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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 控
CellASIC®  ONIX2微流控活细胞实时分析系统将长
期动态细胞培养与活细胞延时成像技术完美的结合
在一起，通过微培养控制器精确调控细胞生长区域的
温度和气体成分，完全摆脱了外置培养箱的限制，实
现了显微镜下对细胞的长期持续观察。

活细胞体外功能研究在基础生物学，药物机制研究和疾控模型建立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细胞所处的微
环境会影响细胞健康状态与细胞表型，因此，在体外条件下突破传统静态和大空间活细胞培养方法的限制，建立密闭
空间更为精确的动态控制系统（温度、气体、液流），无疑将活细胞功能研究及整体细胞生物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
水平，CellASIC® ONIX2即是针对这一空白领域专门设计的一个动态细胞培养微环境控制平台，它极大的超越了传统
方法的局限，高度再现体内微环境，将细胞培养与功能分析完美结合，实现与众不同的实验思路。

新陈代谢是生物体维持正常
生长的基本功能，营养物
质、氧气通过血管运输至器
官和组织，并透过血管内皮
细胞层扩散到细胞，而细胞
代谢产生的废物则由血管运
出。CellASIC® ONIX2微流
控系统在体外模拟这一过
程，通过灌流管路运送培养
基中的营养成分和气体，并
通过管壁上的间隙扩散到细
胞生长区域，实时排出细胞
代谢废物，完成物质交换过
程。

微流控芯片灌流系统，再现体内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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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血清，37度，5%CO2，这就是生物学的全部吗？依赖于
培养箱的静态细胞培养与体内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传统的细胞培养
和分析究竟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CO2培养箱混合培养，无法单独调节个人实验所需液流、气体、温度甚至湿度。
无法进行功能分析。
无法对细胞状态长期实时监控。
2D静态培养与在体环境相距甚远。

在此基础上得到的数据是否客观准确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生物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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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仪：
持续灌流；精确调控液
流种类、速度、时间等
条件；软件设定温度，
并自动调节；同时输入
过滤气体。

由于我需要定量线粒体形态学变化，因此具备一个
持续稳定的培养条件从而使细胞保持良好的生长
状态，对我至关重要，而CellASIC® ONIX2系统则出
色地实现了这一要求。

Marshall Lab, UC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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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培养板：
适用所有倒置显微镜
可快速进行气体交换。

多重控制面板：
密闭系统，实现气体调
控；加热器对预混气体
加热。

操控软件：
灵活编辑特定的实验顺
序；一键启动，全程自
动化。



芯片培养板上的微流控设计
检测活细胞对预设的液流体系、温度以及气体环境变化
的反应。CellASIC® ONIX2微流控芯片具备高精度活细
胞成像与多功能分析的系统特征。

系统特征
可同时进行四个独立的加药实验。
适用于所有倒置显微镜。
底板为超薄玻璃质地，保证图像清晰度。
对液流、气体以及温度实现动态精确控制。
层流设计可以快速进行液体交换并实现标
准化梯度设定。
液流管路间隙保证系统与细胞间的持续物
质交换并避免了流体压力的产生。 

密闭微环境可灵活设定实验条件
不同细胞类型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不同，CellASIC® ONIX2微流控培养板针对哺乳动物、细菌、酵母
和藻类等进行独特设计，优化细胞生长环境，在活细胞动态监测，特别是长期持续观察实验中，确保
为细胞生长提供稳定的良好微环境，满足您不同的实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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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力驱动的持续液流上样入口

 2-5  压力驱动的独立液流上样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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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废液排出口

Perfusion
Barrier

Diffusive mass 
exchange 

between barriers

Microfluidic 
Flow Channels

Chamber Markers

Cell Culture 
Chamber

人性化设计，操作简单直观

“手自一体式”操作考虑您全方面的实验需求，即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控制，也兼容手动调节。
完成实验程序设定以及实验过程操控，利用显微镜操作自动成像。

利用“load-and-go”微流控培养板，只需几分钟就可以轻松获取数据。
软件实现全程自动化操作，实验步骤简单易行。

微流控培养板预处理：从6号上样孔
中吸去PBS并加入10μl细胞悬浮液，
细胞将通过微毛细管自动进入培养室
中。

根据实验设计分别在2-5号上样孔中
加入实验所需的试剂或培养基。

将微流控培养板与控件板对齐封好，
打 开 真 空 泵 及 灌 流 控 制 系 统 ， 当
“sealed”灯变绿时表示体系就绪。

将封好的培养板放置在倒置显微镜载
物台上，并将成像区域对准物镜镜头。

“即使不具备任何微流控的
实践经验，我们也可以轻松
快速地设计完成实验，利用
CellASIC®  ONIX2微流控
这一平台工具，我可以专注
于生物学一些根本问题的
研究，并能够寻找到答案。”

