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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DNA/RNA 提取试剂盒（磁珠法）说明书

【产品名称】

通用名称：病毒 DNA/RNA 提取试剂盒（磁珠法）

【包装规格】

货号 包装 规格

RM101 盒装 100 人份/盒

【预期用途】

本试剂盒适用于从人鼻咽拭子、痰液、支气管灌洗液、肺泡灌

洗液等多种样本中提取高纯度的病毒核酸（DNA/RNA）。获

得的核酸可直接用于反转录、PCR、荧光定量 PCR、RT-PCR、

二代测序、生物芯片分析等下游相关实验。

【工作原理】

本试剂盒采用独特包埋的超顺磁性硅基磁珠，在独特的缓冲液

系统中，通过氢键和静电吸附核酸，而不吸附蛋白和其他杂质。

吸附了核酸的磁珠经洗涤去除剩余的蛋白和盐。当使用低盐缓

冲液时，磁珠释放核酸，从而达到快速分离纯化核酸的目的。

整个操作过程简单、快速且安全高效，提取的病毒核酸得率高、

纯度高、质量稳定可靠，适合高通量工作站的自动化提取。

注：1、不同批次试剂盒组分不可混用。

2、需自备的试剂：无水乙醇。

3、第一次使用前，请参考瓶上标签在洗涤液和漂洗液中加入指定

量的无水乙醇，并进行标注。

4、磁珠在使用前，需涡旋震荡使磁珠充分分散。

5、若裂解液中产生沉淀，可在室温或 37℃重新溶解后使用。

6、使用本试剂盒时，请穿戴实验服、一次性乳胶手套、一次性口

罩，使用 Nuclease-free 耗材等，最大程度避免 RNase 污染。

【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室温（15 ~ 25℃）贮存，有效期 6 个月；更长时间的保存可置

于 2 ~ 8℃，室温运输。

磁珠建议置于 2 ~ 8℃贮存，注意磁珠不可0℃以下存放。

【所需设备】

磁力架；涡旋振荡仪；离心机；移液器等。

痰液）；下呼吸道样本（包括支气管灌洗液、肺泡灌洗液）。

2. 样本采集具体方法请参考《微生物标本采集手册》或《临

床护理实践指南》。

3. 样本采集后，须当日完成提取和检测。否则按下述方案保

存：2~8℃保存，不超过 24 h；-30 ~ -15℃ 以下保存，不超过10

天；-70℃以下可长期保存，但应避免反复冻融。

4. 运输：采用泡沫箱加干冰密封进行运输。

【操作步骤】

第一次使用前，请参考瓶上标签在洗涤液和漂洗液中加入指定量的

无水乙醇，并进行标注。

2. 瞬时离心，将 EP 管置于磁力架上，静置 1 min，用移液器

移除上清。

3. 洗涤：将上述样品取下磁力架，加入 700 μl 洗涤液，涡旋

15 sec 混匀，瞬时离心，将 EP 管放上磁力架，静置 1 min，除

尽上清。

4. 漂洗：将上述样品取下磁力架，加入 700 μl 漂洗液，涡旋

15 sec 混匀，瞬时离心，将 EP 管放上磁力架，静置 1 min，除

尽上清。

5. 瞬时离心后重新放上磁力架，移尽残留上清。开盖室温晾

置 3 ~ 5 min，直至磁珠表面无反光。

注：为保证核酸的纯度，漂洗液要去除干净；同时，磁珠过分

干燥（龟裂）会影响最终产量。

6. 加入 50 μl 洗脱液，温和混匀 15 sec，室温静置 3 min，期

间震荡混匀 2 次。

7. 瞬时离心至 EP 管底后将样品重新置于磁力架上，静置 1

min 后，吸取上清至新的 Nuclease-free 离心管（自备）中，用

于后续检测或置于-30 ~ -15℃以下短期保存或置于 -70℃以下

长期保存。

【注意事项】

1. 实验前请仔细阅读本试剂盒说明书，严格按操作步骤执行。

2. 需经专业培训的检验人员，且应在具有安全防护的实验室

中进行操作并穿戴防护装备。

3. 所使用的离心管、枪头应高压灭菌，且不含 DNase 和RNase。

4. 本试剂盒涉及的待测样本应视为具有传染性物质，操作和

处理均需符合卫生部《微生物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

则》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5. 溶液含胍盐类蛋白变性剂，具有腐蚀性，请小心操作，若

