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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液中的DNA
易于使用 • 无痛 • 经过验证

600 系列

用于体外诊断用途 
C
用于采集人类DNA

唾液采集设备

海绵，仅用于在他人帮助
下采集唾液的情况

样本可随时运输、
储存和处理

二维底部条形码
（可选）

为基因分析和建立基因库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使用Oragene®•DNA采集可复制、可扩展的DNA样本，

该系统是一种经过验证的一体化系统，用于收集、 

稳定、运输和储存唾液中的高质量DNA。 

• 大量高质量DNA

• 等同于血液DNA分析

• 可靠、无痛、自行或在他人帮助下采集样本

• DNA在室温下可多年保持稳定

• 优化了手动样本处理和自动化工作流程

• 集成的一维条形码+可选的二维底部条形码， 
可提高工作流程效率

• 经过验证，可进行靶向基因组和全基因组测序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使用HiSeqX™ (Illumina®) 对超过1585份
（Oragene）唾液样本进行了测序深度为30×的测序......我们确信，

使用（Oragene）患者唾液样本进行测序可以降低成本，并为研究

和临床试验提供高质量的结果。”

Broad Institute的科学海报
Dodge S, Ferriera S, Philippakis A, Farjoun Y, Banks E, Barry A, Wilkinson J, Cabili M, Sutherland S, Siedzik D, De 
Smet T, Gabriel S. Sequencing Whole Genomes with DNA derived from Saliva. （对从唾液中提取的DNA进
行全基因组测序）海报在以下会议上展示：2016年基因组生物学和技术进展会议（AGBT）；2016
年2月10日至13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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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gene®•DNA尚未在美国上市。

某些DNA Genotek产品可能并不在所有地理区域销售。

®Oragene是DNA Genotek Inc.的注册商标，GenoFIND是DNA Genotek Inc.的商标。 

此处包含的其他所有品牌和名称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专利 (www.dnagenotek.com/legalnotices)

自行采集 
 (OG-600)

在他人帮助下
采集选项 
 (OG-675)

填充线

填充线

V型缺口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
完整的采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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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样本 
经过验证的性能

尺寸: 14.0 x 7.5 x 2.8厘米
重量: 37克
保质期: 30个月

性能数据

属性 OG-600，用于自行采集样本 OG-675，用于在他人帮助下采集样本

唾液量 2 毫升 通过海绵，0.75毫升

DNA产量（中位数）* 110 微克1,2 17.3 微克3

分子量 >23 kb >23 kb

细菌含量低 11.8%** 11.8%**

环境温度下样本稳定性 数年 数年

*     预期DNA产量取决于捐赠者采集的唾液量和选择的提取方法。
**    Birnboim, H.C., Iwasiow, R.M. and James, C.M.P. (2008). Human genomic DNA content of saliva samples collected with the Oragene self-collection kit.  

   DNA Genotek. PD-WP-011.
1     Impact of population and laboratory methods on DNA yield and variability. DNA Genotek. PD-WP-00031.
2     DNA yield with an Oragene self-collection kit. DNA Genotek. PD-WP-001.
3     Non-invasive, assisted collection of high quantity and quality genomic DNA from saliva of young children. DNA Genotek. PD-WP-018.

您的套件，按您的方式使用。  

Oragene•DNA 600系列结合了易用性和高质量样本，并能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设备。用于自动

化和高级条形码选项的试管长度及防转动功能为您储存、处理和追溯样本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

此外，GenoFIND™服务可用于满足您的样本管理需求。

样本大小 推荐配置 实验室优势 收集、运输和储存优势 补充服务

小型到中
型研究

标准600系列套件，
带有一维试管条
形码

• 与手动处理兼容

• 自动去除封盖 
（低至中通量）

• 使用一维条形码
跟踪样本

• 无创

• 在家中或特定地点采集
样本

• 快速、方便、自行或在
他人帮助下采集样本

• 可提供用多种语言撰写
的说明 

• 通过标准邮政系统寄送

• 不需要冷链

• 设计紧凑，尽可能缩小
储存所需空间

• 在GLP/CLIA认证实
验室提供恒湿实
验室服务

• DNA分析和报告

• 研究设计和咨询

• 定制样本包装

• 邮寄附件并直接
发送给捐赠者

大型研究 标准600系列套件  

• 一维试管条形码

• 可选匹配二维底
部条形码†

• 自动去除封盖 
（高通量）

• 使用床扫描选项
跟踪样本

† 在二维底部条形码的配置上无底部夹层

套件内容物和包装规格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完整的产品规格

包装
试管盖

采集管

说明书

 卓越的服务、 
 分析和报告

请访问www.dnagenotek.com申请免费样本套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