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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注意事项

一、 参会办法

1. 本次会议为在线会议，请到会议网站注册 / 登录：https://www.csbmb.org.cn/2020/

 

2. 会议日程、会议摘要和报销通知可以在会议网站自行下载。 

3. 请及时在线收看，本次会议不设回看。

4. 请勿擅自录制 

二、会场

1. 会议设立线下直播会场（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岳阳

路 320号新生化大楼）；

2. 进入会场请保持安静；

3. 会议所有学术报告未经允许不许私自拷贝、录制、拍摄

  

三、会务组负责人联系方式

注册组  王    燊 13611912965

会场组  孙晓丽 18917324171   管兴华 13818425272   廖光勇 13917303599   常安妮 16621125758

奖项组  王一倩 13621829618  

财务组  宋    娟 18917324171

展览组  宋    娟 18917324171

注册会议 缴费确认 在线收看
填写个人

信息
登陆会议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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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10 月 22 日 10 月 23 日 10 月 24 日 10 月 25 日

09:00-09:10 开幕式 

08:30-12:00 
专题报告 -
核糖核酸功

能与调控

08:30-12:00 
专题报告 -
基因表达与

调控 I

08:30-11:10
专题报告 -
前沿技术与

应用

09:10-12:00
大会特邀报

告
11:10-11:20

公布奖项 &
会议总结

休息 12:30-13:00

赛默飞世尔

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直

播互动

休息

　

13:30-18:00 
专题报告 -
代谢稳态与

网络

13:30-17:00 

专题报告 -
蛋白质修饰

与功能 I

14:00-16:00
“天能杯”

青年论坛

“罗氏大学

研究基金”

论坛

休息

19:00-21:00
专题报告 -
教学与人才

培养

19:00-21:00
专题报告 -
蛋白质修饰

与功能  II
19:00-21:20

专题报告 -
基因表达与

调控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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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织

大会主席团

大  会  主  席：李林

大会副主席：（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国强  蒋澄宇  林圣彩  刘小龙  邵 峰  隋森芳  汤其群  许瑞明

大会秘书长：刘小龙 

 

学术委员会

主　任：邵峰

委　员：陈国强  陈玲玲  蒋澄宇  解  军  李国红  林圣彩  刘默芳  刘小龙  

                   秦咏梅  邵    峰  宋保亮  隋森芳  汤其群  许瑞明  许正平  杨    弋

                   杨运桂  赵世民

  

大会秘书处

秘  书  长：刘小龙

副秘书长：丁建平  许琛琦  杨运桂  孙晓丽    

成      员：宋    娟  王    燊  王一倩  管兴华  廖光勇  常安妮 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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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特邀报告（Plenary Speaker）

王晓东

美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邵峰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陈子江  

中国科学院院士

山东大学

A biochemical pathway controls testis aging

Pyroptosis, inflammation and anti-tumor immunity

生殖遗传研究聚焦 - 配子发生障碍相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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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晨  

中科院院士

清华大学

林圣彩

厦门大学

Molecular control of T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function

代谢稳态调控与广谱抗癌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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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10 月 22 日 
09:00-09:10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刘小龙

特邀报告

主持人：邵峰

09:10-09:40 王晓东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Title: A biochemical pathway controls testis aging

09:40-10:10 陈子江 山东大学

Title: 配子发生障碍相关疾病遗传机制

主持人：汤其群

10:10-10:40 邵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Title: Pyroptosis, inflammation and anti-tumor immunity

10:40-11:10 董晨 清华大学

Title: Molecular control of T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function 

11:10-11:40 林圣彩 厦门大学

Title: 代谢稳态调控与广谱抗癌药研发

11:40-12:10 李芝琴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Title: 加速后疫情时代分子生物学研究暨 VeritiPro PCR 仪新品亮相

专题一：代谢稳态与网络

主持人：许琛琦 

13:30-13:50 赵世民 复旦大学

Title: 代谢物信号的产生及传导

13:50-14:10 刘颖 北京大学

Title: Amino acids sensing and the regulation of mTORC1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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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30 宋保亮 武汉大学

