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定性菌株
從接種環到培養基
即拆即用的拋棄式細菌接種環，含有特殊的凝膠
基質可穩定並保存菌體。
■ 便利性
接種於適當培養基，無須覆水，減少時間和成
本。

Culti-Loops 使用專業獨家凝膠保存技術，
無可比擬的方便及優點；勝過冷凍乾燥

■ 產品特色
使用特殊的凝膠保存菌體，確保菌種的存活和
回收。

法，操作簡易、快速生長、高回收率，

■ 菌種來源
®
來自美國菌種保存中心 ATCC 且提供菌種代數
證明 ( 四代以內 )。

操作時間只需將培養基回溫 10 ~ 15 秒 ,
即可直接接種。

平板直接塗抹。能更高效能的回收並節
省實研室保貴的時間及資源。

■ 活化建議
建 議 先 以 非 選 擇 性 培 養 基 ( 如 BHI agar 或 Blood
agar) 進行第一次活化，成功活化後，再使用選
擇性培養基進行繼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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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CC Licensed Derivative Emblem, the ATCC Licensed Derivative word mark and the ATCC catalog
marks are trademarks of ATCC. Remel Inc. is licensed to use these trademarks and to sell products
derived from ATCC® cultures. The identity, purity,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Licensed Products are
exclusive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mel Inc., and not ATCC.

無需復水
嚴格的品質控制，確保臨床測試再現性結果和符合藥廠和食品廠的
微生物評估一致性，為有效且高性能的產品。對於質量結果要求，
您可以信賴超過擬 30 年的專業知識 ,Thermo Scientific 嚴格管控的定
性及定量品管菌株。
■ 超過 600 多個各種品管菌株，包括有便利的識別套組。
■ ISO 認證，符合 cGMP( 當前良好製造規範 ) 及符合 FDA 註冊。
■ ATCC® 許可衍生產品計劃會員。

操作簡易

1

撕開包裝。

2

直接塗抹培養基。

3

放進培養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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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定量菌株

專業嚴格、品質信賴
嚴格的品質控制以確保藥品進行微生物評估的一致性，進而獲得
高效能產品。為了獲得高品質結果，您可依靠擁有超過 30 年的製
藥經驗的專家，信賴 Thermo Scientific 的高品質定量微生物。

2
凝膠專利

1
Thermo
世界第一品牌

Quanti - Cult Plus

GPT

Expertise

3
正 ATCC 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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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繼代內證書

4
ISO、cGMP、
FDA 註冊

凝膠專利確保安全和信心

1

3

2

復水。

均勻混合 , 靜置 15 分鐘。

接種。

Thermo Scientific™ Quanti - Cult Plus™ 提供特定可信賴的高品質
ATCC 微生物可定量生長菌數，操作安全，復水後即可使用的塑
膠小瓶。每個小瓶可使用達 10 次 0.1 mL 的接種量，每次接種內
含有 <100 CFU（菌落計數單位）。

凝膠保存下微生物可以安全復水，無需使用無菌鑷子轉移
生物。

效率
使用 Quanti-Cult Plus，有效節省實驗作業中序列稀釋的時間，以
及菌株培養的保管、保存、管理作業時間。
從 2~3 天的作業時間，大幅度降至 15 分鐘，有效節省您寶貴的
時間，即意味有效地成本管控。
採用 Quanti-Cult Plus，定量菌株操作方法簡單，免除實驗室品管
進行序列稀釋標準作業流程的時間。

Look for the ATCC Licensed Derivative (Registered Mark)
Emblem for products derived from ATCC cultures.

REF

Catalog Number

Use By (Expiration Date)

Storage Temperature

Biological Risk

Instructions For Use (IFU)

LOT

Batch Code (Lot Number)

LAB

For Laboratory Use
Manufa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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