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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产品简介

全自动核酸提取工作站是一款高度集成的智能工作平台，它可以完
成移液，核酸提取以及构建PCR体系的三重工作，可以节省大量人
工，提升工作效率。
Thmorgan的全自动核酸提取工作站采用真空柱膜法，无需磁珠，
无需震荡离心即可获得高品质的核酸，相比传统方法，可以有更高
的得率，更高的纯度，而且非常适合低拷贝核酸的提取工作。



1.2、提取步骤

• Lysis（裂解）

• 破坏蛋白质外壳，释放核酸

• Bind（结合）

• 核酸被硅胶膜捕获

• Wash（洗涤）

• 通过用不同的缓冲液洗涤，去除蛋白质等不需要杂质

• Elute（洗脱）

• 将结合在硅胶膜上的核酸洗脱



2、产品结构

2.1、工作台
2.2、机械臂
2.3、试剂库
2.4、触控电脑
2.5、废品废液回收仓



2.1、工作台

工作台基本上分为 12 个部
分：（1）超声波流体传感
器；（2）六通道间距可调
移 液臂；（3）塞管架；
（4） 加热洗脱缓冲液
(HCCEB)试管架；（5）96 
孔吸头架； （6）酶试剂架； 
PCR 反应混合物试管架；
（7）48 孔样品裂解干燥模
块；（8）吸 头重用模块，
吸头废弃通道；（9）真空
塞套；（10）结合-洗脱真
空歧管；（11）缓冲罐；
（12）洗脱真空歧管。



2.2、机械臂

移液臂设有 6 个移液管， 可调下端间距（ 9mm 或 18mm），适
用于离心管和 PCR 管之间的液体转移。 移液臂的工作容积为 5 - 
1000 µL。标准的顶端为 1.1ml。整合超声波流体传感器，可以有效
避免在裂解物结合和缓冲液 洗涤步骤之后对吸附膜可能的堵塞。



2.3、试剂库

5 个自动加药机位于安全门的内侧。它
们是 工作台上的缓冲罐里缓冲液的来
源。缓冲液从 左 到 右 分 别 为 
DLL/VLL, LTL/DRVL/RLL, CCEB, EtOH 和 
LW1。



2.4、操作系统

灵敏的嵌入式触摸在机器的正上方，无需外
接电脑，该控制面板配备 Windows 用户界
面。 面板打开后，操作程序自动激活，用
户可选择自己喜欢的协议来运行；前置2个
USB插口，可以方便数据的导入导出。



2.5、废品废液回收仓

排废系统包括 1 个废液瓶和 1 个垃圾桶，其中废液瓶可以在结
合，洗脱和清 洗阶段收集主要废物，它还具有液体水平探测功
能的。废品仓与工作仓的分离，可以避免交叉污染的发生。



3、产品优势

3.1、膜法提取，品质更高
3.2、试剂自动抽吸，无需反复添加
3.3、PCR体系构建功能
3.4、智能化操作系统
3.5、废品分离，避免交叉污染



3.1、膜法提取，品质更高

磁珠法提取核酸，由于磁珠回收不彻底，导致有磁珠的残留，影响
核酸的品质；由于磁珠的拖拉效应，损伤核酸，造成断链；同时对
于低拷贝核酸提取效果不好。
MM系列采用真空柱膜法提取核酸，无需磁珠，无需震荡离心，即
可得到高品质的核酸。致密多层膜，可以有效的去除杂质的影响，
保持核酸的完整性，对于低拷贝核酸同样具有很高的捕获能力。
高品质的核酸可以直接用于三代测序，而无需多次纯化。



3.2、试剂自动抽吸，无需反复添加

MM系列内置大容量试剂库，一次添加即可满足数百次的提取需求，
而无需每次添加试剂。
仪器可以根据设定的样品数量，吸取所需的试剂量，不会产生多余
的浪费。
超声波流体传感器可自动侦测试剂量，若有不足会自动报警提示。