Title: 进食后的胆固醇代谢

14:30-14:50 葛亮 清华大学

蛋白跨膜转运和非经典分泌

14:50-15:10 刘勇 武汉大学

Title: Dual roles of the UPR sensor IRE1α in stress and metabolism

15:10-15:30 尹慧勇 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Title: Redox Regulation of Glucose Metabolism by Aldolase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主持人：赵世民

15:30-15:50 许琛琦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中心

Title: Shaping immune landscape by onco-metabolites

15:50-16:10 王琰 武汉大学

Title: Human Genetics and Dyslipidemia: From Non-synonymous Variants to Non-
coding Variants

16:10-16:30 曾文文 清华大学

Title: Sympathetic regulation of metabolism

16:30-16:50 田烨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Title: The intercellular regulation of mitochondrial homeostasis and aging

17:20-17:40 韩梅 河北医科大学

Title: SM22α regulates LXRα activity by modulating actin dynamics in VSMCs

17:40-18:00 姜长涛 北京大学

Title: 脂肪缺氧诱导因子 HIF2α—神经酰胺轴介导脂肪—血管对话

18:00-18:15 张惠萍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tle: 非靶向代谢组学中的化合物鉴定

专题二：教学与人才培养

主持人：高国全 

19:00-19:20 杨荣武 南京大学

Title: 生化课堂教学中互动和演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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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40 肖俊宇 北京大学

Title: 浅谈生化教学与科研的相辅相长

19:40-20:00 刘青珍 武汉大学

Title: 做好本科教学，为培养生命科学类高素质人才打好基础

主持人：杨荣武

20:00-20:20 高国全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Title: 医学院校研究生分子生物学课程体系建设与成效

20:20-20:40 盛清 浙江理工大学

Title: 生物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探索与实践

20:40-21:00 黄春洪 南昌大学

Title: 我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信公众号资源与服务

10 月 23 日 
专题三 : 核糖核酸功能与调控

主持人：金勇丰

08:30-08:50 施蕴渝 中国科技大学

Title: 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specific recognition of mRNA 3’UTR by PUF-8 and that 
relevant to lifespan of C. elegans

08:50-09:10 屈良鹄 中山大学

Title: 人类天然免疫的 RNA 调控与新冠病毒防治新策略

09:10-09:30 刘默芳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中心

Title: Piwi, a new disease factor in human male infertility and cancer?

09:30-09:50 伊成器 北京大学

The functional and regulatory landscape of mammalian epitranscriptome

09:50-10:10 王秀杰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A potential METTL3 activator with memory enhancement function

主持人：刘默芳

10:10-10:30 金勇丰 浙江大学

Title: Dscam1 可变剪接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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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50 戚益军 清华大学

Title: Phase separation of Serrate drives dicing body assembly and promotes miRNA 
processing in Arabidopsis

10:50-11:10 周宇 武汉大学

Title: TDP-43/miRNA Aggregation Caused Global Mitochondrial Imbalance in ALS

11:10-11:30 单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itle: 环 RNA 种类和功能

11:30-11:50 俞洋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Title: Eukaryotic “CRISPR”: the germline specific piRNA pathway

专题四：蛋白质修饰与功能 I

主持人：朱永群

13:30-13:50 尹航 清华大学

Title: 天然免疫受体的化学生物学调控

13:50-14:10 王初 北京大学

Title: 化学驱动的功能蛋白质组学

14:10-14:30 张令强 军事医学科学院

Title: Deubiquitylase OTUD6B governs pVHL stability in an enzyme-independent 
manner and suppress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etastasis

14:30-14:50 钟波           武汉大学

Title: Deubiquitinating enzymes: from immunity to tumorigenesis

14:50-15:10 赖韧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Title: Transferrin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coagulation balance by interacting with clotting 
factors

主持人：张令强

15:10-15:30 朱永群 浙江大学

Title: Dysfunctions of host ubiquitin and polyubiquitin by bacterial effectors

15:30-15:50 张华凤 中国科技大学

Title: 肿瘤细胞代谢与蛋白质修饰

15:50-16:10 肖俊宇 北京大学

Title: 免疫球蛋白 IgM 和 IgA 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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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6:30 杨财广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Title: 泛素化接头蛋白 SPOP 抑制剂抗肾癌研究

