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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单克隆抗体 (Monoclonal Antibodies, mAbs) 一直引领着生物医学科学、毒理

学、生物制药研究和生物科学领域的发现与开发。单克隆抗体被证明是治疗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细菌感染等疾病

的有效治疗方法。按照传统方法构建单克隆抗体的过程需要 6~8个月时间。然而，由于目前对于更快获得抗体的需求

日益增加，研究人员开发出生产抗体的新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使用商品化的系统和合成基因生产重组抗体。重组

抗体(Recombinant Antibody, rAb) 是指通过合成基因在体外构建的单克隆抗体。首先，分离抗体的重链和轻链，并将

其整合到 DNA 表达载体中。然后，将整合好的质粒转染到宿主表达系统中进行表达。这样获得的重组抗体可用于按

照传统方法生产的单克隆抗体的大多数应用领域。该技术可将抗体生产时间缩短至约 1-2 个月。

重组抗体可在多种原核和真核系统进行生产。两种系统各有优劣，本白皮书将重点介绍哺乳动物真核瞬时表达系

统。哺乳动物表达系统是在生理性环境中研究某一蛋白功能的理想系统。该系统可以对蛋白进行最高水平的翻译后加

工，使其具有最高的功能活性。哺乳动物表达系统最常用于生产天然抗体、治疗性抗体以及用于功能性细胞分析的抗

体。由于抗体具有不同的大小、形式、折叠结构及其他更多特性，因此必须针对每种抗体制定表达优化策略。重组抗

体表达有三个关键点：量、纯度和功能。许多因素都会导致蛋白不溶解、聚集或错误折叠，比如序列设计和载体选择

不当、污染以及试剂和实验条件不理想等，最终都会影响重组抗体的表达。在本白皮书中，我们首先会介绍重组抗体

的不同形式、如何设计表达载体、可以使用的转染方法，以及瞬时表达和稳定表达方法的使用并对二者进行比较和对

照。随后，我们将会探讨如何通过控制一些通路进行来优化重组抗体的表达，以及怎么通过优化纯化方法来提高表达

量和纯度。

最后，将通过一张图表对解决各个表达阶段的困难的技术进行总结，作为参考指南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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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表达宿主细胞系

选择瞬时表达还是稳定表达

设计表达载体

选择质粒转染方法

优化细胞系统

选择纯化方法

图 1: 设计重组抗体表达实验时要考虑的六个步骤

第一步    选择表达宿主细胞系

有多种可供使用的重组抗体表达系统，最常用的是细菌、酵母、昆虫、哺乳动物、植物和无细胞表达系统。本白

皮书将重点介绍哺乳动物宿主细胞系的使用，因为该细胞系更有可能表达并正确折叠和产出接近天然且经过翻译后修

饰的分泌抗体1。哺乳动物表达的抗体的糖基化也是与体内抗体最为一致的，虽然不同宿主间有可能存在少许差异，

但性质相对均一2,3。常用于蛋白和抗体生产的哺乳动物细胞系为中国仓鼠卵巢 (Chinese Hamster Ovary，CHO)、

NS0、幼仓鼠肾 (BabyHamster Kindey，BHK) 和人胚胎肾 (Human Embryonic Kidney，HEK293) 细胞系。瞬时和稳

定表达最常用的分别是 HEK293和 CHO细胞系。这两种细胞系均有充分的文献依据，用于重组抗体表达时性能卓越。

•    HEK293细胞：细胞分离自人胚胎肾4，作为宿主在小规模重组蛋白生产中应用已超过二十年。该

     细胞可通过经济高效的方法进行大规模的高效悬浮转染，如聚乙烯亚胺 (Polyethylenimine PEI) 

     或磷酸钙法5。

•    CHO细胞：该细胞来自于中国仓鼠卵巢。它是全世界范围内生物制品生产的首选哺乳动物宿主，

     目前通过审批的单克隆抗体中超过 70% 都是使用该细胞作为宿主表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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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瞬时表达和稳定表达的选择

哺乳动物表达实验可在细胞系中瞬时或稳定进行，以表达您的目的蛋白或抗体。这两种转染方法都要将外源 (靶) 

