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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药物原料酶

⽣物制品质量安全分析

科研仪器与试剂

珠海宝锐⽣物科技有限公司成⽴于2012年，是国家⾼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巨
⼈”企业、⼴东省分⼦诊断原料酶⼯程技术研究中⼼和珠海市独⻆兽⼊库企业。

近年来，随着公司快速发展，宝锐⽣物依托完善的研发平台和丰富的开发经验，积极布局
⽣物医药领域mRNA药物原料的研究，现已开发出多款⾼品质的RNA转录相关原料酶，包括T7�
RNA聚合酶、⽆机焦磷酸酶、RNA酶抑制剂等。同时开发出⽜痘病毒加帽酶、⼆氧甲基转移酶、
mRNA加尾酶等酶原料。针对上述酶原料，已建⽴GMP级别的质量属性检验⽅案，可为客⼾稳
定提供合规、⾼产的mRNA药物⽣产酶原料。

宝锐⽣物基于磁珠法提取和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已开发出⽀原体（Mycoplasma）
DNA检测试剂盒、分枝杆菌DNA检测试剂盒、CHO残留DNA检测试剂盒、E.coli残留DNA检测试
剂盒、Vero残留DNA检测试剂盒、毕⾚酵⺟残留DNA检测试剂盒、HEK293残留DNA检测试剂
盒、⾃动化提取仪及配套试剂等系列产品，可为⽣物制品质量安全分析领域提供专业的整体解
决⽅案。

专注原料开发，提供优质服务。宝锐⽣物将秉持诚信负责、进取创新的理念，致⼒于发展上
游核⼼技术，为保障我国⽣物制药上游原料的供应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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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2012年的宝锐⽣物拥有超过⼗年的原料酶产品开发和应⽤经验，近年来，伴随⽣物制
药领域的⻜速发展，宝锐⽣物积极布局⽣物制药领域mRNA药物原料酶的开发。依托完善的研发
平台和开发经验，秉承对产品⼀贯的⾼品质要求，精⼼打造GMP级别的mRNA药物核⼼原料酶系
列产品（详情请看产品⽬录），致⼒于保障我国⽣物制药上游原料的⾼品质稳定供应。

产品名称 货��号规��格

01 mRNA药物原料酶
mRNA� medicine� raw� material� enzyme�

⽴⾜原料供应，提供从“设计、⽣产、到应⽤”的完整解决⽅案

PAGE-03

设计

⽣产 应⽤

解决
⽅案

3'5' Cap UTR CDS UTR poly(A)

⽜痘病毒加帽酶

⼆氧甲基转移酶

mRNA加尾酶

T7RNA聚合酶���� ⽆机焦磷酸酶����� RNA酶抑制剂

Vaccine�Immunogen
AAAAAA n

m7G
5’UTR 3’UTR

m7G
AAAAAA n

5’CSE 3’CSE

Vaccine�ImmunogenAiphavirus�nsP1-4

Splicing�bubble

circRNA

专注原料酶产品开发

竭⼒解决客⼾原料酶应⽤端问题

助⼒mRNA药物产品研发和⽣产

5KU
50KU
500KU
40KU
10U
100U
1000U
1KU
1KU
10KU
100KU
1KU
10KU
100KU
100U
1KU
10KU
100KU
50T
50T
50T
50T
3T
100mM
100mM
100mM
100mM
100mM
100mM
32mM

BP-E01-5K
BP-E01-50K
BP-E01-500K
BP-E02-40K
BP-E03-10
BP-E03-100
BP-E03-1K
BP-E04-1K
BP-E05-1K
BP-E05-10K
BP-E05-100K
BP-E06-1K
BP-E06-10K
BP-E06-10OK
BP-E07-100
BP-E08-1K
BP-E08-10K
BP-E08-100K
BP-01-50
BP-02-50
BP-03-50
BP-04-50
BP-QN80-3T
BP-AS01-100
BP-AS02-100
BP-AS03-100
BP-AS04-100
BP-AS07-100
BP-AS05-100
BP-AS06-32

T7�RNA�Polymerase，50U/μL
T7�RNA�Polymerase，50U/μL
T7�RNA�Polymerase，50U/μL
RNase�Inhibitor，40U/μL
⽆机焦磷酸酶，0.1U/μL
⽆机焦磷酸酶，0.1U/μL
⽆机焦磷酸酶，0.1U/μL
DNase�I,2U/μL
Vaccinia�Capping�Enzyme⽜痘病毒加帽酶,10U/μL
Vaccinia�Capping�Enzyme⽜痘病毒加帽酶,10U/μL
Vaccinia�Capping�Enzyme⽜痘病毒加帽酶,10U/μL
⼆氧甲基转移酶,10U/μL
⼆氧甲基转移酶,10U/μL
⼆氧甲基转移酶,10U/μL
加尾酶,5U/μL
Ribonuclease�R�(RNase�R酶)，20�U/μL
Ribonuclease�R�(RNase�R酶)，20�U/μL
Ribonuclease�R�(RNase�R酶)，20�U/μL
T7⾼效转录试剂盒
T7⾼效转录试剂盒（含pUTP)
T7⾼效转录试剂盒(含N1-Me-pUTP）
mRNA加帽试剂盒
mRNA加帽率检测前处理试剂盒
ATP(100mM)
GTP(100mM)
CTP(100mM)
UTP(100mM)
N1-Me-pUTP(100mM)
pUTP(100mM)
SAM(3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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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启动⼦是⾃然界转录效率最⾼的启动⼦，基于此，宝锐⽣物成功开发出针对T7启动⼦的T7� RNA聚合酶，其⽆论是在纯度
还是酶活上，都明显优于竞品。搭配经过⼤量⼯艺优化的转录反应缓冲液，T7� RNA聚合酶能够以含有T7启动⼦序列的
DNA序列为模板，精准⾼效识别T7启动⼦区域（5'-TAATACGACTCACTATAG-3'），从此区域的G开始，利⽤底物NTPs将后序
的DNA序列⾼效、稳定地转录成单链RNA。

质量控制

宝锐⽣物⽣产的T7�RNA聚合酶
纯度⼤于99%

宝锐⽣物⽣产的T7�RNA聚合酶活性与国外竞品⼀致，明显优于国内竞品

宝锐⽣物T7�RNA聚合酶⽐活与竞品对照
U/ng

宝锐⽣物 国外竞品C������国内竞品A�����国内竞品B�����国内竞品F

T7�RNA�聚合酶 T7�RNA�Polymerase

产品特点

宝锐⽣物T7�RNA聚合酶批间稳定性差异⼩

 1         2         3         4         5         6

1：RNA�ladder
2：Lot�1�转录产物
3：Lot�2�转录产物

4：Lot�3�转录产物
5：Lot�4�转录产物
6：Lot�5�转录产物

宝锐⽣物T7�RNA聚合酶加速稳定性测试表现优异

 1       2        3        4        5        6

1：RNA�ladder
2：加速1d转录产物
3：加速3d转录产物

4：加速5d转录产物
5：加速7d转录产物
6：加速9d转录产物

0

100

200

300

0d 1d 3d 5d 7d 9d

产
量

/μ
g

T7�RNA聚合酶加速稳定性验证

37℃ 4℃ -20℃

宝锐⽣物T7�RNA聚合酶多次冻融对产物品质和转录产量⽆影响

  1      2       3      4       5       6       7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500

