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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默飞作为领先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案供应商，拥有完整的病毒检测解

决方案，从核酸提取到病毒检测，监测及鉴别继发性细菌和真菌感染，再

到实验室管理和安全防控，全面助力用户以优化和安全的流程完成病毒

的精准检测。

事件引言
面对 2019 年 COVID-19 的爆发，赛默飞始终践行“健康中国”

的承诺，迅速反应并整理了从快速检测到安全预防和管控的相

关设备、仪器形成一整套的解决方案，为病原体检测、病毒溯

源、传播风险评估、防控策略制定提供了安全可靠的实验室生

物学依据。整体解决方案涵盖病毒的快速样本制备到精准检

测，监测及鉴别继发性感染，以及全方面预防及防控等方面。

什么是冠状病毒？
●  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毒，因该病毒形态在电镜下观察类似王冠而 

 得名。不同类型的冠状病毒对人体的危害有很大差别。

●  在此次事件前，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共有 6 种。其中 4 种冠状病 

 毒在人群中较为常见，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普通感冒的 

 轻微呼吸道症状。另外 2 种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也就是我们简称的 SARS 冠 

 状病毒和 MERS 冠状病毒，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

●  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以前从未在人类中发现的一种新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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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高效，高灵敏度

基于专利的 KingFisher 技术，配合专业的病毒核酸提

取试剂盒，可以高效、稳定、快速的从全血、血清、血浆

等样品中高通量提取病毒 RNA/DNA，并具备高灵敏

度的优点，极大缩短了检测时间，已经成为磁珠核酸

提取领域的经典方法。

在应对病毒疫情的过程中，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赛默飞可提供从样品制备、核酸提取到病毒精准检

测等环节的高效整体解决方案。赛默飞通过技术革新不断简化样本提取流程，提升检测结果的精准定

量；客户可通过选择不同通量的检测平台使结果更快速、更准确。

样品准备以及核酸提取

Thermo Scienti�c™ KingFisher™ Flex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从快速样品制备到精准检测高效解决方案

适用于从各类无细胞样品，方便，快捷的病毒总核酸

提取方案

适用于从各类无细胞样品，如血清、血浆、体液、拭子、

分泌物、痰液等，快速提取病毒 DNA 和 RNA，配合

KingFisher 仪器实现全自动病毒总核酸提取，为客户

提供快速便捷的提取方案。

Fisher Scienti�c™ LabServ™

预分装病毒总核酸提取试剂盒

标注*的产品已经获得NMPA认证，具体信息请参考封底；其余未标识产品，仅可用于科研等非医疗目的，不得用于人类或动物之临床诊断或治疗。

可使痰中的微生物更均匀地释放出来，提高目标核酸

浓度

痰消化液中含有二硫苏糖醇可起到化痰的作用，从而

可使痰中的微生物更均匀地释放出来，提高目标核酸

的浓度，有利于后续病毒的检测。

痰消化液 

Sputasol *

高效、自动化的病毒样本制备

针对各种样本如痰液、肺部灌洗液、咽拭子、血浆、全

血、尿液、VTM、血清、CSF 和唾液等，配合 KingFisher

仪器实现全自动即用型 DNA&RNA 病毒提取方案，检

出限为 50 个拷贝，样本总处理时间 40 分钟。

Applied Biosystems™  MagMAX™病毒/病原体核酸

分离试剂盒



高效稳定的荧光定量 PCR 平台全系助力疫情防控
荧光定量 PCR 仪是检测的核心设备，针对病原微生物核酸进行检测。WHO 推荐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方案中就使用了赛默飞的荧光定量 PCR 仪和试剂，有效帮助用户准确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排除其他

