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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产品在2016年度登上Nature (2016, 540: 579-582), Nature Medicine (2016, 22:175-182), Nature 

Medicine (2016, 22:539-546), Nature Structural and Molecular Biology (2016, 23:631-639), Nature Structural 
and Molecular Biology (2016, 23:1011-1019), Cell Stem Cell (2016,in press), Cell Host & Microbe (2016, 
19:400-408), 17篇Nature Communications等高水平期刊，这也不断激励着碧云天做出高性价的产品来服务广
大科学家促进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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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粒是细胞内的一种环状的小分子 DNA，是进行 DNA 重组的常用载体。作为一个具有自
身复制起点的复制单位独立于细胞的主染色体之外，质粒 DNA 上携带了部分的基因信息，
经过基因表达后使其宿主细胞表现相应的性状。质粒 DNA 的分离提取包括了培养细胞——
收集——分离纯化三大步骤。 

 

质粒抽提流程 
 
 
 
 
 
 
 
 
 
 
 
 
 
 
 
 
 
 
 
 

 
碧云天的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Plasmid Mini Preparation Kit)是一种用于从大肠
杆菌中进行小量质粒的快速抽提的试剂盒。 
由本试剂盒抽提所得的质粒可直接用于转染细胞，DNA 测序，PCR，基于 PCR
的突变，体外转录，转化细菌，内切酶消化等。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03 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 200 次 

D0005 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 50 次 

质粒 DNA 抽提 
 

01 

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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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采用了一种新型的离子交换柱。在特定条件下，使质粒能在离心过柱的瞬间，结合到质粒纯化柱上，
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将质粒充分洗脱，从而实现质粒的快速纯化。无需酚氯仿抽提，无需酒精沉淀，12 个样
品只需不足 30 分钟即可完成。 

 每个质粒纯化柱可以结合的质粒量的上限约为 20 微克。每个纯化柱可用于抽提 1-5 毫升用 LB 培养过夜的
大肠杆菌。抽提所得质粒的 OD 值一般在 1.80 左右。抽提获得的质粒量会受质粒拷贝数等因素影响。抽提
获得的质粒 DNA 的 OD 值也会因菌种不同等原因而略有波动。 

 由本试剂盒抽提所得的质粒可直接用于转染细胞，DNA 测序，PCR，基于 PCR 的突变，体外转录，转化细
菌，内切酶消化等。由本试剂盒抽提所得的质粒可以转染细胞，但效果一般，可以用作质粒在细胞内表达的
初步检测。为取得最佳的质粒转细胞效果，建议使用碧云天生产的(D0018)质粒中量抽提试剂盒或(D0026)质
粒大量抽提试剂盒。 

包装清单 

D0003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03-1 溶液 I (悬浮液) 55ml 

D0003-2 溶液 II (裂解液) 55ml 

D0003-3 溶液 III (结合液) 80ml 

D0003-4 溶液 IV (洗涤液) 36ml×2 

D0003-5 溶液 V (洗脱液) 12ml 

D0003-6 RNase A (100mg/ml) 55 微升 

D0003-7 小抽质粒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200 套 

— 说明书 1 份 

D0005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05-1 溶液 I (悬浮液) 15ml 

D0005-2 溶液 II (裂解液) 15ml 

D0005-3 溶液 III (结合液) 20ml 

D0005-4 溶液 IV (洗涤液) 18ml 

D0005-5 溶液 V (洗脱液) 3ml 

D0005-6 RNase A (100mg/ml) 15μl 

D0005-7 小抽质粒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50 套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的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通用型) (Plasmid Mini Preparation Kit for All Purpose, Plasmid Miniprep Kit for All 
Purpose)是一种用于从大肠杆菌中进行小量质粒快速抽提的通用型离心柱式试剂盒。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07S 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通用型) 50 次 

D0007M 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通用型) 200 次 

质粒小提试剂盒（通用型）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01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02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026.htm


 

03 | 碧云天 Beyotime 

DNA 相关产品 Tools for DNA Related Research 
 

质粒中量抽提试剂盒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不仅适用于常用的 EndA-菌株 DH5α、JM109 和 XL-1 blue 等，也适用于 EndA+菌株如 JM110、
BL21(DE3)、TG1 和 HB101 等，能有效避免 EndA+菌株中高丰度核酸酶的污染，并适用于从糖类修饰水平高
的野生菌株中提取质粒。 

 野生型大肠杆菌中表达 Endonuclease I，能切割并降解双链 DNA。编码 Endonuclease I 的基因是 endA，如
果 endA 突变失活，其基因型会被标注为 endA1，相应的突变菌株被称为 EndA-菌株，而野生型菌株则被称
为 EndA+菌株。常见的 EndA-和 EndA+菌株参见附表 1。从 EndA+菌株中抽提的质粒，微量核酸酶和质粒
结合而容易被共纯化，导致容易降解，而本试剂盒增加了特殊的洗涤步骤(核酸酶洗涤液溶液 PB 洗涤)，可
以有效避免 EndA+菌株中抽提获得的质粒容易降解的问题。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07S-1 溶液 I (悬浮液) 15ml 

D0007S-2 溶液 II (裂解液) 15ml 

D0007S-3 溶液 III (结合液) 20ml 

D0007S-4 溶液 PB (核酸酶洗涤液) 30ml 

D0007S-5 溶液 IV (洗涤液) 18ml 

D0007S-6 溶液 V (洗脱液) 3ml 

D0007S-7 RNase A (100mg/ml) 15µl 

D0007S-8 小抽质粒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50 套 

— 说明书 1 份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07M-1 溶液 I (悬浮液) 55ml 

D0007M-2 溶液 II (裂解液) 55ml 

D0007M-3 溶液 III (结合液) 80ml 

D0007M-4 溶液 PB (核酸酶洗涤液) 110ml 

D0007M-5 溶液 IV (洗涤液) 36ml×2 

D0007M-6 溶液 V (洗脱液) 12ml 

D0007M-7 RNase A (100mg/ml) 55µl 

D0007M-8 小抽质粒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200 套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的质粒中量抽提试剂盒(Plasmid Midi Preparation Kit)是一种用于从大肠
杆菌中进行中量质粒的快速抽提的试剂..盒。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18 质粒中量抽提试剂盒 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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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采用了一种新型的离子交换柱。在特定条件下，使质粒能在离心过柱的瞬间，结合到质粒纯化柱上，
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将质粒充分洗脱，从而实现质粒的快速纯化。无需酚氯仿抽提，无需酒精沉淀，12 个样
品只需不足 60 分钟即可完成。 

 两步过柱纯化，使质粒纯度进一步提高，达到转细胞级要求。无需高速冷冻离心机，只需普通台式高速离心
机。所有操作均可在 1.5ml 离心管中完成。 

 每个质粒纯化柱可以结合的质粒量的上限约为 50 微克。每个纯化柱可用于抽提 5-10 毫升用 LB 培养过夜的
大肠杆菌。抽提所得质粒的 OD 值一般在 1.80 左右。抽提获得的质粒量会受质粒拷贝数等因素影响。抽提
获得的质粒 DNA 的 OD 值也会因菌种不同等原因而略有波动。 

 由本试剂盒所得质粒可直接用于转染细胞，DNA 测序，PCR，基于 PCR 的突变，体外转录，转化细菌，内
切酶消化等。本试剂盒抽提的含 Firefly luciferase 或 Renila luciferase 报告基因的质粒，用 Lipofectmine 2000
或 Fugene 6 转细胞，报告基因检测结果表明仅 0.5 微克受 SV40 启动子控制的质粒转化 12 孔板内的一孔原
代贴壁细胞，总 RLU 值约为五百万，测定时间为 10 秒。 

 内毒素(endotoxin)含量低。用对内毒素敏感的细胞转染受内毒素响应的报告基因质粒，与 Qiagen 昂贵的
Endotoxin Free 大抽试剂盒相比，检测结果完全一致。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18-1  溶液 I (悬浮液)  45ml  

D0018-2  溶液 II (裂解液)  45ml  

D0018-3  溶液 III (结合液)  60ml  

D0018-4  溶液 IV (洗涤液)  36ml  

D0018-5  溶液 V (洗脱液)  15ml  

D0018-6  溶液 VI (DNA 纯化结合液)  35ml  

D0018-7  RNase A (100mg/ml)  45μl  

D0018-8  中抽质粒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50 套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的质粒中量抽提试剂盒(通用型) (Plasmid Midi Preparation Kit for All Purpose, Plasmid Midiprep Kit for All 
Prupose)是一种用于从大肠杆菌中进行中量质粒快速抽提的通用型离心柱式试剂盒。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20 质粒中量抽提试剂盒(通用型) 50 次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不仅适用于常用的 EndA-菌株 DH5α、JM109 和 XL-1 blue 等，也适用于 EndA+菌株如 JM110、
BL21(DE3)、TG1 和 HB101 等，能有效避免 EndA+菌株中高丰度核酸酶的污染，并适用于从糖类修饰水平高
的野生菌株中提取质粒。 

 野生型大肠杆菌中表达 Endonuclease I，能切割并降解双链 DNA。编码 Endonuclease I 的基因是 endA，如

质粒中量提取试剂盒（通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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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ndA 突变失活，其基因型会被标注为 endA1，相应的突变菌株被称为 EndA-菌株，而野生型菌株则被称
为 EndA+菌株。常见的 EndA-和 EndA+菌株参见附表 1。从 EndA+菌株中抽提的质粒，微量核酸酶和质粒
结合而容易被共纯化，导致容易降解，而本试剂盒增加了特殊的洗涤步骤(核酸酶洗涤液溶液 PB 洗涤)，可
以有效避免 EndA+菌株中抽提获得的质粒容易降解的问题。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20-1 溶液 I (悬浮液) 45ml 

D0020-2 溶液 II (裂解液) 45ml 

D0020-3 溶液 III (结合液) 60ml 

D0020-4 溶液 PB (核酸酶洗涤液) 30ml 

D0020-5 溶液 IV (洗涤液) 18ml 

D0020-6 溶液 V (洗脱液) 8ml 

D0020-7 RNase A (100mg/ml) 45µl 

D0020-8 中抽质粒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50 套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的质粒大量抽提试剂盒(Plasmid Maxi Preparation Kit)是一种用于从大
肠杆菌中进行大量质粒的快速抽提的试剂盒。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26 质粒大量抽提试剂盒 20 次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采用了一种新型的离子交换柱。在特定条件下，使质粒能在离心过柱的瞬间，结合到质粒纯化柱上，
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将质粒充分洗脱，从而实现质粒的快速纯化。无需酚氯仿抽提，无需酒精沉淀，12 个样
品只需不足 90 分钟即可完成。 

