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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型柱式基因组提取试剂盒

说明书

【产品名称】

通用名称：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商品名称：通用型柱式基因组提取试剂盒

英文名称：UniversalGen DNA Kit

　　本试剂盒适合于从多种样品中提取高纯度总DNA，可获得多至30 μg的DNA。本品可纯化

获得分子量最大为50 kb的DNA片段，同时对100 bp的片段也能有效回收。纯化得到的DNA可

以直接用于酶切、PCR、Real-Time PCR、文库构建、Southern Blot、分子标记等下游实验。

【预期用途】

　　本试剂盒采用优化的缓冲体系使裂解缓冲液中的DNA高效特异地结合到硅基质吸附柱

上，PCR和其他酶促反应的抑制剂可通过两步洗涤步骤被有效去除，最后使用低盐缓冲液

或水洗脱，即可得到高纯度DNA。纯化得到的DNA可以直接用于酶切、PCR、Real-Time 

PCR、文库构建、Southern Blot、分子标记等下游实验。

【检验原理】

20次/盒； 50次/盒

【包装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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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保存，有效期12个月。

可在0-40℃运输，运输时间建议不超过7天。

【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主要组成成分】

需要实验者自行准备的试剂：无水乙醇（分析纯）。

【样本要求】

1．适用样本类型：新鲜或冷冻的动物组织、细胞、血液、细菌等样本。

2．样本处理与保存：血清及血浆样本按常规方法制备，新鲜样本应尽快处理或分装后

于-70℃冻存，避免反复冻融。

3．样本运输：应采用冰壶或者泡沫箱加冰或干冰密封运输。

【检验方法】

实验前准备

向蛋白酶K中加入指定用量的蛋白酶K保存液使其溶解，终浓度为20 mg/ml，-20℃保存。

20 次/盒 50 次/盒
蛋白酶 K 保存液 加入 0.5 ml 加入 1.25 ml

20 次/盒 50 次/盒
试剂名称 规格 数量 规格 数量

裂解缓冲液 1 6 ml/瓶 1 瓶 15 ml/瓶 1 瓶

裂解缓冲液 2 6 ml/瓶 1 瓶 15 ml/瓶 1 瓶

漂洗缓冲液 1（浓缩液） 5.5 ml/瓶 1 瓶 13 ml/瓶 1 瓶

漂洗缓冲液 2（浓缩液） 6 ml/瓶 1 瓶 15 ml/瓶 1 瓶

洗脱缓冲液 6 ml/瓶 1 瓶 15 ml/瓶 1 瓶

蛋白酶 K 10 mg/支 1 支 25 mg/支 1 支

蛋白酶 K 保存液 0.5 ml/支 1 支 1.25 ml/支 1 支

吸附柱 20 个/包 1 包 50 个/包 1 包

1. 血液及细胞样本基因组提取

1.1 材料处理。

1.1.1 如果提取材料为哺乳动物抗凝血液（无核红细胞），可直接向50-200 μl新鲜或冷

冻的抗凝血液样品中加入裂解缓冲液1补足至20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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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如果提取材料为禽类、鸟类、两栖类或更低级生物的抗凝血液，其红细胞为有核细

胞，取5-10 μl新鲜或冷冻的抗凝血液样品，加入裂解缓冲液1补足至200 μl。

1.1.3 贴壁培养的细胞应先处理为细胞悬液（最大提取量为5×106个细胞），2,000 rpm 

（400×g）离心5分钟，弃尽上清，加200 μl裂解缓冲液1，振荡至样品彻底悬浮。

注意：如需去除RNA，可在上述步骤完成后，加入4 μl浓度为100 mg/ml的RNase A溶液，涡旋15秒，
室温放置2分钟。

1.2 加入20 μl蛋白酶K溶液。

1.3 加入200 μl 裂解缓冲液2，涡旋震荡充分混匀，56℃水浴10分钟。

1.4 短暂离心以去除管盖内壁的水珠。加入200 μl无水乙醇，涡旋震荡充分混匀。短暂

离心。

注意：1）加入裂解缓冲液2和无水乙醇后要立即涡旋震荡混匀。
2）加入裂解缓冲液2和无水乙醇后可能会产生白色沉淀，不会影响后续实验。一些组织在加入裂解缓
冲液2和无水乙醇后可能形成溶胶状产物，此时推荐进行剧烈震荡或涡旋处理。