Bases

1：�RNA�ladder
2：�⾼浓度未冻融转录验证����������������
3：�⾼浓度反复冻融10次转录验证
4：�⾼浓度反复冻融20次转录验证�

5：�低浓度未冻融转录验证
6：�低浓度反复冻融10次转录验证
7：�低浓度反复冻融20次转录验证

宝锐⽣物提供⾼纯度、⾼活性的T7�RNA聚合酶

宝锐⽣物T7�RNA聚合酶转录产物

100

200

产
量

/μ
g

不同批次T7�RNA聚合酶转录产量对⽐

0

Lot 1 Lot 2 Lot 3 Lot 4 Lot 5 

不同批次T7�RNA聚合酶转录产量差异⼩，基本保持⼀致

不同批次T7�RNA聚合酶37℃加速9天，产量基本保持不变，与-20℃⼀致

转录产量受冻融次数的影响不明显

溶液澄清透明，⽆可⻅异物 蛋⽩纯度≥99% ⽆DNase、RNase活性 ⽆核酸外切酶、核酸内切酶活性

纯度⾼ 活性⾼ 稳定性强 模板适应性强

100

200

未冻融 反复冻融10次 反复冻融20次

⾼浓度 低浓度

产
量
/μ

g

冻融次数对T7�RNA聚合酶的影响

0

1：RNA�ladder
2-18：宝锐⽣物T7�RNA聚合酶转录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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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规格 货号

T7�RNA�Polymerase（50�U/μL）
5KU
50KU
500KU

BP-E01-5K
BP-E01-50K
BP-E01-500K

宝锐⽣物T7�RNA聚合酶具有良好的模板适⽤性

 1            2           3           4           5       1         2         3         4          5          6   

1：RNA�ladder
2：30%GC模板
3：45%GC模板

1：RNA�ladder
2-6：不同⻓度的转录产物

4：50%GC模板
5：60%GC模板

�RNase�Inhibito（r RNA�酶抑制剂）是通过重组表达（下⽂简称RI），⾼度精制纯化获得的重组�RNA�酶抑制剂，能够以�1:1�形式
通过⾮共价键⾼亲和⼒结合�RNA�酶，从⽽抑制RNase�A、RNase�B、RNase�C的活性，但是不影响�RNase�H、S1�Nuclease�活
性。本品对�Phage�RNA�Polymerases�(SP6,�T7,�or�T3）、Taq、AMV、MMLV�等⽆抑制作⽤，且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能够在
较低浓度�DTT�条件下保持稳定，适⽤于�mRNA�体外转录过程中排除�RNA�酶污染。

RNA�酶抑制剂 RNase�Inhibitor

⽤RNA做模板，qPCR验证�RNase�Inhibitor对�RNA模板的保护作⽤

纯模板对照（⽆RI、⽆RNase�A）

RI+RNase�A Rnase�A+模板（⽆RI） 纯模板对照组：（�� ⽆RI，⽆RNase�A）
RNaseA对照组：（�� ⽆RI，含RNase�A）
实验组：（�� 含RI，含RNase�A）

经qPCR验证，RNase�Inhibitor能有效保护RNA，
阻⽌RNase�A降解RNA模板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规格 货号

40KU BP-E02-40KRNase�Inhibitor(40U/μL)

本产品是�E.coli�重组表达纯化得到的⽆机焦磷酸酶，可催化⽆机焦磷酸盐⽔解⽣成正磷酸盐。在体外转录过程中，⽆机焦磷
酸酶可⽔解随着反应⽣成的⽆机焦磷酸盐，避免其对反应体系的抑制，使反应平衡向产物⽣成⽅向平移，在分⼦⽣物学中应
⽤于体外转录反应，可显著提⾼�RNA�产量。

⽆机焦磷酸酶 Pyrophosphatase，Inorganic

产物验证SDS-PAGE验证���������������������������������������������

PPase经SDS-PAGE验证，
纯度＞99%�,产品纯度良好

1：RNA�ladder
2：T7转录+⽆PPase
3：T7转录+0.1U�PPase

  1         2         3      

0

100

200

不添加PPase 添加0.1U�PPase

添加⽆机焦磷酸酶对转录产量的影响

0.1U宝锐⽣物⾃产的PPase能⼤幅提升转录产量

质量控制

溶液澄清透明，⽆可⻅异物 蛋⽩纯度≥99% ⽆DNase、RNase活性 ⽆核酸外切酶、核酸内切酶活性

质量控制

溶液澄清透明，⽆可⻅异物 蛋⽩纯度≥99% ⽆DNase、RNase活性 ⽆核酸外切酶、核酸内切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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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规格 货号

50T

50T

50T

BP-01-50

BP-02-50

BP-03-50

T7⾼效转录试剂盒

T7⾼效转录试剂盒(含N1-Me-pUTP)

T7⾼效转录试剂盒(含pUTP)

T7⾼效转录试剂盒转录产物
电泳显⽰条带单⼀，纯度⾼

T7⾼效转录试剂盒转录产量与竞品相⽐有⼀定的优势

M    1   2    3    4 
Bases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500

M：ssRNA�ladder�6000
1：T7⾼效转录试剂盒产物⼀
2：T7⾼效转录试剂盒产物⼆
3：T7⾼效转录试剂盒（ pUTP) 产物
4：T7⾼效转录试剂盒（ N1-Me-pUTP) 产物

0

100

200

Biori 国产竞品A 国产竞品B 国外竞品C 国外竞品D

体
外
转
录
产
量

  

单
位
：

/μ
g

T7⾼效转录试剂盒与国内外竞品对照 天然核苷酸

修饰核苷酸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规格 货号

10U

100U

1000U

⽆机焦磷酸酶（0.1U/μL）
BP-E03-10

BP-E03-100

BP-E03-1K

依托于完善的mRNA合成酶原料系列产品，宝锐⽣物开发了针对不同模板、不同核苷酸类型优化后的T7⾼效转录试剂盒
（货号:BP -01 -50）。客⼾使⽤该试剂盒，通过短时间的体外转录，能够⼀次性得到⼤量RNA，1μg的模板投⼊量可获得������
200μg以上的产物。
此外，在反应底物中添加�Cap�0�或者�Cap�1�等帽结构或帽结构类似物，也可通过该试剂盒转录产⽣具有帽⼦结构的mRNA。

T7⾼效转录试剂盒 T7�high�yield�transcription�kit

成熟mRNA� 5'端的帽⼦结构，即m7GPPPN结构，⼜称为甲基⻦苷帽⼦，帽⼦结构不仅可以保护mRNA不被RNase切割，延⻓
半衰期；还能提⾼mRNA在翻译、剪接以及从细胞核导出等环节中的稳定性。宝锐⽣物推出的⽜痘病毒加帽酶
（VCE,Vaccinia� caping� enzyme）整合了mRNA三磷酸酯酶、⻦苷酰基转移酶和⻦嘌呤甲基转移酶等加帽酶必要活性，S-腺
苷甲硫氨酸（SAM）作为甲基供体，它可以直接将m7G帽结构加到mRNA的5'端；该结构与mRNA的稳定、转运和翻译密切相
关，能显著改善⽤于细胞验证和体内表达的mRNA的稳定性和翻译能⼒。

⽜痘病毒加帽酶 Vaccinia�Capping�Enzyme

纯度⾼ 加帽率⾼

T7⾼效转录试剂盒转录产物HPLC显⽰纯度＞98.5%，纯度较⾼ T7⾼效转录试剂盒转录副产物dsRNA产量低于竞品

0.0%

1.0%

2.0%

天然核苷酸 修饰核苷酸

体外转录副产物dsRNA含量对照

竞品1

竞品2

Biori�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货号

BP-E05-1K

BP-E05-10K

BP-E05-100K

�⽜痘病毒加帽酶（10U/μL）

规格

1KU

10KU

100KU

⽅便快捷，单组分，预留优化空间 转录产量⾼ dsRNA残留量低 转录产物纯度⾼

质量控制

溶液澄清透明，⽆可⻅异物 蛋⽩纯度≥99% ⽆DNase、RNase活性 ⽆核酸外切酶、核酸内切酶活性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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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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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效转录试剂盒与国内外竞品对照 天然核苷酸