基因递送至细胞内。在瞬时转染细胞中，外源DNA不与宿主基因组整合，因此不会跟随细胞分裂进行复制，经过数天

的若干个细胞分裂周期后最终会丢失。如果您对重组抗体产量需求相对较小并且希望快速得到产物，那么瞬时转染成

为首选 (表 1)。瞬时基因表达会在短期内生产重组抗体，一般为 DNA 转染后6至10天。HEK293 细胞使用PEI方法时

通常可以获得较高的转染效率和产量，而且价格实惠，总体生产成本较低。因此，瞬时表达适用于快速蛋白生产，使

研究人员能够使用任何哺乳动物表达载体，并且快速获得数据。

在稳定转染细胞中，外源基因成为宿主基因组的一部分，从而得以复制。稳定转染也是从瞬间转染开始，但是经

过一系列的选择和放大过程，最终可获得稳定的克隆。这些转染细胞的后代也可表达外源基因，从而形成稳定转染细

胞系。由于细胞稳定转染费时费力，因此适用于较大规模的重组抗体生产。在初始筛选过程中，研究量的重组抗体即

已足够 (10-1000 mg)，此时需要快速的重组抗体生产方法，通常使用的是大规模转染表达。稳定细胞系同样可用于

多种实验，最适合时间长的实验。由于表达载体带有筛选标记 (如抗生素)，后者加入培养基后可导致细胞应激，因此

建议绘制剂量反应曲线，以确定最佳浓度。

方法

瞬时表达

稳定表达细胞池

稳定细胞系

优点

周期最快

表达量高于瞬时表达

表达量高于瞬时表达

缺点

普通的表达水平

重复生产过程中表达库会衰退

每一步花费时间长

应用

试剂和早期药物发现

用于提高试剂产品的瞬时表达产量

大规模生产

表 1. 可用于重组抗体生成的不同表达方法的优缺点

图 2：瞬时表达和稳定表达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图示

分离、加压、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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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设计表达载体

通过对一级结构进行初始分析，研究人员可以知道该靶基因生产是否困难。目前有多种生物信息学工具可帮助您

进行载体设计。

设计好靶基因并选择表达载体之后，下一步进行克隆方案的设计。如今许多研究人员通常采用并行化策略，促进

高通量克隆和表达。例如，不依赖连接反应克隆 (Ligation Independent Cloning, LIC) 或重组克隆（In-Fusion克隆）

的策略可一次性产生多个表达重组体，供并行表达测试之用。LIC较为友好，因为它增加的载体残留极少，而且对晶

体学研究也更为友好，重组克隆同样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方法。LIC方法利用 T4 DNA聚合酶的 3’ → 5’ 外切核酸酶活性，

在载体和插入片段之间构建具有互补性的粘性末端。LIC采用相对较长的粘性末端，片段之间可形成稳定的接合，因

而转化时无需连接步骤。T4 DNA聚合酶具有聚合酶/外切核酸酶双重功能，因此可根据确定的序列构建不同长度的粘性

末端。复制期间退火载体修复。重组克隆方法（如In-Fusion克隆）用于快速定向地将一个或多个DNA片段克隆到任意

载体中。该方法通常使用PCR获得的DNA片段和线性化载体，其末端包含15 bp的重叠序列。该区域负责重组。随着

合成基因的出现和普及，许多科学家选择对基因进行设计、合成并亚克隆到表达载体中。

此外，金斯瑞还为全球研发者开发了密码子优化工具，包括OptimumGene™密码子优化工具和GenSmart™ Condon 

Optimization在线优化工具。两款密码子优化工具均为金斯瑞独家开发的算法，前者为粒子群优化算法，后者为免疫遗传

算法，均能优化天然和重组基因序列，使其在任何给定的表达系统中尽可能达到最高的生产水平。两种算法分别从不同的

角度兼顾蛋白表达不同阶段涉及的各种关键因素：密码子适应性、mRNA结构以及各种转录和翻译的顺式元件等。更多详

细信息，请访问：www.genscript.com.cn。

第四步   转运质粒

下一步需要确定质粒的转运方法。您可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将目的基因转入到哺乳动物细胞中。

•    聚乙烯亚胺 (PEI) 或磷酸钙：该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转染方法，它利用化学试剂 (如聚乙烯亚胺或磷酸钙4,6)

