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成功率PCR酶高成功率PCR酶

难配对目的片段的扩增

粗样品扩增(DNA未纯化)

给正为

PCR实验

烦恼的您

ContentsContents
I  KOD FX的特性

III  实验例

基本篇

II  PCR的诸多相关条件

V  KOD FX及相关产品

IV  FAQ

高GC含量目的片段扩增例     3

扩增效率的比较     3

可能的扩增片段长度     4

保真性     5

全血样品的扩增例(血液直接作为样品使用)     5

转基因大鼠血液(滤纸血)的GFP基因检测     6

培养细胞扩增例(细胞悬浊液直接作为样品使用)     7

通过菌落直接PCR法对酵母转化的确认     8

经纯化的人类粪便DNA的Helicobactor pylori cagA基因的扩增    12

人类dystrophin基因的扩增与克隆    13

用碱裂解法配制的Mouse tail lysate的扩增例     9

直接用Mouse tail lysate的转基因小鼠的基因分型     10

一步法配制的植物裂解液的扩增例     11

粗样品的PCR

粗裂解液的PCR

难扩增目的片段的扩增

应用篇

实验例集实验例集实验例集实验例集



KOD FX的特性

    『KOD FX』是以具有各种优良特性的PCR酶『KOD DNA Polymerase』

为基础开发的高性能PCR试剂。本酶显示了出色的「扩增成功率」、

「扩增效率」和「延伸性」，对各种长度的目的片段都能进行确实有效

的扩增。KOD -Plus-和KOD -Plus- Ver.2是着眼于KOD DNA Polymerase

的高保真性而开发的，而本酶则是在更注重于「扩增成功率」、「扩增效率」

和「延伸性」的基础上开发的（图1）。

    尤其是KOD FX出色的「扩增成功率」，可在以粗样品为模板的实验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即便将全血、

培养细胞等直接添加到PCR反应液中，也能得到充分的扩增。也就是说，对于原来先将样品中的DNA纯化再进

行PCR的实验，如果改用「KOD FX」，就无需烦杂的DNA纯化步骤，只需简单的样品前处理即可进行PCR实

验。

粗样品的PCR扩增!!

难配对的目的片段的扩增!!

高保真性PCR(克隆用)

重视扩增成功率、扩增效率、延伸性

重视保真性(约为Taq的80倍)

※KOD FX和KOD -Plus-系列都采用了使用抗体的热启动法。

图1. 用KOD DNA polymerase的试剂

    和高保真性PCR酶KOD -Plus-、KOD -Plus- Ver.2等一样，KOD FX的PCR产物由于KOD DNA Polymerase3’→5’核酸

外切酶活性的作用，末端已被平滑化，需要针对平滑末端克隆的方法进行克隆，无法用通常的方法进行TA克隆。因此，和

KOD -Plus-、KOD -Plus- Ver.2等一样，需对KOD FX的PCR产物进行TA克隆时，请使用专用的TA克隆试剂盒『TArget 

Clone -Plus-（Code No.TAK-201）』。

    与T载体和DNA ligase不一样的是，TArget Clone -Plus-中含有10×A-attachment mix。由于该10×A-attachment mix中

含有抗KOD DNA Polymerase抗体和Taq DNA Polymerase，将该试剂添加到未纯化的PCR产物中，60℃•10分钟加温后很

容易在3’末端加dA，加dA反应后，产物即可连接T载体。

KOD DNA polymerase相关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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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的诸多相关条件