1.5 将上一个步骤中所得溶液全部加入到已装入收集管的吸附柱中，若一次不能加完溶

液，可分多次转入。12,000 rpm（～13,400 ×g） 离心1分钟，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

将吸附柱重新放回收集管中。

1.6 向吸附柱中加入500 μl漂洗缓冲液1（使用前检查是否已加入无水乙醇），12,000 rpm 

离心1分钟，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将吸附柱重新放回收集管中。

1.7 向吸附柱中加入500 μl漂洗缓冲液2（使用前检查是否已加入无水乙醇），12,000 rpm 

离心1分钟，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将吸附柱重新放回收集管中。

注意：如需进一步提高DNA纯度，可重复步骤1.7。

1.8 12,000 rpm离心2分钟，倒掉收集管中废液。将吸附柱置于室温数分钟，以彻底晾干。

注意：这一步的目的是将吸附柱中残余的乙醇去除，乙醇的残留会影响后续酶促反应（酶切、PCR等）。

1.9 将吸附柱置于一个新的离心管（自备）中，向吸附柱的中间部位悬空加入50-200 μl洗

脱缓冲液或灭菌水，室温放置2-5分钟，12,000 rpm离心1分钟，收集DNA溶液，-20℃

保存DNA。
注意：1）如果下游实验对pH值或EDTA敏感，可以用灭菌水洗脱。洗脱液的pH值对洗脱效率有很大影
响，若用水做洗脱液应保证其pH值在7.0-8.5（可以用NaOH将水的pH值调到此范围），pH值低于7.0
时洗脱效率不高。

2）洗脱缓冲液在65-70℃水浴预热，离心之前室温孵育5分钟可以增加产量；用另外的50-200 μl洗脱
缓冲液或灭菌水再次洗脱可以增加产量。

3）如果要提高DNA的终浓度，可将得到的溶液重新加入到吸附柱中，室温放置2-5分钟，12,000 rpm 
离心1分钟；若洗脱体积小于200 μl，可以增加DNA的终浓度，但可能会减少总产量。如果DNA的量
小于1 μg，推荐用50 μl洗脱缓冲液或灭菌水洗脱。
4）因为保存在水中的DNA会受到酸性水解作用的影响，如需长期保存，推荐用洗脱缓冲液洗脱并于
-20℃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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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物组织基因组提取

2.1 材料处理：如提取材料为动物组织，取25 mg（脾组织用量应少于10 mg）；如材料

为鼠尾，取一段长度为0.4-0.6 cm的大鼠鼠尾或两段长度为0.4-0.6 cm的小鼠鼠尾。

2.1.1 样本进行液氮研磨或切成小块后置于1.5 ml离心管中，加入180 μl裂解缓冲液1，

将不同样品做好标记。

2.1.2 若使用匀浆器处理样本，匀浆前向样本中加入不超过80 μl 裂解缓冲液1，匀浆后

加入100 μl 裂解缓冲液1。
注意：1）确保各组织的量不要超出推荐范围。

2）组织样本在加入裂解缓冲液1之前用液氮研磨或加入裂解缓冲液1用匀浆器匀浆处理，可以增加
裂解效率。

2.2 加入20 μl蛋白酶K溶液，涡旋震荡使样品彻底混匀。56℃水浴，直至组织完全裂解，

孵育过程中可每隔一段时间颠倒或震荡离心管使样品分散。

注意：1）不同组织的消化时间不同，通常1-3小时即可完成，鼠尾需要消化6-8小时，必要时过夜消
化，不会影响后续操作。

2）如果孵育和涡旋震荡后仍然有胶状物质，延长56℃孵育时间或再加入20 μl蛋白酶K溶液消化。
3）如需去除RNA，可在上述步骤完成后，加入4 μl的浓度为100 mg/ml的RNase A溶液，涡旋15秒，
室温放置5-10分钟。

2.3 加入200 μl裂解缓冲液2，涡旋震荡充分混匀，70℃水浴10分钟。短暂离心后加入

200 μl无水乙醇，涡旋震荡充分混匀。

注意：1）加入裂解缓冲液2和无水乙醇后要立即涡旋震荡混匀。
2）加入裂解缓冲液2和无水乙醇后可能会产生白色沉淀，不会影响后续实验。一些组织（如脾，肺）
在加入裂解缓冲液2和无水乙醇后可能形成溶胶状产物，此时推荐进行剧烈震荡或涡旋处理。

