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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编号：293-77601（10 tests） 

299-77603（ 2 tests） 

for Genetic Research 

MagCapture™ Exosome Isolation Kit PS 

PS 亲和法外泌体提取试剂盒 
该中文说明书为国内翻译版本，仅供参考，与英文版说明书有不符之处，以英文版说明书为主。 

 

【前言】 

外泌体属于细胞外囊泡，其表面或内部含有蛋白、mRNA、microRNA、DNA 及磷脂等，是由细胞分泌并在

血液、尿液、唾液、脑脊髓液、母乳等体液中稳定存在。外泌体是细胞间通讯的信使及疾病的生物标记物。提取

外泌体的常规方法有：超速离心、使用可识别表面抗原的抗体进行亲和层析、利用多聚物试剂进行沉淀。然而，

这些方法在回收率、纯度及可操作性上不尽如人意。 

本试剂盒采用 Tim4 磁珠和外泌体表面的磷脂酰丝氨酸（PS）结合的方法（即 PS 亲和法）进行纯化。该方

法可方便、高效地提取高纯度的膜表面 PS 阳性的外泌体以及其他细胞外囊泡。若想获得更高纯度的外泌体，需

使用 10,000×g 离心分离获得的样品上清。试剂盒利用 pH 中性的金属螯合试剂，将捕获到的细胞外囊泡从磁珠

上洗脱下来，可以获得完整的外泌体和其他细胞外囊泡。所提取的细胞外囊泡可用于各种下游实验，包括电镜分

析（TEM）、纳米粒子追踪分析（NTA）、摄取实验、组分（蛋白、脂质、核酸等）分析。 

 

【特点】 

● 新型 PS 亲和法，可获得更高纯度的细胞外囊泡 

● 比超离法获得的外泌体纯度更高，回收率更高 

● 可获得完整的细胞外囊泡，可应用于多种实验 

● 磁珠法操作简单 

● 无需超速离心 

 

【产品列表】 

本试剂盒由以下 7 种试剂构成。 

● 纯化 2 次量 

（1）链霉素亲和磁珠 （Streptavidin Magnetic Beads） 120 μL×1 瓶 

（2）生物素标志的外泌体捕获 （Biotin-labeled Exosome Capture） 20 μL×1 瓶 

（3）外泌体捕获免疫固定缓冲液 （Exosome Capture Immobilizing Buffer） 7 mL×1 瓶 

（4）外泌体结合增强剂（×500）（Exosome Binding Enhancer(×500) ） 100 μL×1 瓶 

（5）洗涤缓冲液 （Washing Buffer） 30 mL×1 瓶 

（6）外泌体洗脱缓冲液 （Exosome Elution Buffer） 1 mL×1 瓶 

（7）反应管 （Reaction Tubes） 4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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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化 10 次量 

（1）链霉素亲和磁珠 （Streptavidin Magnetic Beads） 600 μL×1 瓶 

（2）生物素标志的外泌体捕获 （Biotin-labeled Exosome Capture） 100 μL×1 瓶 

（3）外泌体捕获免疫固定缓冲液 （Exosome Capture Immobilizing Buffer） 35 mL×1 瓶 

（4）外泌体结合增强剂（×500）（Exosome Binding Enhancer(×500) ） 500 μL×1 瓶 

（5）洗涤缓冲液 （Washing Buffer） 75 mL×2 瓶 

（6）外泌体洗脱缓冲液 （Exosome Elution Buffer） 5 mL×1 瓶 

（7）反应管 （Reaction Tubes） 22 支 

 

【保存条件】 

冷藏（2~10℃） 

 

【其他准备物品】 

试剂： 

1） TBS（视实际需要而定） 

 