反应液组成

灭菌蒸馏水

粗样品

相当

一步法植物裂解液

※虽然KOD FX对粗样品有很强的耐性，但

  当出现无法确认扩增条带的情况时，建议

  适当减少样品量，以便将阻碍PCR反应的

  物质的带入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引物条件

    推荐使用22mer以上的引物。对10kb以上的长目的片段进行扩增时，将引物设计得比通常较长些（27mer以上）

能提高特异性，同时，将退火（及延伸反应）的温度设得较高些可得到良好的结果。该条件对Step down循环的扩增

尤其有效。

    另外，在对长目的片段进行扩增时，如使用脱盐粗样品等低精度的引物时，会出现Smear、非特异性扩增等情况，

此时，建议使用用Cartridge柱或HPLC进行纯化过的引物。

    推荐以下三种循环条件。一般推荐使用22mer以上的引物，但当引物的Tm值未满73℃时，请用三步法。

    当使用粗样品时，相比两步法，用三步法能得到更为稳定的结果。在通常情况下，用30个循环即可得到充分的扩

增。但根据目的片段长度或样品的不同，会出现扩增效率低下的情况。此时，如将循环次数增加到40～50，即可得到

良好的结果。

循环条件

两步法循环

三步法循环

Step down循环

引物的Tm值未满

73℃的情况下,请

用三步法。

Multiplex PCR

    在Multiplex PCR实验时，当几条引物对摩尔数相同时，某些引物对可能比其他引物对表现出更好的扩增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将扩增效果不佳的引物对的摩尔数增加至原来的1.5倍，PCR循环数略微减少一些，便可得到良好的

结果。

粗样品扩增

    KOD FX是专为扩增粗样品而开发的试剂盒。详见第Ⅲ部分「实验例」。但当用SDS或Proteinase K配制的裂解

液直接作为样品使用时，有可能会出现酶活性低下、PCR效率极低的情况，请特别注意。



实验例

基本篇

高GC含量目的片段的扩增例

用KOD FX可对用其他公司PCR试剂无法扩增的高GC含量目的片段进行扩增。

人类TGF-β 2.3kb(GC含量约70%)

1kb DNA Ladder

A公司通用PCR酶（Taq Base）
B公司高保真性酶

C公司高保真性酶

模    板

引    物

目的片段

循    环

模    板

引    物

目的片段

循    环

模    板

引    物

目的片段

循    环

人类基因组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情况下，请用

  三步法。

人类IGF2R 8.9kb(包含GC含量约90%的区域)

1kb DNA Ladder

A公司通用PCR酶（Taq Base）
D公司Long PCR酶（Taq Base）
E公司GC rich用高保真性酶

F公司GC rich用Long PCR酶Ⅰ

G公司GC rich用Long PCR酶Ⅱ

H公司高效率Long PCR酶

相当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情况下，请用

  三步法。

扩增效率的比较

KOD FX对极少的模板量也能显示出出色的扩增能力。

A公司通用PCR酶
(Taq Base)

B公司
高保真性酶

C公司
高保真性酶

1kb DNA Ladder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情况下，请用三步法。

※其他公司的酶，使用各自说明书推荐的条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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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篇

可能的扩增片段长度

KOD FX可对作为模板的λDNA 40kb、人类基因组DNA 24kb、cDNA 13.5kb进行扩增。

Template:人类基因组DNA Template:逆转录反应液(cDNA)

模    板

循    环

引    物

模    板

循    环

引    物

人类基因组
相当逆转录反应液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情况下，请用三步法。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情况下，请用三步法。

保真性

PCR错误率

    在KOD FX的PCR过程中，产生碱基错配的频率（错误率）144,535个碱基中仅为19个，正确性是

Taq及其他公司Long PCR用酶的约11倍。

A公司Long PCR用试剂

<PCR错误率的测定方法>

以人类基因组DNA为模板，

用各酶对β-globin区域2.4kb
进行扩增，对PCR产物进行

TA克隆后，选择96个克隆进

行测序，确认序列。

请见P13 Long Target的克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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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例实验例

应用篇 粗样品的PCR

全血样品的扩增例(直接以血液为样品使用) 