修饰核苷酸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规格 货号

10U

100U

1000U

⽆机焦磷酸酶（0.1U/μL）
BP-E03-10

BP-E03-100

BP-E03-1K

依托于完善的mRNA合成酶原料系列产品，宝锐⽣物开发了针对不同模板、不同核苷酸类型优化后的T7⾼效转录试剂盒
（货号:BP -01 -50）。客⼾使⽤该试剂盒，通过短时间的体外转录，能够⼀次性得到⼤量RNA，1μg的模板投⼊量可获得������
200μg以上的产物。
此外，在反应底物中添加�Cap�0�或者�Cap�1�等帽结构或帽结构类似物，也可通过该试剂盒转录产⽣具有帽⼦结构的mRNA。

T7⾼效转录试剂盒 T7�high�yield�transcription�kit

成熟mRNA� 5'端的帽⼦结构，即m7GPPPN结构，⼜称为甲基⻦苷帽⼦，帽⼦结构不仅可以保护mRNA不被RNase切割，延⻓
半衰期；还能提⾼mRNA在翻译、剪接以及从细胞核导出等环节中的稳定性。宝锐⽣物推出的⽜痘病毒加帽酶
（VCE,Vaccinia� caping� enzyme）整合了mRNA三磷酸酯酶、⻦苷酰基转移酶和⻦嘌呤甲基转移酶等加帽酶必要活性，S-腺
苷甲硫氨酸（SAM）作为甲基供体，它可以直接将m7G帽结构加到mRNA的5'端；该结构与mRNA的稳定、转运和翻译密切相
关，能显著改善⽤于细胞验证和体内表达的mRNA的稳定性和翻译能⼒。

⽜痘病毒加帽酶 Vaccinia�Capping�Enzyme

纯度⾼ 加帽率⾼

T7⾼效转录试剂盒转录产物HPLC显⽰纯度＞98.5%，纯度较⾼ T7⾼效转录试剂盒转录副产物dsRNA产量低于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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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核苷酸 修饰核苷酸

体外转录副产物dsRNA含量对照

竞品1

竞品2

Biori�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货号

BP-E05-1K

BP-E05-10K

BP-E05-100K

�⽜痘病毒加帽酶（10U/μL）

规格

1KU

10KU

100KU

⽅便快捷，单组分，预留优化空间 转录产量⾼ dsRNA残留量低 转录产物纯度⾼

质量控制

溶液澄清透明，⽆可⻅异物 蛋⽩纯度≥99% ⽆DNase、RNase活性 ⽆核酸外切酶、核酸内切酶活性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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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P�RNA转染后共聚焦结果

GFP加帽前 VCE加帽后cap0 VCE+2OM加帽后cap1 GFP GFP-Cap0 GFP-Cap1

转染后荧光值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规格 货号

BP-E06-1K
BP-E06-10K
BP-E06-100K

�⼆氧甲基转移酶（10U/μL）
1KU
10KU
100KU

Lane1-2:��对照（加尾前）
Lane3-4:��5U����EPA 2加尾（ 组平⾏）
Lane5-6:��10U����EPA 2加尾（ 组平⾏）
经琼脂糖凝胶验证，加尾后⻓度可控，
加尾产物完整、重复性好

琼脂糖凝胶验证

        1       2      3      4      5     6      M 

利⽤液质联⽤对⽜痘病毒加帽酶的⽤量根据加帽率数据进⾏精确标定

在mRNA的⽣产过程中，利⽤质粒模板携带Poly(A)序列转录出带poly(A)尾的mRNA是⾸选，针对特殊的⼯艺，可能需要采
⽤转录后加尾的⽅式。针对此种使⽤场景，宝锐⽣物推出不依赖模板的mRNA加尾酶，能够催化ATP以AMP的形式依次掺⼊
到RNA的3'末端，即在RNA的3'末端加多聚A尾。

该酶具有很⾼的加尾效率，通过控制该酶的使⽤量，可以在RNA的3'末端稳定地加⼊20-200个A碱基的不同⻓度poly(A)尾，
增加mRNA的稳定性及翻译的效率。

mRNA�加尾酶 E.coli �Poly(A)�Polymerase

⼆氧甲基转移酶（2'-O-Methyltransferase，2OM）为重组� E.coli� 表达的⽜痘病毒DNA编码的⼀种甲基转移酶，是⼀款将
Cap0帽结构进⼀步转变成Cap1帽结构的甲基转移酶。

该酶利⽤S-腺苷甲硫氨酸(S-Adenosylmethionine，SAM)为甲基供体，在RNA� 5'端紧邻帽结构(Cap0)的第⼀个核苷酸的2'-
O位点添加甲基基团，形成带有Cap1结构的mRNA。能进⼀步降低mRNA⾃⾝的免疫原性，提⾼其转染后编码蛋⽩的表达⽔平。

⼆氧甲基转移酶 2'-O-Methyltransferase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规格 货号

加尾酶（5U/μL） 100U BP-E07-100

质量控制

溶液澄清透明，⽆可⻅异物 蛋⽩纯度≥99% ⽆DNase、RNase活性 ⽆核酸外切酶、核酸内切酶活性

质量控制

溶液澄清透明，⽆可⻅异物 蛋⽩纯度≥99% ⽆DNase、RNase活性 ⽆核酸外切酶、核酸内切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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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0帽结构进⼀步转变成Cap1帽结构的甲基转移酶。

该酶利⽤S-腺苷甲硫氨酸(S-Adenosylmethionine，SAM)为甲基供体，在RNA� 5'端紧邻帽结构(Cap0)的第⼀个核苷酸的2'-
O位点添加甲基基团，形成带有Cap1结构的mRNA。能进⼀步降低mRNA⾃⾝的免疫原性，提⾼其转染后编码蛋⽩的表达⽔平。

⼆氧甲基转移酶 2'-O-Methyltransferase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规格 货号

加尾酶（5U/μL） 100U BP-E07-100

质量控制

溶液澄清透明，⽆可⻅异物 蛋⽩纯度≥99% ⽆DNase、RNase活性 ⽆核酸外切酶、核酸内切酶活性

质量控制

溶液澄清透明，⽆可⻅异物 蛋⽩纯度≥99% ⽆DNase、RNase活性 ⽆核酸外切酶、核酸内切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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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物制品质量安全分析
quality� &� safety� analysis� of� biological� products

⽀原体DNA检测试剂盒

分枝杆菌DNA检测试剂盒

⿏细⼩病毒�(MMV)�检测试剂盒

CHO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VARO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毕⾚酵⺟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E.coli�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HEK293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NS0&SP2/0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Human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Hela细胞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磁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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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Nase� R（Ribonuclease� R）是⼀种来源于⼤肠杆菌RNR超家族且依赖Mg 的核糖核酸外切酶，从3'→5'⽅向将线性RNA完
全⽔解成⼆核苷酸和三核苷酸。对环状RNA及双链RNA不敏感，可⽤于特殊结构RNA的⽣产，如环状RNA（circRNA）、�套索结
构RNA（lariat� RNA）、� 3'突出末端少于7个核苷酸的双链RNA以及具有复杂结构的tRNA等。RNase� R常⽤于基因表达和可变
剪切研究，可消化线性RNA使circ�RNA或lariat�RNA得到富集。

RNase�R� Ribonuclease�R

产品信息

宝锐⽣物提供的RNaseR，
纯度＞99%

相⽐竞品，宝锐⽣物RNaseR具有更⾼的酶切效率，以及对
线性RNA更强的特异性

产品名称

RNase�R�(20U/μL)

规格

1KU
10KU
100KU

货号

BP-E08-1K
BP-E08-10K
BP-E08-100K

质量控制

溶液澄清透明，⽆可⻅异物 蛋⽩纯度≥99% ⽆核酸内切酶活性

*�本系列试剂盒根据相关法规、指南等⽂件要求进⾏了全⾯的⽅法学验证，
���可以提供性能验证报告。

新品试剂盒持续上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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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研究，可消化线性RNA使circ�RNA或lariat�RNA得到富集。

RNase�R� Ribonuclease�R

产品信息

宝锐⽣物提供的RNaseR，
纯度＞99%

相⽐竞品，宝锐⽣物RNaseR具有更⾼的酶切效率，以及对
线性RNA更强的特异性

产品名称

RNase�R�(20U/μL)

