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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repGEM Bacteria
的DNA提取

走向极致
简单便捷的DNA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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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

本快速入门指南提供了需要有效的方法，以适应各种细菌形态和
基质类型。这些方法可以进一步优化和调整，以适应您的样本类
型。我们可以帮助您开发自定义方法。请通过
info@microgembio.com联系我们。

我们建议您访问www.microgembio.com以获取更多消息。

MicroGEM试剂的质检
试剂中的微生物DNA是微生物学家众所周知的问题。MicroGEM
竭尽全力将此问题降到最低。我们的试剂由经过认证的无DNA
化学品和溶液制成。所有缓冲液和酶在装运前军经过DNAse和紫
外线处理。但请注意，我们无法控制其他供应商的试剂。若您在
PCR中使用通用引物（例如16S rRNA基因引物），您应该查看有
关如何减少PCR试剂可能获得的背景信号的文献。

试剂的制备

• 溶菌酶以冻干粉末形式提供。使用时，将溶菌酶重悬于在
100mM Tris pH8.0至标签上指定的体积。

• 为了减少污染和活性损失的可能性，溶菌酶和prepGEM最好
以小等分试样储存在-20°C下。

• WASH+缓冲液是以5x浓度提供。在使用之前，需要加入不含
DNA酶的水以将其稀释至1x。1x库存的等分试样可以在室温
下制备和储存。对于长期存储则在4°C下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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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抑制剂

WASH+缓冲液是一种专有配方，旨在减少样本中抑制性多糖和
多酚引起的问题。建议在此缓冲液中进行预洗： 

• 产生大量多糖的细菌

• 胶囊化细菌

• 以粘液呈现的样本（例如痰、咽喉或阴道拭子）

• 去除土壤和粪便中的抑制单宁、腐殖质和多糖

菌落和生物酶

来自菌落的细胞可以直接悬浮在提取混合物中。不要试图捡取太
多的群体。对于生物膜和高外多糖生产者，建议在WASH+缓冲
液中预洗。

1. 移取400µl的1x WASH+缓冲液至1.5ml Eppendorf管中。

2. 用无菌环或吸头尖端（最大2mm2）或生物膜提起少量菌
落并重悬于WASH+缓冲液中。

3. 剧烈涡旋以分散细胞。

4. 以>10,000 r.c.f.离心细胞，持续5分钟。

5. 去除所有上清液并丢弃。

6. 将颗粒重悬于下面的提取混合物中：  

菌落和生物膜

继续下面概述的方法



液体培养物、痰液和拭子

液体培养物和痰液

添加的培养物量取决于密度。使用20µl的对数相
培养可以产生良好结果。这可以针对您的样本进
行优化。 

1. 移取20µl的对数相培养或20-100µl的痰液到
1.5ml Eppendorf管里。

2. 加入400µl的1x WASH+缓冲液。
3. 剧烈漩涡以分散细胞。

4. 以>10,000 r.c.f.离心细胞5分钟。

5. 去除所有上清液并丢弃。

6. 将颗粒重悬于下面的提取混合物中： 

拭子

1. 在装有400µl的1x WASH+缓冲液的1.5ml 
Eppendorf管里通过转动动作洗涤拭子30秒。
在丢弃拭子前将拭子头压在管壁上以尽可能
多地挤出液体。

2. 剧烈漩涡以分散细胞。

3. 以<10,000 r.c.f.离心细胞5分钟。

4. 去除所有上清液并丢弃。

5. 将颗粒重悬于下面的提取混合液中:



提取

提取混合物

对于每次提取，构成

88 µl  无DNA水  
10 µl  10x GREEN+ 缓冲液

1 µl  prepGEM
1 µl  溶菌酶  （革兰氏阴性菌则不用）

提取培养

温育温度时间为： 
37°C —15分钟 （革兰氏阴性菌则不用） 
75°C —10分钟
95°C —  2分钟

此步骤可以使用热循环仪。

DNA现在可以使用了。



土壤和粪便
由于腐殖质地释放，从土壤样本中提取核酸是很复杂地。此方法

依赖于专有缓冲液中固体的短差异沉淀。

差异沉淀步骤

1. 将最多50毫克的土壤或粪便加入1.5ml管中。 

2. 重悬于500µl 的1x WASH+缓冲液。
3. 剧烈涡旋1分钟以分散细胞。

4. 以200rcf离心30秒。

5. 将上清液转移到新管中。

6. 全速离心2分钟。

7. 小心地移走所有的WASH+缓冲液。

8. 将颗粒重悬于100µl水中。

提取 

1. 按以下配方组成提取试剂：

78µl  无DNA水
10µl  10x GREEN+缓冲液
10µl Enhancer
   1µl  prepGEM

   1µl   溶菌酶

50 µl  细胞悬浮液

2. 温育温度时间为：
37°C — 15 分钟

    75°C — 10 分钟
    95°C —   2 分钟

3. 全速离心2分钟。

上清液含有DNA。对于PCR/qPCR使用1µl或更少。



从大肠杆菌中快速制备质粒
1. 将隔夜培养物OD600培养至约为1-1.5。

2. 将200µl的培养物转移到200µl的薄壁PCR管。

3. 全速离心2分钟，然后从沉淀物中取出培养基。

对于菌落，刮取直径约4mm的菌落并用于下面的提取。

1. 加入颗粒并混合：

µl5      10x GREEN+ 缓冲液
µ44  l     无DNA水

75°C—5分钟
99°C—5分钟
  4°C—2分钟（应包括快速冷却步骤)

3. 以20,000 r.c.g.离心5分钟。

4. 丢弃颗粒。上清液里含有质粒。 

使用prepGEM Bacteria提取
的高拷贝数质粒的典型结
果。

1 µl prepGEM    

2. 在一个热循环仪里，温育时间温度为：



• prepGEM是提取DNA的制备方法。 该方法裂解细胞并从
DNA中去除核蛋白。 提取的DNA可用于多种类型的基因分
型，包括SNP和STR分析以及定量、多重和终点PCR。

• 该方法没有浓缩步骤，因此提取物的浓度取决于：1）样本
的质量; 2）在拭子的情况下，拭子的类型和用于清洗拭子的
水量; 3）提取量（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缩放）。

• 使用prepGEM提取的DNA由于95°C加热步骤，因此主要是单
链的。

• 为了准确评估产量，建议使用qPCR。 如果要使用标准荧光
螯合染料对样品进行标准化，我们建议在95°C步骤之前采集
提取物样本。 或者，您可以使用已量化的先前提取物生成
标准曲线。

• 与任何用于提取核酸的制备方法一样，当样本在提取的前后
均在4°C或冰上处理时，能获得最佳结果。

• 为了长期保存提取的DNA，将TE缓冲液加入1x（10 mM Tris, 

pH 7.5, 1mM EDTA）并储存在-20°C。  

prepGEM 试剂在室温下稳定，但在打开试管后及为了长期储
存，酶应该储存在-20°C，缓冲液应储存在4°C。

技术提示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microgemb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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