16:30-16:50 于洪涛 西湖大学

Title: 黏连蛋白折叠基因组的机制与功能

16:50-17:10 冯新华 浙江大学

Title: Control of TGF-beta Signaling through PTM 

17:10-17:25 高淳之 普洛麦格（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Title: Lumit 快速均质型发光免疫学检测新技术

17:25-17:40 Gordon 
Mallarkey 

SAGE 出版社

Title: 医学领域国际期刊编辑期待怎样的稿件

专题四：蛋白质修饰与功能 II

主持人：梁毅 

19:00-19:20 陈柱成 清华大学

Title: Unified Action Mechanism of ATP-dependent Chromatin Remodeling

19:20-19:40 罗招庆 普渡大学

Title: Posttranslational regulation of host function by a bacterial pathogen

19:40-20:00 邱小波 北京师范大学

Title: Ubiquitination or acetylation-dependent protein degradation

主持人：邱小波

20:00-20:20 戈宝学 同济大学

Title: 固有免疫分子与病原菌分子的蛋白修饰与功能机制研究

20:20-20:40 高国全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Title: 二甲双胍选择性抑制 K-Ras 突变结直肠癌生长的效果和机制

20:40-21:00 梁毅 武汉大学

Title: Cryo-EM structure of an amyloid fibril formed by full-length human prion protein

21:00-21:20 江建海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Title: N- 糖链在肿瘤干细胞中的功能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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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

专题五：基因表达与调控 I

主持人：林承棋 

08:30-08:50 陈玲玲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Title: Long non-coding RNAs regulation in nuclear condensates

08:50-09:10 朱冰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Title: Epigenetics: from inheritance to memory

09:10-09:30 文波 复旦大学

Title: 核基质蛋白对染色质高维结构的调控作用

09:30-09:50 薛愿超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Title: Higher-order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Noncoding RNA

09:50-10:10 李程 北京大学

Title: 三维基因组与疾病

主持人：陈玲玲

10:10-10:30 李国红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Titl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30-nm chromatin fiber in gene regulation

10:30-10:50 徐彦辉 复旦大学

Title: 染色质重塑复合物 BAF 的结构研究

10:50-11:10 林承棋 东南大学

Title: A Biophysical Basis of Super Elongation Complex (SEC) in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11:10-11:30 王占新 北京师范大学

Titl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NSD methyltransferas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cancer

11:30-11:50 王纲 复旦大学

Title: Oligodendrogenesis controlled by transcriptional Mediator Med23 subunit

11:50-12:10 李海涛 清华大学

Title: Dynamic DNA 6mA regulation in base unpairing regions of mammalian gen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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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12:25 张莉 上海皓元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Title: 虚拟筛选及化合物库在药物筛选中的应用

专题五：基因表达与调控 II

主持人：李珊珊 

19:00-19:20 朱卫国 深圳大学

Title: H3K14 methylation and DNA replication stress

19:20-19:40 杜海宁 武汉大学

Title: 去甲基化酶 Rph1 在营养匮乏条件下调控核糖体基因表达和细胞生存的机制

19:40-20:00 翁杰敏 华东师范大学

Title: DNA 维持性甲基化调控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主持人：杜海宁

20:00-20:20 姚红杰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Title: RNA 结合蛋白复合物调控体细胞重编程的机制研究

20:20-20:40 季雄 北京大学

Title: Genome-wide analyses of chromatin interactions after the loss of Pol I, Pol II and 
Pol III

20:40-21:00 李珊珊 湖北大学

Title: Metabolic regulation of gene transcription by SESAME complex-catalyzed H3T11 
phosphorylation

21:00-21:15 Ming-Wei 
Wang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Drug Screening, Shanghai

Title: Biochemical Society：supporting our communities for over 100 years

10 月 25 日

专题六：前沿技术与应用

主持人：高彩霞

08:30-08:50 陈国强 清华大学

Title: 合成生物学与“下一代工业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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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0-09:10 魏文胜 北京大学

Title: Genome-wide interrogation of gene functions through base editor screens 
empowered by barcoded sgRNAs

09:10-09:30 张岩 浙江大学

Title: GPCR 结构药理学新时代

09:30-09:50 杨弋 华东理工大学

Title: 活细胞荧光 RNA 动态成像

主持人：杨弋

09:50-10:10 高彩霞 中山大学

Title: Rationally-designed APOBEC3B cytosine base editors with improved specificity

