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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试剂的制备和存储

• Histosolv 是有助于消化的试剂混合物。它以冻干粉末形式提供。它应该重新悬浮于
无DNA水中，如下所示： 

套件尺寸 编码            加入的水
 (Rxn)          的体积

 50    XFU0050 0.55 ml
 100    XFU0100 1.1 ml
 500    XFU0500 5.5 ml
 1000    XFU1000 11.0 ml

试剂储存：forensicGEM试剂在室温下是稳定的，但收货后应储存在4°C。且试剂打开
后，forensicGEM酶和Histosolv应储存在-20°C以防止意外污染。缓冲液可以储存在4°C以方
便使用。

• 若控制屏幕指示温度高于35°C，请勿加载PDQeX仪器。

• 确保收集抽屉和加热模块清洁且无DNA。

• 确保收集抽屉尽可能插入且笔直。

• 若计划运行少于24个反应，请确保放置在收集抽屉的PCR管与加热模块中使用的通道
相对应。 

   注意事项

本快速入门指南提供了从一系列法医样本提取DNA的方法。由于犯罪现场样本差异很
大，我们可以帮助开发任何特定方法。请通过 info@microgembio.com联系我们。

程序概述：MicroGEM提取产品为使用嗜热和嗜温酶的独特混合物。若方法里包含了52°C
步骤，则允许嗜温酶Histosolv减弱并降解细胞物质。然后，75°C步骤激活嗜热蛋白酶裂解
细胞、杀死核酸酶并剥离核小体的DNA。最后，95°C步骤使PDQeX内管收缩，阀门打开
并将提取物推进滤嘴，从而除去蛋白酶和抑制剂。

   关于本指南

• 所有操作需在洁净室或PCR工作台中进行。

• 应始终穿戴洁净服、手套和发网。

• 仅使用经过认证的无核酸试管和试剂。

• 使用0.5%漂白剂清洗会与样本接触的设备。用蒸馏水彻底冲洗。 

一般说明



• PDQeX forensicGEM Universal是一种裂解细胞并从DNA中去除核蛋白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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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使用PDQeX forensicGEM Universal套件提取的DNA适用于高通量测序（HTS）和
许多类型的基因分型，其中包含SNP分析以及定量，多重和终点PCR。

• 通过使用PDQeX forensicGEM Universal提取的DNA可以使用qPCR或使用如Pico Green, 
iQuant, Qubit测定等的荧光染料。Nanodrop与PDQeX试剂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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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血液提取物中的血红素着色会带入到DNA里，使得样本略呈粉红色。这不会抑制
PCR, qPCR或人类谱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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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技术提示

MicroGEM试剂按照ISO 18385:2016制造和质量测试。我们的试剂由经过认证的无DNA化学
品和溶液制成，且所有的缓冲液和酶在装运前均用DNA酶和紫外线处理。

   MicroGEM试剂质检



   口腔—液体、拭子和污渍

样本的处理将根据样本类型而变化。对于液体样本，体积应在5-20µl之间。若使用拭子，
则将拭子的1/4直接添加到PDQeX试管中。染色织物则可以通过擦拭或将小部分直接添加
到管中。