3.3、PCR体系构建功能

MM系列全自动核酸提取工作站可以用于移液，可以用于核酸提取，
也可以用于PCR体系的构建，一台设备满足多样的需求。
无需复杂变成，内置协议，直接点击调用即可，简单方便快捷。



3.4、智能化操作系统

控制软件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采用彩色直观图形化操作界面，
引导客户完成基本的设置工作，简单易用，非常人性化。



3.5、废品分离，避免交叉污染

仪器底部均设有废品仓，与上部的工作舱分离，在工作过程中产
生的废品，废液可直接排出到废品仓，尤其是对于某些感染性样
本，所产生的废液密闭回收，避免对实验人员的和环境的影响。
定时紫外杀菌，再次保证了工作台的洁净。



4、型号对比

对比项 MM24 MM48 MM96

样品通量 24个 48个 96个

规格 台式 落地式 落地式

机械臂 6通道机械臂 6通道机械臂 双排6通道机械臂（12）

超声波流体传感器 1个 6个 12个



5.客户清单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大学医学部

冠丰种业

总后勤部海研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所

梧州检验检疫局

山东天泰种业

北京联合大学

卧龙种业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黄石市畜牧兽医局

部队CDC
新疆海关

伊宁海关

吉林延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吉林延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甘肃众康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农科院植微所

浙江省血液中心输血研究所     

苏州为真生物公司

海南农作物种子检验中心

山东大学

深圳宝科达

广西大学

广州懋扬仪器公司

石家庄宏瑞特

南京卫宇

南宁基亚实验仪器

华东政法大学

北大医学部基础系

甘肃中医学院

福州总院

浙江农科院

冠丰种业

北大医学部病理系

昆明云大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渠道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元原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器材有限公司

广东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东农垦集团

甘肃中医学院

白龙江林管局

农科院作物所

兰州新胜利

山东天泰种业

上海凡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晋益科技

军科院三所

农科院加工所

咸阳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 

北京泰普瑞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卧龙种业



5.客户清单
北京圣天泽科技有限公司

中桥外国语学校

江苏苏博生物医学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师范大学

中国农科院

天坛医院

北京国际贸易公司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信洪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中农天泰种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金溪县牧畜兽医局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究所农业技术中心
上海嘉丽粮油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
中国农科院区划所

北京未名凯拓农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未名凯拓作物设计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河汇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纵坐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爱博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长春市和众科技有限公司

德泉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裕科实业有限公司

襄阳厚普商贸有限公司

石家庄百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泰种业

山东卧龙种业

中桥外国语学校

西安沃森生物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遗传所
军科院

兰州永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海关

绵阳市荣盛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究所农业技术中心

兰州永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医药器械学校

北京市医药器械学校

浙江农科院植微所

北京未名凯拓

新疆恒利达科技发展公司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

中科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中国农科院治标所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武汉水生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
西京医院



6、常见问题

1、该设备的最小移液量是多少，精度是多少？
答：最小移液量可达到3ul，CV<5%。
2、最大上样量是多少？
答：最大上样量可达2000ml或者200mg的组织样本。
3、试剂是否开放，能否用其它厂家的试剂？
答：因为目前市面上各家试剂品质岑差不齐，为了保证总体的提取
效果，本仪器做封闭设计，试剂为专机专用。



4、柱膜法有什么优越性？
答：
① 无磁珠残留，无磁珠的影响，提取的核酸可以有更好的纯度；
② 无磁珠包埋的影响，可以更好的将杂质出去，进一步提高核酸

的纯度；
③ 无磁珠拖拉，剪切，可以更好的保持核酸链的完整性；
④ 多层致密硅胶膜，可以提取极低浓度的核酸，对于低拷贝核酸

也有非常出色的提取效果；
⑤ 柱膜法提取的核酸，由于纯度高，完整性好，可以直接用于三

代测序，而无需多次纯化。



谢   谢
北京托摩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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