     将质粒整合到细胞中。PEI是一种稳定的阳离子聚合物，它可将DNA凝聚成带正电荷的颗粒，后者可结合到

     带阴离子的细胞表面，随后被内吞到细胞内6。磷酸钙作用方式与 PEI 类似，但它对 pH 值、温度和缓冲盐

    浓度的微小变化敏感，因而效果会有差异，而且它对许多种类的细胞培养物有细胞毒性4。

www.genscrip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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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上述所有方法均可成功诱导基因表达，并且均具有明确的优点，但有时对系统进行疑难问题解答和优化会

耗费宝贵的研究时间。随着合成基因的出现和普及，许多科学家选择对基因进行设计、合成并亚克隆到表达载体中。

•    电穿孔：电穿孔技术借助于高强度的电场作用，瞬时提高细胞膜的通透性，从而吸收周围介质中的外援分

     子7。该技术可高效转染悬浮或贴壁培养的细胞，但是需要昂贵的设备，且会对细胞造成物理性损伤8。

•    重组病毒转导：对于难以转染或者不分裂的细胞种类，病毒转导通常是首选方法。逆转录病毒、慢病毒 (一

     种更复杂的逆转录病毒) 或腺病毒表达系统是最常用的表达系统。它可使转基因稳定整合，因此目的基因在

     细胞反复分裂过程中能够连续表达。逆转录病毒和慢病毒转导的一大特点是可以产生复制缺陷颗粒，这样就

     保证了只有目的基因序列递送至目标细胞内而病毒复制无法继续。

金斯瑞提供全套的基因合成服务，帮助您完成基因合成、质粒制备、分子克隆和突变的每个步骤。详情请访问：

https://www.genscript.com.cn/molecular-biology-service.html

白皮书

第五步    优化细胞系统

各种瞬时转染实验方案大致相近，均有相同的基本组分。为了成功开展实验，建议从维持细胞健康开始。细胞需

要依赖多种成分 (葡萄糖、营养素、血清、维生素等) 才能健康生长并且易于转染。

我们建议的主要调控通路是凋亡通路。凋亡是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这是一种受到高度调控的通路，有两种诱导

方式： 1) 内源性 (内部) 通路触发因子 (如细胞应激) 或 2) 外源性 (外部) 通路触发因子 (如来自其他细胞的信号)9。细

胞培养时发生凋亡通常由营养素耗竭和/或代谢物累积导致，可通过不同方法控制。一种方法是通过使用降低谷氨酰

胺或碳酸氢盐含量的培养基成分控制代谢物的累积，从而优化培养基。这分别有助于调节系统中氨和二氧化碳的含量10。

另一个处理凋亡的方法是对细胞进行改造，使其利于细胞存活，从而培养其凋亡抗性。一些研究显示，通过改变基因

表达使其利于细胞存活或者通过调节DNA修复通路可使细胞获得凋亡抗性，从而提高细胞的生长潜能11。因此，调控

凋亡通路有助于高效地优化您的抗体表达细胞系统。

要优化细胞系的瞬时抗体表达，您可以使用不同的成分或者方法，改变细胞增殖或生长通路。大多数细胞系的生

长需要完全培养基。但是，您还可以使用其他一些培养基成分，如激素、生长因子和信号物质，这些成分有助于优化抗

体表达。LONG R3 IGF-I就是这样一种生长因子，它是一种肽，一项为期12天的实验显示，它可提高一些细胞系(如

CHO和HEK293)的细胞活性12,13。要检测哪种成分对您的细胞系统有利，则需要进行培养基分析试验。这可帮助您确

定哪种添加剂组合有助于提高抗体表达，且细胞活性改变微小。您还可以向细胞培养物中加入添加剂，以优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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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在金斯瑞特有的专业性高密度 (HD293) 细胞上使用不同的细胞生长调节剂优化重组抗体表达。下列结果显示，成分 1 单独

使用无效，细胞中加入成分 2 后可使抗体表达提高 85%。

Contro
l

1+25% co
mp2

25% co
mp 1

25% co
mp 2

1+25% co
mp 2

1+10% co
mp 2

0

25

50

75

人源化抗体Day 5表达水平 (mg/L)

细胞调节剂成分组合

AC
-H

PL
C 

(%
)

