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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技巧

RT－PCR 是 RNA 分析中使用得最广泛的技术之一。 

Eppendorf 公司推出的 cMaster RTplusPCR 系统适用于各

种 RT－PCR 应用。其反应缓冲液能够自动调节镁离子浓

度。该试剂盒可以在较宽的温度范围（37℃－60℃）内进

行有效的 cDNA 合成。一步法方案可以灵敏地检测到极少

量的总 RNA 并扩增出长达 5.3 kb 的 cDNA 。两步法方案

可以从 RT 反应中扩增多个目的 cDNA，PCR 产物的片段

长度更高达 12.3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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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cMaster RTplusPCR 系统

提高 RT－PCR 的灵敏度和产物长度

Eppendorf PhysioCare 新理念

整合移液操作系统和操作方法的全新标准

分光光度计定量核酸及蛋白

质。虽然此类仪器使用简

单，但是“故障”多多。本

文将揭开故障真正原因以及

正确的解决方法。

8-10

分光光度计的应用常识

Eppendorf PhysioCare 新理念

整合移液操作系统和操作方法的全新标准

创        新

       早在1961年，Eppendorf 率先推出

了第一个工业化制造的活塞式移液器。

完美匹配的吸头、Eppendorf 管以及其

他部件共同组成了微升级体系，是专门

适合实验室的整套解决方案。

       对活塞式移液器多年来持续不断的

改进证明了Eppendorf 一直致力于将这

种整体方法应用到以用户为本的系统

解决方案设计中去。

       这种整合移液系统和操作方法的全

新标准将生理学、机动功能、工作过程

及环境相互作用的所有细节都考虑进去

了。

      “所有移液器的计量”是由整个人

来完成的，而不仅是由手完成的。技术

必须适合整个人的使用而非其他。

       与其他制造商相比，Eppendorf 不

仅只是强调如安装吸头和脱卸吸头的用

力等人性化方面的重要性。

       Eppendorf 在 PhysioCare 理念及其

八大标准指引下继续改进发展与移液相

关的所有细节。

40多年的移液经验

Eppendorf PhysioCare 理念        Eppendorf 提供广泛、相匹配的系

列产品，包括移液器、吸头及相关配

件，可以满足各种应用和预算。

       移液器、吸头、通用配件和校正软

件使用统一的技术标准，确保所有部件

完全兼容。

       所有这些说明了您所要做的只是专

注于您的工作。

完整的系统

       由于 Eppendorf 使用了高科技的材

料（即抗紫外塑料）和自己研制的精密

配件，使得移液器经久耐用。

       当然我们同时也使用了最现代化的

生产方法并进行了最严格的质量控制。

经久耐用

       您的实验室日常工作的优势：因其

提供了耐化学腐蚀、平滑的活塞移动、

高可靠性，此系统成为您的最适宜的移

液系统。

       为了确保移液省力轻松，Eppendorf

考虑了所有相关移液变化和操作过程包

括活塞长度的优化、移动路径、用力大

小和操作按钮的设计及位置。

优化的外形和功能

       不仅移液器重量至关重要，同时重

量的分配及平衡也起着重要作用。不过

我们也着重开发重量轻的移液器。

       Eppendorf Research 是轻重量的

移液器的代表。（见图1）。若您使用

比其他品牌轻 35 克的 Eppendorf 移液

器，每天平均进行 500 次移液，那么

一年您就少举起 3.5 吨的重量。

用力均衡快速设置高通量 PCR 小型自动移液工作站 

—— epMotion® 5070

体积小巧，高精度，易操

作，用途广泛的小型自动移

液工作站，让您彻底摆脱了

繁琐，枯燥的移液工作。本

文阐述了epMotion ® 5070 

工作站设置无污染的 384 

PCR 反应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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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参考

为 了 解 决 目 前 市 场 上 常 用 的 热 启 动 技 术 的 缺 陷 ，

Eppendorf 公司研发了全新的 HotMaster PCR 系统。该

系统不但能在反应的设置阶段提供热启动控制，而且能

使每个 PCR 循环达到冷终止的效果。其反应缓冲液能自

动调节镁离子浓度，因此确保了理想的反应条件。

本文比较了HotMaster PCR 系统与其他热启动系统的不

同表现，结果表明 HotMaster 系统能更有效地防止非特

异性产物形成，同时保持较高的酶活性，所以可扩增5 kb

以上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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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不同热启动 PCR 系统的

特异性、延伸性和灵敏度比较

Eppendorf 公司新改良的移液器

与其它品牌移液器的差异在哪

里？它能为您实验室工作带来

什么优势？PhysioCare 理念

诠释了全新的移液器标准，

一个整合了移液操作系统和操

作方法的全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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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精度全自动制造过程

本文检测了 HotMaster Taq DNA 聚合酶用于实时定量 

PCR 分析时的表现，结果表明：Eppendorf 的 HotMaster 

Taq 聚合酶也可以非常有效地用于实时定量 PCR 分析，因

此可以将这种最先进的 PCR 试剂与最先进的定量 PCR 检

测手段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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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q