相关病原。同时也是绝大多数目前上市的检测试剂盒的适配机型。广泛使用的仪器型号具体包括：

Applied Biosystems 经典产品

自推出以来，因结果稳定、性能强

大，二十多年来一直收到广泛信任。

可同时完成 96 个样本的检测，满

足常见情况检测需求。在病毒检测

中，是广泛使用的荧光定量 PCR

仪之一。

Applied Biosystems™ 7500
实时荧光定量PCR仪*

Applied Biosystems 旗舰产品

因仪器使用领先的技术、检测结果

稳定、满足各种常见染料检测深受

青睐。96 孔或 384 孔两种检测通

量可供选择，也有快速模块满足检

测时间较紧的客户需求。在病毒检

测中，可以快速提供更多样本的检

测结果。

Applied Biosystems™ 
QuantStudio™ 5

实时荧光定量PCR仪*

Applied Biosystems 高端产品

仪器配置了可更换的 96 孔、384

孔以及微流体芯片模块，搭配病原

微生物检测的微流体芯片可以快

速筛查致病微生物，大大缩短病原

确认时间，尤其对疾控针于流行病

调查和控制有关键作用。

Applied Biosystems™ 
QuantStudio™ 7 Flex
实时荧光定量PCR仪

该产品已被纳入多款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组分及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的检测

方案中（Detection of 2019 novel coronavi-

rus (2019-nCoV) in suspected human 

cases by RT-PCR，HKU-MED）。

病毒检测

Applied Biosystems 高端产品

在保证一贯高品质仪器性能和稳

定检测结果的同时，提供多模块的

选择，96 孔、384 孔以及微流体芯

片模块，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更换

模块，一台仪器满足各种不同时期

检测需求。微流体芯片可满足快速

筛查致病微生物的检测需求。

Applied Biosystems™ 
QuantStudio™ Dx

实时荧光定量PCR仪*

仅需一管反应液，即可同时快速完

成 RNA 和 DNA 病毒的检测

针对病毒样本设计，仅需一管反应

液，即 可 同 时 快 速 完 成 RNA 和

DNA 病毒的检测。该一步法可适用

于快速循环反应，30 分钟内即可获

得实验结果。

Applied Biosystems™ TaqMan™
Fast Virus 1-Step Master Mix

预混液

高效、快速、检测范围更广的病毒

反转录及扩增一步法预混液

该试剂盒一步法的形式更方便用

于基因表达分析、稀有 RNA 或病

毒 RNA 的检测，极大增强了检测

的灵敏度、检测速度、方便性，高效

检测更广范围靶标以及反应批次

间的结果稳定性。

Invitrogen™ 反转录和DNA扩增
SuperScript™ III白金酶RT-PCR

一步法预混液

标注*的产品已经获得NMPA认证，具体信息请参考封底；其余未标识产品，仅可用于科研等非医疗目的，不得用于人类或动物之临床诊断或治疗。



标注*的产品已经获得NMPA认证，具体信息请参考封底；其余未标识产品，仅可用于科研等非医疗目的，不得用于人类或动物之临床诊断或治疗。

全自动系统可以进行血液培养和无菌体液试验、分支杆菌

检测及 Mtb 药敏试验

能够检测微生物产生或消耗任何气体的系统，便于检测更

大范围的常见菌和苛养菌，其简化的工作流程包括轻松的

培养瓶输入扫描功能、直观的图标减少培训时间及不需要

每日 QC 以使效率最大化。高度富集的培养基支持广泛的

微生物，从而获得更好地苛养菌检出率。

针对本次疫情，如何通过检测和鉴别病原体来及时精细分类感染人群是后期有效控制疫情并选择合理治疗方案

的关键；基于此赛默飞可提供微生物培养、鉴定和药敏分析方案，降钙素原检测等解决方案，助力中国疫情破译。

Thermo Scienti�c™ VersaTREK™ 
微生物培养仪*

监测及鉴别解决方案

人工孵育，可自动判读并软件分析报告结果

系统由自动判读系统、数据分析软件及计算机主机组成，需

要人工孵育，可自动判读鉴定板和药敏板，通过软件分析报

告结果。OptiRead 可以进行细菌鉴定、革兰氏阴性菌、革兰

氏阳性菌、肺炎链球菌等药敏检测。

Thermo Scienti�c™ Sensititre™ OptiRead™
微生物鉴定和药敏分析仪*

该系统可用来做高灵敏度的 PCT 检测 , 为 NMPA 和

FDA 批准的用于下呼吸道感染检测

采用诺贝尔奖获奖的 TRACE 技术，均相反应无需清洗，有

效减少清洗中的飞溅液体、气溶胶等的污染。废液采用桶式

排放，密闭的容器减少污染和方便客户对废液的无毒化处

理。

Thermo Scienti�c™ B•R•A•H•M•S KRYPTOR compact 
PLUS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