工具： 

1） 低温离心机（Max＞10,000×g） 

2） 旋涡混合器 

3） 台式离心机 

4） 磁力架（推荐 Wako 产品编号 290-35591 ） 

5） 回转式搅拌机（旋转混合仪）或试管混合器 

6） 微量移液器 

7） 移液器吸头 

8） 1.5 mL 微量离心管（视实际需要而定） 

9） 15 mL 离心管（视实际需要而定） 

10）50 mL 离心管（视实际需要而定） 

11）离心式超滤管（如 Sartorius 品牌 Vivaspin6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s 100K，产品编号 VS0641 或 Vivaspin20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s 100K，产品编号 VS2041）（视实际需要而定） 

 

【操作前注意事项】 

1、 耗材类 

  请使用经高温灭菌处理或市售无 DNase 或 RNase 的离心管、移液器吸头。实验时请佩戴乳胶手套及口

罩以防止 DNase 或 RNase 污染。 

2、 试剂类 

  如分离外泌体及其他细胞外囊泡后需要进行核酸（RNA、DNA）分析，需注意尽量将试剂保持无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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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分离后需要进行蛋白质谱分析，需注意避免其他蛋白污染。 

3、 实验材料及耗材的处理 

  人体液样品、细胞培养上清样品要作为感染性实验材料处理。提取过程中产生的废液、使用过的移液器

吸头及离心管等受污染废弃物应按相应单位的指引进行处理。 

 

【检测流程】 

 
 

【操作】 

1、 样品预处理 

该步骤是样品进行预处理。如果想提取外泌体及其他细胞外囊泡（微囊泡等），请按照以下指示，使用

经 1,200×g 离心的上清作为样品。如果想获得更高的纯度的外泌体，请使用经 10, 000×g 离心的上清作为样

品。本说明书也说明了细胞培养上清及血清、血浆样品的步骤。如需使用其他液体样品时，请参考血清、血

浆样品的操作步骤，探索适当的前处理操作步骤。 

 

细胞培养上清 

1） 在适当的条件下培养细胞
※1

； 

2） 收集细胞培养基； 

3） 细胞培养基在 4℃条件下 300×g 离心 5 min，通过沉淀分离细胞； 

4） 将步骤 3）中得到的上清移至新的离心管； 

5） 4℃条件下 1,200×g 离心 20 min，通过沉淀分离细胞碎片； 

6） 将步骤 5）中得到的上清移至新的离心管（取经 1,200×g 离心的上清样品）； 

7） 4℃条件下 10,000×g 离心 30 min，通过沉淀分离较大细胞外囊泡。 

8） 将步骤 7）中得到的上清转移至新的离心管（取经 10,000×g 离心的上清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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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操作] 

当1,200×g上清或10,000×g上清超过1 mL 时，建议使用 100K离心式超滤浓缩管（如 Sartorius 品牌Vivaspin6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s 100K，产品编号 VS0641 或 Vivaspin20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s 100K，产品编号

VS2041）进行超滤浓缩至 1 mL 以下。可浓缩的最大体积是 50 mL（50 倍浓缩）。对样品进行浓缩可更高效地获

得细胞外囊泡
※2

。 

※1 请根据细胞系，选择培养基及培养细胞密度。往培养基添加 FBS 时，请使用经超离处理（例如，110,000×g，18h）去除外泌体

的 FBS，或商品化的已去除外泌体的 FBS。 

※2 超滤步骤会因为超滤管的吸附而损失大量外泌体，推荐在超滤前按 1:100 体积加入 EV-Save™ 细胞外囊泡吸附抑制剂（产品编

号 058-09261）。 

 

[样品制备流程（步骤 1）] 

浓缩（可选步骤
★
） 

 
★ 该可选步骤适用于样品体积较大，如 50 mL 细胞培养上清。 

 

细胞培养上清 

 
 

