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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大智造单细胞系列产品之一，DNBelab C系列高通量单细胞RNA文库制备试剂盒套装V2.0在原版本基础上完

成了全新升级，包括液滴生成使用的C4装置、细胞上样载片、液滴生成需要的试剂、建库试剂和开源的数据质控分析

包来支持全流程的单细胞测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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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库模块
试剂盒3

液滴生成模块
试剂盒1

DNBelab C 系列
单细胞分析工具包

DNBelab C 系列
单细胞文库制备套装

DNBelab C 
便携式单细胞系统

免安装、小巧便携的机身设计

无电源、负压驱动的液滴生成系统

低门槛、简单方便的单细胞建库

产品简介
载片&过滤器

试剂盒5

液滴生成模块
试剂盒2

便携式装置
试剂盒4

全新升级

捕获细胞↑ 

有效数据↑ 

可同时测序多种种类文库↑ 

自主可控核心原料↑

质控分析软件功能↑

实验全流程时间↓

数据质控分析时间↓

试剂盒套装子盒数↓

实验员加班时间↓

自备仪器需求↓



配套生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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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参数

一键式部署与运行 丰富的可视化结果 超强的系统兼容性

5,000~30,000投 入 细 胞

捕 获 细 胞 ( 个 ) ≤ 2 0 , 0 0 0

捕 获 效 率 ≥ 50 %

多 胞 率 ≤ 5 %

UM I 中位数 / 细 胞 >2 0 , 0 0 0( 细 胞 系 )

平 均 基 因 个 数 / 细 胞 > 5 , 0 0 0 ( 细 胞 系 )



一站式平台

华大智造为单细胞测序提供一站式 平台,包括自动化文库制备系统MGIS P-100、MGISP-960和基 因测序

MGISEQ-2000、DNBSEQ-T7等，全面支持单细胞组学研究的快速展开。其中，自动化平台的搭建,有助力于节省人力、

提高通量、减少操作失误。现已有超过100家研究机构和测序服务机构采用该一站式平台进行单细胞组学研究与应

用，测序结果表现优异,已开展百万单细胞项目十余项，发表SCl文章20余篇。

6-40样本/轮 

1-8样本/轮1样本/轮 1-8样本/轮

8-96样本/轮1样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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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N A 文 库 上 机 样 本 量

目的捕获
细胞数量

5,000

10,000

建议细胞
投入量

10,000

20,000

15,000 30,000

MGISEQ-2000测序
(4通道/载片, 2载片/轮)

1 样本/通道, 4样本/载片, 8样本/轮

1样本/3通道, 1样本/载片, 2样本/轮

1样本/2通道, 2样本/载片, 4样本/轮

测序数据量

300~400M

600~800M

900~1,200M

DNBSEQ-T7测序
(4载片/轮)

10~12样本/载片, 40~48样本/轮

4样本/载片, 16样本/轮

6样本/载片, 24样本/轮

O l i g o 文 库 上 机 样 本 量

文库需求数据量

> 50M Reads/样本

MGISEQ-2000测序
(2、4通道/载片, 2载片/轮)

DNBSEQ-T7测序
(1通道/载片, 4载片/轮)

≤24样本/测序载片
≤48样本/轮

≤80样本/测序载片
≤160样本/轮

c D N A + O l i g o 混 合 同 时 测 序

目的捕获
细胞数量

5,000

10,000

建议细胞
投入量

10,000

20,000

15,000 30,000

MGISEQ-2000测序
(4通道/载片, 2载片/轮)

4  cDNA文库 + 4 Oligo文库/载片 
(11:1)

cDNA文库 + Oligo文库/载片 
(24:1)

2  cDNA文库 + 2 Oligo文库/载片 
(20:1)

测序数据量

300~400M

600~800M

900~1,200M

DNBSEQ-T7测序
(4载片/轮)

8~10 cDNA文库 + 8~10 Oligo文库
(10:1)

3~4 cDNA文库 + 3~4 Oligo文库
(16:1)

5~6 cDNA文库 + 5~6 Oligo文库 
(14:1)



目前，基于华大智造DNBelab C系列高通量单细胞RNA文库制备试剂盒套装V2.0展开单细胞转录组研究与应用的
生物物种包括人、鼠、猴、猪、植物等30余种，包括血液、各器官、组织、细胞核、原生质体等200余种不同类型的组织
类型。