全自动，灵敏度更高，最快 5 小时出结果

该系统采用先进的荧光检测技术，应用于微生物鉴定和药

敏测试，灵敏度更高，最快 5 小时得到鉴定结果；系统除了

可以进行细菌鉴定外，还可以进行革兰氏阴性菌、革兰氏阳

性菌、肺炎链球菌等药敏检测。

Thermo Scienti�c™ Sensititre™ ARIS™ 2X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和药敏分析系统*

针对 ORF1ab，N 基因，S 基因进行靶标的检测，针对全球共

享禽流感数据倡议组织 (GISAID) 目 前收录的所有 52 个

SARS-CoV2 完整基因组。 与目前 NCBI 收录的其他冠状病

毒完整基因组 (2116 个 ) 中的任意一个没有任何匹配。

Applied Biosystems™ TaqMan™
SARS-CoV2 Assay Kit 

全新升级的包含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三个靶标的探针：

orf1ab 基因 / N 基因 / S 基因。 除此之外，覆盖包含 42 种

呼吸道病原靶标，适合鉴别检测及症候群监测，领先的微流

体反应，每个样本 48 个反应微孔 ( 体积 1ul) ，可实现 8 个

样本同时检测 , 操作简便，适配多款 qPCR 平台。

Applied Biosystems™ TaqMan™
Array Respiratory Tract Microbiota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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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发未知疫情，实验室安全防护和个人防护是非常重要的。赛默飞可提供生物安全柜及二氧化碳

培养箱等一系列实验室产品，在有效防止交叉污染、保持环境稳定的基础上，同时保证了实验室操作的

便捷性和安全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实验室预防及防控解决方案

安全便捷，低速节能

● 专利的前窗清洗位置设计，独有无碳刷直流双风机，安全便捷�

● 专利的“低速节能模式”，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保护�

● 新型的风压测速仪和数字确认式气流补偿系统，独有 

 SmartFlow 红黄绿显示器

操作简单，多种转头，满足不同需要

● 设计紧凑，节省实验室空间�

● 直观的控制系统，简化了操作�

● 丰富的转头选择及配套适配器，满足各种不同的离心应用需要

操作简单，数据读取快，同时具有震荡和孵育功能

● 检测波长范围从 340 到 850nm，可快速读取 96 和 384 孔板�

● 振荡和孵育功能，孵育温度最高可达 50°C �

● USB 接口使数据传输更加简单

生物安全柜

台式冷冻离心机

酶标仪

分
子
检
验

精准度高，耐热材质，轻便灵活

● 重量极轻，舒适灵活，双活塞设计，增加 50% 吹出能力，减少挂壁和残 

 留，提供精准度�

● 量程调节具有卡子设计咬合紧密，液量准确，避免误操作引起量程改变。

● 采用极佳的耐热材质，可整支高温高压灭菌，可耐受 UV 辐射灭菌，酒精 

 擦拭等；

直热式箱体，HEPA 空气过滤，140 度高温消毒

● 直热式箱体可以快速调节箱体温度�

● 通过腔内 HEPA 空气过滤进行保护�

● 140 度高温灭菌可以实现有效的污染去除

温控性能好，简单易用，多种选配性能

● 齐视线高度的中央信息处理中心，包括微处理器控制和监控系统�

● 一流的制冷系统可提高温度控制性能�

● 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门把手，可实现单手操作

移液枪

CO2 细胞培养箱

超低温冰箱

本页产品仅可用于科研等非医疗目的，不得用于人类或动物之临床诊断或治疗。



操作小贴士
●  在本次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基因分析技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测序技术首先破译 