规格

1KU
10KU
100KU

货号

BP-E08-1K
BP-E08-10K
BP-E08-100K

质量控制

溶液澄清透明，⽆可⻅异物 蛋⽩纯度≥99% ⽆核酸内切酶活性

*�本系列试剂盒根据相关法规、指南等⽂件要求进⾏了全⾯的⽅法学验证，
���可以提供性能验证报告。

新品试剂盒持续上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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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检测⽀原体⽅法需要培养⾄少28天才能得到结论，耗时较⻓。EP指南指出，如果
NAT检测⽅案的灵敏度能达到与经典培养法相同的⽔平，并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和特
异性，则可以⽤NAT法作为⽀原体检测⽅案替代经典培养法。qPCR试剂盒提供了⼀个
⾮常快速和易于使⽤的解决⽅案，适⽤于实验室或⽣产线上的⽀原体控制。

⽀原体（Mycoplasma）DNA检测试剂盒
Mycoplasma�DNADetectionKi（t Probe�qPCR）

分枝杆菌的常规检验⽅法为培养法，该⽅法时间⻓，⽆法满⾜短货架期⽣物制品
的检验需求。多个国家均建议研发微⽣物快速检测⽅法⽤于替代传统培养法，并
出台了相应的指导原则。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分枝杆菌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于定
性检测各种⽣物制品及药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分枝杆菌DNA。本试剂盒
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 . 5⼩时即可检测低⾄
10CFU的分枝杆菌。

分枝杆菌DNA检测试剂盒
Mycobacterium�DNA�detection�kit

原始
细胞库�

⼯作
细胞库�

细胞
培养�

产物
收获�

通过细胞制备
的其他⽣物制品

样
品

类
型

产品优势

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单管PCR试剂，提取好的核酸直接加⼊PCR反应
液中，⽆需多种组分混合；
也可取2μL样本进⾏直接扩增。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最快1.5⼩时完成。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和阳性质控（PC），有效避
免假阴性和假阳性结果的出现；提⾼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灵敏度 适⽤性强
检测限达到5CFU/mL，
完全符合EP�2.6.7法规要求。

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
验证了多种基质样本类型，不同样本基质对检测
灵敏度没有影响，尤其适⽤于⾼浓度细胞样本。

专属性好
优化的TaqMan探针覆盖100多种⽀原体的16S�rRNA�基因具有⾼度特异性；
验证了30余种⽀原体的结构类似物和常⽤的细胞系，均与⽀原体检测试剂⽆交叉反应。

产品优势

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单管PCR试剂，提取好的核酸直接加⼊PCR反应
液中，⽆需多种组分混合。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最快1.5⼩时完成。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灵敏度 适⽤性强

检测限低⾄10�CFU。 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

专属性好

覆盖近200种分枝杆菌，具有⾼度特异性和包容
性；⼤肠杆菌、毕⾚酵⺟、VERO等30余种细菌、
真菌和常⽤细胞系⽆交叉反应。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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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管PCR试剂，提取好的核酸直接加⼊PCR反应
液中，⽆需多种组分混合；
也可取2μL样本进⾏直接扩增。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最快1.5⼩时完成。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和阳性质控（PC），有效避
免假阴性和假阳性结果的出现；提⾼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灵敏度 适⽤性强
检测限达到5CFU/mL，
完全符合EP�2.6.7法规要求。

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
验证了多种基质样本类型，不同样本基质对检测
灵敏度没有影响，尤其适⽤于⾼浓度细胞样本。

专属性好
优化的TaqMan探针覆盖100多种⽀原体的16S�rRNA�基因具有⾼度特异性；
验证了30余种⽀原体的结构类似物和常⽤的细胞系，均与⽀原体检测试剂⽆交叉反应。

产品优势

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单管PCR试剂，提取好的核酸直接加⼊PCR反应
液中，⽆需多种组分混合。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最快1.5⼩时完成。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灵敏度 适⽤性强

检测限低⾄10�CFU。 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

专属性好

覆盖近200种分枝杆菌，具有⾼度特异性和包容
性；⼤肠杆菌、毕⾚酵⺟、VERO等30余种细菌、
真菌和常⽤细胞系⽆交叉反应。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宝锐⽣物CHO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灵敏度⾼、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优点，助⼒⽣物制品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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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CHO细胞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搭配即
⽤型定量参考品，⽤于定量检测各种⽣物制品及药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
残留的CHO细胞DNA。

本试剂盒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5⼩时即可检测
fg级别的CHO细胞DNA残留。

CHO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CHO�ResidualDNADetectionKi（t Probe�qPCR）

产品优势

宝锐 E.coli� 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灵敏度⾼、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优点，
助⼒于⽣物制药产品的质量控制。

产品优势

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单管PCR试剂，⽅便取⽤;�校准品⽆需稀释，成品
组装，⽅便快捷。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最快1.5⼩时完成。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精密度、灵敏度 适⽤性强

0.5fg/μL的CV＜20%，中⾼值的CV＜10%；
定量限0.5fg/μL，检测限0.125fg/μL。

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

专属性好

与SP2/0细胞、VERO细胞、⼤肠杆菌、沙⻔
⽒菌、杂交瘤细胞、⽀原体以及⼈基因组等
⽆交叉反应。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操作简单 ⽅便快捷

校准品⽆需稀释，成品组装。 单管PCR试剂，⽅便取⽤；三步操作即可完成核
酸提取。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精密度 灵敏度⾼

5fg/μL的CV＜20%，
中⾼值的CV＜15%。

专属性好

与嗜酸杆菌、丙酸杆菌、HEK293、MDCK、BHK21、
Vero、CHO、毕⾚酵⺟基因组及环境中常⻅的⼈
基因组细等⽆交叉反应,亦不产⽣⼲扰。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检出限可达1fg/μL，定量限可达5fg/μL，⽐肩国
际⼀流⽔平。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E.coli基因组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搭配即⽤型E.coli� DNA定量参考品，建⽴了⼀
种快速检测、⾼灵敏度的实时荧光定量PCR试剂盒，⽤于定量检测各种⽣物制品及药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E.coli宿
主细胞DNA。本试剂盒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5⼩时即可检测fg级别的E.coli�DNA残留。

E.coli�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E.coli�ResidualDNADetectionKi（t Probe�qPCR）

Vero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Vero�ResidualDNADetectionKi（t Probe�qPCR）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Vero细胞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
探针，搭配即⽤型Vero� DNA定量参考品，⽤于定量检测各种⽣物制
品及药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残留的Vero细胞DNA。本试剂盒
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5⼩时即可检测
fg级别的Vero细胞DNA残留。



宝锐⽣物CHO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灵敏度⾼、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优点，助⼒⽣物制品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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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精密度、灵敏度 适⽤性强

0.5fg/μL的CV＜20%，中⾼值的C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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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

专属性好

与SP2/0细胞、VERO细胞、⼤肠杆菌、沙⻔
⽒菌、杂交瘤细胞、⽀原体以及⼈基因组等
⽆交叉反应。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操作简单 ⽅便快捷

校准品⽆需稀释，成品组装。 单管PCR试剂，⽅便取⽤；三步操作即可完成核
酸提取。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精密度 灵敏度⾼

5fg/μL的CV＜20%，
中⾼值的CV＜15%。

专属性好

与嗜酸杆菌、丙酸杆菌、HEK293、MDCK、BHK21、
Vero、CHO、毕⾚酵⺟基因组及环境中常⻅的⼈
基因组细等⽆交叉反应,亦不产⽣⼲扰。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检出限可达1fg/μL，定量限可达5fg/μL，⽐肩国
际⼀流⽔平。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E.coli基因组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搭配即⽤型E.coli� DNA定量参考品，建⽴了⼀
种快速检测、⾼灵敏度的实时荧光定量PCR试剂盒，⽤于定量检测各种⽣物制品及药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E.coli宿
主细胞DNA。本试剂盒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5⼩时即可检测fg级别的E.coli�DNA残留。

