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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DNA提取试剂盒（负压法）

说明书

【产品名称】

通用名称：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商品名称：游离DNA提取试剂盒（负压法）

英文名称：CWhipro Circulating DNA Midi Kit

　　本试剂盒适用于从新鲜或冷冻的血清、血浆、羊水、尿液等无细胞体液中提取游

离DNA。纯化得到的游离DNA质量稳定、可靠，可直接用于PCR、荧光定量PCR和二

代测序等分子生物学实验。

【预期用途】

　　通过裂解血清或者血浆细胞，将游离核酸特异性地结合到硅基质膜上，其他杂质

流过该膜，获得游离DNA。通过两次高效洗涤完全去除蛋白质等杂质，然后用洗脱液

洗脱高纯度的游离核酸。

【检验原理】

10次/盒；50次/盒

【包装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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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组成成分】

10 次/盒 50 次/盒
试剂名称 规格 数量 规格 数量

裂解缓冲液 1 45 ml/瓶 1 瓶 220 ml/瓶 1 瓶

裂解缓冲液 2 15 ml/瓶 1 瓶 60 ml/瓶 1 瓶

结合缓冲液（浓缩液） 60 ml/瓶 1 瓶 300 ml/瓶 1 瓶

漂洗缓冲液 1（浓缩液） 3 ml/瓶 1 瓶 13 ml/瓶 1 瓶

漂洗缓冲液 2（浓缩液） 3 ml/瓶 1 瓶 15 ml/瓶 1 瓶

洗脱缓冲液 2 ml/瓶 1 瓶 10 ml/瓶 1 瓶

蛋白酶 K 100 mg/支 1 支 180 mg/瓶 3 瓶

蛋白酶 K 保存液 5 ml/支 1 支 30 ml/瓶 1 瓶

吸附柱 10 个/包 1 包 50 个/包 1 包

收集管 10 个/包 1 包 50 个/包 1 包

延伸管 10 个/包 1 包 50 个/包 1 包

连接管 10 个/包 1 包 50 个/包 1 包

1. 适用标本类型：新鲜或冷冻的血清、血浆、淋巴液、尿液等无细胞体液；游离DNA保

存管或尿液样本保存管保存的样本。

2. 标本处理与保存：样本应避免反复冻融，否则影响提取的得率和质量。

3. 样本运输：新鲜或冷冻的样本应采用冰壶或者泡沫箱加冰或干冰密封运输。

使用cfDNA保存管或尿液样本保存管保存的样本，参照保存管的运输要求。

【样本要求】

吸附柱2-8℃保存，其余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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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实验者自行准备的试剂：异丙醇、无水乙醇、PBS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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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样品处理：

向离心管（自备）中加入1 ml血清/血浆样本，若样本不足1 ml，加入PBS溶液补至

1 ml体积。

注意：当样品量超过1 ml时，请等比例增加蛋白酶K、裂解缓冲液1和结合缓冲液试剂用量，具体试
剂加入量可参考附表1。

1.2 向以上溶液中加入100 μl蛋白酶K，混匀。

1.3 加入800 μl 裂解缓冲液1，剧烈震荡至少30秒。

1.4 60℃孵育30分钟，其间颠倒混匀数次。

1.5 加入1800 μl 结合缓冲液（使用前检查是否加入异丙醇），颠倒混匀10次或剧烈震

荡15-30秒。

1.6 冰浴5分钟。

1.7 按图示正确连接负压装置，将连接管插到负压装置的插口上。

1.8 将吸附柱插入到连接管上。

1.9 将延伸管插入到开盖的吸附柱中。

注意：确保连接管、吸附柱和延伸管连接稳固，防止发生漏液。

1.10 将冰浴后的混合溶液全部加入延伸管中，开启并调节负压至-900~-800 mbar，缓

慢吸走管中溶液。待溶液完全吸走，关闭负压开关，当压力恢复至0 mbar时，小

心移去延伸管。

1.11 向吸附柱中加入500 μl漂洗缓冲液1（使用前检查是否加入无水乙醇）, 开启并调

节负压至-900~-800 mbar，待溶液完全吸走，关闭负压开关。

1.12 向吸附柱中加入750 μl 漂洗缓冲液2（使用前检查是否加入无水乙醇），开启并调

节负压至-900~-800 mbar，待溶液完全吸走，关闭负压开关。

1.13 向吸附柱中加入750 μl无水乙醇，开启并调节负压至-800~-900 mbar，待溶液完

全吸走，关闭负压开关。

1.14 当压力恢复至0 mbar时，将吸附柱取下，置于新的收集管中，12,000 rpm离心3分

钟，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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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酶促反应。

