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 

许多生物科学应用需要精准地测量细胞数量和存活率，

然后再进行下游分析。您可以采用传统的血球计数仪和

显微镜进行手动评估或者采用自动细胞计数仪自动计

数，如Invitrogen™ Countess™ II FL。

当使用玻璃制血球计数器及显微镜进行手动细胞计数

时，经验丰富的细胞生物学家对单一样本进行多次计

数的差异通常为10%或更高。当多位科学家对单一样本

进行计数时，差异值通常超过20%。使用自动细胞计数

仪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手动计数的主观性，以及总细

胞计数和存活率检测中的用户间差异，帮助您节省时

间。Countess II自动细胞计数仪的用户遵循本文列出的

小技巧，计数间差异一般应可以达到<5% 的CV值。

不论选择何种细胞计数平台，对单一样本进行重复计数

或计数多个样本时获得精准的计数值至关重要，但有时

也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列出了实现精准的细胞计数的四

个关键要素，并按照重要性排序，只要记住这四点，即

可最大程度地降低差异，使细胞计数结果的可信度最大

化。

实现精准的细胞计数的四个关键要素

白皮书 Countess II FL自动细胞计数仪

I. 样本制备

如何制备目的细胞对手动和自动细胞计数的影响极

大。应保持样本均匀性，方能确定计数差异是由实验

处理还是样本制备条件引起的。

下面是样本制备的一些小技巧，可以提高您的计数准

确度和精度。

• 标准化细胞操作步骤。在很多情况下，应比较来源于

不同的培养瓶或培养板中的多个样本的细胞存活率和

浓度。必须认识到细胞操作步骤的微小差异 (包括水

解、移液或离心步骤) 会对不同样本的总细胞计数和

存活率产生极大的影响。

• 确保细胞悬液混合均匀。利用短暂且温和的涡旋振荡

方法或手动搅拌试管——有时被称为“手指轻弹”技

巧——可以制备均匀的悬液。将细胞置于实验台上静

置一会然后移液，会导致细胞沉至管底，形成人为的

浓度梯度，存在出错的可能性。细胞样本静置时间越

长，浓度梯度越大，从而提高了差异性。为使移液差

异最小化，应按照上述方法混合样本，然后从试管中

间而不是试管底部 (底部可能形成人为的高浓度细胞) 

移液。



• 尽可能减少碎片。不论选择何种计数或染色方法，含

有大量碎片的样本都难以进行计数和存活率评估。碎

片的数量因细胞类型、培养条件、制备方案和使用的

试剂不同而异。考虑碎片可能的形成原因并采用措施

尽可能地减少碎片，可以提升细胞计数和存活率结果

的准确性。

最大程度地减少细胞样本碎片的常见技巧：

• 在使用前离心台盼蓝

• 使用新鲜配制的染色试剂 (台盼蓝、NucBlue™ Live、

碘化丙啶等)

• 使用经过过滤除菌的培养基和缓冲液

• 根据需要的时间间隔传代细胞

II. 正确设置焦距

正确聚焦是获取准确的存活率信息的关键。

不同细胞计数的焦距一致性是样本间差异最小化的关

键。手动计数细胞时，设置焦距是十分主观的，因用

户而异。但许多最新的自动成像细胞计数仪采用自动

聚焦特性，不仅方便快捷，而且消除了调整焦距的主

观性。这可以提高样本间的计数一致性。

图1所示的图像反映了相同样本的同一视野 (FOV)，并

显示了焦距设置不正确时采用手动和自动计数方法观

察到的差异。图1A为正确聚焦的图像，图1B中的焦点

不正确。聚焦不当的图像会错误地将活细胞识别为死

细胞。请记住，不论您采用何种计数方法，只有在视

野中可见的细胞方能被计数。

图1. (A) 焦距设置正确时，活细胞 (绿色圆圈) 中心亮，边缘稍暗。(B) 死细胞 (红
色圆圈) 有些许离焦，如果采用台盼蓝染色，则呈均匀的暗色。

正确焦距

不正确焦距

活细胞？



III. 染色和光强度

明场计数。0.4%台盼蓝溶液常用于快速评估细胞存活

率。拒染法的理论基础是活细胞不摄取细胞非渗透性

的染料 (如台盼蓝)，但死细胞可透过并吸收染料，结果

如图1A所示。采用手动计数方法，用户不仅需要手动

调整焦距，还需要调整不同样本的明场光强度，而自

动细胞计数仪 (如Countess II FL) 则能够自动调整光线

和焦距，获得最佳图像质量，用于测定存活率。如果

光强度过高，则屏幕会呈现褪色效果 (图2A)。如果光

强度过低，则背景过暗 (图2B)。光强度设置过高或过

低都会导致细胞计数不正确。

图2. (A) 明场光强度设置过高。(B) 光强度过低。 图3. (A) 采用最佳荧光强度可以获得出色的图像。(B) 光强度过高的图像。

极佳的激发强度过高激发强度

Too high excitation intensity 过低激发强度

W荧光检测。使用能够检测荧光的自动细胞计数仪

时，应考虑两个主要变量——信噪比和背景。在任何

一项荧光染色研究中，都必须使背景 (如噪声) 最小化

同时使信号最大化，这样可以提高灵敏度并最大程度

地提高信噪比。实现上述目标的要求之一是通过调整

光源正确设置激发强度。图3是激发强度极佳和激发强

度过高的图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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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IV. 设门