    对血液进行扩增，通常的做法是将血液中的DNA抽提出来再进行基因分析，但该方法的DNA纯化步

骤非常烦杂。这里探讨将全血直接作为样品的扩增实验。

方  法

    以用EDTA采血管采集的人类全血（1～4μl）为样品，用各种PCR酶对1.3kb的β-globin基因进行扩增。然后，尝

试用KOD FX对1.3～8.5kb的β-globin基因进行扩增。

目的片段

反应液组成

引    物

循    环

参照

灭菌蒸馏水

全血样品(EDTA采血)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情况下，请用三步法。

结  果

5

    结果可见，只有在使用KOD FX的情况下，不同的血液量均可得到明亮的扩增。而且，用KOD FX可对最大

8.5kb的目的片段进行扩增。

A公司高效率•
高保真性酶

Taq Base PCR酶

B公司
Long PCR酶

C公司
Long PCR酶

样品
血液

※其他公司的酶，使用各自说明书推荐的条件。

样品
血液

    用KOD FX，根据血液量的增加，得到的扩增产物也会随之增加。从本次实验的血液添加量来看，

KOD FX基本上没有受血液中夹杂的抑制PCR反应的物质的影响。因此，KOD FX适用于使用血液等

的基因分型。

探  讨



实验例

应用篇 粗样品的PCR

引    物

6

转基因大鼠血液（滤纸血）的GFP基因检测

目的片段

样    品

需组织物品

反应液组成

样    品

方  法

【数据提供】生理学研究所 安井尚美 老师、佐藤KAO理 老师

    为进行小动物基因分析而对其采血是一项非常烦杂的工作。本实验将介绍把血液渗到滤纸中，再以

此直接作为样品的简便的PCR分析。

参考文献

滤纸用Whatman公司

灭菌蒸馏水

张用剪刀剪下来的滤纸血

和 滤纸血的采集方法

血样的采集

 用滤纸从大鼠尾巴摄取血液

 把滤纸放在室温下干燥（1～2小时）

用剪刀剪下血液部分

直径

把剪下的血液作为样品置入20μl反应

体系中进行PCR

结  果

阴性样品1
阳性样品1
阴性样品2
阳性样品2

※阳性样品使用阳性大鼠的滤纸血，阴性样品使用阴性大鼠

  的滤纸血。

来自某老师的评语

       只要切开大鼠的尾巴，将流出血液渗到滤纸中即可进行实验，相比以血液、尾巴为样品在离心管

中提取DNA的方法，简便了许多，使实验过程变得非常愉快。几乎没有杂带和非特异性条带产生，可

检测到非常清晰明亮的条带。

三周龄          的血液   

实验例



实验例

应用篇 粗样品的PCR

培养细胞扩增例（细胞悬浊液直接作为样品使用）

目的片段

    对培养的动物细胞DNA进行基因分析时，DNA的纯化是个很花工夫的步骤。本实验探讨以培养细胞

直接作为样品进行PCR的方法。

方  法

结  果

�探  讨

引    物

反应液组成

样    品

以用DMEM/10%血清培养的Jurkat细胞直接作为样品，尝试对1.3～8.5kb的β-globin基因进行扩增。

灭菌蒸馏水

参照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情况下，请用三步法。

结果可见，只有在用KOD FX的情况下，才能确认到良好的扩增。

※其他公司的酶，使用其说明书推荐的条件。

A公司高效率•
Long PCR酶

    从上述实验来看，KOD FX可对各种长度的目的片段进行扩增，基本上没有受细胞中夹杂的抑制

PCR反应的物质的影响。因此，KOD FX适用于以培养细胞直接作为样品的基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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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篇 粗样品的PCR

Protocol

【数据提供】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细胞机能学教研室 浮边健 老师、大津严生 老师、高木博史 老师

实验例 通过菌落直接PCR法对酵母转化的确认

引    物

       现在的实验室经常进行Y2H基因分析，但从酵母中抽提DNA是非常麻烦的步骤。本实验探讨以用酶

处理后的酵母及酵母菌落直接作为样品的PCR。

目的片段

样    品

循    环

结  果

【实验1】

【实验2】

【实验1】

【实验2  】

【实验1】

【实验2】

�来自老师的评语

将Xanthophyllomyces dendrorous克隆后的产物在质粒状态下导入到Saccharomyces
cerevisiad Y187的序列4种（A-D）<约3kb>
其他种类酵母的cDNA文库<约500bp   4kb>

用牙签取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Y187的菌落少许，在Zymolyase溶液[Zymolyase 
2.5mg/ml、10mM磷酸钠缓冲液pH7.5、1.2M山梨醇（sorbitol）]10μl中悬浊，取37℃
•30分钟孵浴后的溶液1μl

（实验2）导入其他种类酵母cDNA文库的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Y187的菌落少许

灭菌蒸馏水

酵母菌落(用接种棒尖少许)

实验1中灭菌蒸馏水10μl、样品1μl。

A公司通用PCR酶

直接用Zymolyase处理后的样品进行PCR
1: 导入了带有A序列质粒的菌落1
2: 导入了带有A序列质粒的菌落2
3: 导入了带有B序列质粒的菌落1
4: 导入了带有B序列质粒的菌落2
5: 导入了带有C序列质粒的菌落1
6: 导入了带有C序列质粒的菌落2
7: 导入了带有D序列质粒的菌落1
8: 导入了带有D序列质粒的菌落2
9: 带有B序列的质粒（从酵母中抽提）