 两步过柱纯化，使质粒纯度进一步提高，达到转细胞级要求。 
 每个质粒纯化柱可以结合的质粒量的上限大于 500 微克。每个纯化柱可用于抽提 100 毫升左右用 LB 培养过

夜的大肠杆菌。抽提所得质粒的 OD 值一般在 1.80 左右。抽提获得的质粒量会受质粒拷贝数等因素影响。
抽提获得的质粒 DNA 的 OD 值也会因菌种不同等原因而略有波动。 

 由本试剂盒所得质粒可直接用于转染细胞，DNA 测序，PCR，基于 PCR 的突变，体外转录，转化细菌，内
切酶消化等。本试剂盒抽提的含 Firefly luciferase 或 Renila luciferase 报告基因的质粒，用 Lipofectmine 2000
或 Fugene 6 转细胞，报告基因检测结果表明仅 0.5 微克受 SV40 启动子控制的质粒转化 12 孔板内的一孔原
代贴壁细胞，总 RLU 值约为五百万，测定时间为 10 秒。 

 内毒素(endotoxin)含量低。用对内毒素敏感的细胞转染受内毒素响应的报告基因质粒，与 Qiagen 昂贵的
Endotoxin Free 大抽试剂盒相比，检测结果完全一致。 

质粒大量抽提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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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26-1 溶液 I (悬浮液) 105ml 

D0026-2 溶液 II (裂解液) 105ml 

D0026-3 溶液 III (结合液) 150ml 

D0026-4 溶液 IV (洗涤液) 84ml×3 

D0026-5 溶液 V (洗脱液) 90ml 

D0026-6 溶液 VI (DNA 纯化结合液) 210ml 

D0026-7 RNase A (100mg/ml) 105μl 

D0026-8 大抽质粒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20 套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的质粒大量抽提试剂盒(通用型) (Plasmid Maxi Preparation Kit for All Purpose, Plasmid Maxiprep Kit for All 
Purpose)是一种用于从大肠杆菌中进行大量质粒快速抽提的通用型离心柱式试剂盒。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28 质粒大量抽提试剂盒(通用型) 20 次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不仅适用于常用的 EndA-菌株 DH5α、JM109 和 XL-1 blue 等，也适用于 EndA+菌株如 JM110、
BL21(DE3)、TG1 和 HB101 等，能有效避免 EndA+菌株中高丰度核酸酶的污染，并适用于从糖类修饰水平高
的野生菌株中提取质粒。 

 野生型大肠杆菌中表达 Endonuclease I，能切割并降解双链 DNA。编码 Endonuclease I 的基因是 endA，如
果 endA 突变失活，其基因型会被标注为 endA1，相应的突变菌株被称为 EndA-菌株，而野生型菌株则被称
为 EndA+菌株。从 EndA+菌株中抽提的质粒，微量核酸酶和质粒结合而容易被共纯化，导致容易降解，而
本试剂盒增加了特殊的洗涤步骤(核酸酶洗涤液溶液 PB 洗涤)，可以有效避免 EndA+菌株中抽提获得的质粒
容易降解的问题。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28-1 溶液 I (悬浮液) 105ml 

D0028-2 溶液 II (裂解液) 105ml 

D0028-3 溶液 III (结合液) 150ml 

D0028-4 溶液 PB (核酸酶洗涤液) 210ml 

D0028-5 溶液 IV (洗涤液) 100ml 

D0028-6 溶液 V (洗脱液) 60ml 

D0028-7 RNase A (100mg/ml) 105µl 

D0028-8 大抽质粒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20 套 

— 说明书 1 份 

质粒大量抽提试剂盒（通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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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生产的酵母质粒小量提取试剂盒(Yeast Plasmid Mini Preparation Kit)是
一种使用破壁酶(Lyticase)消化去除酵母细胞壁，然后采用一种新型的酵母质粒
纯化柱实现从酵母细胞中进行小量质粒快速抽提的试剂盒。使用本试剂盒抽提
得到的酵母质粒 DNA 可用于各种常规分子生物学实验，如转化、PCR、基于
PCR 的突变、体外转录、酶切、测序、文库筛选等。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29 酵母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 50 次 

产品优势 

 无需酚氯仿抽提，无需酒精沉淀，12 个样品只需约 1-1.5 小时即可完成。 
 试剂盒提供了破壁酶(Lyticase)，酵母收集后，加入 Lyticase 消化去除细胞壁，接着采用传统碱裂法裂解细胞，

然后将获得的上清液转移至结合柱结合 DNA，经过离心快速洗涤，最后用洗脱液洗脱出酵母质粒 DNA。 
 由于采用了高浓度的破壁酶，无需再使用玻璃珠，可以避免因为玻璃珠的机械作用带来的酵母基因组 DNA

污染。 
 每个质粒纯化柱可以结合的质粒量的上限约为 20 微克。质粒 DNA 的产量依赖于酵母携带质粒的拷贝数，酵

母菌株以及生长条件。通常酵母质粒的拷贝数较低，1.5-5ml 培养过夜的酵母抽提获得的质粒 DNA 量约为
1-3 微克左右。高拷贝酵母质粒抽提时的得率会大大提高。抽提所得质粒的量与酵母培养浓度、质粒拷贝数、
酵母品系等因素有关。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29-1 酶解缓冲液 10ml 

D0029-2 溶液Ⅰ(悬浮液) 15ml 

D0029-3 溶液Ⅱ(裂解液) 15ml 

D0029-4 溶液Ⅲ (结合液) 20ml 

D0029-5 溶液Ⅳ (洗涤液) 18ml 

D0029-6 溶液Ⅴ (洗脱液) 3ml 

D0029-7 RNase A (100mg/ml) 15μl 

D0029-8 Lyticase 1 管 

D0029-9 Lyticase 配制液 1.2ml 

D0029-10 小抽质粒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50 套 

— 说明书 1 份 

其他相关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ST576 RNase A (10mg/ml, DNase free) 1ml 

ST577 RNase A (100mg/ml, DNase free) 0.5ml 

酵母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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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广泛，适用

于多种类型样品 

ST578 RNase A (10mg/ml) 1ml 

ST579 RNase A (100mg/ml) 0.5ml 

ST206 Lysozyme/溶菌酶(>20KU/mg) 0.5g 

ST066 0.5 M EDTA,PH 8.0 100ml 

ST628 10% SDS 100ml 

ST725 TE 100ml 

ST780 1M Tris-HCl,pH8.0 100ml 
 

 

 
碧云天生产的哺乳动物基因组 DNA 抽提试剂盒(Mammalian genomic DNA extraction kit)，采用了经典的蛋白酶 K 处
理法，可以抽提到 100-150kb 以上的基因组 DNA。适用于 Southern 杂交、基因组 DNA 的 PCR 扩增及基因组 DNA
文库的构建等。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61 哺乳动物基因组 DNA 抽提试剂盒 50 次 

产品优势 

 采用了经典的蛋白酶 K 处理法，可以抽提到 100-150kb 以上的基因组 DNA。 
 适用于 Southern 杂交、基因组 DNA 的 PCR 扩增及基因组 DNA 文库的构建等。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61-1 样品裂解液 30ml 

D0061-2 蛋白酶 K 130μl 

D0061-3 10M 醋酸铵 6ml 

D0061-4 Nuclease Free Water 6ml 

— 说明书 1 份 

 

碧 云 天 的 基 因 组 DNA 小 量 抽 提 试 剂 盒 ( 离 心 柱 式 )(Genomic DNA Mini 
Preparation Kit with Spin Column)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基因组 DNA 抽提试剂
盒之一。可以抽提动物组织、鼠尾、培养细胞、细菌、酵母、动物血液、昆虫
以及固定组织的包括基因组 DNA 在内的总 DNA。一个试剂盒通过说明书 
中提供的不同操作方法，可以抽提除植物样品外的几乎所有样品中的总 DNA。 
 

 

基因组 DNA 小量抽提试剂盒(离心柱式) 

 

哺乳动物基因组 DNA 抽提试剂盒 

基因组 DNA 抽提 
 

02 



 

09 | 碧云天 Beyotime 

DNA 相关产品 Tools for DNA Related Research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63 基因组 DNA 小量抽提试剂盒(离心柱式) 50 次 

产品优势 

 整个过程无需酚氯仿抽提，无需酒精沉淀，样品裂解后仅需约 15 分钟即可完成。 
 通过本试剂盒纯化得到的基因组 DNA 的长度最长可达 50kb 左右，平均为 30kb 左右，最短为 100bp 的 DNA

也可以被纯化。 
 通过本试剂盒获得的总 DNA，OD260/OD280 的范围通常在 1.7 至 1.9 之间。 
 本试剂盒可以抽提少至数百个细胞，多至 25mg 组织、0.5-1cm 鼠尾、500 万个培养细胞、20 亿个细菌或

5000 万个酵母。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63-1 样品裂解液 A 10 ml 

D0063-2 样品裂解液 B 11 ml 

D0063-3 洗涤液 I 21 ml 

D0063-4 洗涤液 II 16 ml 

D0063-5 洗脱液 22 ml 

D0063-6 蛋白酶 K 1.1 ml 

D0063-7 DNA 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50 套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生产的动物基因组 DNA 快速抽提试剂盒(PCR 分析用) (Animal Genomic DNA Quick Extraction Kit for PCR 
Analysis)可以从鼠尾(mouse tail)、鼠耳(mouse ear)或其它动物组织如口腔取样棉签(buccal swabs)、头发(hair 
shafts)、唾液(saliva)等中快速提取基因组 DNA，用于后续的基因型鉴定等 PCR 分析检测。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65S 动物基因组 DNA 快速抽提试剂盒(PCR 分析用) 100 次 

D0065M 动物基因组 DNA 快速抽提试剂盒(PCR 分析用) 500 次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能快速消化组织样品获得基因组 DNA，无需机械破碎、有机萃取、柱纯化和 DNA
沉淀，基因组 DNA 抽提过程仅需约 20 分钟。 

 本试剂盒适用于小鼠等的基因型鉴定(genotyping)，大规模生物样品的高通量 PCR 筛选
(high-through PCR screening)，转基因筛选(transgene screening)，基因敲除分析(knockout 
analysis)和测序(sequencing)。 