 了新冠病毒的序列是后续快速开发针对性试剂盒的基石；而成熟的 qPCR 技术则在后续新冠病毒 

 的核酸检测中已成为非常重要检测和鉴别的工具。

●  从流程上讲，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包括“样本采集”“核酸提取”“核酸扩增检测”三部分，考虑到本次新 

 冠病毒的传染性较强，以下为赛默飞在样本采集、保存和处理方面特别提供的注意事项：

目前大多为呼吸道标本，包括上

呼吸道样本（鼻拭子、咽拭子、

鼻咽冲洗液） 和下呼吸道样本

（深咳痰液、呼吸道抽取物、支

气管灌洗液、肺泡灌洗液等）。

●  上呼吸道样本优点是取材容 

 易，尤其是咽拭子在大规模 

 采样的时候容易操作，但是 

 如果咽拭子的样本采集所得 

 的细胞数目过少，可能导致 

 病毒核酸量不够，检测结果 

 出现偏差。

●  下呼吸道样本一般病毒的拷 

 贝数较高，但临床上一般使 

 用支气管纤维镜进行取材， 

 采集方法比较复杂，对操作 

 者和设备要求高。所以目前 

 样本采集还是以咽拭子为主。

●  样本采集之后尽快置于 

 2-8℃保存，在 72 小时内进 

 行检测，如不能及时检测， 

 则需置于 -70℃保存。

●  咽拭子建议直接放在病毒保 

 存液中保存，检测结果显示 

 湿拭子的提取检测效率比干 

 拭子高。

●  提取的核酸应在 -70℃或以 

 下保存，检测之前不要冻融 

 核酸标本超过 1 次。

处理病毒标本时，应穿戴适当的

个人防护用品（例如口罩、防护

服、手套、护目镜）。标本处理

应遵循二级生物安全等级或更高

标准，并在经认证的 II 级生物安

全柜中进行。

样本采集 样本保存 生物安全注意事项



赛默飞引领全球科学服务
赛默飞是科学服务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我们的使命是携手客户，让世界更健康、更清洁、更安全。我们帮

助客户加速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解决在分析领域所遇到的复杂问题与挑战，促进医疗诊断发展、加速

药物上市进程、提高实验室生产力。借助于首要品牌 Thermo Scientific、Applied Biosystems、

Invitrogen、Fisher Scientific 和 Unity Lab Services，我们领先推出结合创新技术、便捷采购和全方位

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

年销售额：

>250 亿美元    

中国客户体验中心：

8个  

中国工厂：

7家 

全球拥有

>75000名员工

销售办事处

应用中心

生产工厂

备件中心

北京

中国区
总部和创新中心

上海

沈阳

武汉

成都

昆明

西安

南京

济南

苏州

香港

东莞

广州



赛默飞
官方微信

热线
电话赛默飞

官方网站

800 810 5118            
400 650 5118

www.thermo�sher.com

产品注册证 / 备案凭证编号

产品名称 注册 / 备案产品名称 注册证 / 备案凭证号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痰消化液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微生物培养仪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

微生物鉴定和药敏分析仪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和药敏分析系统

国械备 20190732 号

国械备 20140121

国械注进 20163400767

国械注进 20183400252

国械注进 20173400262

国械注进 20182401763

国械注进 20192220152

国械注进 20182401678

国械注进 20182222652

Thermo Scienti�c™ 
KingFisher™ Flex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痰消化液 Sputasol

Applied Biosystems™ 750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Applied Biosystems™ 
QuantStudio™ 5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Applied Biosystems™ 
QuantStudio™ Dx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Thermo Scienti�c™ VersaTREK™ 
微生物培养仪

Thermo Scienti�c™ B•R•A•H•M•S 
KRYPTOR compact PLUS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

Thermo Scienti�c™ Sensititre™ 
OptiRead™ 微生物鉴定

和药敏分析仪

Thermo Scienti�c™ Sensititre™ 
ARIS™ 2X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

和药敏分析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