10:10-10:30 平渊 浙江大学

Title: 基因编辑非病毒递送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10:30-10:50 刘陈立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Title: SPACE: Spatial Phage Assisted Continuous Evolution

10:50-11:10 李大力 华东师范大学

Title: 基因编辑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11:10-11:20 大会奖项公布 &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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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论坛
10 月 24 日

主持人：连继勤

14:00-14:10
　

龚朝辉 宁波大学

Title: LncRNA JPX/miR-33a-5p/Twist1 axis regulates tumorigenesis and metastasis of 
lung cancer by activating Wnt/β-catenin signaling

14:10-14:20
　

黄悦 上海药物研究所

Title: Target the Oncogenic FTO for Cancer Therapy

14:20-14:30
　

高亚平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Title: 耐盐型 DNA聚合酶开发

14:30-14:40
　

孟文书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Title: Urine proteome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14:40-14:50
　

林昶东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Title: Ceftazidime Is a Potential Drug to Inhibit SARS-CoV-2 Infection In Vitro by 
Blocking Spike Protein-ACE2 Interaction

14:50-15:00
　

唐小强 四川大学

Title: Sirtuin, Acetylation and Cardiac Hypertrophy

15:00-15:10 休息

主持人：赵晶

15:10-15:20
　

王利强 武汉大学

Title: 全长人野生型朊蛋白淀粉样纤维的冷冻电镜结构和功能研究

15:20-15:30
　

陈徐 陕西师范大学

Title: SENP2-PLCβ4 Signaling Regulates Neurogenesis Through Calcium Homeostasis-
associated Autophagy

15:30-15:40
　

李慧莹 华东师范大学

Title: Efficient photoactivatable Dre recombinase for cell type specific spatiotemporal 
control of genome engineering in the mouse

15:40-15:50
　

赵清雯 复旦大学

Title: KMT5c modulates adipocyte thermogenesis by regulating Trp53 expression

15:50-16:00
　

陈云雨 皖南医学院 药理学系

Title: Optimizations of a novel fluorescence polarization-based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assay for β-catenin/LEF1 interaction in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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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麦格生物化学奖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 普洛麦格生物化学奖 (Promega Award for Biochemistry)”

是由 Promega 公司与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携手深度合作，面向中国优秀青年科学家设

立的奖项，于 2014 年共同设立，奖励在过去五年中在中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领域有重要创新

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参评人要求在评奖当年不超过 45 周岁 ( 含 45 周岁 ) 的中国青年科学家。

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 1-2 人，在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学术大会上颁发奖杯。

2020 年第四届普洛麦格生物化学奖获得者为上海科技大学杨海涛研究员、北京大学陈鹏

研究员。

青年科学家论坛奖

主要奖励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领域做出优秀成绩的青年学者（非 PI 学者）及在读博

士研究生。奖项评审由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实施，由青年工作委员会从报名者中遴选

出约约 15-20 位候选者（候选人必须是论文的第一作者，其主要工作在国内完成。然后在全国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术大会上专设论坛作学术报告，现场评委评选，确定最终获奖者。

     2020 年奖项由“上海天能科技有限公司”资助：一等奖 2 名（奖金：3000 元），二等

奖 3 名（奖金：2000 元），三等奖 7 名（奖金：1000 元）。

优秀墙报奖

为了鼓励参会代表有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会议设立墙报交流，并设立优秀墙报奖以资鼓

励。奖项评审由学会学术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实施。在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大会上进行现场评审并颁奖。

    2020 年奖项由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资助，共奖励 5 位优秀墙报获得者（奖金：

1000 元）。

会议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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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集 - 张昌颖青年优秀论文奖励基金”优秀论文

由郑集 - 张昌颖基金资助，主要奖励在《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上发表优秀论文

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每年评选一次，在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大会上进行颁奖。

奖项评审委员会由《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编委会专家组成，根据文章信息及作者的

学术成绩进行评审。奖励金额 : 1000 元人民币。

“郑集 - 张昌颖优秀论文奖励基金”2019 年度优秀论文
（按照文章发表的先后顺序）

所有姓名 论 文 题 目 卷（期）页
第一作者 / 通讯作者

单位

杜鑫哲，张丽萍，

裴雁曦

硫化氢信号能够通过生物钟调控

拟南芥对冷胁迫的响应
35(1): 61-66 山西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牟连伟，顾博雅，