另一个通过调节可提高蛋白表达的主要通路是细胞代谢通路。细胞代谢通路是互相关联的网络，这些通路的特性

有助于培养基优化。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糖酵解通路和三羧酸 (Tricarboxylic Acid，TCA) 循环。如果您的细胞系易于生

成乳酸，最好使用可将代谢流引向TCA循环的成分或化学试剂。另一个例子是代谢成分还可影响抗体生产和生物质形

成。如果某一细胞系生长速度快，但产率低，那么限制代谢速度就可能迫使细胞进行蛋白生产，而非生物质形成16。

金斯瑞已尝试使用多种代谢加强剂来优化我们的瞬时表达生产，如能量加强剂、应激释放剂和蛋白折叠增强剂 (

图 4)。这些不同的加强剂需要在您的系统中单独测试、互相组合测试以及采用不同的量测试。它们对细胞的作用各不

相同，因此开始时最好少量测试，并且尝试不同的组合。

金斯瑞将多种可调控细胞生长的成分应用于我们的高密度 (High Density, HD) 瞬时表达 HEK293 细胞系上，结果显示，与

单独使用这些成分相比，将这些成分以相同的百分比浓度一起使用可促进细胞生长 (图 3)。

其中一种添加剂就是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它可使染色质解聚，提高转录活性。诸如HyClone Cell Boost® 

等专利补料解决方案可通过向培养基中补充抗体生产过程中自然耗竭的必需成分，提高抗体表达。12多种蛋白 (如 

Aven、Bcl-2、Htert等) 的过表达实际上可增强某些细胞系的增殖和活性14,15。



7地址：南京市江宁高新园雍熙路28号

网址：www.genscript.com.cn     |     电话：400-025-8686-5821     |     邮箱: protein@genscript.com.cn

白皮书

对
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0

20

40

60

80

抗体表达水平 (mg/L)

成分组合

翻倍
HD 293

AC
-H

PL
C

样品 18 的成分组合

功能

比例 (%)

组合 2

10

组合 4

10

组合 5

10

组合 6

10

细胞周期调节子 蛋白折叠增强剂 生长应激释放剂 能量加强剂

图 4：对专业性 HD293 细胞使用代谢、细胞周期和蛋白折叠通路修饰剂优化瞬时表达。

结果：使用 28 种不同的通路修饰剂组合，在提高蛋白表达方面样品 18 是最有效的化学试剂组合。

注：样品在转染后第 5 天时收集。

 一些研究显示，在某些系统中引入某一基因可使细胞绕过应激反应通路，从而提高细胞活性17。细胞应激通路是

细胞对于应激源的反应，如温度变化、毒素、环境应激源、损伤等。有文献报道称，通过对细胞施加少量外部应激源

诱导应激反应，实际上可使难以表达的蛋白增加数倍18。另一个通过调节可提高蛋白表达的系统是蛋白折叠。蛋白折

叠是蛋白获得其天然构象的物理过程，这通常有助于其发挥生物学功能。蛋白需要正确折叠以发挥其生物学功能，特

别是蛋白治疗药物，它们需要通过正确折叠获得有功能的三维构象。而且，一些疾病就是由蛋白折叠错误导致的，再

次表明其意义不局限在实验室的研究中，对于生物学及生物医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多方研究表明，促进蛋白的正确折

叠有助于提高蛋白生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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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金斯瑞拥有从基因合成到纯化重组抗体的一站式平台。

TCGCGCGTTTCGGTGATA
CGGTGAAAACCTCTGAAC
ATCACAGCTTGTCTGTAG
CGGATGCCGGGAGCAAC
AAGCCCGTCAGGGCG

客户提供序列 金斯瑞开始进行密码子
优化、基因合成和

重组体构建

构建表达载体 细胞培养与转染 抗体纯化与分析 快速交付重组抗体

第六步    纯化技术

另一个提高重组蛋白生产的策略是改进纯化方法。重组抗体可人工纯化或者使用色谱系统纯化；可根据应用和纯

度要求设计纯化步骤。如果抗体表达稳定，那么使用一步式亲和纯化步骤就能获得足够量和纯度的抗体，满足各种应

用需求。如果需要进一步纯化，接下来通常可以进行分子排阻色谱 (Size Exclusion Chromatography，SEC)。如果

需要进一步精制，则可进行离子交换 (IonExchange，IEX) 色谱和疏水作用色谱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Chromatography，HIC)。