2.4 短暂离心，将步骤2.3所得溶液全部加入到已装入收集管的吸附柱中，若一次不能加完

溶液，可分多次转入。12,000 rpm（～13,400×g ）离心1分钟，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

将吸附柱重新放回收集管中。

2.5 向吸附柱中加入500 μl漂洗缓冲液1（使用前检查是否已加入无水乙醇），12,000 rpm 

离心1分钟，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将吸附柱重新放回收集管中。

2.6 向吸附柱中加入500 μl漂洗缓冲液2（使用前检查是否已加入无水乙醇），12,000 rpm 

离心1分钟，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将吸附柱重新放回收集管中。

注意：如需进一步提高DNA纯度，可重复步骤2.6。

2.7 12,000 rpm离心2分钟，倒掉收集管中废液。将吸附柱置于室温数分钟，以彻底晾干。

注意：这一步的目的是将吸附柱中残余的乙醇去除，乙醇的残留会影响后续酶促反应（酶切、PCR等）。

2.8 将吸附柱置于一个新的离心管（自备）中，向吸附柱的中间部位悬空加入50-200 μl

洗脱缓冲液或灭菌水，室温放置2-5分钟，12,000 rpm离心1分钟，收集DNA溶液，

-20℃保存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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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细菌基因组提取

3.1 细菌样本预处理

3.1.1 革兰氏阴性菌

3.1.1.1 取细菌培养物1-5 ml（106-108个细胞，最多不超过2×109个细胞）置于离心管（自

备）中，12,000 rpm离心1分钟，尽量吸净上清。

3.1.1.2 向沉淀中加入180 μl裂解缓冲液1，振荡使菌体重悬。

3.1.1.3 加入20 μl蛋白酶K溶液，涡旋混匀，56℃孵育，直至菌体完全裂解，孵育过程中

每隔一段时间颠倒或震荡离心管使样本分散。

注意：如需去除RNA，可在上述步骤完成后，加入4 μl浓度为100 mg/ml的RNase A溶液，震荡
混匀，室温放置5-10分钟。

3.1.1.4 加入200 μl 裂解缓冲液2，涡旋震荡混匀。

3.1.2 革兰氏阳性菌

3.1.2.1 取细菌培养物1-5 ml（106-108个细胞，最多不超过2×109个细胞）置于离心管（自

备）中，12,000 rpm离心1分钟，尽量吸净上清。

3.1.2.2 加入180 μl溶菌酶缓冲液（自备）使菌体重悬。

3.1.2.3 37℃孵育30分钟。

3.1.2.4 加入20 μl蛋白酶K溶液涡旋震荡，充分混匀。加入200 μl裂解缓冲液2，涡旋震

荡混匀。56℃孵育30分钟。

注意：1）如果需要，95°C孵育15分钟可以使病原体失活，但是95°C孵育会造成一些DNA的降解。
2）如需去除RNA，可在上述步骤完成后，加入4 μl浓度为100 mg/ml的RNase A溶液，震荡混匀，
室温放置5-10分钟。

3.2 加入200 μl无水乙醇，涡旋震荡充分混匀。

注意：加入无水乙醇后可能会产生白色沉淀，不会影响后续实验。

3.3 将步骤3.2所得溶液（包括形成的沉淀）全部加入到已装入收集管的吸附柱中，若一

次不能加完溶液，可分多次转入。12,000 rpm离心1分钟，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

注意：1）如果下游实验对pH值或EDTA敏感，可以用灭菌水洗脱。洗脱液的pH值对洗脱效率有很大影
响，若用水做洗脱液应保证其pH值在7.0-8.5（可以用NaOH将水的pH值调到此范围），pH值低于7.0
时洗脱效率不高。