 使用本试剂盒抽提获得的每个基因组 DNA 样品，通常可以进行约 200 次的 PCR 分析检测。 

动物基因组 DNA 快速抽提试剂盒（PCR 分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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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本试剂盒提取的小鼠尾巴基因组 DNA 用于基因型鉴定的效果可参照下图。 
 本试剂盒提取的小鼠尾巴基因组DNA直接PCR后的电泳图，见右图：PCR反应使用的引物是根据小鼠GAPDH

和 HSP70 基因序列进行设计的，泳道 1(GAPDH)和 2(HSP70)的 PCR 产物大小分别为 299bp 和 403bp。M, 
marker。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65S-1 DNA Extraction Solution 9.6ml 

D0065S-2 Enzyme Mix 0.4ml 

D0065S-3 Stop Solution 10ml 

— 说明书 1 份 

D0065M-1 DNA Extraction Solution 48ml 

D0065M-2 Enzyme Mix 2ml 

D0065M-3 Stop Solution 50ml 

— 说明书 1 份 

其他相关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281S 动物组织直接 PCR 试剂盒 100 次 

D7281M 动物组织直接 PCR 试剂盒 500 次 

D7283S 鼠尾基因型快速鉴定试剂盒 100 次 

D7283M 鼠尾基因型快速鉴定试剂盒 500 次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ST206 Lysozyme/溶菌酶(>20KU/mg) 0.5g 

ST532 Proteinase K (20mg/ml) 0.2ml 

 

 
碧云天的 PCR 纯化试剂盒(PCR Clean Up Kit)，也称 DNA 纯化试剂盒(DNA 
Purification Kit)是一种用于 PCR 产物纯化或从多种 DNA 反应体系中纯化 DNA 的
试剂盒。 
 
 
 
 

其他试剂 

PCR 纯化试剂盒/DNA 纯化试剂盒 

DNA 纯化胶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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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eyotime.com/product/ST20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5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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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33 PCR 纯化试剂盒/DNA 纯化试剂盒 50 次 

产品优势 

 适用于 PCR 反应后去除引物、酶、矿物油、甘油、盐等杂质；也同样适用于酶切、连接、磷酸化、补平或
切平、随机引物等反应后的 DNA 纯化。纯化所得 DNA 可直接用于酶切、连接、转化细菌、测序、PCR、杂
交等后续操作。本试剂盒适用于纯化 100bp-10kb DNA，长至 30 个碱基的引物均可被完全去除。 

 本试剂盒采用了一种新型的 DNA 纯化柱。在特定条件下，使 DNA 能在离心过柱的瞬间，结合到 DNA 纯化
柱上，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将 DNA 充分洗脱，从而实现 DNA 的快速纯化。无需酚氯仿抽提，无需酒精沉淀，
12 个样品只需不足 15 分钟即可完成。 

 每个 DNA 纯化柱可以结合的 DNA 量的上限约为 15 微克。 
 DNA 回收效率约为 90%。接近 100bp 或 10kb 的 DNA 片段回收效率要略低一些，大于 10kb 的 DNA 回收效

率迅速下降。另外如果样品中 DNA 含量特别低也会导致回收效率下降。 

（本试剂盒纯化效果图。本图仅作参考，不同的样品不同的纯化条件，实际的纯化效果可能和上图有一定的差别。）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33-1 溶液 I (DNA 纯化结合液) 20ml 

D0033-2 溶液 II (洗涤液) 26ml 

D0033-3 溶液 III (洗脱液) 3ml 

D0033-4 DNA 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50 套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的 DNA 凝胶回收试剂盒(DNA Gel Extraction Kit)，是一种用于从 DNA
琼脂糖凝胶中回收目的 DNA 的试剂盒。 
 
 
 
 
 

DNA 凝胶回收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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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056 DNA 凝胶回收试剂盒 50 次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采用了融胶液，可以使琼脂糖凝胶完全融化。同时采用了一种新型的离子交换柱，在特定条件下，
使 DNA 能在离心过柱的瞬间，结合到 DNA 纯化柱上，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将 DNA 充分洗脱，从而实现 DNA
的快速纯化。 

 无需酚氯仿抽提，无需酒精沉淀，通常 12 个样品只需不足 20 分钟即可完成。每个 DNA 纯化柱可以结合的
DNA 量的上限约为 15 微克。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056-1 溶液 I(融胶液) 20ml 

D0056-2 溶液 II(洗涤液) 26ml 

D0056-3 溶液 III(洗脱液) 3ml 

D0056-4 DNA 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50 套 

— 说明书 1 份 

 
 

本产品为分子生物学级 Glycogen(糖原)，不含 DNase，不含 RNase，可以用作
沉淀 DNA 或 RNA 的辅助沉淀剂(used as a carrier for the precipitation of DNA 
or RNA)。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812 Glycogen (核酸沉淀用) 500 微升 

产品优势 

 作为 DNA 或 RNA 的辅助沉淀剂，大多数情况下 glycogen 比 tRNA 或超声处理过的 DNA 效果更好。据文献
报道，连接反应产物用 glycogen 沉淀后对于后续的细菌转化没有干扰。Glycogen 会干扰 DNA 和蛋白的相
互作用。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812  Glycogen(20mg/ml)  500μl  

— 说明书 1 份 

 

Glycogen (核酸沉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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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的 NA-Red (Nucleic Acid Red，核酸红)/ NA-Green (Nucleic Acid 
Green，核酸绿)是一种 EB (Ethidium bromide，溴化乙锭)的升级换代产品，
用于凝胶中 DNA、RNA 等核酸的染色。NA-Red/NA-Green 具有安全(未检
测到致突变性和细胞毒性未检测到致突变性和细胞毒性)、灵敏度高、稳定
性好等优点。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139 Gel-Red (EB 升级换代产品, 10000X) 0.2ml 

D0140 Gel-Red (EB 升级换代产品, 10000X) 1ml 

D0143 Gel-Green (EB 升级换代产品, 10000X) 0.2ml 

D0145 Gel-Green (EB 升级换代产品, 10000X) 1ml 

产品优势 

 NA-Red/NA-Green 的检测灵敏度比 EB 高 8-10 倍，在检测低浓度、微量 DNA 或 RNA 方面比 EB 更佳，尤
其对小分子量的 DNA 检测非常灵敏。 

 NA-Red/NA-Green 在远高于其工作浓度范围时均没有细胞毒性及诱变性。 
 含 NA-Red/NA-Green 的凝胶在核酸染色时的重复性非常好含 NA-Red 的凝胶在核酸染色时的重复性非常好

热稳定性和光稳定性。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ST004L Agarose 50g 

ST004M Agarose (Low EEO) 50g 

ST004Q Agarose (Low EEO) 250g 

ST716 TAE (50X) 500ml 

ST718 TBE(5X) 500ml 

ST720 TBE (1X premixed powder) 2L 

ST721 TBE (1X premixed powder) 10×2L 

ST723 TBE (5X premixed powder) 2×2L 

 
 
 
 
 

NA-Red/NA-Green(EB 升级换代产品, 2000X) 

DNA 电泳 
 

04 
EB 升级换代

环保产品 

其他产品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13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140.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14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145.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004L.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004M.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004Q.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71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71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720.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721.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7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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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 DNA 连接试剂盒(Rapid DNA Ligation Kit) 是碧云天研发的一种把 DNA 片段在
短至 5-10 分钟内快速插入到载体(vector)中的连接试剂盒。对于双粘端 DNA 片段
的插入仅需 5-10 分钟即可完成，对于双平端 DNA 片段的插入仅需 15 分钟即可完
成。同时本试剂盒也可以用于其它各种常规的双链 DNA 连接反应。连接 30 分钟即
可达到最佳效果，与连接过夜的效果一致。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002 快速 DNA 连接试剂盒 100 次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可以用于 PCR 片段和载体的连接、酶切产物和载体的连接、linker 和载体的连接、linker 和 linker
的连接等各种双链 DNA 的连接。 

 为了获得快速高效的连接效果，本试剂盒采用了一种特殊的高活力 Rapid T4 DNA Ligase 以及相应的快速连
接缓冲液，确保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得很好的连接效果。连接 30 分钟和连接过夜的效果相当，通常只须连接
5-10 分钟即可满足常规用途。 

（快速 DNA 连接试剂盒实测效果图。双酶切后的载体室温自连 30min(A)或 16ºC 自连过夜(D)作为阴性对照；
双酶切后的载体与待插入片段室温连接 10min(B)、30min(C)或者 16ºC 连接过夜(E)，随后转化细菌涂板，并
于第二天取平板观察拍照。） 

 在确保连接效果的同时，确保完成连接后不必进行任何纯化即可直接转化细菌。另外，快速连接缓冲液中已
经含有 ATP、镁离子等各种必需物质，无需再添加其它任何试剂。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7002-1 快速连接缓冲液(2X) 0.5 ml 

D7002-2 Rapid T4 DNA ligase 50 μl 

－ 说明书 1 份 

 
 
 
 
 

快速 DNA 连接试剂盒 

DNA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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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 DNA Ligase 即 T4 DNA 连接酶，可以催化粘端或平端双链 DNA 或 RNA 的 5'-P
末端和 3'-OH 末端之间以磷酸二酯键结合，该催化反应需 ATP 作为辅助因子。同
时 T4 DNA 连接酶可以修补双链 DNA、双链 RNA 或 DNA/RNA 杂合物上的单链
缺刻(single-strand nicks)。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006 T4 DNA Ligase 40,000U 

产品优势 

 T4 DNA Ligase 常用于 DNA 片段和载体、linker 或 adaptor 等的连接。也可以用于缺刻修复及 Ligase 介导的
RNA 检测。 

 右图为本产品 T4 DNA Ligase 的连接产物转化感受态细菌后涂板获得的 LB
平板效果图。A. 双酶切后的载体自连过夜；B. 双酶切后的载体与待插入片
段过夜连接。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7006-1 T4 DNA Ligase (1000U/μl) 40, 000U 

D7006-2 10X Ligation Buffer 0.3 ml 

－ 说明书 1 份 

 
 

