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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4200 TAPESTATION 系统

圆满成功始于样品质量控制

Agilent 4200 TapeStation 系统可实现自动样品处理与可扩展的通量。这一快速而灵活的解决方案

采用即开即用型 ScreenTape 技术，真正实现了适用于各种 DNA 和 RNA 长度测定应用的端到端质

量控制 (QC)。此外，高灵敏度检测和零交叉污染能够使您对结果信心十足，确保您的下游工作流

程取得圆满成功。 

样品 QC 的完整解决方案

• 易于安装的 Agilent 4200 TapeStation 仪器

• 预装 Agilent 4200 TapeStation 软件的笔记本电脑

• 适用于您所有 QC 应用的附件和消耗品

•  含快速指南和用户指南 U 盘的用户资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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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

1 – 2 分钟内即可获得一个样品

的可靠结果，或在 90 分钟内获

得 96 个样品的结果

自动化

全自动化样品处理实现无人值守操作 

可扩展

能够在每个样品成本固定的情况下分析 
1 - 96 范围内任意数量的样品 

灵活

即开即用型 ScreenTape 消耗品可实现分

析之间的快速切换

体积小巧

以紧凑的系统提供完善的样品质量控制

解决方案，节省宝贵的实验室台面空间

保护样品性能  
使用箔片覆盖微量滴定板，避免样品蒸发

样品用量少 
运行宝贵样品时每次仅需 
1 – 2 µL

出色的重现性

凭借极少的人工干预 
得到客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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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4200 TAPESTATION 系统

SCREENTAPE 全套产品系列

信用卡大小的一次性即开即用型 ScreenTape 胶条包含多条泳道，可用于分离 DNA 和 RNA 样品。

每个 ScreenTape 都拥有 16 条泳道，因此每个样品均在单独的泳道内进行分析，无交叉污染风险。

仅使用了部分泳道的 ScreenTape 胶条还可在以后分析中继续使用，确保每个样品的成本固定。 

条形码

自动识别分析类型 ScreenTape 详细信息

后视图

缓冲液室

可直接使用

电极

单独的样品分离

分离基质

即开即用型分离基质 

长度测定范围广

D5000：100 – 5000 bp

基因组 DNA：200 – 60000 bp

RNA：100 – 6000 nt

D1000：35 – 1000 bp 

• 即开即用型 ScreenTape 胶条

•  无交叉污染风险

•  仅使用了部分泳道的 ScreenTape 胶条还可在以后分析中继续 
使用

• 每个样品的分析成本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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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范围广

根据自身应用和灵敏度需求从 ScreenTape 全套产品系列中选择适合的 
DNA 或 RNA 分析产品。 

RNA

1 µL 样品 
25 – 500 ng/µL

长度测定范围： 
100 – 6000 nt

D1000

1 µL 样品 
0.1 – 50 ng/µL

长度测定范围： 
35 – 1000 bp

D5000

1 µL 样品 
0.1 – 50 ng/µL

长度测定范围： 
100 – 5000 bp

基因组 DNA

1 µL 样品 
10 – 100 ng/µL

长度测定范围： 
200 – 60000 bp

高灵敏度  
RNA

2 µL 样品 
500 – 10000 pg/µL

长度测定范围： 
100 – 6000 nt

高灵敏度 
D1000

2 µL 样品 
10 – 1000 pg/µL

长度测定范围： 
35 – 1000 bp

高灵敏度 
D5000

2 µL 样品 
10 – 1000 pg/µL

长度测定范围： 
100 – 5000 bp

RNA 完整值当量 (RINe)RNA 完整值当量 (RINe)

DNA 完整值 (DIN)

LOD  
100 pg/µL

LOD  
5 ng/µL

LOD  
0.1 ng/µL

LOD  
0.1 ng/µL

LOD  
5 pg/µL

LOD  
5 pg/µL

LOD  
0.5 ng/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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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定 ScreenTape 胶条类型并制备

样品

自动化样品质控
从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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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将样品和 ScreenTape 胶条放入 4200 
TapeStation 仪器

步骤 3 
按下 Start，然后在 4200 TapeStation 软件

中查看结果

快速和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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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齐全的软件包 

