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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评估细胞对药物、环境污染物、

营养物质和 / 或纳米粒子的摄入

行为时，检测单细胞中的金属元

素可以为了解细胞机理提供一种全新有效的方法。传统的做法是溶解大量的细胞，

假定细胞群中的每一个细胞包含等量的金属，从而量化细胞中的金属含量，或者

利用光学或电子显微镜为细胞中的金属成分定性。这些方法不仅耗费时间，而且

只能表征细胞群中的一小部分细胞。

珀金埃尔默公司的技术人员将实际检测数据和数学模拟相结合，开发出了一套专

利的单细胞进样系统和专用软件——Syngistix ™细胞应用软件模块。单细胞进样

系统可以在不影响和破坏细胞膜的情况下将细胞成功地传送至 ICP-MS等离子体。

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模块是这篇产品说明的重点。正是由于珀金埃尔默公司

的 NexION® ICP-MS 系列仪器具备无与伦比的数据采集速度（100,000 pts/ 秒），

该模块能够提供一套独特的解决方案，从细胞层面检测和量化金属含量。

NexION ICP-MS 系 统 专 用
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模块

产 品 说 明

主要特征：

• 专利进样系统确保将细胞有效地传输

   至等离子体

• 专用软件模块提供简单易用和自动化

   的操作

• 为准确分析提供无与伦比的数据采集

   速度

单细胞数据采集功能概述

• 报告每个细胞中金属的含量

• 报告含有金属成分细胞的数量

• 对样品量要求极低

• 即使细胞数量很少也能进行定量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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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单细胞进样系统

该系统的关键部分是全新的单细胞进样系统，该

系统包括了 Asperon ™雾室和一个全新的自动

进样器，两者配合，能十分有效地将细胞传输至

ICP-MS 等离子体。传统的雾室设计限制了进入

ICP-MS 等离子体的气雾滴大小，但珀金埃尔默公

司独有的 Asperon 雾室允许尺寸达到 50μm 的细

胞以切向气流模式进入等离子体，确保能够有效

地传输细胞。搭配专用自动进样器，能够处理微

量的上样量，因此研究人员在面对很少的样品量

时也能够有效应对。

专用软件模块

珀金埃尔默公司的 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模块

是首款专为 ICP-MS 单细胞分析设计的商用软件，

它结合了实时单细胞快速数据采集处理功能，能

够处理生成的大量数据，因此便于常规分析使用。

对于珀金埃尔默公司的 NexION ICP-MS 系列仪器

而言，该模块是常规 Syngistix 操作软件的模块延

伸产品。通过结合独特的硬件、专利软件算法和

其他技术，这款整体解决方案可为用户提供以下

几种重要的细胞数据：

• 每个细胞中金属的含量

• 含量分布

图 1.  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模块的分析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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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金属或纳米颗粒的细胞的浓度

• 每个细胞中的纳米颗粒数量

• 可以区分金属离子和颗粒

• 可以清楚地分离细胞的外源性离子和内源性离子

通过该系统，仅需一个界面就能实现上述所有工作，省去了

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数据处理工作。

易用性

单细胞软件模块将所有单细胞分析需求融入到一个智能的工

作流程。分析面板（图 1）包含设置方法和样品批次所需的

所有参数：

• 待测元素下拉菜单

• 分析模式选择（标准模式或反应模式）

• 多点校准（颗粒和离子）

• 功能多样的高端拓展应用

所有结果实时显示，显示形式包括信号强度 vs. 时间，以及可

展示质量分布的经过背景校正的柱状图。要实现这些功能，

操作软件必须具备自动检测和分配脉冲检测阈值的功能，这

是 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模块多项独特特性之一。有了这

种方法和数据采集模式的强强结合，实验室就可以利用 ICP-

MS 实现丰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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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结果面板（图 2）能帮助用户审核数据，并进行数据交互。选项包括：

• 设置脉冲计数阈值和 Bin 值

• 设置积分参数

• 应用离子和粒子的校准

在这个智能工作流程的帮助下，用户可以专注于最重要的部分——结果。

图 2.  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模块的结果面板

图 3.  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模块的样品批次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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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使用 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模块的“样品批次”

功能（图 3），用户就能使用多种方法和校准（离

子和 / 或粒子）创建自动进样程序，并使其自动运

行。这项功能可有效提高样品通量，灵活性高，

省去了人工干预的必要。

无与伦比的数据采集速度

ICP 中单个细胞被电离，其中的金属成分发出的信

号持续时间仅为几百微秒。因此，为了获得足够

多的数据点来完整地捕获该信号，仪器必须能够

每间隔 50 微秒读数一次（在 400 微秒的宽峰，至

少为 8 点 / 峰），才能以 20,000 点 / 秒以上的速

度采集数据。不仅 NexION ICP-MS 能够以 100,000

点 / 秒的速度采集数据，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

模块还可以处理由此生成的大量数据，同时清楚

地分辨外源性离子和内源性离子，提供准确而可

靠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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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模块的帮助下，用户可在采集数据的同时实时浏览数据：借助模块的自动阈值检测功能，

显示各个单细胞数据，将金属含量转换为经背景校正后的信号强度柱状图，并在数据采集过程中持续更新。图 4 是

数据采集过程中分析面板的快照，显示了实时信号和柱状图。实时显示结果是珀金埃尔默公司 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

软件模块的特有功能，它为用户提供了被分析样本的即时信息，包括是否有必要进一步稀释，以避免细胞聚合。

图 4.  数据采集过程中分析面板的快照，显示了实时信号（左图）与频率 vs. 峰面积柱状图（右图）

数据采集过程结束后，结果界面允许用户通过结果列

表和随附的柱状图审核数据。这两种格式非常直观，

提供了大量附加信息。用户可以和每种样本柱状图中

的数据交互，调整一系列参数，包括：

• 动态拟合窗口

• Bin 值范围

• 峰值拟合（高斯、对数正态、最大强度）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

模块提供两种不同类型的导出功能，允许将数据与合

作者或同事分享：

• 可以导出结果列表，方便快速浏览

• 可以导出单个样本的全部信息（包括样本数据、含

  量和强度直方图以及校准信息）便于为其他数据操

  作进行后期处理

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模块是实验室分析细胞中

金属含量的理想工具，包括分析细胞的金属摄入行

为（金属离子或纳米颗粒）以及测量细胞的内在金

属含量。这款独特的应用模块可以区分同一种待测

元素在细胞外部和细胞内部的含量，并对其进行量

化。我们无需进行后续数据处理就可以在单次分析

中测定下列信息：每个细胞中金属的含量、细胞群

落中的金属含量分布、含金属或纳米颗粒的细胞浓

度和每个细胞的纳米颗粒数量。配合 NexION 系列

ICP-MS 仪器，Syngistix 单细胞应用软件模块是世界

上第一款单细胞 ICP-MS 专用分析软件，在速度、

功能、自动化和易用性等方面均首屈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