根据已证实的实验经验表明，利用DNBelab C系列高通量单细胞RNA文库制备试剂盒套装V2.0展开的单次实验有效
捕获细胞数量1,000-20,000个,多胞率 (Multiplet Rate) <5%，每个细胞基因个数平均数>5,000 (细胞系)，每个细胞
UMI中位数>20,000个(细胞系)。

已测试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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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膀胱癌

投入细胞量：16,000

人PBMC

投入细胞量：20,000

小鼠肺

投入细胞量：15,000

人肾癌

投入细胞量：15,000

小鼠脑细胞核

投入细胞量：20,000

小鼠淋巴结

投入细胞量：16,000

小鼠脾脏

投入细胞量：15,000

花生原生质体

投入细胞量：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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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现

平行样本稳定性  4组PBMC样本对比

平行样本稳定性  4组鼠肾癌样本对比

不同平台或版本对比  与某主流平台及DNBelab-C4升级前后PBMC样本对比

平行样本稳定性：

结果：

分别使用PBMC和小鼠肾癌样本进行四组平行对照，在细胞注释、聚类等指标具有高度一致性，华大

不同平台或版本对比：

聚类、注释及比例等指标具有高度一致性，DNBelab-C4 V2.0平台稳定性表现优秀。

智造DNBelab-C4 V2.0平台稳定性表现优秀。

分别使用DNBelab-C4的升级前版本、全新升级版本和某主流平台选取PBMC样本进行分析对比，在细胞



利用DNBelab-C4和DNBSEQ测序平台，对食蟹猴的主要组
织器官(肺、肾脏、肝、胰腺、大脑、主动脉、甲状腺、腮腺和血
液)进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建立了食蟹猴单细胞转录组数
据库，鉴定出44种食蟹猴的主要细胞类型，在国际上首次完
成构建非人灵长类单细胞图V1.0，对于新冠药物和疫苗的研
发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猕猴全身45种器官或组织

利用DNBelab-C4和DNBSEQ测序平台，对8CLC诱导过程
的细胞样本进行了单细胞转录组(scRNA-seq)和染色质可
及性(scATAC-seq)测序，详细分析了8CLC群体的特征，并
在多个诱导时间点描绘了8CLC诱导过过程中转录组和染
色质开放性的动态变化，为研究人类8细胞期的合子基因
组激活和发育调控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资源。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人类8细胞期胚胎样细胞(8CLC)

该试验在斑马鱼胚胎受精后24h内的6个关键发育时间点执
行，利用Stereo-seq技术分析了共91张矢状面冰冻切片，绘
制了斑马鱼早期胚胎发生时空转录组图谱。在每个关键发育
时间点的Stereo-seq+scRNA-seq数据整合，构建了斑马鱼胚
胎发育过程中细胞命运转变和细胞分子变化的时空发育轨
迹，探索细胞空间微环境与分化方向之间的关联。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斑马鱼胚胎

该研究构建了蚂蚁四种不同品级的大脑细胞图谱，揭示了
蚂蚁伴随着社会分工而出现的脑部特异化现象和不同社
会品级行为模式差异的神经基础，展现了蚁后成熟过程中
大脑的可塑性变化，找到调节其生殖力和寿命的关键细胞
类群。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蚂蚁大脑细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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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Han, L. et al, Nature 2022 Mazid M. A. et al, Nature 2022 Liu, C. et al, Developmental Cell 2022 Li, Q. et al.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2022

案例1  猕猴全身器官细胞图谱 案例2  体外诱导获得人类全能干细胞 案例3  斑马鱼发育分化 案例4  蚂蚁大脑细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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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大智造）秉承“创新智造引领生命科技”的理念，致力于成为生命科技核心工具缔造者，专注

于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领域仪器设备、试剂耗材等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精准医疗、精准农业和精准健康等国计民生需求，

提供实时（Real Time）、全景（Whole Picture）、全生命周期（Life Long）的全套生命数字化设备和产品组合。 华大智造成立于2016年，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华大智造拥有员工2050余人，研发人员占比约35%，业务布局遍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区设立科研和生产基地，是全球三家能自主研发并量产临床高通量基因测序仪的企业之一。 

关于华大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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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对基于华大智造DNBelab-C4 V2.0平台已发表文章，请访问华大智造官网：https://www.mgi-te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