Maheshri Lab,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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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细胞培养

持续观察在细胞外基质内培养的3D肿瘤细胞
团块形态学变化。利用CellASIC® ONIX2系统
对悬浮于Mat r i ge l ® 底物中的乳腺癌细胞
MCF-10A进行连续多日的细胞培养，并对
actin蛋白（红色）和细胞核（蓝色）进行染
色。如图所示为40倍镜下获取的荧光图像。

快速追踪自噬小体的变化。正常培养
条件下LC-3自噬蛋白弥散性分布在细
胞中，当改变培养条件（血清饥饿或
低氧诱导）时，自噬蛋白聚集形成自
噬 小 体 ， 与 普 通 的 培 养 板 相 比 ，
CellASIC® ONIX2培养体系中细胞对
外界环境的响应更为灵敏。

神经干细胞成像
大 鼠 神 经 干 细 胞 培 养 8 天 后 ， 在
M04S微流控培养板中对Nestin蛋
白（绿色）和Sox2蛋白（红色）进
行染色，图中所示为40倍镜下获取
的图像。

Keade蛋白为活细胞内表达的重要光学指示
蛋白，受405紫外激发后会由绿色变为红
色，可以应用于亚细胞器乃至整个细胞的示
踪，然而紫外光照射会使细胞内生成自由
基，CellASIC® ONIX2可以通过降低氧气
含量有效缓解细胞的光毒性。

荧光蛋白示踪

细胞自噬

洞 悉 精准成就发现
CellASIC®  ONIX2平台帮您实现真正的动态细胞
生物学研究。已有的大量实验数据显示，利用这一
平台可以精确调控动态实验进程，实验结果准确可
靠，令您在不同的生物学领域中获得前所未有的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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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与病原体间的相互作用

细菌单细胞反应

酵母单细胞反应

藻类应激反应

结肠癌细胞HT-29 经由工程菌株E . co l i
（红）感染后，在M04S微流控板中进行
100倍镜下持续观测细胞状态。

在单一聚焦平面上，连续多日对细菌活
细胞进行监测并测量其多代反应。在
E.Coli体内诱导产生基因调控回路后对
细胞保持长期观测。100倍镜下获取清
晰图像。

S.Cerevisae-α因子的捕获与释放。
细胞表达GFP-tubul in（绿色）和
SPC42-mCherry（红色）蛋白。60
倍镜下获取清晰图像。

专门为研究藻类而设计的藻类芯片
培养板。藻类的胞体会固定在培养
板上，而其鞭毛或者纤毛则可以自
由摆动，因而可以观察其对外界环
境变化的相应。

其他应用领域
长期药物反应监测      
看得见的细胞周期
细胞骨架与极性改变
免疫细胞相互作用
脉管生物学
干细胞分化
模拟肿瘤组织低氧环境
细胞浸润与迁移
活细胞RNA、miRNA灵光
生物膜（Bio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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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ASIC® ONIX2的哺乳动物细胞梯度芯片板，通过上下两个通道间的不同药物或相同药物的
不同浓度，在中央区域内形成梯度差，专用于细胞迁移实验。

CellASIC® ONIX2进行细胞迁移/侵袭实验的优势

细胞水平建立低氧/高氧诱导模型
CellASIC® ONIX2可以精确调控气体成分，调节精度可达0.1%，相比外置培养箱和大体积工作
站，密闭环境气体成分切换速度快，为肿瘤，心血管疾病，干细胞研究及自噬研究提供良好平台。

20% O2 3% O2

神经干细胞在不同氧
条件下的反应

创 见 创新点亮梦想
CellASIC® ONIX2微流控活细胞实时分析系统源自科学家设
计，创你未想、构你所见，具备微小体系给药系统与高质量细胞
成像窗口，满足悬浮细胞、贴壁细胞、原代细胞、组织压片等实
验室常规需求。同时以应用为导向，结合高精度微流体技术，针
对性设计微流控芯片培养板，服务精细化研究细胞趋化迁移、
单细胞分区培养、胞体固定等特殊要求，预见未来细胞水平研
究对于活细胞、单细胞和微环境精密调控的刚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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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种梯度芯片培养细胞，并施加不同浓
度的趋化因子，可以观察到细胞向有趋化因
子，或者趋化因子浓度高的方向运用。

根据拍摄到的视频或图片，采用图像分析软件
描绘出细胞运动的估计，并计算出不同时间
点，细胞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

梯度差可以稳定持续超过15h

不同梯度之间可以相互交换

最多可提供9种组合



专门为研究藻类而设计的藻类芯片培养
板。藻类的胞体会固定在培养板上，而
其鞭毛或者纤毛则可以自由摆动。因而
可以观察其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响应。

