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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Elmer 作为高通量筛选整体解决方案（包括自动化液体处理、检
测方法和试剂、成像和检测系统、信息学）的首要供应商，一直致力于
为全球药企、生物技术公司、科研院所和政府实验室的药物研发提供
更简化的工作流程。

无论是单机还是整合型运行，我们的筛选解决方案都能提供一致性和
精确性更高的生理学结果和简单易得的数据解析，从而促进药物研发
的进程。

优势

PerkinElmer 系列产品可通过快速鉴别表征安全有效的候选药物来提
高实验室效率，并提供更真实且可执行的实验结果。成为我们的合作
伙伴，您将在药物开发的关键筛选阶段，取得更智能有效的、以实验数
据为驱动的突破进展。

简化每个步骤的筛选解决方案
高通量筛选

表型筛选

数据分析

• 检测方法和试剂

• 多模式检测

• 放射免疫测定

• 放射性测量检测

• 微孔板 

• 自动化和液体处理

• 无标记检测

• 高内涵筛选

• 3D 细胞培养板 

• 自动化和液体处理

• 用于筛选分析的

   PerkinElmer SignalsTM 

• ColumbusTM 

• High Content ProfilerTM



PerkinElmer 是为数不多的在液体处理平台和微孔板检测仪上都有开发检测方法并优化试剂的企业之一， 我们为您提供了独特的
产品系列、个性化服务和已被验证的卓越性能。

从值得信赖的检测方法到性能卓越的工作流程，我们基于靶点的高通量筛选解决方案可提高您的实验室效率和结果可靠性。

“众里寻他千百度后”的突破

高通量筛选

试剂技术
我们通过一系列值得信赖的平台提供多种兼具快速、易用和高灵敏的应用，使您尽享卓越性能和灵活性。

Alpha 技术

一种更快速、更易用的 ELISA 替代技术，此款基于微珠的独特平台具有以下优势：
• 易用 — 均相、无需清洗的检测方法，无需分离步骤
•  快速 — 对于大多数应用可在三小时内获得结果
•  高灵敏度 — 可检测低至飞克级的靶标样品
• 灵活性 — 提供多形式检测方法以满足特定靶标和多标记需求：
   AlphaScreen® SureFire®、AlphaLISA®、AlphaPLEX、AlphaLISA SureFire Ultra   
   和 Alpha SureFire Ultra Multiplex 检测试剂盒。

LANCE®/LANCE Ultra TR-FRET 技术

这种简单、均相、高度灵敏和稳定的平台可使用多种微孔板检测仪，在最短时
间内获得结果，且具有以下优势：
• 提供时间分辨荧光测量，获得更高的信号分辨率
•  高灵敏度和长时间信号稳定性
• 易用 — 均相、无需清洗的检测方法，无需分离步骤
• 与市场上所有其它 TR-FRET 检测方法相比，此技术获得结果所需的时间最短

微孔板
种类众多的微孔板选
择可以帮助您优化检
测性能，并有效缩放检
测体积以节省时间和成
本。微孔板适用于各种应用
和通量，所有微孔板均经过验证，以确保使用 

Alpha、TR-FRET、荧光、化学发光、光吸收、3D 细胞培养
和放射测量检测等技术均可获得优异结果。

自动化和液体处理整合解决方案

PerkinElmer 液体处理平台采用全自动、无人值守
操作，提供全天候生产力和更可靠的、重复性更
好的实验结果。每种解决方案都简单易用，并可以
根据用户特定需求和应用定制各种平台容量、附
件和移液技术等。

生物素化抗体

链霉亲和素
供体微珠

激发波长 
320 或 340 nm

荧光发射波长 
615 nm

TR-FRET 发射波长 
665nmFRET

分析物

铕标记抗体 ULight™ 标记抗体

结合抗体的 AlphaLISA 
受体微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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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ight 和 EnVision 多模式微孔板检测仪

检测平台
PerkinElmer 微孔板检测仪设计用于满足用户实验室的多
样化需求，配置多种模式以实现完整的应用灵活性和领
先技术，从而获得无与伦比的性能。

EnVision®

EnVision是业内的高端多标记微孔板检测仪的金标准，在所
有检测技术中都具有最高速度、超高通量和最高灵敏度。

EnSightTM

EnSight 是首款集整孔显微成像、无标记和多标记检测技
术为一体的台式系统，能够让您比较并结合多种技术的
正交检测结果，以驱动新的科研发现。同时，所有技术均
集中于一个灵活的可升级系统，以满足用户当前和未来
的需求。

MicroBeta®2 计数仪

MicroBeta2平台设计用于放射
测量和辉光型化学发光检测，
它结合了液体闪烁计数仪的可
靠性和微孔板检测仪的易用
性，能够节省大量时间和耗材，
并减少浪费。

MicroBeta²

放射测量和检测
从整合放射性高灵敏度与便利性的均相、无清洗平台，
到一系列用于各种主要放射测量和发光应用的高性能检
测器，PerkinElmer在痕量检测行业一直处于领导者的地
位。

免疫亲近检测 (SPA)