 
生物素 3'末端 DNA 标记试剂盒(Biotin 3' End DNA Labeling Kit)是一种通过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TdT)把生物素标记的 dUTP 添加到
DNA 3'末端的试剂盒。通常 DNA 的 3'末端被标记后不会干扰杂交反应，也不
会干扰基于序列特异性蛋白结合的 EMSA 检测；因此生物素标记的 DNA 探针
可 以 用 于 常 规 的 Northern 、 Southern 、 EMSA( 即 gel shift) 以 及 colony 
hybridization 或原位杂交等。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3106 生物素 3' 末端 DNA 标记试剂盒 20 次 

T4 DNA 连接酶 

生物素 3' 末端 DNA 标记试剂盒 

DNA 标记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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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适合标记纯化的单链 DNA，如果用于标记 EMSA 探针，可以在单链标记后再进行退火。 
 本试剂盒中提供了已经用生物素标记好的 Biotin-Control Oligo，可以用作检测 DNA 标记效率的对照。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3106-1 TdT Buffer(5X) 250 μl 

D3106-2 TdT(10U/μl) 20 μl 

D3106-3 Biotin-11-dUTP(5μM) 100 μl 

D3106-4 Biotin-Control Oligo(0.4μM) 100 μl 

D3106-5 Ultrapure water 1 ml 

D3106-6 探针标记终止液 200 μl 

D3106-7 TE 15 ml 

— 说明书 1 份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3118 生物素随机引物 DNA 标记试剂盒 10 次 

D3308 化学发光法生物素标记核酸检测试剂盒 1000 cm2 

D3308B 封闭液(D3308 专用) 380 ml 

D3308W 洗涤液(5X，D3308 专用) 250 ml 

 

 
碧云天生产的基因定点突变试剂盒(Site-directed Gene Mutagenesis Kit) 是一个利用
目前最新的基因点突变技术设计而成的试剂盒，可以用于点突变，多个邻近密码子
的突变，单个或多个邻近密码子的缺失(deletion)或插入(insertion)突变。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206 基因定点突变试剂盒 10 次 

 

相关产品 

基因定点突变试剂盒 

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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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eyotime.com/product/D311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330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3308B.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3308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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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原理 

使用本试剂盒时需要先设计长度通常为 30 个碱基以上的互补的两个引
物，在引物中含有预期的突变位点。然后以待突变的质粒为模板，用这
两个引物进行 PCR 扩增反应。这样可以产生含有预期的突变位点的双链
质粒，但这个双链质粒中有两个 nick 位点。待突变的质粒通常来源于
DH5α 等 dam+大肠杆菌，在这些 dam+细菌中质粒会被甲基化修饰，而
在体外通过 PCR 扩增得到的质粒不会被甲基化。这样用特异性识别甲基
化位点的酶 DpnI 处理，可以消化掉待突变的质粒模板，而使通过 PCR
扩增出来的含有突变位点的质粒被选择性地保留下来。随后把 DpnI 处
理过的产物转化感受态细菌后，突变质粒中的两个 nick 位点可以被大肠
杆菌修复，得到的克隆就会含有预期的突变质粒了。 

 

产品优势 

 只需通过基于 PCR 的突变质粒的合成，和基于 DpnI 的模板质粒的
消化，转化培养以及后续的酶切或测序鉴定，即可得到预期的突变质粒。累计操作时间不足 2 小时即可完成
基因的定点突变。 

 本试剂盒使用了最新的保真性更高，扩增效率更高的 BeyoFusion™ DNA Polymerase，进一步提高了基因定
点突变的成功率。同时进一步严格验证了试剂盒中的 DpnI，确保能充分消化掉甲基化的模板质粒，同时不
会消化为甲基化的 PCR 产物。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206-1 BeyoFusion™ DNA Polymerase 10 μl 

D0206-2 10X BeyoFusion™ Buffer (with Mg2+) 100 μl 

D0206-3 dNTP Mix (2.5mM each) 50 μl 

D0206-4 DpnI 10 μl 

D0206-5 DH5α 甘油菌 200 μl 

D0206-6 Nuclease-Free Water 1 ml 

—  说明书  1 份  

 

DpnI 内切酶为碧云天最新研发产品，基本信息如下： (*，该位点甲基化后才可以被
DpnI 所识别并酶切。) 

 
 
 
 

DpnI 内切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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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6257 DpnI 500U 

 

识别序列 缓冲液兼容性(%) 酶切温度 失活条件 甲基化干扰？ 

GA* ^TC 
CT ^A*G 

1X B 1X G 1X O 1X R 1X Y 2X Y 
37 ºC 

80 ºC 
20min 

甲基化的序列 
才可被酶切 100 100 50-100 50-100 100 50-100 

产品原理  

 DpnI 识别并酶切 DNA 双链中腺嘌呤 N6 位甲基化(N6-methyladenine)的 GATC 序列。DpnI 识别位点中两个
腺嘌呤的 N6 位都甲基化时，呈现正常的酶活力；只有一个腺嘌呤的 N6 位甲基化时，酶切活力会降低约 60
倍。 

 从 dam+(Dam 甲基化酶表达阳性)大肠杆菌菌株如 DH5α 等提取的质粒的 GATC 序列中腺嘌呤 N6 位被甲基
化，从而可以被 DpnI 识别和酶切；而从 dam-(Dam 甲基化酶表达阴性)大肠杆菌菌株如 JM110 等提取的质
粒的 GATC 序列中腺嘌呤 N6 位没有被甲基化，从而不能被 DpnI 识别和酶切(参考下图)。 

 
(DpnI 酶活性检测结果图。A.分别用从 JM110 菌株(dam-)和 DH5α 菌株(dam+)中提取的质粒 400ng，在 20μl 酶
切体系中，分别加入或不加入 10U 的 DpnI，37ºC 酶切 1 小时，然后电泳分析。图中可见从 DH5α 中提取得到的
甲基化质粒可以被 DpnI 完全消化，而对于从 JM110 中提取得到的非甲基化质粒没有任何非特异性的酶切作用。
B.取图 A 中各酶切产物 5μl 分别转化 DH5α 感受态细胞然后涂板，培养过夜。图中可见从 DH5α 中提取得到的甲
基化质粒被 DpnI 消化 1 小时后，不会产生任何克隆，进一步验证了 DpnI 在 1 小时内可以完全消化甲基化的质
粒，并确保本产品可以用于质粒点突变。)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6257-1 DpnI(10U/μl) 500U 

D6010Y 10X Buffer Y 1 ml 

－ 说明书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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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生产的 Seamless Cloning Kit(无缝克隆试剂盒)是一种新型的基于插入片段和线性化载体的末端进行同源重
组的基因克隆试剂盒。本试剂盒利用包含了 DNA 5’外切酶(5’ Exonuclease)、DNA 聚合酶(DNA Polymerase)和 DNA
连接酶(DNA Ligase)活性的重组酶(assembly enzyme)，通过同源重组的方法可以将一个或多个 DNA 片段按照预
定方向、快速、高效和精确地插入到线性化载体中，并且最终构建的克隆没有任何额外的碱基序列，因此被称作
“无缝克隆”。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010S Seamless Cloning Kit (无缝克隆试剂盒) 20 次 

D7010M Seamless Cloning Kit (无缝克隆试剂盒) 100 次 

产品原理 

碧云天无缝克隆试剂盒的工作原理图。重叠区域(overlap region)的 DNA 序列完全一致，通常长度为 15-25bp。
不同颜色的重叠区域代表不同的重叠序列。在插入 2 个或以上片段时，不同的重叠序列可以确保待插入片段有序
地插入到线性化的载体(linearized vector)中。 

产品优势 

和传统的基因克隆方法相比，本试剂盒的无缝克隆方法有多方面的突出优点： 
 最终构建的克隆没有任何额外的碱基序列，因此是真正的“无缝克隆”。 
 可通过一个反应将一个或多个片段快速、定向地插入到载体的任何位置。 
 待插入的 PCR 扩增产物无须酶切。 
 插入片段的大小范围宽，从 20bp 左右的小片段到 10kb 左右的大片段都可以成功插入。 
 可通过 PCR 扩增获得线性化载体，因此限制性内切酶消化并不是克隆所必须的。 
 酶催化的重组连接反应非常快速和高效，对于一个片段的插入仅需 50ºC 处理 15 分钟；对于三个片段的插

入仅需 50ºC 处理 30 分钟，而对于 5 个片段的插入也仅需 50ºC 处理约 60 分钟。 
 只有插入片段和线性化载体的末端才能发生同源重组，可以有效避免非特异性的同源重组。 
 阳性克隆比例高，单个 DNA 片段克隆的阳性率几乎为 100%，三个片段的克隆阳性率约为 70-80%。 
 本无缝克隆试剂盒操作非常简单。本试剂盒进行基因克隆时没有酶切位点的限制，仅需在载体的预定克隆位

无缝克隆 
 

08 

Seamless Cloning Kit (无缝克隆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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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通过酶切进行线性化或通过 PCR 的方法直接制备线性化的载体，在插入片段的两个 PCR 引物的 5’端引入
与载体克隆位点两端完全一致的 15~25bp 的重叠序列。重组反应可以在 50ºC 快速进行，3-4 小时内即可完
成从 DNA 样品的 PCR 扩增、纯化、重组、到转化涂板的全部操作。其中 PCR 反应约 2-3 小时，PCR 产物纯
化约 20 分钟，重组反应 15 分钟，转化涂板约 40 分钟，共计约 3-4 小时即可完成。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7010S-1 2X Seamless Cloning Mix 200 µl 

D7010S-2 Linearized pUC18 (50ng/µl) 10 µl 

D7010S-3 DNA fragment (1100bp, 60ng/µl) 10 µl 

D7010S-4 Nuclease free water 200 µl 

— 说明书 1 份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7010M-1 2X Seamless Cloning Mix 1 ml 

D7010M-2 Linearized pUC18 (50ng/µl) 50 µl 

D7010M-3 DNA fragment (1100bp, 60ng/µl) 50 µl 

D7010M-4 Nuclease free water 1 ml 

— 说明书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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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的离心柱式 RNAeasy™动物长链 RNA 抽提试剂盒(RNAeasy™ Animal 
Long RNA Isolation Kit with Spin Column)是一种基于离心柱法从动物组织或培
养的动物细胞中安全、快速、便捷、稳定、高效、高质量地抽提长度大于 200
个核苷酸(nucleotide, nt)的长链 RNA(long RNA)的试剂盒。长链 RNA 也称 large 
RNA，即小 RNA 除外的总 RNA。 
本试剂盒抽提得到的 RNA 可直接用于反转录、RT-PCR、qPCR、Northern、点
杂交(Dot Blot)、纯化 mRNA、体外翻译、RNase protection assay、cDNA 克隆
等下游实验；也可用于基因表达芯片分析、高通量测序等对 RNA 质量要求较
高的情况。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R0024 RNAeasy™动物长链 RNA 抽提试剂盒(离心柱式) 12 次 