血清样品 

1） 血清在 4℃条件下 1,200×g 离心 20 min，通过沉淀分离细胞； 

2） 将步骤 1）中得到的上清转移至新的离心管（取经 1,200×g 离心的上清
※2

）； 

3） 4℃条件下 10,000×g 离心 30min，通过沉淀分离细胞碎片； 

4） 将步骤 3）中得到的上清移至新的离心管（取经 10, 000×g 离心的上清
※2

）。 

※2 血清样品的 1,200×g 上清组分或 10,000×g 上清组分不适合超滤浓缩。 

~50 mL（1,200×g 上清组分或者 10,000×g 上清组分） 

1 mL 纯化步骤 

~50 倍浓缩 

超滤浓缩 

（VivaSpin20, M. W. cut off: 100K） 

样品（细胞培养上清） 

300×g，5 min，4℃ 

沉淀 上清
*1) 

沉淀 上清
*2)

 

1,200×g，20 min，4℃ （细胞） 

（细胞碎片） （1,200×g 上清组分） 

纯化步骤 

跳至第 3 部分亲和反应步骤 1） 

沉淀 上清 

（大 EVs） （10,000×g 上清组分） 

纯化步骤 
跳至第 3 部分亲和反应步骤 1） 

10,000×g，30 min，4℃ 

*1) 若需要外泌体和大 EVs，请使用 1,200×g 上清组分作为样品。 

*2) 若需要外泌体，请使用 10,000×g 上清组分作为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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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培养上清 

 

 

血浆样品 

1） 血浆在 4℃条件下 1,200×g 离心 20 min，通过沉淀分离细胞碎片； 

2） 将步骤 1）中得到的上清移至新的离心管（取经 1,200×g 离心的上清
※3

）； 

3） 将步骤 2）中得到的培养上清在 4℃条件下 10,000×g 离心 30 min，通过沉淀分离大型细胞外囊泡； 

4） 将步骤 3）中得到的上清转移至新的离心管（取经 10,000×g 离心的上清
※3

）； 

5） 在洗涤缓冲液中加入 1%外泌体结合增强剂
※4

； 

6） 在步骤 2）或步骤 4）中得到的血浆样品中，加入等量
*5

的含有外泌体结合增强剂的洗涤缓冲液； 

7） 室温下用旋转混合仪颠倒混合 10 min，得到含外泌体结合增强剂的样品； 

8） 跳转至第 3 节亲和反应步骤 2）。 

※3 血浆样品的 1,200×g 上清组分或 10, 000×g 上清组分不适合超滤浓缩。 

※4 请根据血浆样品的量适量调整洗涤缓冲液（含有外泌体结合增强剂）的添加量。 

 

血浆 

 

样品（血清） 

沉淀 上清
*1)

 

1,200×g，20 min，4℃ 

（细胞碎片） （1,200×g 上清组分） 

纯化步骤 

跳至第 3 部分亲和反应步骤 1） 

 

沉淀 上清
*2)

 

（大 EVs） （10,000×g 上清组分） 

纯化步骤 
跳至第 3 部分亲和反应步骤 1） 

10,000×g，30 min，4℃ 

*1) 若需要外泌体和大 EVs，请使用 1,200×g 上清组分作为样品。 

*2) 若需要外泌体，请使用 10,000×g 上清组分作为样品。 

样品（血浆） 

沉淀 上清
*1)

 

1,200×g，20 min，4℃ 

（细胞碎片） （1,200×g 上清组分） 

沉淀 上清
*2)

 

（大 EVs） （10,000×g 上清组分） 纯化步骤 
跳至第 3 部分亲和反应步骤 2） 

10,000×g，30 min，4℃ 

*1) 若需要外泌体和大 EVs，请使用 1,200×g 上清组分作为样品。 

*2) 若需要外泌体，请使用 10,000×g 上清组分作为样品。 

室温下颠倒混匀 10 min 

纯化步骤 
跳至第 3 部分亲和反应步骤 2） 

室温下颠倒混匀 10 min 

洗涤缓冲液 

（含有其提及 1/100 外泌体结合增强剂） 

添加与样品等量的洗涤缓冲液 

（+外泌体结合增强剂） 

添加与样品等量的洗涤缓冲液 

（+外泌体结合增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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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定外泌体捕获 