E.coli�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E.coli�ResidualDNADetectionKi（t Probe�qPCR）

Vero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Vero�ResidualDNADetectionKi（t Probe�qPCR）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Vero细胞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
探针，搭配即⽤型Vero� DNA定量参考品，⽤于定量检测各种⽣物制
品及药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残留的Vero细胞DNA。本试剂盒
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5⼩时即可检测
fg级别的Vero细胞DNA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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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宝锐⽣物Vero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灵敏度⾼、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
优点，助⼒于⽣物制药产品的质量控制。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毕⾚酵⺟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搭配即⽤型定量参考品，⽤于定量检测各种
⽣物制品及药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残留的毕⾚酵⺟DNA。

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Ⅱ配套使⽤，最快100分钟即可检测fg级别的毕⾚酵⺟DNA残留。

毕⾚酵⺟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Pichia�pastoris�residual�DNA�detection�kit

产品优势
宝锐⽣物毕⾚酵⺟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灵敏度⾼、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优点，
助⼒⽣物制品质量控制。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HEK293基因组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搭配即⽤型HEK293� DNA定量参考品，建⽴
了⼀种快速检测、⾼灵敏度的实时荧光定量PCR试剂盒，⽤于定量检测基因疗法、细胞疫苗和类似⽣物治疗药物的开发过程
中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HEK293�宿主细胞�DNA。本试剂盒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5⼩时
即可检测fg级别的HEK293残留。

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校准品⽆需稀释，成品组装，⽅便快捷；单管
PCR试剂，⽅便取⽤。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最快1.5⼩时完成。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精密度、灵敏度 适⽤性强
0.3fg/μL的CV＜20%，中⾼值的CV＜15%；
定量限0.3fg/μL，检测限0.03fg/μL。

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

专属性好
与SP2/0、CHO、HEK293、MDCK、BHK-21、杂
交瘤、Human细胞及毕⾚酵⺟等⽆交叉反应。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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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单管PCR试剂，⽅便取⽤;校准品⽆需稀释，成品
组装，⽅便快捷。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最快100分钟完成。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专属性好
与BHK-21细胞、MDCK细胞、HEK293细胞、
SP2/0细胞、CHO细胞、VERO细胞、⽀原体以
及⼈基因组等⽆交叉反应。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精密度、灵敏度 适⽤性强
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5fg/μL的CV＜20%，中⾼值的CV＜15%；

定量限可达5fg�/μL，检测限可达2.5fg�/μL。

宝锐HEK293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稳定性好、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优点，
助⼒于⽣物制药产品的质量控制。产品优势

操作简单 ⽅便快捷

即⽤型校准品，成品组装，⽆需稀释，随⽤随取。 提取仅需三步；单管扩增仅需⼀步，⽅便取⽤。

快速检测 内标系统
最快1.5⼩时即可完成整个检测。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

提⾼检测质量。

HEK293�residual�DNA�detection�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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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宝锐⽣物Vero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灵敏度⾼、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
优点，助⼒于⽣物制药产品的质量控制。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毕⾚酵⺟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搭配即⽤型定量参考品，⽤于定量检测各种
⽣物制品及药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残留的毕⾚酵⺟DNA。

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Ⅱ配套使⽤，最快100分钟即可检测fg级别的毕⾚酵⺟DNA残留。

毕⾚酵⺟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Pichia�pastoris�residual�DNA�detection�kit

产品优势
宝锐⽣物毕⾚酵⺟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灵敏度⾼、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优点，
助⼒⽣物制品质量控制。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HEK293基因组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搭配即⽤型HEK293� DNA定量参考品，建⽴
了⼀种快速检测、⾼灵敏度的实时荧光定量PCR试剂盒，⽤于定量检测基因疗法、细胞疫苗和类似⽣物治疗药物的开发过程
中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HEK293�宿主细胞�DNA。本试剂盒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5⼩时
即可检测fg级别的HEK293残留。

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校准品⽆需稀释，成品组装，⽅便快捷；单管
PCR试剂，⽅便取⽤。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最快1.5⼩时完成。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精密度、灵敏度 适⽤性强
0.3fg/μL的CV＜20%，中⾼值的CV＜15%；
定量限0.3fg/μL，检测限0.03fg/μL。

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

专属性好
与SP2/0、CHO、HEK293、MDCK、BHK-21、杂
交瘤、Human细胞及毕⾚酵⺟等⽆交叉反应。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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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单管PCR试剂，⽅便取⽤;校准品⽆需稀释，成品
组装，⽅便快捷。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最快100分钟完成。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专属性好
与BHK-21细胞、MDCK细胞、HEK293细胞、
SP2/0细胞、CHO细胞、VERO细胞、⽀原体以
及⼈基因组等⽆交叉反应。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精密度、灵敏度 适⽤性强
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5fg/μL的CV＜20%，中⾼值的CV＜15%；

定量限可达5fg�/μL，检测限可达2.5fg�/μL。

宝锐HEK293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稳定性好、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优点，
助⼒于⽣物制药产品的质量控制。产品优势

操作简单 ⽅便快捷

即⽤型校准品，成品组装，⽆需稀释，随⽤随取。 提取仅需三步；单管扩增仅需⼀步，⽅便取⽤。

快速检测 内标系统
最快1.5⼩时即可完成整个检测。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

提⾼检测质量。

HEK293�residual�DNA�detection�kit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NS0&SP2/0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
针，搭配即⽤型定量参考品，⽤于定量检测各种⽣物制品及药品的中间品、
半成品和成品中残留的NS0&SP2/0残留DNA。

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90分钟即可检测fg级别
的NS0&SP2/0残留DNA。

NS0&SP2/0�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NS0&SP2/0�residual�DNA�detection�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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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锐⽣物NS0&SP2/0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灵敏度⾼、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优点，
助⼒⽣物制品质量控制。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Human宿主细胞基因组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搭配即⽤型Human� DNA定量
参考品，建⽴了⼀种快速检测、⾼灵敏度的实时荧光定量PCR试剂盒，⽤于定量检测各种⽣物制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
成品中残留的Human宿主细胞DNA。本试剂盒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5⼩时即可检测fg级
别的Human宿主细胞DNA。

Human�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Human�residual�DNA�detection�kit

专属性好
与嗜酸杆菌、肺炎链球菌、E.col i、⾦⻩⾊葡萄
球菌、毕⾚酵⺟、CHO、BHK21、铜绿假单胞菌
等⽆交叉反应，亦不产⽣⼲扰。

试剂盒组分稳定可靠，结果重现性好。

结果稳定

精密度
30fg/μL的CV＜20%，
中⾼值的CV＜15%。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防污染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单管PCR试剂，⽅便取⽤;校准品⽆需稀释，成品
组装，⽅便快捷。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最快90分钟完成。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专属性好

与MDCK细胞、CHO细胞、VERO细胞、⼈基因组、
HEK293细胞、BHK-21细胞、铜绿假单胞菌、⼤肠
杆菌、⾦⻩⾊葡萄球菌及⽀原体等⽆交叉反应。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精密度、灵敏度 适⽤性强

1.5fg/μL的CV＜20%，中⾼值的CV＜15%；
定量限1.5fg/μL，检测限0.3fg/μL。

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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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锐Human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稳定性好、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
优点，助⼒于⽣物制药产品的质量控制。产品优势

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即⽤型校准品，成品组装，⽆需稀释，随⽤随取。 最快1.5⼩时即可完成整个检测。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精密度
不同浓度样本的CV均＜15%。提取仅需三步；单管扩增仅需⼀步，⽅便取⽤。

⽅便快捷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NS0&SP2/0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
针，搭配即⽤型定量参考品，⽤于定量检测各种⽣物制品及药品的中间品、
半成品和成品中残留的NS0&SP2/0残留DNA。