准备提取混合物

对于单个提取，构成

10 μl   

2 μl  

10x BLUE 缓冲液

forensicGEM 

无DNA水 - 加入直到最终体积为100 µl
（注意—这取决于您是否在样本中添加任何液
体）。

PDQeX提取
1. 将提取混合物和样本加入每个PDQeX试管（100 µl）中。

2. 将滤帽完全插入PDQeX试管中。

3. 在收集抽屉中放入任意：

a. 24 孔盘

b. 8 联管

c. 单个管

4. 将抽屉放入。

5. 将PDQeX试管插入加热模块。

6. 翻上盖板并关上门。 

确保每根PDQeX试管都有对应的收集管或盘—以免丢失您的样本

7. 选择‘Buccal’ 提取程序： 

75°C          5分钟

     95°C          2分钟

• 可以通过内部实验室优化来调整时间。

• 不建议更改默认温度。 



将组织切成约1- 2 mm3的立方体。对于毛囊，使用1-3根头发。将毛囊上方4毫米的毛
干剪掉。

准备提取混合物

对于单个提取，构成

10 μl   

2 μl  

10 μl 

78 μl 

10x ORANGE+缓冲液 

forensicGEM 

Histosolv

无DNA水

PDQeX 提取

1. 将提取混合物和样本加入每个PDQeX试管（100 µl）中。

2. 将滤帽完全插入PDQeX试管中。

3. 在收集抽屉中放入任意：

a. 24 孔盘

b. 8 联管

c. 单个管

4. 将抽屉放入。

5. 将PDQeX试管插入加热模块。

6. 翻上盖板并关上门。 

确保每根PDQeX试管都有对应的收集管或盘—以免丢失您的样本

7. 选择‘Tissue’提取程序： 

52°C          5分钟 

75°C          10分钟

     95°C          2分钟

• 可以通过内部实验室优化来调整时间。

• 不建议更改默认温度。

   固体组织



   采集卡上的唾液

根据不同的采集卡，卡中的防腐剂通常会抑制TaqDNA聚合酶。因此，在提取DNA前建
议进行预清洗。对于不含防腐剂的采集卡（例如MicroGEM采集卡、Whatman 903），
有可能损失样本，因此可以不需要预洗步骤。对于运行珍贵样本前先测试预洗步骤。

预洗（可选）

1. 从卡存放的样本取出一个3mm圆盘并放入薄壁PCR管中。

2. 通过在室温下培养15分钟，在100 μl 的无DNA水中洗涤圆盘。

3. 从原盘中吸出水并把水丢弃。

准备提取混合物

对于单个提取，构成

10 μl 10x BLUE缓冲液 

forensicGEM 2 μl  

88 μl 无DNA水

PDQeX 提取

75°C          5分钟

     95°C          2分钟

• 可以通过内部实验室优化来调整时间。

• 不建议更改默认温度。 

1. 将提取混合物和样本加入每个PDQeX试管（100 µl）中。

2. 将滤帽完全插入PDQeX试管中。

3. 在收集抽屉中放入任意：

a. 24 孔盘

b. 8 联管

c. 单个管

4. 将抽屉放入。

5. 将PDQeX试管插入加热模块。

6. 翻上盖板并关上门。 

确保每根PDQeX试管都有对应的收集管或盘—以免丢失您的样本

7. 选择‘Buccal’提取程序： 



样本的处理将根据样本类型而变化。对于液体样本（例如新鲜的，EDTA，肝素，柠檬
酸盐）。体积应在1-10 µl之间。若使用拭子，则将拭子的1/4直接添加到PDQeX试管
中。染色织物则可以通过擦拭或将小部分直接添加到管中。

准备提取混合物

对于单个提取，构成

10 μl   

2 μl  

10 μl 

10x ORANGE+ 缓冲液

forensicGEM 

Enhancer

无DNA水 - 加入直到最终体积为100 µl
（注意—这取决于您是否在样本中添加任何液
体）。

PDQeX 提取
1. 将提取混合物和样本加入每个PDQeX试管（100µl）中。

2. 将滤帽完全插入PDQeX试管中。

3. 在收集抽屉中放入任意：

a. 24 孔盘

b. 8 联管

c. 单个管

4. 将抽屉放入。

5. 将PDQeX试管插入加热模块。

6. 翻上盖板并关上门。  

 7. 选择‘Blood’提取程序：

75°C        10分钟

     95°C          2分钟

105°C          2分钟

• 可以通过内部实验室优化来调整时间。

• 不建议更改默认温度。

   血液—液体、拭子、污渍

确保每根PDQeX试管都有对应的收集管或盘—以免丢失您的样本



   采集卡上的血液

根据不同的采集卡，卡中的防腐剂通常会抑制TaqDNA聚合酶。因此，在提取DNA前建
议进行预清洗。对于不含防腐剂的采集卡（例如MicroGEM采集卡、Whatman 903），
有可能损失样本，因此可以不需要预洗步骤。对于运行珍贵样本前先测试预洗步骤。

预洗（可选）

1. 从卡存放的样本取出一个3mm圆盘并放入薄壁PCR管中。

2. 通过在室温下培养15分钟，在100μl 的无DNA水中洗涤圆盘。

3. 从原盘中吸出水并把水丢弃。 

准备提取混合物

对于单个提取，构成

10 μl   

2 μl  

10 μl 

78 μl 

10x ORANGE+缓冲液 

forensicGEM

Enhancer

无DNA水

PDQeX 提取
1. 将提取混合物和样本加入每个PDQeX试管（100 µl）中。

2. 将滤帽完全插入PDQeX试管中。

3. 在收集抽屉中放入任意：

a. 24 孔盘

b. 8 联管

c. 单个管

4. 将抽屉放入。

5. 将PDQeX试管插入加热模块。

6. 翻上盖板并关上门。  

 7. 选择‘Blood’提取程序：

75°C        10分钟

     95°C          2分钟

105°C          2分钟

• 可以通过内部实验室优化来调整时间。

• 不建议更改默认温度。

确保每根PDQeX试管都有对应的收集管或盘—以免丢失您的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