金斯瑞拥有完善的蛋白表达平台。所有服务均包含相似的工作流程，但会针对每项服务的需求进行调整。

一般工作流程如下：

1. 每项服务都是从客户提供的蛋白序列或客户提供的 DNA 载体开始。

2. 随后金斯瑞使用其基于 粒子群算法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 的专利基因优化技术 OptimumGeneTM或

GeneSmartTM Codon Optimization进行密码子优化，接着进行基因合成、质粒制备和重组体构建。

3. 然后将目的基因亚克隆到金斯瑞的专利表达质粒中。

4. 将表达质粒转染到所选的表达系统中，随后进行细胞培养、收获并收集蛋白。

5. 接下来是一步纯化，纯化蛋白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过程。

6. 最后将纯化的蛋白、DNA 重组体（根据客户要求）和QC结果交付给客户。

•    亲和色谱：根据蛋白与色谱基质上偶联的特异性配体间的可逆性相互作用分离蛋白。该技术对目的蛋白具

有高选择性、高分辨力和高容量。纯化物质回收率通常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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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排阻色谱 (SEC)：又称为凝胶过滤 (Gel Filtration，GF) 色谱。SEC 根据分子大小差异对通过树脂的分

子进行分离。其目的可以是分离其中一种分子或者分析样品的分子量分布。SEC可提高抗体样品的纯度和

均一性。与离子交换或亲和色谱不同，该方法中分子不与色谱介质结合。

•   

•   

离子交换 (IEX) 色谱：根据抗体的表面净电荷差异分离抗体。它的依据是每种抗体的表面净电荷与pH值之

间的关系都是唯一的。根据电荷性质不同，抗体会与带电色谱介质发生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根据抗体等

电点 (Isoelectric point，pI) 不同，可以使用低盐浓度的阴离子交换或阳离子交换基质结合靶蛋白，而污染

蛋白结合相对较弱。随着盐浓度的升高，蛋白表面带电基团的相互作用逐渐减弱，最终所有蛋白均在特定

盐浓度范围内洗脱，从而分离开来。

•   疏水作用色谱 (HIC)：HIC 根据抗体表面疏水性的差异，利用这些蛋白与介质疏水性表面之间可逆性的相互

作用对其进行分离。对色谱柱施加盐浓度从高到低的反梯度。较高的盐浓度可增强样品中疏水组分与色谱

介质间的作用。分离过程中，样品得到纯化并以较小的体积洗脱出来，从而实现浓缩，随后可直接进行凝

胶过滤或者离子交换分离（经过缓冲液交换后）。HIC 在纯化方案中可用于收集、中间体纯化或精制步骤。

图 6：使用不同色谱柱一步式纯化后对 His 标签蛋白进行 SDS-PAGE 分析。蛋白 X 用红色箭头指示。相应的表达水平

列于下表中。

200

116
97

66

44

29

6
14
20

kDa

250
150

100
75

50

37

25

20

10
15

kDa

优化前 优化后
R N R N

(R) 还原条件     (N) 非还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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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问题解决：

阶段

表达

纯化

不表达

表达水平低

蛋白被截短

纯化的蛋白/抗体错误

洗脱的蛋白/抗体有污染需要提高纯度

蛋白/抗体沉淀

冲洗步骤中蛋白/抗体洗脱

蛋白/抗体不洗脱

处理方法问题

•   检查确认 DNA 序列无误

•   优化密码子以提高表达量

•   优化表达条件 (培养基、降低诱导温度等)

•   确认 DNA 序列无误，确保没有提前出现终止密码子

•   尝试低温诱导

•   检查 DNA，确认重组体的完整性

•   结合和冲洗条件应更加严格——结合和冲洗缓冲液中应含有最高浓度可为20 mM 的
     咪唑

•   色谱柱太大——减少树脂用量

•   与标签蛋白相关的污染——加入 β-ME 等还原剂，以减少二硫键形成

•   增加其他纯化步骤，如离子交换色谱

•   维持低浓度 (浓度<1 mg/mL) 