  此步骤将生物素标记的外泌体捕获固定于链霉素亲和磁珠。此步骤以后的操作如需使用磁珠，请务必使用本

试剂盒所提供的 1.5 mL 反应管
※5

。 

1） 将 60 μL 链霉素亲和磁珠
※6

移至 1.5 mL 反应管； 

2） 将 1.5 mL 反应管固定于专用磁力架，静置约 1 min，待磁珠完全吸附于管壁后，使用微量移液器去除上清； 

3） 将 500 μL 外泌体捕获免疫固定缓冲液添加至步骤 2）的 1.5 mL 反应管中，将其从磁力架取出，使用旋涡混

合器进行混合； 

4） 将 1.5 mL 反应管放在台式离心机上稍离后，固定在磁力架上，静置 1 min。待磁珠完全贴附于管壁后，使用

微量移液器除去上清； 

5） 将 500 μL 外泌体捕获免疫固定缓冲液及 10 μL 生物素标记的外泌体捕获添加到步骤 4）中的 1.5 mL 反应管，

将其从磁力架取出，使用旋涡混合器进行混合； 

6） 在冷藏状态（2~10℃）下，使用旋转混合仪进行混合反应 10 min； 

7） 将 1.5 mL 反应管放在台式离心机上稍离后，固定在磁力架上，静置 1 min。待磁珠完全贴附于管壁后，使用

微量移液器去除上清； 

8） 将 500 μL 外泌体捕获免疫固定缓冲液添加到步骤 7）中的 1.5 mL 反应管内，使用旋涡混合器进行混合； 

9） 将 1.5mL 反应管放在台式离心机上稍离后，固定在磁力架上，静置 1 min。待磁珠完全贴附于管壁后，使用

微量移液器去除上清； 

10）重复步骤 8）-9）两次，得到外泌体捕获固定磁珠。 

※5 试剂盒中所配置的 1.5 mL 反应管采用了减少磁珠吸附的材质，可改善因磁珠吸附而导致的回收率低下问题。 

※6 使用链霉素结合磁珠前，请用漩涡混合器将其搅拌均匀，确认磁珠均匀分散后再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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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泌体捕获固定流程（步骤 2）] 

 

3、 亲和反应 

  此步骤使外泌体捕获和样品发生反应。使用 1.5 mL 反应管的反应体系（最大体积 1 mL）作为基础的步骤。

如果想取得外泌体及其他细胞外囊泡（微囊泡等），请使用经 1,200×g 离心的上清组分作为样品。如果想获得更

高的纯度，请使用经 10, 000×g 离心上清组分作为样品。 

1） 将样品（最大体积 1 mL）
※7

移至非本试剂盒的 1.5 mL 离心管，将样品体积 1/500 的外泌体结合增强液添加

至样品，使用漩涡混合器进行混合； 

2） 将步骤 1）中得到的离心管在台式离心机上稍离，将样品移至含有外泌体捕获固定磁珠的 1.5 mL 反应管，使

用漩涡混合器进行混合处理； 

3） 在冷藏状态下（2~10℃），使用旋转混合仪进行混合反应 3 h 以上； 

4） 用将 1.5 mL 反应管放在台式离心机上稍离后，固定在磁力架上，静置 1 min。待磁珠完全吸附于管壁后，使

用微量移液器去除上清
※8

，得到细胞外囊泡结合磁珠。 

 

[可选操作] 

样品体积超过 1 mL 时，请参考以下步骤：使用 15 mL 离心管（最大体积 10 mL）进行反应。但是，随样品

体积的增加，反应效果会下降，因此建议重复步骤 3~5，以回收细胞外囊泡（参考※16）。使用细胞培养上清为

样品时，利用超滤浓缩将其浓缩到 1 mL 以下后，使用上述的 1.5 mL 微量离心管反应系进行反应。 

1） 将样品（最大体积 10 mL）移至非本试剂盒的 15 mL 离心管
※9

，将样品体积 1/500 的外泌体结合增强液添加

至样品，使用旋涡混合器进行混合，得到含外泌体结合增强剂的样品； 

2） 将 1 mL 步骤 1）得到的样品转移至含有外泌体捕获固定磁珠的 1.5 mL 反应管
※10

，使用移液器吹打混匀后，

1.5 mL 反应管 

外泌体捕获固定磁珠 

磁力架，放置 1 min 

+60 μL 链霉亲和素磁

 