其他公司的酶，使用其说明书推荐的条件。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Y187的菌落直接PCR

    以前我们也曾经用过其他公司的Polymerase对酵母进行菌落PCR，但条件稍有差异(菌落的年龄、

使用菌体的量等)即会出现有时可扩增，有时无法扩增的情况，很不稳定。而自从用KOD FX以来，已

经进行了100多次菌落PCR，还没有出现过失败的扩增例，且无需用Zymolyase对酵母菌体进行处理，

(和大肠杆菌的菌落PCR同样)直接将菌体添加到PCR溶液中也能顺利地扩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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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例

引    物

用碱裂解法配制的Mouse tail lysate的扩增例

    在实验室里经常进行转基因小鼠的实验，但从小鼠尾巴抽提DNA作为样品进行PCR分析是个很烦杂

且花时间的步骤。本实验探讨将小鼠尾巴用简便的碱裂解法处理后取其上清作为样品进行PCR分析的方

法。另外，无需纯化其扩增产物，用几种限制性内切酶消化后即可进行克隆。

方  法

目的片段

样    品

循    环

反应液组成

PCR产物的限制
性内切酶处理

结  果

应用篇 粗裂解液的PCR

用碱裂解法配制的Mouse tail lysate

灭菌蒸馏水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情况下，请用三步法。

裂解液(碱裂解法) 最大

产物(未纯化)

碱裂解法

Mouse
tail
约

添加

添加

置入

离心管

充分振荡

充分振荡

离心

取0.5-2μl上清进行PCR反应

（Mouse tail不会也无需完全溶解）

※接触热碱性溶液时，请十分注意。

约

探  讨

A公司高效率

PCR酶
B公司Long

PCR酶

Taq Base PCR酶

制限酵素

未消化

图1. 用Mouse tail lysate进行PCR的结果 图2. PCR产物(未纯化)用限制性内切酶消化的结果

※其他公司的酶，使用
  各自说明书推荐的条件。

    只有用KOD FX的情况下，才能确认得到明亮的扩增条带。而且，用限制性内切酶对未经纯化的PCR产物

进行消化也能得到良好的结果（如用其他的限制性内切酶，建议事先摸索其条件）。相比使用Proteinase K的
方法，碱性溶解法所花工夫较少，因此使用本方法可更简便地进行转基因小鼠的基因分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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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篇 粗裂解液的PCR

直接用Mouse tail lysate的转基因小鼠的基因分型

方  法

结  果

探  讨

目的片段

样    品

循    环

反应液组成

B公司Long
PCR酶

使用前述用碱裂解法配制的Mouse tail lysate进行转基因小鼠的基因分型。

目的片段基因图谱和引物

※本实验所用的转基因小鼠的

  尾巴及引物信息由国立循环

  器官病中心的荒井勇二老师

  提供。

Mouse tail Lysate（参照p.9）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情况下，请用三步法。

灭菌蒸馏水

Mouse tail Lysate

    取扩增产物5μl用1%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分析。结果可见，用KOD FX的情况下，全部种类都可分

析。
A公司高效率

PCR酶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
  情况下，请用三步法。

    只有用KOD FX的情况下，3.1kb和1.5kb两个目的片段可得到均一的扩增。因此，KOD FX适用

于该类基因分型实验。

实验例实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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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叶&烟草叶

番茄叶&烟草叶

烟草叶

应用篇 粗裂解液的PCR

一步法配制的植物裂解液的扩增例

方  法

目的片段

样    品

循    环

反应液组成

结  果

引    物

灭菌蒸馏水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情况下，请用三步法。

    实验室里也经常进行植物的实验，但从植物中抽提DNA作为样品进行PCR分析也是个很烦杂且花时

间的步骤。本实验探讨用简便的一步法将植物组织处理后取其上清作为样品进行PCR分析的方法。

稻叶

稻叶

烟草叶

烟草叶

烟草叶

用一步法配制的番茄叶、烟草叶、稻叶及精米

一步法裂解液

裂解液(一步法)

一步法

叶(3mm小块) 精米(1粒)

置入

离心管

Buffer A
添加100μl

Vortex
充分振荡

Vortex充分振荡

左:叶  右:精米

参考文献

取1μl上清进行PCR反应

(植物组织不会也无需完全溶解)