SPA是一种均相、多功能技术，用于实现多种生物过程和
分子相互作用的快速、经济高效的高灵敏检测。

自动化和液体处理整合解决方案

cell::explorer
使用整体全自动系统节省时间并降低成本，使检测更快速高效，并使用更
少量的样品。可升级至更多功能和更高通量，该平台支持24、96、384及
1536孔的微孔板，使用卓越的控制软件plate::worksTM，可进行全过程控
制并轻松进行检测设置。无缝整合用于全自动高内涵筛选的 PerkinElmer 
Opera Phenix 和 Operetta CLS 平台，以及 EnSight 和 EnVision 微孔板检测
系统。



从图像采集到"Hit"选择，PerkinElmer为您的表型筛选工作流程的每一步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从一开始，我们就为您提供更精细的细胞表型信息和稳定优质的数据，以帮
助您在药物研发过程中，准确决策哪些化合物适合进入下一步研发。

发现细胞奥秘
实现科学突破

表型筛选

检测平台
行业领先的检测平台提供整孔显微成像、无标记和多标记检测技术，用于比较并结合基于靶点和表型的检测手段，仅使用
EnSight 一套系统即可完成以上所有检测。

高内涵筛选
我们的 HCS 系统旨在快速轻松地生成高质量图像和信息丰富的多参数数据，提供高灵敏度成像和直观的 Harmony® 图像分析
软件，以简化大多数检测和筛选。

EnSight

多模式微孔板检测仪对每个细胞进行成像，并结合无标记和多标记多种检测，在同一平台上生成单变量数据，以更简单的工作流
程，更轻松的获得多参数数据的正交比对。

Opera PhenixTM

HCS系统使用超灵敏共聚焦成像和同步多通道采集，以更
快的速度和更高的灵敏度进行表型筛选，并且不会产生串
色干扰问题。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高通量和高内涵，也使
得 Opera Phenix 成为表型区分、原代细胞及微组织等复
杂疾病模型的理想筛选系统。

Operetta® CLS

该系统揭示细微表型改变，并从日常检测和创新应用中发现深
入的生物学信息。多项独特技术的整合设计，为您提供揭示细
微亚细胞细节所需一切要素，包括高速度、高灵敏度和高分辨
率。该系统使用 Opera Phenix 系统同款 HarmonyTM 软件，可轻
松将 Operetta CLS 实验提高至更高通量。

Operetta CLS 和 
Opera Phenix 系统

微孔板
高内涵筛选

我们的 CellCarrierTM Ultra 微孔板采用最优质的材料制造
而成，以确保卓越的图像质量，是使用高分辨率荧光及明
场高通量细胞显微成像的不二之选。

3D 细胞培养

3D 细胞培养使用多种微孔板技术帮助您生成更接近体
内真实情况的体外数据，更好地预测体内可能发生的生
理学现象，从而加速您的研究进程。

自动化和液体处理整合解决方案

JANUS G3
增强型软件和硬件功能可实现从细胞高内涵分析到高
通量筛选工作流程中所有检测的无缝自动化。专有的 
Modular Dispense TechnologyTM (MDT) 创建了一种自动液
体处理解决方案，在通量、板容量和动态体积范围（0.5 µl 
至 5000 µl）等方面提供前所未有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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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和表型筛选会生成海量数据，因此您需要能够快速汇总并清晰解析结果的软件解决方案，以使得您的决策准确无
误。PerkinElmer 在所有领域提供可扩展型数据管理平台，使其可以轻松访问和管理所有相关数据，以提高药物研发的速度和效
率。

数据分析

用于筛选的 PerkinElmer SignalsTM

从数据采集到"Hit"分层和图谱解析，用于筛选的PerkinElmer 
Signals 帮助您更有效地缜合基于靶点的高通量筛选与表型高
内涵筛选方式。这是唯一一款能够在单个应用中完全实现无缝
表型筛选工作流程的产品，也是同类产品中唯一的云计算平台，
该软件提供了市场上最直观、最快速、最经济有效的解决方
案。

ColumbusTM

Columbus 是历史最悠久，市场上首屈一指的图像分析和存储平
台，可轻松存储、共享和分析表型筛选中的大量数据，并对细胞
表型进行功能强大的图像分析。它是独立的自动化平台，可执行
整个筛选分析，且可增加数据完整性、可追溯性，提高效率并降
低成本，同时快速得出直观且信息丰富的"Hits"和基因图谱。

High Content ProfilerTM

通过强大的可视化功能，以及业内最先进的统计和机器自学习
功能的进行工作流程指导，High Content Profiler 可帮助您快速
轻松地将表型分析转换为有意义的生物学结论。此款软件为真
正表型分析提供可轻松访问、先进、多变量的统计工具，且界面
友好易用，可充分利用高内涵筛选中的海量多参数数据，轻松解
析复杂而细微的表型响应，并进行精确的药物响应分析。

大数据
如 何 成 为
突破型数据

用于筛选的 PerkinElmer Signals 有助于在以针对筛选的数据库中进行数
据查询和检索。整个筛选和项目历史的总览功能使得用户能够执行
跨筛选/项目分析，对比不同疾病和细胞系的结果，并可对感兴趣的
候选药物 (化合物) 进行表征。

High Content Profiler 软件的强大可视化功能有助于将数值转化为更
有意义的观点。此图对阳性对照 (浅绿色) 和样品 (蓝色) 引起的细
胞表型变化进行了主成分 (PCA) 图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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