去除上清 
+500 μL 外泌体捕获固定缓冲液 

涡旋振荡 

降速处理 
磁力架，放置 1 min 

去除上清 
+500 μL 外泌体捕获固定缓冲液 

+10 μL 生物素标记的外泌体捕获 
涡旋振荡 

4℃颠倒混匀 10 min，温和混匀 
降速处理 

磁力架，放置 1 min 

去除上清 

+500 μL 外泌体捕获固定缓冲液 
涡旋振荡 

磁力架，放置 1 min 

去除上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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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部磁珠悬浊液倒回 15 mL 离心管，使用旋转混合仪将其与样品混合； 

3） 在冷藏状态下（2~10℃），使用旋转混合仪进行混合反应 3 h 以上； 

4） 使用低温离心机将 15 mL 离心管在 4℃下 1,000×g 离心 3 min； 

5） 留下大约 1 mL 上清，使用移液器去除上清
※8

，操作过程中注意避免吸入磁珠； 

6） 使用移液器将剩余在步骤 5）的 15 mL 离心管里的大约 1 mL 的上清与磁珠吹打混匀，将全部悬浊液移至步

骤 2）中的 1.5 mL 反应管
※6

； 

7） 将 1.5 mL 反应管放在台式离心机上稍离后，固定在磁力架上，静置 1 min。磁珠完全粘附于管壁后，使用微

量移液器去除上清
※8

，得到细胞外囊泡结合磁珠。 

※7 样品体积不足 0.5 mL 时，可能会出现外泌体捕获固定磁珠与样品无法在旋转混合仪充分混匀的情况，必要时请添加 TBS 缓冲

液将样品体积补足至 0.5 mL 以上。（例：100~200 μL → 500 μL）。 

※8 若有需要进一步回收反应后细胞上清中剩余的细胞外囊泡，请不要丢弃本步取出的上清，应将其移至另外的容器保管。 

※9 请使用采用了减少磁珠吸附材质的 1.5 mL 反应管（如 Corning 品牌 PP 材质离心管，产品编号 430791）。 

※10 移除磁珠悬浊液后的 1.5 mL 反应管会在第 3 部分（亲和反应）第 6）步中使用，请不要丢弃。 

 

4、 细胞外囊泡结合磁珠的清洗 

  此步骤是清洗细胞外囊泡结合磁珠。此步骤使用的洗涤缓冲液必须添加外泌体结合增强液（×500）方可使

用
※11

。 

1） 取适量
※12

的洗涤缓冲液，添加洗涤缓冲液量 1/500 的外泌体结合增强液（×500），使用旋涡混合器
※13

将其混

合； 

2） 向含有细胞外囊泡结合磁珠的 1.5 mL 反应管加入 1 mL 洗涤缓冲液（含外泌体结合增强液），使用旋涡混合

器进行混合； 

3） 将 1.5 mL 反应管放在台式离心机上稍离后，固定在磁力架上，静置 1 min。待磁珠完全吸附于管壁后，使用

移液器除去上清； 

4） 重复步骤 2）~3）两次； 

5） 用将 1.5 mL 反应管放在台式离心机上稍离后，固定在磁力架上，静置 1 min。磁珠完全粘附于管壁后，使用

移液器去除剩余上清
※14

。 

——得到已清洗细胞外囊泡结合磁珠 

※11 若使用未添加外泌体结合增强液（×500）的洗涤缓冲液，磁珠捕获到的细胞外囊泡会在清洗过程中被洗脱，回收率会明显下

降。 

※12 洗涤缓冲液的所需量是 3 mL/次。 

※13 添加外泌体结合增强液后，若长时间放置，可能会有成分析出，因此请现配现用。 

※14 洗涤缓冲液（+外泌体结合增强液）残留于 1.5 mL 反应管会降低洗脱率，因此请完全去除干净。 

 