•   维持充分的还原状态 (>5 mM DTT)，以免氧化

•   维持高盐浓度 (500 mM) 并加入甘油 (>10%)

•   加入精氨酸，浓度为 50 mM-500 mM

•   加入温和的非变性去污剂，如 0.1% β-辛基葡糖苷

•   在室温下纯化

•   降低冲洗缓冲液中咪唑浓度

•   降低冲洗缓冲液的严格度

•   洗脱条件可能太温和——使用梯度 pH 值和洗脱缓冲液洗脱，以确定最佳洗脱条件

•   蛋白可能处于聚集 (寡聚体/多聚体) 状态——在变性条件下洗脱

•   蛋白在色谱柱中沉淀——分批结合并洗脱，以免局部蛋白浓度过高

总结：

我们总结了各种可以改善蛋白表达的策略。这些策略尽管并不全面，但是对于研究能够获得可靠且高水平的蛋白

表达十分重要。请查阅以下信息，了解金斯瑞的服务如何帮助您提高重组抗体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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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瞬时表达系统：

金斯瑞从客户需求出发，针对重组抗体和蛋白的高滴度生产，推出一项使用CHO或HEK293细胞的新型高密度 

(HD) 瞬时表达服务。这项HD瞬时表达服务采用HD哺乳动物细胞培养方式，与常规瞬时表达服务相比，对功能性蛋

白或者重组抗体产量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借助这项新服务，金斯瑞科学家可为您的功能性、结构性和治疗性研

究提供克级的细胞内和分泌型蛋白 (包括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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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基于HEK293和CHO细胞的高密度表达

在分子水平进行专业载体设计以优化抗体表达

对于高难度抗体形式有着丰富的经验

产量提高可达 100 倍

缩短生产周期 (从序列到蛋白/抗体最低仅需 10 周)

重组抗体表达水平最高可达 3 g/L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s://www.genscript.com.cn/high-density-transient-expression.html?src=left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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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重组抗体表达服务

白皮书

金斯瑞具备15+年重组抗体表达经验，同时拥有高通量基因合成平台，推出高通量重组抗体表达一站式服务，从基因

合成到抗体交付快至18天。高通量重组抗体表达服务能够帮助科研人员用小规模、大批量、经济型的形式快速完成

抗体药物的初期筛选工作。

传统高通量

24孔板高通量

服务详情

起始材料 宿主细胞 表达规模 周期 交付 价格

抗体序列

（4个起订）
哺乳动物细胞

10 ml 上清 
(SC1945/E)

标准型：13个工作日

经济型：22~25个工作日

标准型：18个工作日

经济型：28~30个工作日

定制化服务 (SC1946/E)

10 ml 上清

QC报告

标准型：¥2,300元起

经济型：¥1,700元起

标准型：¥3,300元起

经济型：¥2,500元起

一步亲和纯化产物 

QC报告

100 µg 纯化抗体

(SC1796/E)

1 mg 纯化抗体

(SC1797/E)

起始材料 宿主细胞 表达规模 周期 交付 价格

抗体序列

（12个起订）
哺乳动物细胞

0.5~1 ml 上清

(SC1973)
10个工作日

23-25个工作日

0.5~1 ml 上清

QC报告
标准型：¥2,200元起

经济型：¥1,600元起
0.5~1 ml 上清

QC报告

0.5~1 ml 上清

(SC1973/E)

基因序列可以从金斯瑞进行合成也可使用客户提供的DNA基因，项目开始时都会对抗体序列进行评估；服务费用包含基因合成费用，无需额

外收费；

免费使用全新且最优的GenSmartTM 密码子优化程序，提高抗体表达水平；

提供human IgG1、human IgG4、mouse IgG2a和mouse IgG2b四种重链恒定区，Kappa (ĸ)/lambda(Λ) 两种轻链恒定区用于抗体表达，且保

证无突变；

根据客户的需求，选择HEK293或HD293系统进行瞬时表达并依据所需的量确定表达体积；

标准QC报告包括SDS-PAGE和A280检测结果，一步亲和纯化后SDS-PAGE纯度达到90%；

提供SEC-HPLC、HTP ELISA、LC-MS、内毒素检测和态谱分析等可选QC检测方式。

重组抗体一站式服务套餐

重组抗体一站式服务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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