李岩，赵丽

有氧运动改善 AD 模型 APP/PS1
双转基因小鼠中枢神经元线粒体

融合分裂动态平衡 
35(2): 171-178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李孟心，张枫惠，韩高链，

郑腾飞，郭丽荣，秦健，

张世强，杜荣

Nrf2/HO-1 信号通路在人诱导性

多能干细胞氧化应激中的作用
35(7): 794-802 山西农业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

林张军，李倩，芮耀诚
Nogo-B 抑制 Ox-LDL 诱导的巨

噬细胞泡沫化 
35(11): 1225-

1233
第二军医大学

药学院药理学教研室

罗氏大学研究基金

为共同培养医学领域优秀人才，助力中国医学教育和健康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与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于 2019 年联合设立“罗氏大学研究

基金”。

该基金评选对象为在读本科生、硕士及博士研究生。评选方式：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申请

材料以无记名方式评选出 10 篇科研壁报，生化大会期间在论坛现场作学术报告，评委现场进

行第二轮评选，最终确定获奖者。

2020 年罗氏大学研究基金金额为：一等奖 1 名：10,000 人民币 / 篇、二等奖 2 名：5,000

人民币 / 篇、三等奖 7 名：3,000 人民币 / 篇、入围奖 30 名：1500 元 / 篇。 

 

★ 注：以上所有奖项于 10 月 25 日上午闭幕式上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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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支持单位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上海市王应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发展基金会

赞助企业

专项支持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天能科技有限公司

Portland Press

SAGE 出版社

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细胞研究 /Cell Research

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普洛麦格（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iochemical Society

上海皓元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香园 生命的化学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中国生物器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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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入会流程

会员福利

1、会员可参加我学会组织举办的学术会议，享受注册费会员优惠价格；

2、优先安排会员参加我学会组织的学术交流、继续教育和培训；

3、会员优先获得学会各类评奖和推荐机会；

4、免费获得学会简讯、年报以及工作手册等；

5、提供学会理事单位招聘信息及相关平台服务信息等；

6、免费获得《生命的化学》电子期刊。

登录学会官网会员通道

http://www.csbmb.org.cn/cp3_2.html
在线提交申请 或

扫描下方学会微信二维码

关注后点击“加入我们”

在线注册

学会审核、邮件确认

在线缴纳会员费

在线上传照片并下载会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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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 -混合 -读数”
最短 30 分钟 , 更简单的发光免疫学检测方法！

常规的免疫检测方法，例如 Western blot、夹心法 ELISA 或其他用于药物靶标研究的酶免疫检测法，既费

时而且产生的结果可变性又高。而 Lumit™ Immunoassays（Lumit™ 免疫检测系统）可在培养的细胞中直

接进行发光检测，无需洗涤，检测的动态范围宽，最短可在 30 分钟内即可完成。

欢迎关注
Promega 微信公众号

扫码了解产品详情

普洛麦格 ( 北京 )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Promega (Beijing) Biotech Co., Ltd

电话：010-58256268            

网址：www.promega.com

技术支持电话：400 810 8133( 手机拨打 )

技术支持邮箱：chinatechserv@promega.com

Lumit™ Immunoassays

无需洗涤 无需固定 背景更低 操作简单

     ELISA 检测   多步洗涤，步骤繁琐，耗时长，

抗体必须结合到孔的表面，背景信号与检测的可变性较高。

建立您自己的
Lumit Immunoassay

细胞因子检测系统
Cytokine Detection

代谢相关靶标检测系统
Metabolic Target Research

蛋白磷酸化与信号同路分析
Protein Phosphorylation & 

Pathway Analysis

新生 Fc 受体结合
Neonatal Receptor binding

感兴趣其他检测请联系
Pr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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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期刊
生物分子及生物医学领域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TEJ) 是经过同行