5、 细胞外囊泡的洗脱 

  此步骤是从已清洗的结合了细胞外囊泡的磁珠洗脱出细胞外囊泡。 

1） 向含有已清洗的结合了细胞外囊泡的磁珠的 1.5 mL 反应管中添加外泌体洗脱缓冲液 50 μL，从磁力架取出，

使用旋涡混合器进行混合
※15

； 

2） 将 1.5 mL 反应管放在台式离心机上稍离后，固定在磁力架上，静置 1 min。待磁珠完全吸附于管壁后，将上

清转移至非本试剂盒的 1.5mL 微型离心管中； 

3） 再往步骤 2）中的磁珠里添加 50 μL 的外泌体洗脱缓冲液，使用旋涡混合器进行混合
※15

； 

4） 将 1.5 mL 反应管放在台式离心机上稍离后，固定在磁力架上，静置 1 min。将上清转移至步骤 2）中的 1.5 mL

微量离心管中与上一次合并
※1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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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操作] 

若想从获得的细胞外囊泡纯化 RNA，可往上述步骤 2）及 4）中回收的 100 μL 洗脱液中添加 100 μL 外泌体

洗脱缓冲液。然后使用 micro RNA Extractor SP Kit（产品编号：295-71701），按照说明书进行 RNA 纯化。 

※15 若磁珠凝集，使用旋涡混合器无法使其均匀重悬时，可轻轻敲打管壁或使用移液器吹打混匀。 

※16 纯化细胞外囊泡后的外泌体固定磁珠可以循环使用（最多 4 次）。若想回收残留在样品中的细胞外囊泡，可重复第 3 至第 5 部

分操作，以增加回收量。回收洗脱液后，往第 5 部分步骤 4）中含有外泌体固定磁珠的 1.5 mL 离心管添加第 3 部分中在另外的

容器中保存的剩余样品（参考※8），可根据需要重复操作第 3 至第 5 部分的操作。本试剂盒已配有可循环使用 5 次的试剂量。 

※17 回收后的样品可能含有少量的磁珠。在进行细胞外囊泡纳米粒子跟踪分析或电子显微镜分析时，可根据需要，进行 0.45μm 过

滤处理后（如 Merck Millipore® 公司的 Ultrafree® MC 0.45μm），再进行分析。 

 

 [亲和纯化流程（步骤 3-5）] 

 

 

 

 

1.5 mL 离心管（不包括在试剂盒内） 

外泌体捕获固定磁珠/1.5 mL 反应管 

+1 mL 1,200×g 上清组分或 10,000×g 上清组分 

+外泌体结合增强剂：样品体积的 1/500 

涡旋振荡 

快速离心若干秒 
使用旋转混合仪或试管混合仪 4℃混合 3 h 

磁力架，放置 1 min 

去除上清 

+1 mL 洗涤缓冲液（+外泌体结合增强剂（×500）） 

磁力架，放置 1 min 

去除上清 

磁力架，放置 1 min 

完全去除上清 
+500 μL 外泌体洗脱缓冲液 

涡旋振荡 

磁力架，放置 1 min 

将上清转移到新的 1.5 mL 离心管（纯化的细胞外囊泡） 

×2 

细胞外囊泡-结合磁珠 

快速离心若干秒 

快速离心若干秒 

快速离心若干秒 

+500 μL 外泌体洗脱缓冲液 
涡旋振荡 

快速离心若干秒 

磁力架，放置 1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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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295-71701
microRNA Extractor

®
 SP Kit 

microRNA 提取试剂盒 
50 次用量 

317-90175
10×TBS（pH 7.4） 

10×TBS 缓冲液（pH7.4） 
500 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