Eppendorf HotMaster® Taq DNA 聚合酶

在实时定量 PCR 分析中的应用

 T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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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设置高通量 PCR 小型自动移液工作站 
—— epMotion® 5070

       经常用 96 孔或者 384 孔板作 PCR 实验，或者经常处理

酶标板的工作者，一定体会到，作此类试验需要注意力高度

集中。时间长了，感觉精疲力尽。

       在操作此类试验的时候，经常发生一些失误。比如，换

完吸嘴以后，忘记了第 23 栏孔是否已经加好引物？从而不

知道是从 22 栏开始，还是从 23 栏开始？有了epMotion®   

5070 小型自动加样工作站，就不会再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

7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将实验需要的试剂，如 HotMasterMix，

分子生物学级别的纯净水，或者 96 种不同的样品等加入到

96孔板。如果是384孔板，可能需要 21分钟，这是因为

epMotion 5070 是一台小型的加样工作站。假如是将同一种

样品分到 96 孔，整个过程只需 2 分钟！

       最值得庆幸的是，无需担心加样重复性，也不用再为忘

记加样次序的问题烦恼。从此这种乏味的，但又必须不断重

复的工作，交给 epMotion 了，不仅自动化程度高，而且结

果可靠。

       自动加样工作站可以应付所有的重复加样工作，这是毫

无疑问的。如果配合 Eppendorf 其它产品如试剂和耗材，即

可为 PCR 实验提供一个完美的实验条件。

       如采用 Eppendorf 的 HotMasterMix 即用型试剂盒作热

启动的 PCR 反应，这种情况是非常适合自动加样工作站处

理。因为 HotMaster 热启动酶可以储存在普通的冰箱中，无

需事先解冻，而且该试剂盒可以长时间置于工作台中，无需

冷却。其热启动性能特征防止酶与其他成分的预反应。

       原因是 HotMaster 试剂盒有专利的Hot Start / Cold Stop

技术，可以在整个PCR 循环过程中达到热启动 / 冷终止的效

果。有别于其它传统的热启动试剂盒。而其它品牌的热启动

酶，经 95℃ 孵育激活后，不能恢复低温时阻断 Taq 聚合酶

的功能。而且使用该试剂盒，无需摸索合适的镁离子浓度，

因为MasterMix 的缓冲液系统具有自我调节镁离子浓度的功

能，可以适合各种 PCR的反应条件。

告别繁琐，紧张的移液工作

不再乏味

完美组合

       在您购买移液器以后，Eppendorf

还 提 供 整 套 技 术 服 务 支 持 。 通 过

Eppendorf 授权和培训的合作伙伴提供

全球范围内 Eppendorf 移液器的保养、

校正、维修服务。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多个国家提供

专业的讲座和工作站。

       所有有关 PhysioCare 理念的信息

和 移 液 器 在 线 检 测 都 可 以 通 过  

www.physiocare-concept.info 查询。

整套技术服务支持

       特 殊 设 计 的 精 确 配 件 使 具 有

Research PhysioCare 理念的移液器进

一步减少移液力度（见图2）。和其他

品牌相比，最多可以省 50% 的用力

（见图3）。

养。PICASO 校正软件可以进行快速检

测、校正、监控移液器。

减少用力

      Eppendorf 移液器使您从一开始就

直观、理性地操作移液。我们对操作按

钮、量程读框以及 epTips 工作盒使用

相同的颜色。为了便于控制，移液器量

程读框在移液过程中一直显示着。结果

必然是节约时间，可以进行流水线式操

作。

操作直观

       Eppendorf 移液器具有持久的精确

性，适合高效重复工作，耐用、易于保

养，保证快速、可靠、直接的清洁和保

易于保养

eppendorf PhysioCare  Concept 移液器

eppendorf Research ®  固定量程： 具有价格优势，固定体积，独立的吸头脱卸按钮；

通用的移液器，体积可调，独立的吸头脱卸按钮；eppendorf Research ®  可调量程：

eppendorf Research ®  可调、多道： 多道移液器，96孔板移液的最佳选择，有8道或12道

可供选择（可互换的，单独供应）。

eppendorf Research ®  pro 电动型： 电动移液器可用于分液和移液，有单道、多道

（8道或12道）可供选择。

图1 图3图2

作者   Berrit Hoff & 

Frank-Michael Smid,

Eppendorf AG

       96，384 twin.tec PCR 板尤其适合自动加样系统，符合

SDS 标准。twin.tec PCR 板的边缘是聚碳酸酯材质，薄壁孔

壁是聚丙烯材质。这样的材质和制作工艺，可耐受高温和机

械的压力，实验偏差小。

       自动加样对吸嘴的材质和形状要求很高。epMotion 专

用的吸嘴 epT.I.P.S ® 放置于无污染的吸嘴盒，且分为优质级

和 PCR 洁净级两种不同纯度的吸嘴套装。根据实验需要，还

可以选择有滤芯和无滤芯的吸嘴。

       下面我们提供一篇应用文章，从中你可以体会到这一系

列新产品将为一个精确和无污染的 PCR 反应提供一个完美的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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