1.15 将吸附柱置于新的1.5 ml收集管中，向吸附柱的中间部位悬空加入20-150 μl 洗脱

缓冲液，室温放置3分钟，12,000 rpm离心1分钟，收集DNA溶液，-20℃保存DNA。

实验前准备：向蛋白酶K中加入适量的蛋白酶K保存液使其溶解，使其终浓度为20 
mg/ml，-20℃保存。

【检验方法】

1. 血清、血浆样本（1-5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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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尿液样本（1-4ml）

2.1 样品处理：

向离心管（自备）中加入1 ml 尿液样本。若样本不足1 ml，加入PBS溶液补至1 ml

体积。

注意：当样品量超过1 ml时，请等比例增加蛋白酶K、裂解缓冲液1、裂解缓冲液2和结合缓冲液试
剂用量，具体试剂加入量可参考附表2。

2.2 向以上溶液中加入125 μl 蛋白酶K，混匀。

2.3 加入1 ml 裂解缓冲液1、250 μl 裂解缓冲液2，剧烈震荡至少30秒。

2.4 60℃孵育30分钟，其间颠倒混匀数次。

2.5 加入3.6 ml 结合缓冲液（使用前检查是否加入异丙醇），剧烈震荡15-30秒。

2.6 冰浴5分钟。

2.7 正确连接负压装置，将连接管插到负压装置的插口上。

2.8 将吸附柱插入到连接管上。

2.9 将延伸管插入到开盖的吸附柱中。

注意：确保连接管、吸附柱和延伸管连接稳固，防止发生漏液。

2.10 将冰浴后的混合溶液全部加入延伸管中，开启并调节负压至-900~-800 mbar，缓

慢吸走管中溶液。待溶液完全吸走，关闭负压开关，当压力恢复至0 mbar时，小

心移去延伸管。

2.11 向吸附柱中加入500 μl 漂洗缓冲液1（使用前检查是否加入无水乙醇）, 开启并调

节负压至-900~-800 mbar，待溶液完全吸走，关闭负压开关。

2.12 向吸附柱中加入750 μl 漂洗缓冲液2（使用前检查是否加入无水乙醇），开启并调

节负压至-900~-800 mbar，待溶液完全吸走，关闭负压开关。

2.13 向吸附柱中加入750 μl无水乙醇，开启并调节负压至-900~-800 mbar，待溶液完

全吸走，关闭负压开关。

2.14 当压力恢复至0 mbar时，将吸附柱取下，置于新的收集管中，12,000 rpm离心3分

钟，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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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酶促反应。

2.15 将吸附柱置于新的1.5 ml收集管中，向吸附柱的中间部位悬空加入20-150 μl 洗脱

缓冲液，室温放置3分钟，12,000 rpm离心1分钟，收集DNA溶液，-20℃保存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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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管 

吸附柱

连接管

延伸管、吸附柱、连接管连接示意图

附表1：不同血清/血浆样本量推荐加入试剂量

附表2：不同尿液样本量推荐加入试剂量

样本体积

试剂加入量
1 ml 2 ml 3 ml 4 ml 5 ml 

   蛋白酶 K 100 µl 200 µl 300 µl 400 µl 500 µl

   裂解缓冲液 1 800 µl 1600 µl 2400 µl 3200 µl 4000 µl 

   结合缓冲液 1800 µl 3600 µl 5400 µl 7200 µl 9000 µl

样本体积

试剂加入量
1 ml 2 ml 3 ml 4 ml 

蛋白酶K 125 µl 250 µl 375 µl 500 µl

裂解缓冲液1 1 ml 2 ml 3 ml 4 ml

裂解缓冲液2 250 µl 500 µl 750 µl 1 ml

结合缓冲液 3.6 ml 5.4 ml 7.2 ml 9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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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试验前，应详细阅读本说明。应由具备专业经验或经培训合格的人员进行操作。

2. 向蛋白酶K中加入适量的蛋白酶K保存液使其溶解，使其终浓度为20 mg/ml，-20℃保

存。配制好的蛋白酶K勿长时间室温放置，以免影响其活性。

3. 本试剂盒最多可以从5 ml血清血浆、4 ml尿液中提取游离DNA。

4. 第一次使用前应按照试剂瓶标签的说明先在结合缓冲液（浓缩液）中加入异丙醇，混

合均匀，并在试剂瓶标签上做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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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液）中加入无水乙醇，混合均匀，并在试剂瓶标签上做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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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晶或者沉淀，请将该缓冲液于56℃水浴孵育重新溶解。

7. 实验开始前将水浴锅预热至60℃。

8. 可将洗脱缓冲液预热至60℃。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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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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39号

【说明书核准及修改日期】

   核准日期：2017年05月16日

   修改日期：2019年0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