简化数据分析与报告生成  
4200 TapeStation 软件简单直观，能够简化仪器

控制以及数据分析与报告生成。

4200 TapeStation 控制器软件

TapeStation 分析软件

所需消耗品

软件会根据需要分析的样品数量显示出所

需消耗品

自动分析类型选择

通过条形码识别分析类型以及可用于分

析的 ScreenTape 泳道数量

样品名称导入/导出

CSV 格式文件导入和导出功能，可实现

样品名称分配

直观的样品选择

样品选择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不受样品位

置影响

系统状态与数据察看

状态、警告和错误均显示于任务栏中

分析功能

通过情境相关功能区提供功能导航

错误报告

分析中碰到的问题会在胶图或样品表中

进行标记

导航窗格
浏览实验和各个泳道。可通过“样品板

选择器”按任意顺序选择泳道

结果展示

可自定义的胶图、电泳图和数据表视图

观察结果

警告与错误均显示在结果表的观察结果

列中 

您可以选择将分析结果显示为电泳图、熟悉的胶图或表格形式，以

便轻松实现样品对比。软件会根据您的应用自动测定分子量大小、

数量以及 RNA 或 DNA 完整值（RINe，DIN），从而节省您的时间并

减少错误。软件可轻松生成报告并保存为 PDF 格式，也可以导出到 
Word 或 Excel 中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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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4200 TAPESTATION 系统

全方位服务与支持

通过诊断工具大幅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通过高级系统诊断功能实现更高的分析效率以及更低的总体使用成

本。您可以使用专门的 TapeStation TestTape 胶条通过安捷伦实验顾

问软件运行仪器自检。

安捷伦实验顾问软件提供用于仪器功能检测和维护的完整工具包
通过安捷伦实验顾问软件进行自检

仪器诊断时所使用的 TapeStation 
TestTape

通过仪器和应用支持免除您的后顾之忧

安捷伦提供应用相关的启动服务，帮助您熟悉仪器和软件

以及您选择的应用。此项服务在客户现场提供，可以帮助

您实现实际样品的快速分析。在附加服务选项中选择能够

满足实验室具体服务水平需求的服务。

所有系统组件均享受一年工厂保修。用户还可根据需要选

购延长质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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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 DNA 应用

安捷伦 DNA ScreenTape 分析法可用于新一代测序 (NGS) 工作流程中的多处质控点：基因组 DNA 
QC 包括 DNA 完整值 (DIN)、基因组 DNA 剪切、文库扩增以及捕获后的扩增文库。其他应用还包

括基因分型、多重 PCR 片段分析以及定量 PCR 产物 QC。

图中显示分别采用 Genomic DNA ScreenTape、D5000 ScreenTape 和  
D1000 ScreenTape 分析法得到的不同降解阶段的基因组 DNA 弥散条

带 (A)、长 PCR 片段 (B) 和捕获前文库制备胶图 (C)

基因组 DNA ScreenTape 分析法 D5000 ScreenTape 分析法 D1000 ScreenTape 分析法

人基因组 DNA 长片段 PCR 扩增 捕获前文库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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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4200 TAPESTATION 系统

完整的 RNA 应用

安捷伦 RNA ScreenTape 分析法用于对真核或原核生物源样品中的总 RNA 进行定性和定量测

定。RNA 完整值当量 (RINe) 表示不受人工干预的总 RNA 完整性评分。可选的分子量标准品

还可提供分子量信息。

图中所示的起始总 RNA 与最终 cDNA 文库 
(A) 由安捷伦链特异性 RNA 文库制备流程

生成；并分别采用 (B) RNA ScreenTape 分
析法和 (C) D1000 ScreenTape 分析法进行

了样品完整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总 RNA 提取

纯化 Poly(A) RNA

裂解

第一链 cDNA 合成

第二链 cDNA 合成

腺苷酸化和接头连接

PCR 扩增

HEK293 细胞团块

总 RNA

Poly(A) RNA

RNA 片段

单链 cDNA

双链 cDNA

接头连接的 cDNA 文库

扩增后文库

测序

A

QC：RNA 完整性

QC：长度测定 (175 – 600 bp)

RNA ScreenTape 分析法

D1000 ScreenTape 分析法

B

C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gilent.com/genomics/tapestation

联系您所在国家的安捷伦客户服务中心，请访问： 
www.agilent.com/chem/contactus-cn

免费专线： 
800-820-3278， 
400-820-3278（手机用户）

联系我们： 
customer-cn@agil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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