    采用本方法，以番茄叶、烟草叶、稻叶及精米的裂解液为样品，可确认到明亮的扩增条带。烟草

叶裂解液的可扩增目的片段长度为4.6kb。

A公司高效率PCR酶 B公司Long PCR酶

Taq Base PCR酶

1: 番茄叶

2: 烟草叶

3: 稻叶

4: 精米

5: 稻叶纯化基因组DNA
※其他公司的酶，使用各

  自说明书推荐的条件。

探  讨

图1.各种植物样品裂解液的直接PCR
图2.烟草叶裂解液的直接PCR
   (Long Target)

    只有用KOD FX的情况下，才能确认得到明亮的扩增条带。用1步法结合KOD FX，即可大大简

化植物基因分析的步骤。

实验例实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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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检测体

应用篇 难扩增目的片段的扩增

经纯化的人类粪便DNA的Helicobactor pylori cagA基因的扩增

方  法

目的片段

引    物

样    品

反应液组成

循    环

结  果

来自老师的评语

【数据提供】大阪大学研究生院 医学系研究科 保健学专业 活体信息科学教研室 山本容正 老师、平井到 老师、纪本爱 老师

灭菌蒸馏水

    粪便是含杂质较多的一种样品，即便是经纯化的DNA，也含有很多来自大肠杆菌的DNA等抑制PCR

反应的成分。本实验介绍用Nested PCR检测经纯化的粪便DNA的特定细菌。

用QIAmp DNA stool mini kit (QIAGEN)纯化1g人类粪便而得的DNA，用TE buffer 10倍稀释。

灭菌蒸馏水

经纯化的粪便DNA(10倍稀释） 1st PCR产物的10倍稀释液

含

量
※直接使用从各粪便样品中抽提的DNA

阳性对照(从OK111菌株中抽提的DNA 0.01g)
阴性对照(灭菌蒸馏水)

A公司PCR试剂

※其他公司的酶，使用其说明书推荐的条件。

    使用KOD FX之前，使用并探讨过好几种酶的条件，但总得不到满意的扩增。使用了KOD FX，

无论是扩增还是特异性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实验例实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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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试剂盒

逆转录

下划线为Sfi I位点

应用篇 难扩增目的片段的扩增

方  法

    人类dystrophin（DMD）基因是真核细胞中最长的mRNA之一。这里介绍使用KOD FX对该基因的全

长进行克隆的例子。

人类dystrophin基因的扩增与克隆

按以下流程对dystrophin基因扩增后，用质粒进行克隆，确认得到5个克隆的基因序列。

图1. dystrophin基因的构造和PCR引物的位置

逆转录反应

进行PCR

※引物的Tm值未满73℃的情况下，请用三步法。

结  果

Ladder
循环
循环
循环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确认扩增产物

剩下的PCR扩增产物用MagExtractor -PCR & Gel Clean up- (Code No.:NPK-600)进行纯化

用限制性内切酶SfiⅠ(Code No.:SFI-111)消化PCR产物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分离、切胶、DNA回收

与预先用DraⅢ切断的Plasmid Vector pME13SFL3进行连接

对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DH5 α进行转化

对转化结果挑出5个克隆ORF（约11kb）通过测序确认序列

探  讨

    从PCR的结果可见，通过40个循环条件可对

13.5kb的目的片段确认到明亮的扩增。

    从测序的结果可知，在5个克隆中可得到1个

没有PCR错误而导致变异的DMD基因。

    用KOD FX可对用KOD -Plus-难以扩增的长目的片段直接扩增后进行克隆。但该酶的保真性虽然要低于

KOD -Plus-，但仍远远高于Taq Base的酶。

实验例实验例

引    物

循    环



14

延伸的最佳温度为几度？

相比通常的72℃，68℃条件下可得到更好的结果。

PCR时延伸反应的时间基准为多少？

以1min./kb为基准。

引物的Tm值计算适用哪种方法？

推荐最接近碱基法(Nearest Neighbor method)。

运用热启动的什么原理？

    KOD FX的酶中预先添加了抗KOD DNA polymerase

的中和抗体。由于该抗体可以抑制聚合酶活性和3’

