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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O助力冷冻电镜进行标准化细胞观察 

森西万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一）冷冻电镜观察细胞的挑战 

 

冷冻电镜（Cryo-EM）是观察细胞内分子构造的有力工具。然而，用冷冻电镜观察细胞

样本是具有挑战性的，细胞经常粘附在金属网格框架上，影响最终的成像质量。 

 

图 1. 细胞在传统电镜网格中的定位【1】： 

（a图）：Hela细胞在标准金网格（覆盖 SiO2 R2/1 多孔膜）中的冷冻扫描电镜（Cryo-SEM ）

图像，准备制作 FIB-lamellae。 

（c图）：局部放大图：Hela细胞，用 GFP 标记β-微管蛋白（蓝绿色）和用 mCherry标记

组蛋白（品红色），种植在标准网格中。 

可见用传统方法大多数细胞都粘附在网格的框架上，只有少数细胞有较好的定位（红圈/箭

头表示）。 

 

用法国 Alveole公司的 PRIMO“定制化细胞微环境制备系统”，其无掩模、非接触式的

微图案（micropatterning）功能能为您的 TEM（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透

射电子显微术）和 cryo-ET（Cryogenic Electron Tomography，冷冻电子扫描断层成像术）

实验提供更好的细胞样本【2】： 

（1）精准的自动化细胞定位：在电镜网格（EM grids）的网眼（mesh）中央进行精准的自

动化细胞定位； 

（2）优化的细胞伸展：减少细胞厚度，更有效地优化 CLEM和 cryo-ET工作流程； 

（3）标准化细胞模型：微图案化设计可重复，可进行力学生物学研究； 

（4）电镜网格表面无损伤：微图案化为非接触式 UV投射，可保护电镜网格的表面完整性； 

（5）高产低耗：极大地提高晶格使用效率，可提供高产高质量的适合观察的单细胞样本。 

 

（二）自动化细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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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O 的 LEONARDO 软件能检测到电镜网格的网眼，并自动在网眼的中央用 PRIMO 投射

出对齐的微图案。这样就能保证细胞都定位在网眼的正中央，有利于电镜的成像观察。详

细 论 文 内 容 发 表 在 《 Nature Methods 》 和 《 Journal of Micromechanics and 

Microengineering》上。 

 

 

图 2.（a 图）：用 PRIMO 无掩模光照图案法（photopatterning）得到的，在多孔碳电镜网

格中的 ECM蛋白微图案。电镜网格为 200目的金格栅条，比例尺为 50µm。 

（A-I图）：上皮 PtK1 细胞，被限制在电镜网格中的罗丹明-纤维连接蛋白（红色）组成的

微图案上，该微图案由 PRIMO无掩模光照图案法得到。比例尺为 10µm。【3】 

 

 

图 3. 细胞在 PRIMO处理过的网格中的定位【1】： 

（b 图）：在金网格的网眼中加上一个直径 20µm 的纤维连接蛋白组成的微图案。拍摄 Hela

细胞在这个微图案化的网格中的图像（白色的杂质为冰晶的污染物），准备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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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lamellae。 

（d图）：局部放大图：Hela细胞，用 GFP 标记β-微管蛋白（蓝绿色）和用 mCherry标记

组蛋白（品红色），种植在微图案化的网格中。 

可见在 PRIMO 处理过的网格中，所有细胞都定位在网眼的正中央（红色方框）。 

 

 

图 4. PRIMO 对网格中央微图案化后，可保证细胞的定位适合进行 FIB milling 和 cyro-ET

成像【1】： 

（e 图）：对（图 3，b 图）中的细胞进行 FIB 浅角度成像，黄色长方体表示准备 milling

的微图案。 

（f图）：由（e图）中的细胞形成的最终的晶片（FIB-lamellae）。 

（g图）：是（e图）中细胞的核周围的断层扫描切片（tomographic slice），6.8nm厚。

显示细胞核周围的结构，NPC：核孔复合物；MT：微管。 

 

（三）优化的细胞伸展 

 

通过控制细胞在 EM网格上的粘附，PRIMO的微图案化（micropatterning）方法可以调

控细胞的伸展。而细胞的伸展又是改进整颗细胞冷冻电镜成像通量的关键因素。细胞的伸

展有助于对细胞内部的目标结构进行识别（CLEM）、准备（FIB milling，如果样本足够薄

甚至不需要这一步）和成像（cryo-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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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晶格微图案法改进了细胞和细胞接触的 cryo-ET的通量。细胞为固定的内皮细胞

（endothelial cells, ECs）。 

（A图）细胞的互相接触部分用晶格微图案法定位在电镜网格中央。 

（B图）微图案法增加了每个电镜网格中优化定位的细胞间接触部分的数目。 

（C图、D图）C图表示 blanket-coated电镜网格中的细胞图像，D图表示微图案化电镜网

格中的细胞图像，虚线表示 Z-stack切片的位置，右图是 DNA（青色）和 VE-cand（黄色）

的信号分布图。表示细胞分隔的更远，细胞间接触部分更明显。 

（E图）晶格微图案法增加了细胞核和细胞间连接的距离。 

（F图）ECs的明场图案和荧光图案的叠加，中央的矩形图案（AFM peak force error）表

示细胞间接触部分的图像，绿色表示微图案化部分。 

（G图）EC细胞间接触部分的高度和宽度，橘黄色表示 blanked-coated玻璃样本，绿色表

示微图案化的玻璃样本。【4】 

 

（四）标准化细胞模型 

 

