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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原理及目的：流式细胞仪 (Flow cytometer) 是一台自动分析细胞的高端技术设备，

其原理是悬浮在液体中的携带染料分子的细胞一个个地依次通过测量区，当每个细胞通

过测量区并被激发光照射时产生荧光信号，然后被光电倍增管 (PMT) 接收并转化成电

信号，这些信号代表荧光强度和细胞数量。电信号被电子-数字转换器转换成数字信号后

传输并储存于计算机硬盘中，再通过流式细胞仪软件将这些数字信号模拟成图形显示出

来。于是细胞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就被快速地、大量地测定。在育种工作中，流式细胞仪

被普遍的应用，因为传统的染色体计数方法比较繁琐，特别是对于染色体数多的物种，

倍性分析更为困难。而流式细胞仪可快速精准的检测物种的倍性，缩短了时间，节省了

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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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试剂 

1. 塑料皿 

2. 滴管 

3. 微孔滤膜 

4. 样品管 

5. 新鲜叶片或愈伤 

6. 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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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灭菌水 

8. Precise T 试剂盒 

9. DAPI 

10. 清洗液 

11. 细胞裂解溶液 (A 液) (见溶液配方) 

12. DAPI 染色液 (B 液) (见溶液配方) 

 

仪器设备 

1. 镊子 

2. 单面刀片 

3. 4 °C 冰箱 

4. 流式细胞仪 (Partec, model: space)  

5. 移液器 

 

实验步骤 

1. 前期准备工作 

1.1 样品准备：于实验前取待测样品的新鲜幼嫩叶片或愈伤组织为实验材料，包括

样品的对照 (一般为二倍体)。 

注： 

1) 若在室外取样，需放在冰盒内；若不能立即进行检测，需放在 4 °C 冰箱

保持叶片活力。 

2) 一般来说，新鲜幼嫩的叶片容易检测且结果峰图明显，无杂峰干扰，但对

于茶叶来说，幼嫩叶片酚类多，易被氧化，老叶更好。所以检测时，要清

楚不同物种叶片的特性。 

1.2 开机前检查：检查流式细胞仪鞘液 (Sheath) 瓶和废液 (Waste) 瓶的液面情况，

确保每次运行的鞘液 (超纯水) 充足，如鞘液不足，需添加提前灭过菌的超纯水 

(瓶中鞘液总体积不能超过 1,800 ml)，扭紧瓶盖，防止漏气。每次关机后，及时

清理废液，避免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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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剂配制 (Precise T 试剂盒) (见溶液配方)： 

1) 细胞裂解溶液 (A 液)  

2) DAPI 染色液 (B 液)  

2. 开机：依次打开电脑主机及显示屏电源，然后打开流式细胞仪主机及紫外开关，

最后打开 Flomax 软件，听到一声“哧”的声音后即表示电脑与仪器连通，待仪器稳

定后 (仪器指示灯在几轮闪烁后最终停在 stop 的位置) 即可进行倍性分析。 

3. 倍性检测 

3.1 镊子取已知倍性材料的叶片约 0.5 cm2 大小置于干净的塑料皿中，用滴管加入

2-3 滴细胞裂解液 (A 液) 浸没叶片，用单面刀片将其切碎后加入 1,000 µl 染色

液 (B 液)，用 30 µm 的微孔滤膜将样品过滤至样品管中。 

注：用刀片切叶片时，用力垂直先纵后横切割，确保每次都切断叶片。若样品

为愈伤，则先将其用滤纸吸干水份，再用刀片切碎。 

3.2 将样品管插入仪器，点击“开始”按钮启动样品测试，待流速稳定后，通过调试电

压 (gain 值) 的大小，将对照样品的峰值调制横坐标为 50 的位置后即保持电压

值不变 (一般柑橘叶片的 gain 值为 560 左右)，LL 值调为 25-45 左右，并根据

图像数据效果改变流速大小 ， 确保流速保持在每秒通过流动室的细胞数量为

100 左右。采集的数据达到实验要求后，可以直接拔下样品管，终止测试，仪

器会执行一次自动清洗，结束之后，可以进行下一个测试。 

注：采集的图像数据细胞数量理论上需达到 3,000 个，且图像峰值明显，无杂

峰。 

3.3 检测样品时，读取待测样品峰所对应的横坐标数值，与对照 50 相比，即可获

得待测样品的倍性 (即若待测样品峰的横坐标数值为 100，则倍性是对照的两

倍)。 

4. 关机 

4.1 所有待测样品检测完毕后，取 1-2 ml 左右的清洗液进行仪器清洗 

(跑一次空样，进样速度值调为 4)；运行完毕后，取 1-2 

ml 超纯水再次清洗，直至细胞数量为 0；最后，再连续点 clean 键 5 次，仪

器自动清洗。 

4.2 清洗结束后即可关机，顺序依次为：先关闭软件，其次为流式细胞仪紫外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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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开关，最后是电脑及显示器的电源。实验完毕后进行登记，并清理废液 

(废液倒入废液桶中集中处理，通风橱中操作)。 

 

溶液配方 

1. 细胞裂解溶液 (A 液) 

取 0.105 g Buffer Reagent (提取液粉末) 溶于 5 ml Nuclear Extraction Buffer 中，

溶解后即可使用，A 液一次不要配太多，一般 4 °C 低温保存不能超过 1 周 

2. DAPI 染色液 (B 液) 

取 200 ml 无菌水，加入 DAPI 母液 20 µl，再加入 Precise T 试剂盒中的 Staining 

Buffer 100-200 ml，摇匀，4 °C 冰箱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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