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90分钟即可检测fg级别
的NS0&SP2/0残留DNA。

NS0&SP2/0�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NS0&SP2/0�residual�DNA�detection�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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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锐⽣物NS0&SP2/0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灵敏度⾼、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优点，
助⼒⽣物制品质量控制。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Human宿主细胞基因组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搭配即⽤型Human� DNA定量
参考品，建⽴了⼀种快速检测、⾼灵敏度的实时荧光定量PCR试剂盒，⽤于定量检测各种⽣物制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
成品中残留的Human宿主细胞DNA。本试剂盒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5⼩时即可检测fg级
别的Human宿主细胞DNA。

Human�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Human�residual�DNA�detection�kit

专属性好
与嗜酸杆菌、肺炎链球菌、E.col i、⾦⻩⾊葡萄
球菌、毕⾚酵⺟、CHO、BHK21、铜绿假单胞菌
等⽆交叉反应，亦不产⽣⼲扰。

试剂盒组分稳定可靠，结果重现性好。

结果稳定

精密度
30fg/μL的CV＜20%，
中⾼值的CV＜15%。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防污染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单管PCR试剂，⽅便取⽤;校准品⽆需稀释，成品
组装，⽅便快捷。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最快90分钟完成。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专属性好

与MDCK细胞、CHO细胞、VERO细胞、⼈基因组、
HEK293细胞、BHK-21细胞、铜绿假单胞菌、⼤肠
杆菌、⾦⻩⾊葡萄球菌及⽀原体等⽆交叉反应。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
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精密度、灵敏度 适⽤性强

1.5fg/μL的CV＜20%，中⾼值的CV＜15%；
定量限1.5fg/μL，检测限0.3fg/μL。

兼容多款PCR仪，⽆需新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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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锐Human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稳定性好、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
优点，助⼒于⽣物制药产品的质量控制。产品优势

操作简单 快速检测

即⽤型校准品，成品组装，⽆需稀释，随⽤随取。 最快1.5⼩时即可完成整个检测。

内标系统 防污染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提
⾼检测质量。

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精密度
不同浓度样本的CV均＜15%。提取仅需三步；单管扩增仅需⼀步，⽅便取⽤。

⽅便快捷



⽤于拭⼦、唾液、⽣物制品样本中核酸的提取、富集、纯化等，处理后得到的核酸可⽤于常规的分⼦检测。本产品适⽤于
⾼通量磁棒式核酸提取仪。

本产品提取的核酸产量⼤，纯度⾼，可⼴泛应⽤于⽣物药质量控制、疾病检测等领域。
本试剂盒使⽤前⽆需添加挥发性醇类，使⽤更安全，性能更稳定。

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盒（磁珠法）由磁珠悬浮混合液+裂解液+蛋⽩酶K、洗液和洗脱液三种组分构成。操作更简便的同时，保证
更⾼的核酸得率。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磁珠法）
Nucleic�acid�extraction�and�purification�kit�(Magnetic�bead�method)�

利⽤异硫氰酸胍使蛋⽩质变性，利⽤蛋⽩
酶K降解和消化蛋⽩质，使⽤去污剂洗脱杂质。
随后利⽤纳⽶级磁珠吸附核酸的原理,通过特
制的磁棒吸附、转移和释放磁珠，完成核酸的提
取、富集和纯化。纯化后的核酸可直接⽤于下游
核酸检测。

产品原理

样本
裂解液

PK 磁珠 洗液 洗脱液

裂解3min 洗涤30s 洗脱5min

核酸提取⽰意图

样本200μL
裂解液600μL，磁珠10μL，PK15μL,
40℃温浴3min。混匀、磁吸、弃液

洗液洗涤
洗脱液100μL洗脱、混匀

85℃�5min 核酸

实现核酸提取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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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途

产品组成

宝锐Hela细胞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稳定性好、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优点，
助⼒于⽣物制药产品的质量控制。

Hela�细胞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Hela�residual�DNA�detection�kit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Hela细胞基因组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搭配即⽤型Hela细胞DNA定量参考品，建⽴了
⼀种快速检测、⾼灵敏度的实时荧光定量PCR试剂盒，⽤于定量检测各种⽣物制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残留的Hela细胞
DNA。本试剂盒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5⼩时即可检测fg级别的Hela细胞宿主细胞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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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专属性好
与肺炎链球菌、E.coli、CHO、BHK21、⾦⻩⾊葡
萄球菌、毕⾚酵⺟、嗜酸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
⽆交叉反应，亦不产⽣⼲扰。

试剂盒组分稳定可靠，结果重现性好。

结果稳定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快速检测 内标系统
最快1.5⼩时即可完成整个检测。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

提⾼检测质量。

操作简单 ⽅便快捷
即⽤型校准品，成品组装，⽆需稀释，随⽤随取。 提取仅需三步；单管扩增仅需⼀步，⽅便取⽤。

专属性好
与嗜酸杆菌、肺炎链球菌、E.coli、⾦⻩⾊葡萄
球菌、毕⾚酵⺟、CHO、BHK21、铜绿假单胞菌
等⽆交叉反应，亦不产⽣⼲扰。

试剂盒组分稳定可靠，结果重现性好。

结果稳定

精密度
不同浓度样本的CV均＜15%。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防污染



⽤于拭⼦、唾液、⽣物制品样本中核酸的提取、富集、纯化等，处理后得到的核酸可⽤于常规的分⼦检测。本产品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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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剂盒使⽤前⽆需添加挥发性醇类，使⽤更安全，性能更稳定。

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盒（磁珠法）由磁珠悬浮混合液+裂解液+蛋⽩酶K、洗液和洗脱液三种组分构成。操作更简便的同时，保证
更⾼的核酸得率。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磁珠法）
Nucleic�acid�extraction�and�purification�kit�(Magnetic�bead�method)�

利⽤异硫氰酸胍使蛋⽩质变性，利⽤蛋⽩
酶K降解和消化蛋⽩质，使⽤去污剂洗脱杂质。
随后利⽤纳⽶级磁珠吸附核酸的原理,通过特
制的磁棒吸附、转移和释放磁珠，完成核酸的提
取、富集和纯化。纯化后的核酸可直接⽤于下游
核酸检测。

产品原理

样本
裂解液

PK 磁珠 洗液 洗脱液

裂解3min 洗涤30s 洗脱5min

核酸提取⽰意图

样本200μL
裂解液600μL，磁珠10μL，PK15μL,
40℃温浴3min。混匀、磁吸、弃液

洗液洗涤
洗脱液100μL洗脱、混匀

85℃�5min 核酸

实现核酸提取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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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途

产品组成

宝锐Hela细胞残留DNA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具有稳定性好、操作简单、精密度好等优点，
助⼒于⽣物制药产品的质量控制。

Hela�细胞残留DNA检测试剂盒
Hela�residual�DNA�detection�kit

本试剂盒基于荧光定量PCR法，针对Hela细胞基因组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探针，搭配即⽤型Hela细胞DNA定量参考品，建⽴了
⼀种快速检测、⾼灵敏度的实时荧光定量PCR试剂盒，⽤于定量检测各种⽣物制品的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中残留的Hela细胞
DNA。本试剂盒与宝锐⽣物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配套使⽤，最快1.5⼩时即可检测fg级别的Hela细胞宿主细胞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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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专属性好
与肺炎链球菌、E.coli、CHO、BHK21、⾦⻩⾊葡
萄球菌、毕⾚酵⺟、嗜酸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
⽆交叉反应，亦不产⽣⼲扰。

试剂盒组分稳定可靠，结果重现性好。

结果稳定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严格按照药典规定进⾏性能验证，可提供全套性能评估资料。

