Z: 4 mm

Z轴聚焦 Z轴扫描后由图像对比检测自动探得Z聚焦点

观察 LCD触摸屏或经联网的PC观察

电源 电压：115, 230 VAC ± 10%
耗电量：1300 VA（最高值）

重量 约470 kg
操作环境要求 温度：15 °C ～28 °C

湿度： 最高60%相对湿度（非凝结状态）

本手册使用再生纸制作，其中含40%的回收材料。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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