2）洗脱缓冲液在65-70℃水浴预热，离心之前室温孵育5分钟可以增加产量；用另外的50-200 μl洗脱
缓冲液或灭菌水再次洗脱可以增加产量。

3）如果要提高DNA的终浓度，可将得到的溶液重新加入到吸附柱中，室温放置2-5分钟，12,000 rpm 
离心1分钟；若洗脱体积小于200 μl，可以增加DNA的终浓度，但可能会减少总产量。如果DNA的量
小于1 μg，推荐用50 μl洗脱缓冲液或灭菌水洗脱。
4）因为保存在水中的DNA会受到酸性水解作用的影响，如需长期保存，推荐用洗脱缓冲液洗脱并于
-20℃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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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取革兰氏阳性菌基因组DNA时须准备溶菌酶缓冲液。配方为：20 mM Tris，pH8.0；

2 mM Na2-EDTA；1.2% Triton X-100；终浓度为20 mg/ml的溶菌酶。

2．配制好的蛋白酶K溶液勿长时间室温放置，以免影响其活性。

3．样品应避免反复冻融，否则会导致提取的DNA片段较小且提取量也下降。

4．如果提取次生代谢产物大量积累或细胞壁厚的细菌培养物的基因组，建议在对数生

长期早期收集样品。

5．第一次使用前应按照试剂瓶标签说明在漂洗缓冲液1（浓缩液）和漂洗缓冲液2（浓

缩液）中加入无水乙醇。

6．使用前请检查裂解缓冲液1和裂解缓冲液2是否出现结晶或者沉淀，如有结晶或者沉

淀，请将裂解缓冲液1和裂解缓冲液2于56℃水浴孵育重新溶解。

7．如果下游实验对RNA污染比较敏感，可以在加入裂解缓冲液2前加入4 μl DNase-Free

的RNase A（100 mg/ml）。

【注意事项】

将吸附柱重新放回收集管中。

3.4 向吸附柱中加入500 μl漂洗缓冲液1（使用前检查是否已加入无水乙醇），12,000 rpm 

离心1分钟，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将吸附柱重新放回收集管中。

3.5 向吸附柱中加入500 μl漂洗缓冲液2（使用前检查是否已加入无水乙醇），12,000 rpm 

离心1分钟，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将吸附柱重新放回收集管中。

注意：如需进一步提高DNA纯度，可重复步骤3.5。

3.6 12,000 rpm离心2分钟，倒掉收集管中废液。将吸附柱置于室温数分钟，以彻底晾干。

注意：这一步的目的是将吸附柱中残余的乙醇去除，乙醇的残留会影响后续酶促反应（酶切、PCR等）。

3.7 将吸附柱置于一个新的离心管（自备）中，向吸附柱的中间部位悬空加入50-200 μl 

洗脱缓冲液或灭菌水，室温放置2-5分钟，12,000 rpm离心1分钟，收集DNA溶液，

-20℃保存DNA。
注意：1）如果下游实验对pH值或EDTA敏感，可以用灭菌水洗脱。洗脱液的pH值对洗脱效率有很大影
响，若用水做洗脱液应保证其pH值在7.0-8.5（可以用NaOH将水的pH值调到此范围），pH值低于7.0
时洗脱效率不高。

2）洗脱缓冲液在65-70℃水浴预热，离心之前室温孵育5分钟可以增加产量；用另外的50-200 μl洗脱
缓冲液或灭菌水再次洗脱可以增加产量。

3）如果要提高DNA的终浓度，可将得到的溶液重新加入到吸附柱中，室温放置2-5分钟，12,000 rpm 
离心1分钟；若洗脱体积小于200 μl，可以增加DNA的终浓度，但可能会减少总产量。如果DNA的量
小于1 μg，推荐用50 μl洗脱缓冲液或灭菌水洗脱。
4）因为保存在水中的DNA会受到酸性水解作用的影响，如需长期保存，推荐用洗脱缓冲液洗脱并于
-20℃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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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wbiotech.com技术支持：service@cwbiotech.com

【基本信息】

 生产企业名称：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泰州市药城大道一号TQB大楼4楼

 邮政编码：225300

 电话：0523-86201183　　传真：0523-86816890

 网址：www.cwbiotech.com

  售后服务单位名称：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523-86201183

生产地址：泰州市药城大道一号TQB大楼4楼，泰州市中国医药城口泰路西侧、陆家路

东侧G52幢58号1层、2层，59号4层东侧

 生产备案凭证编号：苏泰食药监械生产备20140018号

【医疗器械备案凭证编号】苏泰械备20140031号

【说明书核准及修改日期】

   核准日期：2014年10月08日

   修改日期：2019年0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