R0024FT RNAeasy™动物长链 RNA 抽提试剂盒(离心柱式)(试用装) 12 次 

R0026 RNAeasy™动物长链 RNA 抽提试剂盒(离心柱式) 50 次 

R0027 RNAeasy™动物长链 RNA 抽提试剂盒(离心柱式) 200 次 

产品原理 

本试剂盒抽提长链 RNA 的基本流程如图所示。样品在裂解液中迅速裂解，释放出总 RNA，然后让 RNA 特异性地
结合到纯化柱上，而基因组 DNA 和蛋白质等其它组分通过高速离心被有效去除，再通过 3 次洗涤充分去除非特
异性结合的蛋白、盐等杂质，最后用洗脱液将高纯度的长链 RNA 洗脱下来。 

 
 
 
 
 
 
 

（离心柱式长链 RNA 抽提流程示意图）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使用安全。本试剂盒通过特殊的柱纯化介质进行长链 RNA 分离纯化，能有效避免传统的 Trizol 法
抽提时使用的酚、氯仿等有毒有害有机试剂。 

 本试剂盒使用快速、便捷。本试剂盒采用柱纯化，无需繁琐的 RNA 沉淀步骤，抽提操作过程仅 15-20 分钟。
相比于传统的 Trizol 抽提法，本试剂盒的操作流程显著简化，缩短了抽提时间，降低了 RNA 被降解的风险。
和国外同类柱纯化产品相比，所需操作步骤和操作时间基本一致。 

 本试剂盒抽提长链 RNA 的得率高，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本试剂盒抽提得到的长链 RNA 纯度高，显著优于 Trizol 和国外 Q 品牌的同类产品。本试剂盒抽提得到的长

链 RNA 的 A260/A280 通常为 2.0-2.2。A260/A230 通常为 1.9-2.1。本试剂盒与传统的 Trizol 方法及国际知
名 Q 品牌同类产品的抽提效果对比参见下图。由图可知，本试剂盒在抽提组织样品的长链 RNA 时，A260/A230
非常显著地高于 Trizol 法和 Q 品牌的同类产品，提示纯度高。 

RNAeasy™动物长链 RNA 抽提试剂盒(离心柱式) 



 

服务科学 造福生命 | 22 

Toos for Analysiof Autophagy 细胞凋亡  RNA 相关产品 Tools for RNA Related Research 
 

(本试剂盒与 Trizol、Q 品牌同类产品的长链 RNA 抽提效果对比。样品为冻存的 50 万个 HeLa 细胞、20mg 小鼠
肝组织和 20mg 小鼠脑组织。洗脱液用量均为 40μl。均取 6μl 洗脱的样品经变性处理后，在含 6.67%甲醛和适量
NA-Red 的 1.2%变性琼脂糖凝胶中电泳约 45 分钟后拍照。)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R0024-1 裂解液 8 ml 

R0024-2 结合液 8 ml 

R0024-3 洗涤液 I 8 ml 

R0024-4 洗涤液 II 15 ml 

R0024-5 洗脱液 1.2 ml 

R0024-6 RNA 纯化柱及废液收集管 12 套 

R0024-7 RNA 洗脱管 12 个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R0028 RNAeasy™动物小 RNA 抽提试剂盒(离心柱式) 50 次 

R0032 RNAeasy™动物总 RNA 抽提试剂盒(离心柱式) 50 次 

RNA 其他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R0011 Beyozol (总 RNA 抽提试剂) 100 ml 

R0016 Trizol (总 RNA 抽提试剂) 100 ml 

R0021 DEPC 水(DNase、RNase free) 100 ml 

R0022 DEPC 水(DNase、RNase free) 500 ml 

R0051 Annealing Buffer for RNA Oligos (5X) 1 ml 

R0102 RNase Inhibitor 2000U 

R0107 氧钒核糖核苷复合物(RNase 抑制剂) 2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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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08 氧钒核糖核苷复合物(RNase 抑制剂) 10 ml 

R0123 RNase and DNase Away 250 ml 

R0125 RNase, DNase and DNA Away 250 ml 

R0127 RNase, DNase, RNA and DNA Away 250 ml 

ST004B 40% Acr-Bis (19:1, Nuclease free) 100 ml 

ST036 DEPC 1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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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 for Reverse Transcription 
 

 

碧云天生产的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即 BeyoRT™ II M-MLV 
reverse transcriptase (RNase H-)，是一种经过改造和优化的 M-MLV 反转录酶，
具有正常的依赖于 RNA 或 DNA 模板的 DNA 聚合酶活性，能够以 RNA 或 DNA
为 模 板 ， 在 引 物 存 在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互 补 DNA 链 的 合 成 ， 即 可 以 进 行
cDNA(complementary DNA)的第一链合成。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160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 2000U 

产品优势 

 本产品是最常用的反转录酶之一，广泛用于获得总 RNA 或 mRNA 后 cDNA 第一条链的合成，后续可以用于
PCR、real-time PCR 也称定量 PCR(quantitative PCR, qPCR)、cDNA 的第二链合成以及 cDNA 文库的构建等。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还可以通过反转录用于 DNA 探针的荧光、生物素、地高辛或同位素
标记等，也可以通过引物延伸(primer extention)来分析和研究 RNA。 

 本产品无 RNase H 活性，反转录效率高、产物长度长。本产品经测试可以轻松完成长度为 8 kb 及以下基因
的反转录，反转录的最大长度可以超过 10 kb，如下图。 

 
使用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反转录总 RNA 后，对于不同长
度的 cDNA 进行 PCR 扩增后的电泳效果图。图中可见对于 0.2-8kb 的 cDNA
可以非常高效地被反转录。 
 
 
 

 本产品热稳定性高。最适反应温度为 42-45ºC，但当温度达到 50ºC 时仍具有很高活性，且可获得较高产量
的 cDNA。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在不同温度下的反转录效果。用
从 NIH3T3 细胞抽提获得的总 RNA 500 ng，在 20μl 的反转录体系中按照
图中所示温度进行反转录。反转录完成后取 1μl 反转录产品进行目的基因
的 PCR 扩增和电泳。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7160-1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 10 μl 

D7160-2 Reaction Buffer (5X) 0.1 ml 

— 说明书 1 份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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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153 BeyoRT™ M-MuLV 反转录酶 2000U 

D7159 BeyoRT™ M-MuLV 反转录酶(RNase H-) 2000U 

D7161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 10KU 

D7162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 50KU 

 
 

碧云天生产的 BeyoRT™ II cDNA 第一链合成试剂盒(RNase H-)，即 BeyoRT™II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 (RNase H minus)，是一种采用了经过改造和优化的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用于以总 RNA、mRNA 等为模板反转录
合成 cDNA 第一链的试剂盒。本试剂盒包含了进行 cDNA 第一链合成所需的各种
试剂。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167 BeyoRT™ II cDNA 第一链合成试剂盒(RNase H-) 20 次 

产品优势 

 使用本试剂盒可以轻松完成长度为 8 kb 及以下基因的反转录（见下图），反转录的最大长度可以超过 10 kb。 
（使用本试剂盒对总 RNA 反转录后，对于不同长度的 cDNA 进行 PCR 扩增后的电泳效果图。图中可见对于 0.2-8kb
的 cDNA 可以非常高效地被反转录。） 
 本试剂盒中的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热稳定性高，最适反应温度为 42-45ºC，但当温度达

到 50ºC 时仍具有很高活性，且可获得较高产量的 cDNA。 
 试剂盒中提供了 RNase Inhibitor，确保在反转录过程中的 RNA 不会被 RNA 酶所降解并取得较好的反转录效

果。 
 试剂盒还提供了 Oligo(dT)18 和 random hexamer 这两种引物，前者适合用于带有 Poly(A)尾的 mRNA 的反转

录，后者进行反转录时不需要 poly(A)尾。也可以自行采用基因特异性引物进行 cDNA 第一链的合成。 

 

BeyoRT™ II cDNA 第一链合成试剂盒(RNase H-) 

http://beyotime.com/product/D715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715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7161.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7162.htm


 

服务科学 造福生命 | 26 

Toos for Analysiof Autophagy 细胞凋亡 Tools for Reverse Transcription 
 

反转录产品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7167-1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 20 μl 

D7167-2 Reaction Buffer (5X) 0.1 ml 

D7167-3 RNase Inhibitor (20U/μl) 20 μl 

D7167-4 dNTP Mix (10 mM each) 40 μl 

D7167-5 Oligo(dT)18 Primer (0.5μg/μl) 20 μl 

D7167-6 Random Hexamer Primer (0.2μg/μl) 20 μl 

D7167-7 DEPC-treated Water 0.3 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172 cDNA 第二链合成试剂盒 10 次 

 

碧云天的 RNase and DNase Away，即 RNase 与 DNase 清除试剂，简称核酸酶清
除试剂，是一种高效清除实验仪器、设备、材料固相表面的 RNase 和 DNase 等
核酸酶污染的无毒无腐蚀性喷洒型试剂，主要用于创造洁净的 DNA 和 RNA 操作
环境。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R0123 RNase and DNase Away 250 ml 

产品优势 

 本产品能有效清除 RNase 和 DNase，并且不会直接影响 RNA 和 DNA 的稳定性，具体的使用效果及与国际
知名 T 品牌同类产品对 RNase、DNase、DNA 和 RNA 的作用效果对比，参考下图。 

 
 
 
 

RNase与DNase清除试剂-RNase and DNase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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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见，碧云天的 RNase and DNase Away 与 T 品牌同类产品对 RNase 的清除效果基本一致，对于 DNase
的清除效果显著优于 T 品牌同类产品，对于 DNA 的稳定作用略优于 T 品牌同类产品，对于 RNA 的稳定作用显著
优于 T 品牌同类产品。） 
 本产品使用安全，无毒性、无腐蚀性，也无刺激性，在某些用途方面是一种非常安全的 DEPC 替代品。 
 本产品使用便捷。使用时直接将本产品均匀喷洒于固体表面，约 5 分钟后用洁净纸巾擦拭干净即可进行后续

的实验操作。 
 本产品对 RNA 和 DNA 都无影响，极微量的本产品残留也不会明显影响下游实验。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R0123 RNase and DNase Away 250 ml 