专业

快速检测 内标系统
最快1.5⼩时即可完成整个检测。 引⼊内部质控（内标），监控提取扩增全流程，

提⾼检测质量。

操作简单 ⽅便快捷
即⽤型校准品，成品组装，⽆需稀释，随⽤随取。 提取仅需三步；单管扩增仅需⼀步，⽅便取⽤。

专属性好
与嗜酸杆菌、肺炎链球菌、E.coli、⾦⻩⾊葡萄
球菌、毕⾚酵⺟、CHO、BHK21、铜绿假单胞菌
等⽆交叉反应，亦不产⽣⼲扰。

试剂盒组分稳定可靠，结果重现性好。

结果稳定

精密度
不同浓度样本的CV均＜15%。采⽤UDG酶防污染系统，

有效预防扩增产物污染。

防污染



操作
简单

储存
⽅便

快速
提取

智能
提取

回收
率⾼

安全
环保

室温操作，只需裂解、洗涤、洗
脱三步即可完成核酸提取。

试剂盒所有组分常温储存

10min即可实现单批次核酸提取

结合核酸提取仪，可实现⾃动化、
⾼通量操作。

游离的磁珠与核酸的结合量更
⼤，特异性的结合使得核酸纯
度更⾼，且核酸提取回收率⾼。

安全⽆毒⽆害：
试剂不含酚、氯仿等有毒化学试剂，�
完全符合现代化环保理念。

样本需求量低：
微量的材料即可提到⾼浓度的核酸。

03
珠海宝泰仪⽣物科技有限公司成⽴于2021年3⽉，是⼀家⾃动化⽣命科学仪器设备供应商，公司拥有⼀⽀经验丰

富的研发团队，成⽴⾄今已申报相关产品专利7项。

宝泰仪将布局分⼦诊断、免疫、科学仪器等领域，以进取创新、诚信负责的经营理念，致⼒为客⼾提供优质的产品
解决⽅案，做中国智造⾏业引领者。

前处理系统

科研仪器与试剂
Instruments� &� Reagents

BTE-32�全⾃动核酸提取仪�

搭配宝锐⽣物磁珠法核酸提取纯化试剂助⼒⽣物制品质量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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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效运⾏
最快10min完成1-32个样本的核酸提取⼯作，
磁珠回收率≥98%
回收率可达70%-130%

便捷�/�操作简便
简化操作步骤，⼈性化功能设置可拆卸磁棒
便于维修更换，延⻓仪器使⽤寿命

开放�/�兼容性强
⽀持多种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程序可编程可搭配宝锐
多种细胞残留DNA、⽀原体和分歧杆菌等检测试剂盒

抗污性能稳定
照明⾃动控制，智能匹配消毒/提取状态
智能负压系统，降低交叉污染⻛险，
提⾼消毒效率，杜绝污染发⽣

BTE-32�Automatic�Nucleic�Acid�Extraction�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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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A⼚家 本试剂盒

样本1 31.58 30.69

样本1 31.33 31.14

样本2 29.02 27.22

样本2 28.60 27.24

▲��与A⼚家上市产品结果⽐对

◀
�

良
好

的
精

密
度

和
线

性
产品优势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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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
⽅便

快速
提取

智能
提取

回收
率⾼

安全
环保

室温操作，只需裂解、洗涤、洗
脱三步即可完成核酸提取。

试剂盒所有组分常温储存

10min即可实现单批次核酸提取

结合核酸提取仪，可实现⾃动化、
⾼通量操作。

游离的磁珠与核酸的结合量更
⼤，特异性的结合使得核酸纯
度更⾼，且核酸提取回收率⾼。

安全⽆毒⽆害：
试剂不含酚、氯仿等有毒化学试剂，�
完全符合现代化环保理念。

样本需求量低：
微量的材料即可提到⾼浓度的核酸。

03
珠海宝泰仪⽣物科技有限公司成⽴于2021年3⽉，是⼀家⾃动化⽣命科学仪器设备供应商，公司拥有⼀⽀经验丰

富的研发团队，成⽴⾄今已申报相关产品专利7项。

宝泰仪将布局分⼦诊断、免疫、科学仪器等领域，以进取创新、诚信负责的经营理念，致⼒为客⼾提供优质的产品
解决⽅案，做中国智造⾏业引领者。

前处理系统

科研仪器与试剂
Instruments� &� Reagents

BTE-32�全⾃动核酸提取仪�

搭配宝锐⽣物磁珠法核酸提取纯化试剂助⼒⽣物制品质量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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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效运⾏
最快10min完成1-32个样本的核酸提取⼯作，
磁珠回收率≥98%
回收率可达70%-130%

便捷�/�操作简便
简化操作步骤，⼈性化功能设置可拆卸磁棒
便于维修更换，延⻓仪器使⽤寿命

开放�/�兼容性强
⽀持多种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程序可编程可搭配宝锐
多种细胞残留DNA、⽀原体和分歧杆菌等检测试剂盒

抗污性能稳定
照明⾃动控制，智能匹配消毒/提取状态
智能负压系统，降低交叉污染⻛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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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珠法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盒由磁珠悬浮混合液+裂解液+蛋⽩酶K、洗液和洗脱液三种组分构成。操作更简便的同时，保
证更⾼的核酸得率。

*相关产品详⻅PAGE-24

BTE-32�技术原理�/�设备参数

宝锐⽣物 。全⾃动核酸提取仪采⽤磁珠分离技术 该⽅法是
在含有特定试剂的深孔板间转移磁珠，磁棒上加载⼀次性的搅
拌套，通过磁棒和搅拌套的闭合与分离，实现磁珠的收集、释放、
转移。

通过磁珠与核酸分⼦的特异性识别和⾼效结合，匹配宝锐
⽣物性能卓越的核酸提取纯化试剂，能够从⽣物制品中提取⾼
质量的微量核酸，可以很好的适配多种细胞残留DNA、⽀原体和
分歧杆菌等检测试剂盒，助⼒⽣物制品质量控制。

项⽬ 参数
BTE-32�设备参数

项⽬

样品通量

处理体积

磁珠回收率

孔间均⼀性

回收率

提取能⼒

兼容性

程序管理

污染控制

耗材

最⼤输出功率

数据存储

体积（mm）

重量

1~32

20~1000μL

≥98%

CV<3%

70%-130%

fg级

适配多种磁珠法核酸提取纯化试剂

可编程，⽀持新建、编辑、保存和删除等

排⻛通⻛、紫外线消毒功能，⾃洁

标准96深孔板和8联磁棒套

350W

内置SD卡;��可存储程序255组

360×382×480

≤20kg

孔1 孔2

搅拌套 搅拌套

从裂解液/清洗液中收集磁珠 将磁珠释放⾄洗脱液中

⼯作原理⽰意图

产品组成

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盒II

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盒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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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参数
BTE-8�设备参数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样本通量

处理体积

加热温度

混匀转速

提取时间

照明系统

消毒

重量

输⼊电源

额定功率

全⾃动核酸提取仪

BTE-8

170×360×356

1~8

50~1000μL（标准）��1000~3200μL（⼤体系）

CV＜3%

室温-120℃

多档可调

8~20min/次（典型值）

内置LED

紫外消毒

＜7kg

DC�24V��

90W

体积（mm）

孔间均⼀性

BTE-8�全⾃动核酸提取仪�

宝泰仪BTE-8� 8通道全⾃动核酸提取仪采⽤磁珠分离技术。该⽅法是在含有特定试剂的深孔板间转移磁珠，磁棒上加载⼀次
性的搅拌套，通过磁棒和搅拌套的闭合与分离，实现磁珠的收集、释放、转移。�

通过磁珠与核酸分⼦的特异性识别和⾼效结合，匹配宝泰仪核酸提取试剂和宝锐荧光定量PCR扩增试剂，能够从唾液、拭⼦、
⼲⾎斑、全⾎、⾎清/⾎浆、动植物组织等样本中提取⾼质量的核酸，⼴泛⽤于临床疾病诊断、输⾎安全、法医学鉴定、环境微⽣物检
测、⻝品安全检测、分⼦⽣物学研究等多种领域。