最后，相比手动计数，使用自动细胞计数仪能够轻松

包括或排除 (设门) 计数细胞，但如果在不同的样本

间使用不同的设门策略，则会引起计数不稳定。一般

而言，比较样本时应采用类似的设门策略。如果使用

Countess II或II FL，通过结果界面上的“更多”(More) 
按钮调整设门参数，并将设门保存为“模式”(Profile) (
图4)，以方便需要时调用。

设门参数通常单独或组合使用，包括：细胞大小、亮

度、圆度和荧光强度。总之，这些参数使用户能够精

确调整特定的细胞计数应用中哪些细胞被包括或排

除。

• 圆度。碎片的数量因细胞类型、培养条件、制备方

案和使用试剂的不同而差异巨大。一些典型的碎片

包括污染的台酚蓝颗粒以及较老的培养物或全血制

备物中的死细胞或染色细胞的细胞碎片。在大多数

情况下，碎片的形状不规则，采用台酚蓝染色呈暗

色，在许多自动细胞计数仪 (包括Countess II自动细

胞计数仪) 中使用圆度参数可以将其高效“排除”。

在图5A和5B中，不采用和采用设门，分别在明场模

式下计数含有大量碎片的样本。一些碎片被检测为死

细胞；碎片体积较小，形状不规则，且相比背景信号

较弱，需要通过“更多”(More) 按钮采取设门策略。

实时更新结果界面上的图像，用于直观检测的客户反

馈。

图4. 可以调整各个阈值参数，然后根据需要进行保存，创建必需的模式。

图5. (A) 未设门；请注意红色圆圈表示的信号微弱的碎片。(B) 应用大小、亮度

和圆度设门；请注意没有圆圈圈出的碎片。

应用设门

未应用设门



图6. 浅灰色的条块表示小于10 μm的细胞被排除出细胞计数结果。

图7. (A) 50 RFU左右的浅绿色条块被排除出GFP阳性计数细胞。(B) 包含两种

荧光颜色，可分别根据大小、亮度、圆度和荧光强度设门。

• 大小。根据大小进行明场设门通常应用于有多种细

胞类型的应用 (如神经和干细胞培养、血液样本或有

碎片存在时)。使用自动细胞计数仪，用户可以轻松

设门，在计数中包括或排除特定的细胞 (图6)。采用

Countess II自动细胞计数仪，必须注意，用户可以

针对活细胞和死细胞群体单独设门，从而提高了灵

活性。此外，这些设门可以保存供以后使用。

• 亮度。根据荧光强度设门提高了设门策略的灵活

性。在许多情况下，用户只想知道多少细胞的信号

模糊以及明亮，或者表达荧光蛋白。图7A显示了表

达GFP的样本，包含两种细胞群体——信号模糊以

及明亮；信号模糊的细胞被排除，13%的计数细胞

表达较强的GFP。在图7B中，存在两种荧光颜色，

可通过结果界面的“更多”(More) 按钮，根据大

小、亮度、圆度和荧光强度单独设门。Countess II 
FL可以保存上述参数，以确保样本间的一致性，供

以后使用。

总结

造成细胞计数结果差异的原因有很多种。样本制备、焦

距设置、光强度设置和设门策略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使用自动聚焦、自动明场光学调整且具有多项设门的自

动细胞计数仪可以提升细胞计数和存活率报告的可靠

性。保存模式以实现不同样本设置的一致性可以帮助提

升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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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无处不在
但并非都能与Countess II FL相媲美

产品描述

Countess II FL 自动细胞计数&分析

仪能够快速、简便、准确地进行细

胞计数，无需使用血球计数器，彻

底消除了人工细胞计数的繁琐和主

观性。可选的两个荧光通道可以进

行荧光蛋白表达，细胞活力等多种

细胞功能检测。

Countess II FL 自动细胞计数&分析

仪可兼容台盼蓝燃料及多种荧光染

料，结合最先进的图像分析技术实

现自动细胞计数和分析。

Countess II FL 自动细胞计数&分析

仪只需10µL样本，10秒内即可获得

活细胞和死细胞浓度、计算活细胞

百分比并测定细胞体积。

特点及优点

• 可重复使用耗材，减少使用成本

• 完美应对细胞成团计数不准等挑战

• 自动聚焦及手动聚焦两种选择，轻

   松应对复杂样品

• 20多种可选荧光通道，可进行细胞

   活力，荧光蛋白表达等检测

技术窍门

经过台盼蓝染色的细胞应在10分钟

内完成计数，因为台盼蓝会对细胞

产生毒性作用。将样品与台盼蓝充

分混合。

1.Countess  II FL 自动细胞计数&分
析仪，可以明确划定细胞团的细

胞轮廓，可以对细胞团块样本进

行精确的细胞计数。

2.Countess II FL 自动细胞计数仪提

供了可重复使用的细胞计数板，

从而大大缩减了长期耗材成本。

3.Countess II FL 自动细胞计数&分
析仪可以测定转染效率，只需添

加RFP和DAPI光立方，即可高效

地计数总细胞群中表达RFP融合蛋

白的细胞数，并准确地测定转染

效率。

Demo有礼！请登录www.thermofisher.com/countess点击“DEMO申请”填写完整的申请表，当我们在您的实验

室成功完成Countess II自动细胞计数仪Demo演示后，即赠送乐扣乐扣情侣对杯1套！

表一：Countess II/FL产品列表

产品 货号

Countess II FL全自动细胞计数&荧光分析仪  AMQAF1000

Countess II 全自动细胞计数  AMQAX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