R0125 RNase, DNase and DNA Away 250 ml 

R0127 RNase, DNase, RNA and DNA Away 250 ml 

 

 

 

 

 

 

 

 

 

 

 
 
 

http://beyotime.com/product/R012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R0125.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R01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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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相关 

 

碧云天生产的 BeyoFusion™ Plus DNA Polymerase，是一种以嗜热古细菌 DNA 聚合酶
(hyperthermophilic archaeon Pyrococcus-like DNA polymerase)为基础通过突变等改造
而获得的超高性能 DNA 聚合酶。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222 BeyoFusion™ Plus DNA Polymerase 200U 

产品优势 

 扩增速度极快，扩增小于 6kb 的 DNA 片段时，延伸 1kb 只需要 15 秒。 
 保真度极高，BeyoFusion™ Plus DNA Polymerase 不仅可以非常高效地催化 5’至 3’方向的依赖于 DNA 模板的

脱氧核苷酸的聚合反应，它同时还具有 3’至 5’的外切酶活性(proofreading activity)，它的错误发生概率比 Taq
酶要低 26 倍，比 pfu 酶要约低 3 倍。 

 扩增片段可以轻松达到 12kb，BeyoFusion™ Plus DNA 聚合酶可以轻松胜任具有复杂二级结构的、非常长的
DNA 片段的准确扩增，因此它是目的基因扩增和克隆的理想选择。 

(BeyoFusion™ Plus DNA polymerase 以 λDNA 为模板，PCR 扩增不同长度(0.5-12kb)片段的的电泳图。)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7222-1 BeyoFusion™ Plus DNA Polymerase (2.5U/μl) 80 μl 

D7222-2 10X BeyoFusion™ Buffer (with Mg2+) 0.5 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220 BeyoFusion™ DNA Polymerase 200U 

D7221 BeyoFusion™ DNA Polymerase 1000U 

D7222B BeyoFusion™ Plus DNA Polymerase 1000U 

 
 
 

高保真 PCR 酶 BeyoFusion™ Plus DNA Polyme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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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启动PCR酶 Hot-Start Taq DNA Polymerase 

 
 
 
 
碧云天生产的 Hot-Start Taq DNA Polymerase 是一种仅当温度高于 45ºC 时才具有 DNA 聚
合酶活性的 Taq DNA Polymerase(简称 Taq 酶)与其可逆抑制剂的混合物，俗称热启动 Taq
酶或 HS Taq 酶。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211S Hot-Start Taq DNA Polymerase 200U 

D7211M Hot-Start Taq DNA Polymerase 1000U 

D7211L Hot-Start Taq DNA Polymerase 5000U 

产品原理 

碧云天的 Hot-Start Taq DNA Polymerase 是 Taq 酶与其可逆性抑制剂的混合物。该抑制剂可以可逆性地结合于
Taq 酶活性位点，当温度低于 45ºC 时，形成非活性的 Taq 酶和抑制剂的复合物，从而抑制了 Taq 酶的活性。 
在常规 PCR 反应过程中，当温度升高至 45ºC 或以上时，Taq 酶和其可逆性抑制剂解离，从而发挥其正常的 DNA
聚合酶活性。上述机制使 Hot-Start Taq DNA Polymerase 仅在加热到 45ºC 或以上时才会有酶活性，从而确保了
小于 45ºC 时不会发生非特异性的 DNA 聚合反应，有效降低了 PCR 的非特异性背景，提高了 PCR 反应的准确性
和精确性。 
常规的 DNA 分离纯化操作，例如 PCR 纯化试剂盒或 DNA 凝胶回收试剂盒和乙醇沉淀等操作，都能有效去除本
产品中的抑制剂，以避免可能的对于后续反应的干扰。 
 

 
 
 
 
 
 
 
 

（Hot-Start Taq DNA Polymerase 的酶活力测定。A. Hot-Start Taq DNA Polymerase (HS Taq) 
 

产品优势 

 使用本产品进行 PCR 反应时可以在室温操作，并能有效避免室温操作时由于普通 Taq 酶或其它耐热 DNA 聚
合酶存在活性而导致的非特异性 PCR 背景。 

 碧云天生产的 Hot-Start Taq DNA Polymerase 是一种仅当温度高于 45ºC 时才具有 DNA 聚合酶活性的 Taq 
DNA Polymerase(简称 Taq 酶)与其可逆抑制剂的混合物，俗称热启动 Taq 酶或 HS Taq 酶。 

 使用本产品进行 PCR 反应时可以在室温操作，并能有效避免室温操作时由于普通 Taq 酶或其它耐热 DNA 聚
合酶存在活性而导致的非特异性 PCR 背景。 

 
 

http://beyotime.com/product/D7211S.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7211M.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7211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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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相关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7211S-1 Hot-Start Taq DNA Polymerase (2.5U/μl) 200U 

D7211S-2 10X Hot-Start PCR Buffer 1 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205 Taq DNA Polymerase 200U 

D7207 Taq DNA Polymerase 1000U 

D7209 Taq DNA Polymerase 5000U 

D7216 Pfu DNA Polymerase 200U 

D7217 Pfu DNA Polymerase 1000U 

D7218 BeyoTaq DNA Polymerase 200U 

D7219 BeyoTaq DNA Polymerase 1000U 

 
 
 

 
碧云天的 Easy-Load™ PCR Master Mix(Blue, 2X)是一种使用特别便捷的含有蓝色染
料(电泳位置约 300-500bp)的 2 倍浓度的 PCR 预混液，含有 2X Taq DNA Polymerase、
2X PCR Buffer、2X dNTP 和 2X Loading Buffer，只需加入模板 DNA、引物和水即可
进行 PCR 扩增，并且扩增完毕后可以直接上样电泳。主要适用于 cDNA 或基因组
DNA 等的常规 PCR 扩增，特别适合于定性或半定量的 PCR 扩增，也可用于长度小
于 2kb 的 DNA 片段的扩增和克隆。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251-1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Blue, 2X) 100 次 

D7251-4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Blue, 2X) 400 次 

D7251-20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Blue, 2X) 2000 次 

D7251-100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Blue, 2X) 10000 次 

产品优势 

 大大简化了 PCR 操作，使操作更加快捷，也减少了 PCR 操作过程中可能导致的污染，使 PCR 的重复性更好。 
 本产品中加入了蓝色的电泳示踪染料，PCR 结束后可直接进行电泳检测，无需再添加上样缓冲液。 
 本产品稳定性高，经测试，反复冻融 15 次后对 PCR 的扩增效果无显著影响。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Blue,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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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255-1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Green, 2X) 100 次 

D7255-4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Green, 2X) 400 次 

D7255-20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Green, 2X) 2000 次 

D7255-100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Green, 2X) 10000 次 

D7259-1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Orange, 2X) 100 次 

D7259-4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Orange, 2X) 400 次 

D7259-20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Orange, 2X) 2000 次 

D7259-100ml Easy-Load™ PCR Master Mix (Orange, 2X) 10000 次 

 

 
碧云天的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是一种用于实时荧光定量 PCR，即
qPCR(Quantitative PCR)或 real-time PCR 的高品质预混液，主要用于 cDNA 和基因组
DNA 等的特异性超高灵敏度定量检测。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260-1ml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 1 ml 

D7260-5ml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 5 ml 

D7260-25ml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 25 ml 

产品原理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使用 SYBR Green I 作为染料。SYBR Green I 是一种结合于双链
DNA(double-strand DNA, dsDNA)双螺旋小沟区域的绿色荧光染料。SYBR Green I 在游离状态下的荧光比较微弱，
一旦与双链 DNA 结合后，其荧光会大大增强。这样通过检测荧光强弱就可以定量检测 PCR 过程中扩增产生的双
链 DNA 的数量。 

产品优势 

 本产品使用的 BeyoFast™ Taq DNA Polymerase 是一种与抗体结合的高品质热启动酶，能够实现便捷高效的
热启动。同时大大提高了 PCR 反应的特异性、灵敏度和定量检测的准确性。 

 本产品包含了 BeyoFast™ Taq DNA Polymerase、PCR Buffer、dNTPs、SYBR Green I 荧光染料、稳定剂和镁
离子等所有的通用组分，使操作更简单、使用更便捷。用户只需自备引物、样品 DNA 和去离子水即可。 

 本产品不含 ROX，适用于无需 ROX 作为校正染料的荧光定量 PCR 仪。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 
热销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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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相关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262-1ml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 Low ROX) 1 ml 

D7262-5ml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 Low ROX) 5 ml 

D7262-25ml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 Low ROX) 25 ml 

D7265-1ml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 High ROX) 1 ml 

D7265-5ml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 High ROX) 5 ml 

D7265-25ml BeyoFast™ SYBR Green qPCR Mix (2X, High ROX) 25 ml 

Tips 

常用仪器所需 ROX 类型请参考如下表格: 

添加 ROX 类型 适用 PCR 仪 

不需添加 

Bio-Rad: CFX384, CFX96, MiniOpticon, iCycler IQ, MyiQ and iQ5; 
Eppendorf: Mastercycler ep realplex and realplex2 s; 

Qiagen/Corbett Rotor-Gene: 6000; 
Roche: LightCycler 480; Cepheid: SmartCycler; Illumina: Eco qPCR 

Low ROX 

ABI: 7500(Fast), ViiA 7, QuantStudio 6 and 7 Flex Systems; 
Stratagene: Mx3000P, Mx3005P and Mx4000; 

Qiagen/Corbett Rotor-Gene: 3000; 
Bio-Rad/MJ: Chromo4, Opticon 2 and Opticon 

High ROX 
ABI GeneAmp 5700; ABI PRISM 7000, 7700; ABI 7300, 7900HT(Fast); 

ABI StepOne(Plus) 

 
 

碧云天生产的 Annealing Buffer for DNA Oligos(5X)，即 DNA 寡核苷酸退火缓冲液，
是一种经过我们多次实验证实、可以用于 DNA oligo 退火的缓冲液。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251 Annealing Buffer for DNA Oligos (5X) 1 ml 

产品优势 

 该退火缓冲液不仅可以用于常规的 DNA oligo 的退火，而且特别适合于较难退火的用于 RNAi(也称 siRNA)
质粒构建的 DNA oligo 的退火。用于 RNAi 质粒构建的 DNA oligo 通常由于含有约 20 个左右的互补序列，
极易自身形成发夹结构，从而影响两条 DNA oligo 的正确退火。 