细菌芯片培养板示意图，对大小不同
的混合菌群培养观察时，不同高度的
生长区域，可以对大小不同的细菌进
行区分。

 

On-Chip自动免疫染色

细菌芯片培养板

藻类芯片培养板

CellASIC® ONIX2 传统方法

2h30min

降低背景

消耗试剂少

全程自动化

不损失样本

1～2天

非特异性结合高

试剂成本高

人工操作

易丢失样本，
染色不均匀

MCF10A cells; 40x MCF 10A cells; 100x 

将染色所需试剂（如转染试剂，洗液，固定液，抗体）
置于培养板内。
利用软件操作标准实验步骤，快速完成实验过程。
在细胞培养孔中放入胰酶，可自动消化并收集细胞用于
继代培养、提取RNA或蛋白等后续实验。
可实时收集细胞上清液检测分泌性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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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B04A 细菌类微流控培养板 (4 通道)
C04A 藻类微流控培养板 (4 通道) 
M04G 哺乳动物细胞类微流控梯度培养板 (4 通道) 

M04S 哺乳动物细胞类标准微流控培养板(4 通道)
Y04C 单倍体酵母类微流控培养板 (4 通道)
Y04D 二倍体酵母类微流控培养板 (4 通道) 

B04A-03
C04A-01
M04G-02

M04S-03
Y04C-02
Y04D-02

订购信息

细胞类型
贴壁细胞

悬浮细胞

细胞外基质

HeLa, CHO Cell, NIH-3T3, MCF-7, MCF-10A, PC-3, HUVEC, 
PC-12, HL-60, HT-29, Neuron Cells (Hippocampal/Cortical), 
Cardiomyocytes
Macrophages, Lymphocytes, T Cell, Bacteria(E. coli, B. subtillus,  
Cyanobacteria, M. smegmatis), Yeast(S. cerevisiae, S. pombe),  
Chlamydomonas
Fibronectin, Collagen, Matrigel® substrate, Poly-D-lysine, 
Laminin, Hydrogels

适配显微镜

成像窗口材料
微流控培养板尺寸
细胞培养室数量
细胞培养时间
样本体积

压力上样孔数量
气体输出压力范围
混合输入气体
控温范围
升温时间（25°C至37°C）
降温时间（37°C至25°C）
气体消耗量

仪器尺寸
培养板类型

倒置显微镜,如Confocal、TIRF、相差、高内涵、
超高分辨PALM、多光子显微镜等，需配置96孔板stage holder
170μm玻璃片
参照96孔标准板型
4个
常规持续培养1-3天，超长可达两周时间
5-10μl细胞悬浮液（动物细胞）
50μl细胞悬浮液（细菌或酵母）
8个
-7.25-10.2psi(-50-70kpa)
清洁干燥预混气体
室温-40°C
<30分钟
<30分钟
低速 5ml/min±2ml/min     
高速 50ml/min±20ml/min 
330mm x 306mm x 108mm
针对动物细胞，细菌，酵母和藻类分为4大类型

产品描述 货号
CellAISC®ONIX2微流控灌流系统和控制板
CellAISC® ONIX2微流控灌流系统 CAX2-S0000

CellAISC® ONIX2控温控制板（含控温） CAX2-MXT20

CellAISC® ONIX2标准控制板（不含控温） CAX2-MBC20

微流控芯片培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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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ASIC® ONIX2
部分高分文章

Metabolic co-dependence gives rise to collective oscillations within biofilms.  

A noisy linear map underlies oscillations in cell size and gene expression 
in bacteria.

Glucose-Regulated Phosphorylation of the PUF Protein Puf3 Regulates the 
Translational Fate of Its Bound mRNAs and Association with RNA Granules.  

3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Primary Human Hepatocytes.  

Noncanonical SMC protein in Mycobacterium smegmatis restricts maintenance 
of Mycobacterium fortuitum plasmids. 

Synthetic control of mammalian-cell motility by engineering chemotaxis to an 
orthogonal bioinert chemical signal. 

Recapitulation of the forward nuclear auxin response pathway in yeast.  

Mps1 and lpl1/Aurora B Act Sequentially to Correctly Orient Chromosomes on 
the Meiotic Spindle of Budding Yeast. 

Loss of Cytochrome c Oxidase Promotes RAS-Dependent ROS Production from 
the ER Resident NADPH Oxidase, Yno1p, in Yeast.  

Dynamic FtsA and FtsZ localization and outer membrane alterations during 
polar growth and cell division in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Bacterial virulence proteins as tools to rewire kinase pathways in yeast and 
immune cells.

Proteasomal degradation resolves competition between cell polarization and 
cellular wound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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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C™ Erenna® 
单分子免疫检测平台

Amnis® 
量化成像分析流式细胞仪

Muse™ 智能触控细胞分析仪

Guava® easyCyte系列
微毛细管细胞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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