不慎溅到皮肤，请用大量水冲洗。

【样本要求】

1. 本提取试剂适用样本类型：上呼吸道样本（包括鼻咽拭子、

1. 在 1.5 ml Nuclease-free 低吸附 EP 管（自备）中加入 200 μl

待提取样本（不足 200 μl 样品可使用生理盐水补齐），然后加

入 20 μl 蛋白酶 K，轻微涡旋或上下颠倒混匀后加入 20 μl 磁珠

和 600 μl 裂解液，涡旋震荡混匀 15 sec，室温裂解 5 min，期

间上下颠倒混匀两次。

【主要组成成分】

病毒 DNA/RNA 提取试剂盒（磁珠法）说明书

【产品名称】

通用名称：病毒 DNA/RNA 提取试剂盒（磁珠法）

【包装规格】

货号

组分名称
100 人份/盒

说明
组分号 规格及数量

磁珠 RM101-AA 2 ml×1 管

蛋白酶 K

RM101-AB

1 ml×2 管 酶解样品

裂解液

RM101-AC

60 ml×1 瓶 提供裂解和结合所需环境

洗涤液 RM101-AD 38 ml×1 瓶
去除残留的蛋白（使用前

需加入 50 ml 无水乙醇）

漂洗液 RM101-AE 20 ml×1 瓶
去除残留的盐离子（使用

前需加入80 ml无水乙醇）

洗脱液 RM101-AF 6 ml×1 瓶 无核酸酶溶液

注：1、不同批次试剂盒组分不可混用。

2、需自备的试剂：无水乙醇。

3、第一次使用前，请参考瓶上标签在洗涤液和漂洗液中加入指定

量的无水乙醇，并进行标注。

4、磁珠在使用前，需涡旋震荡使磁珠充分分散。

5、若裂解液中产生沉淀，可在室温或 37℃重新溶解后使用。

6、使用本试剂盒时，请穿戴实验服、一次性乳胶手套、一次性口

罩，使用 Nuclease-free 耗材等，最大程度避免 RNase 污染。

【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室温（15 ~ 25℃）贮存，有效期 6 个月；更长时间的保存可置

于 2 ~ 8℃。室温运输。

磁珠建议置于 2 ~ 8℃贮存。注意磁珠不可冻存。

【所需设备】

磁力架；涡旋振荡仪；离心机；移液器等。

【样本要求】

1. 本提取试剂适用样本类型：上呼吸道样本（包括鼻咽拭子、

痰液）；下呼吸道样本（包括支气管灌洗液、肺泡灌洗液）。

2. 样本采集具体方法请参考《微生物标本采集手册》或《临

床护理实践指南》。

3. 样本采集后，须当日完成提取和检测。否则按下述方案保

存：2 ~ 8℃保存，不超过 24 h；-20℃以下保存，不超过 10

天；-70℃以下可长期保存，但应避免反复冻融。

4. 运输：采用泡沫箱加干冰密封进行运输。

【操作步骤】

第一次使用前，请参考瓶上标签在洗涤液和漂洗液中加入指定量的

无水乙醇，并进行标注。

1. 在 1.5 ml Nuclease-free 低吸附 EP 管（自备）中加入 200 μl

待提取样本（不足 200 μl 样品可使用生理盐水补齐），然后加

入 20 μl 蛋白酶 K 和 600 μl 裂解液，震荡混匀后，室温裂解 5

min。期间上下颠倒混匀两次。

注：请勿直接将蛋白酶 K 加到裂解液中。

2. 向上述裂解样品中加入 20 μl 磁珠，涡旋震荡 15 sec，静

置 2 min。

3. 瞬时离心，将 EP 管置于磁力架上，静置 1 min，用移液器

移除上清。

4. 洗涤：将上述样品取下磁力架，加入 700 μl 洗涤液，涡旋

15 sec 混匀，瞬时离心，将 EP 管放上磁力架，静置 1 min，除

尽上清。

5. 漂洗：将上述样品取下磁力架，加入 700 μl 漂洗液，涡旋

15 sec 混匀，瞬时离心，将 EP 管放上磁力架，静置 1 min，除

尽上清。

6. 瞬时离心后重新放上磁力架，移尽残留上清。开盖室温晾

置 3 ~ 5 min，直至磁珠表面无反光。

注：为保证 DNA 的纯度，漂洗液要去除干净；同时，磁珠过

分干燥（龟裂）会影响最终产量。

7. 加入 50 μl 洗脱液，温和混匀 15 sec，室温静置 3 min，期

间震荡混匀 2 次。

8. 瞬时离心至 EP 管底后将样品重新置于磁力架上，静置 1

min 后，吸取上清至新的 Nuclease-free 离心管（自备）中，用

于后续检测或置于-20℃以下短期保存或置于-70℃以下长期保

存。

【注意事项】

1. 实验前请仔细阅读本试剂盒说明书，严格按操作步骤执行。

2. 需经专业培训的检验人员，且应在具有安全防护的实验室

中进行操作并穿戴防护装备。

3.所使用的离心管、枪头应高压灭菌，且不含 DNase 和 RNase。

4. 本试剂盒涉及的待测样本应视为具有传染性物质，操作和

处理均需符合卫生部《微生物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

则》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5. 溶液含胍盐类蛋白变性剂，具有腐蚀性，请小心操作，若

不慎溅到皮肤，请用大量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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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DNA/RNA 提取试剂盒（磁珠法）说明书

联系方式：025-84365701

售后服务单位名称：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25-84365701

生产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路红枫科技园 C2 栋

【说明书核准日期及修改日期】

2020 年 1 月 30 日

【生产批号及失效日期】

见标签

【基本信息】

生产企业名称：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路红枫科技园 C2 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