评审的开放获取期刊，关注并出版组织工程及

其临床应用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本刊征稿范

围广泛，包括干细胞和祖细胞的基本原理、对

干细胞和祖细胞分化的理解，生物反应器在三

维干细胞培养中的利用等，特别关注干细胞和

祖细胞体外扩增和体内植入的中短期和长期的

临床前模型和临床试验。

影响因子 :5.352

收录于 : SCIE, SCOPUS,
DOAJ,PubMed,EBSCO,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CAS),ProQuest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Evolutionary Bioinformatics (EVB) 是经过同行评

审的国际性开放获取期刊，专注于进化生物信

息学。旨在通过使用分子、遗传、基因组和蛋

白质组学数据并充分考虑其进化背景，促进读

者对生物形式和功能的理解。

影响因子 :1.018

收录于 : SCIE, SCOPUS,
DOAJ,PubMed Central
 (PMC)

Evolutionary 
Bioinformatics

Cell Transplantation (CLL) 是经过同行评审的开放

获取期刊，旨在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交流平台，

发表细胞移植及其在人类疾病中应用的学术文

章、相关技术进展报告、临床研究报告等，内

容覆盖该领域的众多方面。

影响因子 :3.341

收录于 : SCIE, SCOPUS,
CABI,DOAJ,ProQuest,
PubMed Central (PMC),
PubMed: MEDLINE

Cell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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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影响因子 :0.468
收录于 : SCIE, 
SCOPUS,CAB 
International (CABI),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CAS),
DOAJ,Embase

影响因子 :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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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LINE,
EMBASE/Excerpta 
Medica,EMCare,SciVal,
Pro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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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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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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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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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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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

Innate 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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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01600

电话：021-31598227

邮箱：kaminshengwu@kamin-bio.onaliyun.com

网址：www.kmcoming.com

专 注         专 业         诚 信         共 赢

上 海 卡 敏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分  类 名  称

基因组提取

病毒基因组DNA/RNA提取试剂盒

血液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0.2ml）

多糖多酚植物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

酵母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

土壤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

血清/血浆游离DNA提取试剂盒

快速DNA提取检测试剂盒

血液直接PCR试剂盒

RNA 提取
RNA Easy Fast 动物组织/细胞总RNA提取试剂盒

高效血液总RNA 提取试剂盒

           核酸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之一，广泛存在于动物、植物细胞、微生物等

所有生命体内，分为DNA和RNA两类。不仅起着储存和传递遗传信息的作用，

而且在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上也占重要位置，因而在生长、发育、繁殖、遗传、

变异等一系列重大生命现象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简便快捷

适用广泛

重复性强

纯度较高

安全可靠

核酸提取试剂盒

产品特点

快速纯化得到高质量病毒DNA 和RNA

重复性强，产量高

有效去除污染物和抑制剂，方便下游应用。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江田东路185号9号楼208

邮编：201600

电话：021-31598227

邮箱：kaminshengwu@kamin-bio.onaliyun.com

网址：www.kmcoming.com

专 注         专 业         诚 信         共 赢

上 海 卡 敏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分  类 名  称

基因组提取

病毒基因组DNA/RNA提取试剂盒

血液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0.2ml）

多糖多酚植物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

酵母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

土壤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

血清/血浆游离DNA提取试剂盒

快速DNA提取检测试剂盒

血液直接PCR试剂盒

RNA 提取
RNA Easy Fast 动物组织/细胞总RNA提取试剂盒

高效血液总RNA 提取试剂盒

           核酸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之一，广泛存在于动物、植物细胞、微生物等

所有生命体内，分为DNA和RNA两类。不仅起着储存和传递遗传信息的作用，

而且在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上也占重要位置，因而在生长、发育、繁殖、遗传、

变异等一系列重大生命现象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简便快捷

适用广泛

重复性强

纯度较高

安全可靠

核酸提取试剂盒

产品特点

快速纯化得到高质量病毒DNA 和RNA

重复性强，产量高

有效去除污染物和抑制剂，方便下游应用。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

·美国《化学文摘》（CA）收录并列为国际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生物学文摘数据库》、《中 国期刊网》、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精品数据库》收录

·美国《生物学文摘》（BA）、俄罗斯《文摘杂志》（AJ）、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美国《生物学文摘》（BA）、俄罗斯《文摘杂志》（AJ）、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
洋地区医学索引（WPRIM）收录

·特设郑集-张昌颖优秀论文奖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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