→5’核酸外切酶活性，在配制PCR反应液时不会

产生副作用，而能够提高PCR的特异性和灵敏度。

     由于抗体在PCR循环的最初阶段变性条件下即发

生失活，对PCR没有影响。

想对KOD FX的PCR产物进行克隆应采取什么方法？

     KOD FX的PCR产物由于KOD的强3’→5’核酸外

切酶活性的作用几乎已被完全平滑化。因此，可用

一般对平滑末端DNA克隆的方法对其进行克隆（请

注意：一般的PCR引物的5’末端未被磷酸化）。

     此外，用KOD用TA克隆试剂盒『TArget Clone 

-Plus- (Code No.:TAK-201)』，可直接将未纯化的

PCR产物连接到T载体进行克隆。【请注意：用通

常的方法不能进行TA克隆】

想进一步提高PCR效率应该怎么办？

     扩增高GC含量的目的片段时，按终浓度的5%添

加DMSO可改善PCR效率。

KOD FX对低GC含量的目的片段是否有效果？

     从我们的多次实验中发现KOD FX对低GC含量的

目的片段也有很好效果，十分值得尝试。

可直接用限制性内切酶消化未经纯化的PCR产

物吗？

     我们尝试了几种限制性内切酶，只要在10μl的PCR

产物中添加1μl（约10U）的限制性内切酶，即可有效

地切断（参考P9）。但初次实验时，建议事先摸索其

条件，做好充分的准备。

扩增长链目的片段时有什么要领？

    对10kb以上长目的片段进行扩增时，应设计较长

的引物(27mer以上)以提高特异性，同时退火(及延

伸反应)的温度应设定得较高些。特别是Step down

 cycle的扩增更加有效。另外，在对长目的片段进行

扩增时，如使用脱盐粗样品等低精度的引物时，会

出现Smear、非特异性扩增等情况，此时，建议使用

用Cartridge柱或HPLC进行纯化过的引物。

以粗样品为模板时有什么要领？

    虽然KOD FX对粗样品有很高的耐性，当出现无法

确认扩增条带的情况时，建议适当减少样品量，以

便将阻碍PCR反应的物质的带入量控制在最小范围

内。另外，相比2步法，用3步法可得到更稳定的结

果。

    在通常情况下，用30个循环即可得到充分的扩增。

但根据目的片段长度或样品的不同，会出现扩增效

率低下的情况。此时，如将循环次数增加到40～50，
即可得到良好的结果。

    把粗样品直接加入到PCR反应液时，请注意不要

使用含Proteinase K、SDS等的处理液。因为这些

成分的活性会影响到PCR酶的活性，从而导致PCR
效率低下。

采用multiplex PCR时的注意事项？

    在multiplex PCR实验时，当几条引物对摩尔数相

同时，某些引物对可能比其他引物对表现出更好的

扩增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将扩增效果不佳的引物

对的摩尔数增加至原来的1.5倍，PCR循环数略微减

少一些，便可得到良好的结果。

如何与KOD -Plus-和KOD -Plus- Ver.2区分使用？

    KOD -Plus-和KOD -Plus- Ver.2是在重视保真性的

基础上设计开发的，主要适用于克隆。而KOD FX则

是在更重视PCR的成功率的基础上开发的，因此更

适用于难配序目的片段的扩增和粗样品扩增。由于

KOD FX的保真性约为Taq的11倍，仍可用于克隆，

且对Long Target的克隆尤其有效（参考P13）。



KOD FX及相关产品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品名及内容 包 装 TOYOBO Code

品名及内容 包 装 TOYOBO Code

品名及内容 包 装 TOYOBO Code

保存 运输温度

次份

次份

次份

含终浓度2.0mM的Mg2+

相关产品

高保真性PCR酶

保存 运输温度

支
支
支
支

次份

次份

次份

保存 运输温度

TA克隆试剂(KOD用)

次份

TArget Clone -Plus- (Code No.:TAK-201)除包含T载体和DNA Ligase外，还含有10×A-attachment mix。由于该10×A-attachment mix中含有抗KOD

DNA polymerase抗体和Taq DNA polymerase，在未纯化的PCR产物中添加该试剂，60℃•10分钟加温即可容易地在3’末端加dA，加dA反应后，产

物即可直接连接T载体。

关于KOD FX的详细信息请登录!! 本公司网站

www.bio-toyobo.cn KOD Corner

PCR
东洋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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