BTE-8�技术原理�/�设备参数

BTE-8�Automatic�Nucleic�Acid�Extraction�Instrument

1-8样本灵活⾼效运⾏
旋转式混匀��⾼效静⾳

智慧防污设计��载台⾃动弹出
可视化样本舱��便于消毒清洁

实现⾼精度�&�⾼效率温控
50-3200μL宽幅处理体积

智能旋钮��触屏操控��简洁灵活
曲⾯外观��⽴式造型��体积轻巧

⾼效

运⾏

便捷

操作

硬核

实⼒

智能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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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珠法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盒由磁珠悬浮混合液+裂解液+蛋⽩酶K、洗液和洗脱液三种组分构成。操作更简便的同时，保
证更⾼的核酸得率。

*相关产品详⻅PAGE-24

BTE-32�技术原理�/�设备参数

宝锐⽣物 。全⾃动核酸提取仪采⽤磁珠分离技术 该⽅法是
在含有特定试剂的深孔板间转移磁珠，磁棒上加载⼀次性的搅
拌套，通过磁棒和搅拌套的闭合与分离，实现磁珠的收集、释放、
转移。

通过磁珠与核酸分⼦的特异性识别和⾼效结合，匹配宝锐
⽣物性能卓越的核酸提取纯化试剂，能够从⽣物制品中提取⾼
质量的微量核酸，可以很好的适配多种细胞残留DNA、⽀原体和
分歧杆菌等检测试剂盒，助⼒⽣物制品质量控制。

项⽬ 参数
BTE-32�设备参数

项⽬

样品通量

处理体积

磁珠回收率

孔间均⼀性

回收率

提取能⼒

兼容性

程序管理

污染控制

耗材

最⼤输出功率

数据存储

体积（mm）

重量

1~32

20~1000μL

≥98%

CV<3%

70%-130%

fg级

适配多种磁珠法核酸提取纯化试剂

可编程，⽀持新建、编辑、保存和删除等

排⻛通⻛、紫外线消毒功能，⾃洁

标准96深孔板和8联磁棒套

350W

内置SD卡;��可存储程序255组

360×382×480

≤20kg

孔1 孔2

搅拌套 搅拌套

从裂解液/清洗液中收集磁珠 将磁珠释放⾄洗脱液中

⼯作原理⽰意图

产品组成

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盒II

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盒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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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参数
BTE-8�设备参数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样本通量

处理体积

加热温度

混匀转速

提取时间

照明系统

消毒

重量

输⼊电源

额定功率

全⾃动核酸提取仪

BTE-8

170×360×356

1~8

50~1000μL（标准）��1000~3200μL（⼤体系）

CV＜3%

室温-120℃

多档可调

8~20min/次（典型值）

内置LED

紫外消毒

＜7kg

DC�24V��

90W

体积（mm）

孔间均⼀性

BTE-8�全⾃动核酸提取仪�

宝泰仪BTE-8� 8通道全⾃动核酸提取仪采⽤磁珠分离技术。该⽅法是在含有特定试剂的深孔板间转移磁珠，磁棒上加载⼀次
性的搅拌套，通过磁棒和搅拌套的闭合与分离，实现磁珠的收集、释放、转移。�

通过磁珠与核酸分⼦的特异性识别和⾼效结合，匹配宝泰仪核酸提取试剂和宝锐荧光定量PCR扩增试剂，能够从唾液、拭⼦、
⼲⾎斑、全⾎、⾎清/⾎浆、动植物组织等样本中提取⾼质量的核酸，⼴泛⽤于临床疾病诊断、输⾎安全、法医学鉴定、环境微⽣物检
测、⻝品安全检测、分⼦⽣物学研究等多种领域。

BTE-8�技术原理�/�设备参数

BTE-8�Automatic�Nucleic�Acid�Extraction�Instrument

1-8样本灵活⾼效运⾏
旋转式混匀��⾼效静⾳

智慧防污设计��载台⾃动弹出
可视化样本舱��便于消毒清洁

实现⾼精度�&�⾼效率温控
50-3200μL宽幅处理体积

智能旋钮��触屏操控��简洁灵活
曲⾯外观��⽴式造型��体积轻巧

⾼效

运⾏

便捷

操作

硬核

实⼒

智能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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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设计

外观精美��钻切设计��浑然天成

分级锁紧��操作平稳��⼩巧便携

⼀体托盘设计��孔间⼀致��基线平稳

智能操作

复合旋钮��智能光环��⼀键解锁离⼼/混匀

低噪⾳运⾏��偏振停机��从容可靠

感应控制��开盖保护��智能新体验

专利号：202130389474.0

专利号：202110698687.0

专利号：202121409450.8

专利号：202121406810.9

提升PCR上机效率及孔间均⼀性的新选择

项⽬

离⼼转速

转速调节

运⾏模式�

混匀强度等级

适配载具

载具锁紧⽅式

锁紧⼒调节

程序记忆

程序循环数

开盖停机

异常震动停机

电源适配器输⼊

最⼤输⼊功率

机⾝尺⼨

重量

参数
1500-4000rpm

100rpm

离⼼+混匀

强、中、柔

8联管载具

快拆旋钮

多级

有

1-999

感应式

有

AC�100〜240V,�1.4A,�50/60HZ

60W

218mm×234mm×136mm

≦1.5kg

CM-8设备参数

离⼼转速

转速调节

运⾏模式�

混匀强度等级

适配载具

载具锁紧⽅式

锁紧⼒调节

程序记忆

程序循环数

开盖停机

异常震动停机

电源适配器输⼊

最⼤输⼊功率

机⾝尺⼨

重量

1500-4000rpm

100rpm

离⼼，�混匀，�离⼼+混匀

强、中、柔

8联管载具、1.5/2mL�离⼼管载具

快拆旋钮

多级

有

1-999

感应式

有

AC�100〜240V,�1.4A,�50/60HZ

60W

218mm×234mm×136mm

≦1.5kg

项⽬ 参数
CM-8�Plus设备参数

FM5071冻⼲粉�Test:��HBV提取模板，75�IU/T，8T（25μL）

图1-仅离⼼不混匀的扩增结果 图2-宝泰仪CM-8�混匀离⼼（10个循环）的扩增结果

CM-8测试报告

离⼼混匀⼀体机

CM-8�/�CM-8�Plus�

All-in-one�Centrifugal�Mixer

诚信负责���进取创新
企业价值观

追求卓越���守护⽣命
企业愿景

恒温扩增 可冻⼲

•�LAMP
•�RT-LAMP

•�多酶快速恒温扩增�MEIA
国内⾸发��热启动酶 NEW

分⼦诊断�POCT��原料

•�可冻⼲酶类
•�预混反应液
•�直扩、快速PCR原料

均可搭配UNG+dUTP/防污染
可冻⼲ 快速 耐抑制

（磁珠法）
核酸提取试剂盒
•�病毒系列
•�拭⼦系列
•�⽆醇系列
•�游离核酸提取

•�科研仪器

•�样品前处理
8/32通道全⾃动核酸提取仪

CM-8/CM-8�Plus离⼼混匀⼀体机

⼀次性使⽤病毒采样管

科研仪器

mRNA药物原料酶
•�T7�RNA�聚合酶 •�⽜痘病毒加帽酶
•�⼆氧甲基转移酶 •�mRNA�加尾酶
•�RNase�R

⽣物制品质量安全分析

• ⽀原体 •�毕⾚酵⺟
•�E.coli•�CHO • Vero •�HEK293

•�⾃动化提取仪及配套试剂

PCR��原料
稳定 精准 快速

• 热启动Taq酶 • 预混反应液
• MMLV�逆转录酶 • Tth�酶
• UNG酶 • dNTP
• ⼄酰化BSA • 单链结合蛋⽩

业务布局

操作简单 检测快速 灵敏度⾼ 重复性好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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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联管载具

快拆旋钮

多级

有

1-999

感应式

有

AC�100〜240V,�1.4A,�50/60HZ

60W

218mm×234mm×136mm

≦1.5kg

CM-8设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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