 使用碧云天生产的 Annealing Buffer for DNA Oligos(5X)，可以有效避免 DNA oligo 自身形成发夹结构，并且
两条 oligo 退火后可以直接和经酶切、纯化的质粒连接。通常转化后可以得到大量的阳性克隆。 

DNA 寡核苷酸退火缓冲液 (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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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本试剂盒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把待退火的 DNA oligo 和 Annealing Buffer for DNA Oligos(5X)按照一定比
例混合后，置于 PCR 仪上，约 90 分钟即可完成。 

 如果一次退火反应体积为 100 微升，一个包装的退火缓冲液可以进行 50 次退火反应。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7351 dATP (100mM) 250 μl 

D7353 dCTP (100mM) 250 μl 

D7355 dGTP (100mM) 250 μl 

D7357 dTTP (100mM) 250 μl 

D7366 dNTP (4 管套装, 100mM) 4×50 μl 

D7371 dNTP Mixture (2.5mM each) 1 ml 

D7373 dNTP Mixture (25mM each) 250 μl 

D7153 BeyoRT™ M-MuLV 反转录酶 2000U 

D7159 BeyoRT™ M-MuLV 反转录酶(RNase H-) 2000U 

D7160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 2000U 

D7161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 10KU 

D7162 BeyoRT™ II M-MLV 反转录酶(RNase H-) 50KU 

D7166 BeyoRT™ cDNA 第一链合成试剂盒(RNase H-) 10 次 

D7167 BeyoRT™ II cDNA 第一链合成试剂盒(RNase H-) 20 次 

D7168 BeyoRT™ II cDNA 第一链合成试剂盒(RNase H-) 100 次 

D7172 cDNA 第二链合成试剂盒 10 次 

ST269 1M MgCl2 100 ml 

ST275 Mineral oil (矿物油) 20 ml 

FTUB002 200 微升薄壁 PCR 管(凸盖) 1000 个/包 

FTUB003 200 微升薄壁 PCR 管(平盖) 1000 个/包 

FTUB108 200 微升八联管(PCR 排管) 200 套/包 

FTUB110 96 管 PCR 板 10 个/包 

FTIP616 BeyoGold™无菌盒装低吸附吸头(0.1-10μl, 无色) 96 支/盒，50 盒/箱 

FTUB111 96 管 PCR 板(带边框) 10 个/包 

FTUB113 八联管盖(用于八联管或 96 管 PCR 板) 200 条/包 

FTUB116 十二联管盖(用于 96 管 PCR 板) 200 条/包 

FTUB328 BeyoGold™ PCR 八联排管(0.2ml, 凸盖, 透明) 125 排/盒 

FTUB329 BeyoGold™ PCR 八联排管(0.2ml, 凸盖, 透明) 125 排/ 盒，10 盒/箱 

FTUB333 荧光定量 PCR 用 96 孔板(ABI 原装) 20 个/包装 

FTUB384 荧光定量 PCR 用 384 孔板(ABI 分装) 20 个/包装 

FSF002 荧光定量 PCR 用封板膜(ABI 分装) 20 片/包装 

FSF007 封板膜(透明, 进口分装) 100 片/包装 

FSF008 封板膜(透明, 进口原装) 500 片/包装 

FSF021 封板膜(白色) 100 片/包装 

FSF025 封板膜(黑色) 100 片/包装 

PCR 其他相关试剂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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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Ladder (0.2-10 kb, 21 bands)是一种即用型(ready for use)DNA 分子量标
准(DNA Molecular Weight Marker)，包含了 1 Kb DNA Ladder 和 100bp DNA 
ladder 共 21 条双链 DNA 条带，可以满足各种常规 DNA 电泳分析的分子量参
照需要。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107 DNA Ladder (0.2-10 kb, 21 bands) 100 次 

产品优势 

 本产品类似于 Invitrogen 等公司的 1 Kb plus DNA ladder，但比 Invitrogen 公司的 1 Kb plus 
DNA ladder 的条带分布更加均匀细致，便于对照 DNA 分子量。 

 本产品中 500bp、1000bp 和 3000bp 条带用黑体标记(参见右图)，亮度较高，使辨别条带
更加容易。具体每条带的 DNA 的含量可以参考右图进行计算。每孔上样 5 微升，即可观
察到非常清楚的 DNA 条带。 

 本 DNA ladder 中已添加了含有溴酚蓝的 DNA 上样缓冲液，可以直接使用。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107  DNA Ladder (0.2-10 kb, 21 bands)  500μl  

— 说明书 1 份 

 
 
 

DNA Ladder (0.1-10 kb, 21 bands, with BeyoRed)是一种即用型(ready for use) DNA
分子量标准(DNA Molecular Weight Marker)。包含了 1 Kb DNA Ladder 和 100bp 
DNA Ladder 共 21 条双链 DNA 条带，可以满足各种常规 DNA 电泳分析的分子量
参照需要。染料 BeyoRed 电泳时的迁移速度快于 100bp 的双链线性 DNA，这样就
不会象溴酚蓝那样对小片段 DNA 的观察产生干扰。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109 DNA Ladder (0.1-10 kb, 21 bands, with BeyoRed) 100 次 

DNA Ladder (0.1-10 kb, 21 bands, with BeyoRed) 

DNA 分子量标准 
 

01 

DNA Ladder (0.2-10 kb, 21 b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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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109 DNA Ladder (0.1-10 kb, 21 bands, with BeyoRed) 500μl 

— 说明书 1 份 

 

 
本 DNA Ladder 共含 12 条带，分别为 200、500、800、1000、1500、2000、
3000、4000、5000、6000、8000 和 12000bp。本 DNA ladder 中 2000bp 条带
亮度较高，是其它条带亮度的 3 倍，使辨别条带更加容易。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110 DNA Ladder (0.2-12 kb, 12 bands) 100 次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110 DNA Ladder (0.2-12 kb, 12 bands) 100 次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的 BeyoPure™ Tryptone，即 BeyoPure™胰蛋白胨，是优质酪蛋白用胰酶水
解生成的高纯度蛋白胨产物，并经超滤处理，确保了产品的纯度、均一性和溶解
性。本产品常与酵母膏(例如 ST969 BeyoPure™酵母膏)一起用于细菌等培养基如 LB、
LB-Agar 等的配制，产品品质及使用效果达到国外 Oxoid 等同类产品标准。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ST802 BeyoPure™ Tryptone/BeyoPure™胰蛋白胨 500g 

 

DNA Ladder (0.2-12 kb, 12 bands) 

菌种与培养 
 

02 

BeyoPure™ Tryptone/BeyoPure™胰蛋白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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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本产品与 ST969 BeyoPure™酵母膏搭配使用配制的 LB 培养液，与用国外 Oxoid 的胰蛋白胨和酵母膏配制的
LB 相比，色泽基本一致，用于 DH5α 和 TG1 细菌培养测试时，细菌的生长曲线完全一致。 

 

 
（大肠杆菌 DH5α(A)和 TG1(B)在碧云天和 Oxoid 产品配制的 LB 培养液中的生长曲线比较）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ST802 BeyoPure™ Tryptone/BeyoPure™胰蛋白胨 500 g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生产的 BeyoPure™ LB Broth (premixed powder)，即 BeyoPure™ LB 肉
汤培养基预混粉末，是采用 BeyoPure™ 胰蛋白胨和酵母膏，以及分析纯氯化
钠(NaCl)预混合好的粉末。每瓶含 5g 蛋白胨、2.5g 酵母膏和 5g 氯化钠，每瓶
加 500 毫升水或者每两瓶加 1 升水，无需溶解，直接灭菌，即成 LB 肉汤培养
基。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ST156 BeyoPure™ LB Broth (premixed powder) 10 瓶共 5 升 

产品优势 

 本产品和自行用胰蛋白胨、酵母膏等配制 LB 培养基相比，方便快捷，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本产品配制的 LB 培养基，与用国外 Oxoid 的胰蛋白胨和酵母膏配制的 LB 相比，色泽基本一致，用于 DH5α

和 TG1 细菌培养测试时，细菌的生长曲线完全一致。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ST156 BeyoPure™ LB Broth (premixed powder) 10 瓶共 5 升 

— 说明书 1 份 

 

BeyoPure™ LB Broth (premixed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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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生产的 BeyoPure™ LB Broth with Agar (premixed powder)，即 BeyoPure
™ LB 肉汤琼脂培养基预混粉末，是采用 BeyoPure™胰蛋白胨和酵母膏，以及
高纯度琼脂(agar)和氯化钠(NaCl)预混合好的粉末。每瓶含 5g 蛋白胨、2.5g 酵
母膏、5g 氯化钠和 7.5g 琼脂，每瓶加 500 毫升水或者每两瓶加 1 升水，无需
溶解，直接灭菌，即成 LB 肉汤琼脂培养基，可以用于制备 LB-agar 平板(LB-agar 
plate)，常被简称为 LB 平板(LB plate)。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ST158 BeyoPure™ LB Broth with Agar (premixed powder) 10 瓶共 5 升 

产品优势 

 本产品配制的 LB 琼脂培养基，与用国外 Oxoid 的胰蛋白胨和酵母膏配制的 LB 相比，色泽基本一致，用于
DH5α 和 TG1 细菌培养测试时，菌落的生长效果完全一致。 

(碧云天的 BeyoPure™ LB Broth with Agar (premixed powder)配制的 LB 琼脂培养基与用国外 Oxoid 的胰蛋白胨和
酵母膏配制的 LB 琼脂培养基，培养的大肠杆菌 DH5α 菌落形态图。培养条件和培养时间完全相同。)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ST008 Ampicillin (100mg/ml,1000X) 5 ml 

ST097 IPTG 1 g 

ST098 IPTG 5 g 

ST101 Kanamycin 1 g 

ST102 Kanamycin (10mg/ml,1000X) 5 ml 

ST912 X-Gal 100 mg 

ST551-250mg Puromycin Dihydrochloride (嘌呤霉素) 250 mg 

ST551-10mg Puromycin Dihydrochloride (嘌呤霉素) 10 mg/ml×1 ml 

其他相关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ST004D Agar 100 g 

BeyoPure™ LB Broth with Agar (premixed powder)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00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097.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09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101.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102.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912.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551-250mg.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ST551-10m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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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004E Agar 500 g 