微图案化（micropatterning）已被证明是一个控制体外细胞粘附的有效方法。因此，

此技术被广泛用于对细胞形态和细胞内部组织进行标准化。 

因为 PRIMO 的微图案化操作可以在电镜网格的网眼中自动加上排列一致的微图案，

PRIMO已成为进行均质化和标准化冷冻电镜（cryo-ET）实验的最佳工具。 

进一步而言，在冷冻电镜观察细胞的实验中使用 PRIMO 进行微图案化，有助于精准地

针对特定的细胞内部元素进行成像观察，而用其他成像方法很难做到【2】。 

 

 

图 6. 微图案化可控制细胞的形态和细胞骨架结构【1】： 

（a图）：RPE1 LifeAct-GFP细胞内的肌动蛋白微丝组织的活细胞共聚焦显微图像，该细胞

生长在 PRIMO制造的微图案上（金网眼，SiO2膜 R1/4）。黄色箭头：肌动蛋白应力纤维（actin 

stress fibers）。蓝色箭头：由 putative bundles组成的肌动蛋白环（actin rings）。 

（h-i 图）：一个生长在十字弓形状的微图案（黄色）上的细胞的扫描电镜（SEM）图，微

图案由 PRIMO制造。黄色长方体表示准备 milling的微图案。 

P1和 P2方块：图 6中（j图）和（k图）的断层扫描切片（tomographic slice）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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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j-k图）：冷冻电镜图像：分别是（图 5，h图）中 P1和 P2两个位置的断层扫描切

片。 

根据十字弓形状的 RPE1细胞的肌动蛋白图谱（actin map），在预期的位置发现了大致等同

于肌动蛋白横向弧（actin transverse arcs）（与细胞边缘平行但有一定距离）的肌动蛋

白束（actin bundles）和在（图 5，a图）中显示的内部应力纤维（internal stress fibers）

【1】。 

 

（五）电镜网格表面无损伤 

 

因为 PRIMO 是无掩模和非接触式光刻系统，它可以将您要的微图案用 UV 光投射到电镜

网格的表面，而不会损伤网格的完整性。 

 

 

图 8. 用 PRIMO系统对电镜网格进行无掩模的光照图案化（photopatterning）操作【3】：

在金电镜网格上加上一层多孔碳膜，在多孔碳膜上包裹一层防污涂层（PLL-g-PEG，聚 L 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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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g-聚乙二醇），阻碍蛋白质粘附。加入 PLPP光引发剂，通过 PRIMO的非接触式、无掩

模的光刻技术，用 UV 光将图案投射到碳膜上，防污涂层被降解，蚀刻出微图案，ECM 蛋白

可粘附在蚀刻出的微图案上，细胞再粘附在蛋白上。整个过程对电镜网格无损伤。 

 

（六）什么是 PRIMO？ 

 

6.1 PRIMO 的原理 

法国 Alveole PRIMO “定制化细胞微环境制备系统”是创新性定制细胞模型的工具，

能在微米级别的尺度下，以具有超高灵活度和再现性的生物工程手段实现体外微环境的定

制，同时可对其机械力学和生化特性进行设计微调。   

 

图 9. 上图：选择电脑中任意一张图案，在 LEONARDO软件作用下，用 PRIMO进行非接触式、

无掩模 UV投射和蚀刻。PRIMO模块和大多数倒置显微镜兼容。 

下图：PRIMO 通过控制 DMD（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即 DLP chip 的微型镜片的

开合状态，控制投射在细胞基质上的 UV 光的照射强度、照射时间和照射区域，按照图案进

行灵活蚀刻【5】。 

 

6.2 PRIMO 的主要特点和优势【5】： 

⚫ 无掩模：非接触式、无掩模 UV投射成像（波长λ=375nm），可灵活控制 UV的强度、照

射时间、区域； 

⚫ 自动化：全自动快速定制，可针对实验条件进行快速优化； 

⚫ 高灵活性：可按照任意图案去构建您的基质和/或使其功能化，不限图案的大小和复杂

程度，生成不同的细胞模型； 

⚫ 多样性/兼容性：适用于常规的细胞培养基质，基质可为平面或有微结构，可硬可软，

如：玻璃盖玻片、塑料培养皿、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聚苯乙烯、水凝胶（PEG丙

烯酸酯、聚丙烯酰胺凝胶、琼脂、基质胶）、光刻胶，等； 

⚫ 常用蛋白：我们的客户日常使用超过 10 种的各类蛋白： Fibrinogen-488, 

Fibrinogen-647, Fibronectin, GFP, Neutravidin-488, Neutravidin-647, 

PLL-PEG-Biotin, Protein A-647, Streptavidin, 初级和次级抗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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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辨率：全视野分辨率为 1.2µm（500×300µm ，20倍物镜）； 

⚫ 多层次：可蚀刻 256个灰阶层次，粘附不同密度层次的蛋白； 

⚫ 多种蛋白：可应用 3 种不同蛋白（根据实验需求）； 

⚫ 自动对齐：自动进行检测和图案定位，可自动对齐于微结构或者微图案上； 

⚫ 速度快：蚀刻 500×300µm 图案，20倍物镜，仅需 30s。 

 

6.3 PRIMO 的应用领域 

PRIMO强大的生物建模能力和对细胞微环境的控制，可以为多种生物学实验带来全新

的、突破性视角，包括：表面蛋白涂层/微图案化应用（研究细胞迁移/趋触性、细胞黏附、

细胞分裂、细胞极性、生物力学、2D细胞标准化培养、冷冻电镜的标准化细胞制备，等）、

水凝胶建构（研究 3D 细胞标准化培养、肿瘤球培养，等）、微流道建构（研究类器官、细

胞共培养、组织工程、微流控芯片设计，等）【5】。 

 

（七）附录 

 

更多资讯，请联系：森西万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电话：010-61666616，热线: 

400-687-6366，邮箱：info@sinsitech.com，网址：www.sinsitech.com。扫描以下二维码，

关注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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