ST800 Tryptone/胰蛋白胨 500 g 

ST968 Yeast extract/酵母膏 500 g 

ST969 BeyoPure™ Yeast Extract/BeyoPure™酵母膏 500 g 
 

 

 
碧云天生产的一步法感受态细菌制备试剂盒 (One Step Competent Cell 
Preparation Kit) 是一种用于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菌快速制备的试剂盒。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301 一步法感受态细菌制备试剂盒 200 次 

产品优势 

 使用本试剂盒操作非常简单，细菌培养好后仅需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感受态细菌的制备。 
 本试剂盒适用于绝大部分常见的大肠杆菌，包括 DH5α、JM109、TG1、HB101 和 XL-1 等。对于一些用于蛋

白表达或病毒质粒构建的特殊大肠杆菌也适用。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301-1 感受态制备试剂 10 ml 

D0301-2 DH5α 甘油菌 200 μl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生产的超级感受态细菌制备试剂盒(Supercompetent Cell Preparation 
Kit)是一种用于快速制备高转化效率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菌的试剂盒。超级感受
态细菌制备试剂盒是在传统超级感受态细菌制备方法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改良
而成，操作便捷，转化效率高。 
 
 

产品信息 

感受态制备 
 

03 

一步法感受态细菌制备试剂盒 

超级感受态细菌制备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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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302 超级感受态细菌制备试剂盒 100 次 

产品优势 

 使用本试剂盒可以使感受态效率达到 108-109cfu/μg 质粒。用本试剂盒制备的超级感受态细菌不仅可以转化
质粒，而且非常适合于转化普通的连接产物，特别适合于转化平端连接等需要高转化效率的情况。 

 使用本试剂盒操作简单，细菌培养好后仅需 60 分钟左右即可完成超级感受态细菌的制备。 
 本试剂盒适用于绝大部分常见的大肠杆菌，包括 DH5α、JM109、TG1、HB101 和 XL-1 等。 
 本试剂盒提供了专门用于制备超级感受态的特殊细菌培养液，可以提高制备出来的感受态菌的转化效率，同

时也方便了用户，不必自行配制相应的培养液。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0302-1 超级感受态细菌培养液 125 ml 

D0302-2 超级感受态制备试剂 A 50 ml 

D0302-3 超级感受态制备试剂 B 5 ml 

— 说明书 1 份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0337 BL21 甘油菌 200 μl 

D0351 DH5α 甘油菌 200 μl 

D0378 Stbl3 甘油菌 200 μl 

D0389 TG1 甘油菌 200 μl 

D0391 细菌冻存液 50 ml 

 
 

碧云天的人基因开放阅读框(ORF)库(Human Open Reading Frame library)包含
约 15,000 个人基因 ORF 克隆，其中包括已知的基因约 12,000 种。本人基因
ORF 库的每一种质粒都来自于单克隆，并且每一个 ORF 都经过了测序验证。
后续使用 Gateway 系统或 PCR 反应即可非常方便地克隆目的基因到新的表达
载体中。 
 
 
 
 
 

产品信息 

其他产品 

载体 
 

04 

人基因开放阅读框(ORF)库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337.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351.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37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38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03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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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Cm-T 载体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2001 人基因开放阅读框(ORF)库 1 套 

产品介绍 

 本人基因 ORF 库的克隆在供体载体(Donor vector) pDONR223 中，其图谱如
右图所示： 

 碧云天的人基因 ORF 库提供的是含有相应 ORF 质粒的大肠杆菌甘油菌(DH5α)，
本产品一套共169块96孔板。克隆载体为pDONR223，载体抗性 spectinomycin，
推 荐 使 用 终 浓 度 为 50μg/ml 。 正 向 测 序 M13R 引 物 序 列 为
GTAAAACGACGGCCAGT ， 反 向 测 序 T7P 引 物 序 列 为
TAATACGACTCACTATAGG。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2001 人基因开放阅读框(ORF)库 1 套 

— 说明书 1 份 

 
 

 
 
pUCm-T 载体(pUCm-T Vector)是用于克隆含有 A 末端 PCR 产物的理想载体。
可以通过蓝白斑筛选有插入片段的重组克隆。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2006 pUCm-T 载体 20 次 

产品原理 

 对于重组的质粒可以使用载体多克隆位点上的两个 PstI 酶切位点进行 PstI
单酶切鉴定，也可以使用廉价且高效的 EcoRI、BamHI、XbaI、HindIII 等
内切酶进行双酶切鉴定。 

 构建完成的质粒可以通过质粒上的正反两个 M13 引物位点进行测序或通
过 T7 promoter 上的 T7 引物位点进行测序。 

 构建完成的质粒可以利用 T7 RNA polymerase promoter 进行体外转录，
用于探针标记等。 

产品优势 

 pUCm-T 载体是一种已经线性化的载体，载体每条链的 3’端带有一个突出的 T。这样，pUCm-T 载体的两端
就可以和 PCR 产物的两端进行正确的 AT 配对，在连接酶的催化下，就可以把 PCR 产物连接到 pUCm-T 载
体中，形成含有目的片段的重组载体。 

包装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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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基因质粒 

哺乳动物细胞目的蛋白表达质粒 pCMV-Blank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2006 pUCm-T 载体 20μl 

— 说明书 1 份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2102 pGL6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105 pGL6-TA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106 pGL6-miR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108 pAP1-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109 pAP1-TA-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112 pARE-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152 pGRE-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179 pISRE-TA-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198 pMyc-TA-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206 pNFκB-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207 pNFκB-TA-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223 pp53-TA-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248 pRb-TA-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259 pSTAT3-TA-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306 pAAT-promoter-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386 pIL-6-promoter-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480 pTNF-α-promoter-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D2481 pTNF-α-TA-promoter-luc (报告基因质粒) 1 μg 

 
 
 
 
 

pCMV-Blank 是碧云天自行研发的用于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表达目的蛋白的表达质粒。含有 CMV 启动子可以高效启动
目的蛋白在细胞中的表达。质粒为卡那霉素抗性。转染细胞后，可使用 G418
筛选稳定表达目的蛋白的细胞株。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2602 pCMV-Blank 1 μg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102.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105.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10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10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10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112.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152.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17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19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20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207.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22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24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25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30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38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480.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481.htm


 

服务科学 造福生命 | 42 

Toos for Analysiof Autophagy 细胞凋亡 Tools for Other Nucleic Acid Research 
  

核酸周边产品 

pCMV-Blank 质粒的图谱如下：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D2602  pCMV-Blank  1 μg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2621 pCMV-C-BFP (蓝色荧光蛋白) 1 μg 

D2623 pCMV-C-CFP (青色荧光蛋白) 1 μg 

D2624 pCMV-C-DsRed (红色荧光蛋白) 1 μg 

D2626 pCMV-C-EGFP (绿色荧光蛋白) 1 μg 

D2628 pCMV-C-mCherry (红色荧光蛋白) 1 μg 

D2630 pCMV-C-YFP (黄色荧光蛋白) 1 μg 

D2632 pCMV-C-Flag 1 μg 

D2639 pCMV-C-HA 1 μg 

D2650 pCMV-C-His 1 μg 

D2672 pCMV-C-Myc 1 μg 

D2701 pCMV-N-BFP (蓝色荧光蛋白) 1 μg 

D2703 pCMV-N-CFP (青色荧光蛋白) 1 μg 

D2705 pCMV-N-DsRed (红色荧光蛋白) 1 μg 

D2707 pCMV-N-EGFP (绿色荧光蛋白) 1 μg 

D2711 pCMV-N-mCherry (红色荧光蛋白) 1 μg 

D2716 pCMV-N-YFP (黄色荧光蛋白) 1 μg 

D2722 pCMV-N-Flag 1 μg 

D2733 pCMV-N-HA 1 μg 

D2737 pCMV-N-His 1 μg 

D2756 pCMV-N-Myc 1 μg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621.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62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624.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62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62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630.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632.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63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650.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672.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701.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70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705.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707.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711.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71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722.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73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737.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7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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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核细胞目的蛋白表达质粒 

内切酶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2902 pET-N-His-C-His 1 μg 

D2905 pET-N-His-TEV 1 μg 

D2908 pET-N-His-Thrombin-C-His 1 μg 

D2911 pET-N-GST-Thrombin-C-His 1 μg 

D2916 pET-N-GST-PreScission 1 μg 

D2931 pET-Dual-N-GST 1 μg 

D2933 pET-Dual-N-GST-PreScission 1 μg 

 

碧云天生产的 10X CutEZ™ Buffer 是一种能让超过 200 种限制性内切酶的活性达
到 100%的缓冲液。使用 CutEZ™ Buffer，可以免去内切酶酶切时选择 buffer 的麻
烦，特别是在双酶切时会变得更加简单易行。此外，许多 DNA 修饰酶在 CutEZ™ 
Buffer 中也保留了 100%酶活性，这样在酶切后进行 DNA 修饰酶处理就无需进行
DNA 纯化了。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6018 10X CutEZ™ Buffer 5 ml 

产品优势 

 1X CutEZ™ Buffer 的组分为 50 mM Potassium acetate, 20 mM Tris-acetate, 10 mM Magnesium acetate, 100 
μg/ml BSA, pH 7.9 @ 25ºC，与 NEB 公司的 CutSmart™ Buffer 完全一致。一个包装的本产品，如果用于 20μl
的酶切反应体系，共可以用于 2500 个酶切反应。 

 

 

内切酶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D6049 ApaI 2000U 

D6053 BamHI 2000U 

D6093 BglII 500U 

D6257 DpnI 500U 

D6258 DpnI 2500U 

内切酶 
 

05 

10X CutEZ™ Buffer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902.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905.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908.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911.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91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931.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293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04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05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09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257.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2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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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329 EcoRI 2000U 

D6330 EcoRI 5000U 

D6337 EcoRV 1500U 

D6389 HindIII 2000U 

D6390 HindIII 5000U 

D6417 KpnI 1000U 

D6449 MluI 1000U 

D6481 NcoI 200U 

D6485 NdeI 400U 

D6489 NheI 200U 

D6497 NotI 150U 

D6565 PstI 1000U 

D6566 PstI 3000U 

D6581 PvuII 1000U 

D6585 RsaI 200U 

D6593 SacI 500U 

D6597 SalI 1000U 

D6633 SmaI 500U 

D6713 XbaI 1500U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32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330.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337.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38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390.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417.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44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481.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485.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489.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497.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565.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56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581.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585.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59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597.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633.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D67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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