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斯瑞
大规模多肽
合成服务

经济快速，品质保证



金斯瑞拥有超过17年多肽合成经验，拥有从微量级多肽定制合成至大规模多肽商业化生产的全流程服务能力。从微量级多肽合成

筛选，到大规模应用研究，再到商业化生产，金斯瑞提供一对一项目一站式服务，为您的多肽研发生产及商业化应用保驾护航！

自主研发36通道半自动合成仪，高达600+条/月的高通量多肽合成；

多通道独立，可实现从100 mg至1,000 mg不同规模多肽的同时生产；

多套大规模多肽生产流水线，多肽产品的月产能可达到2 kg；

多肽纯度可达98%，多肽长度可定制化设计；

全面质量管理平台，AccuPep+QC质控服务，灵活分包装，确保每一批多肽产品的质量无忧。

定制合成，毫克至百毫克级

高度定制，快速交付

全自动高通量合成

灵活选择合适的合成平台

定制合成，百毫克及以上

工艺开发与优化

高通量半自动合成仪

常规合成，高达公斤级

大规模合成反应釜

独立生产线（C级洁净间）

工艺明确，批次稳定

包装稳定性研究

金斯瑞大规模多肽合成平台

大规模多肽合成平台优势

多种自动化平台，助力多肽生产高效完成

微量级 大规模 商业化

36通道半自动合成仪 合成反应釜 全自动反应釜



多肽合成已经成为生物化学、药理学、免疫学和生物物理学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在蛋白质研究、细胞实验、疾病研究等科研领域，

多肽都有着丰富的应用案例。金斯瑞秉持着 “Make Research Easy” 的服务理念，已为全球超过 10,000 名客户提供了超过

600,000 条的优质多肽。

图为易氧化多肽在为期6个月储存后的检测数据，红色为普通包装，绿色为使用了ArgonShieldTM包装。ArgonShieldTM包装有效保

证了产品的稳定性。

在金斯瑞定制您所需的科研多肽：

【ArgonShieldTM包装服务，多肽长效品质保证！】

服务特色

*5管及以内免费提供，超过5管需额外收取费用

基础研究

Flag Peptide、底物肽等

细胞穿膜肽、神经肽、脑啡肽、心房肽、 胸腺肽等

β淀粉样蛋白肽、抗HIV多肽、GLP类等

抗原表位筛选、抗原肽等

高纯度肽、结晶肽等

细胞研究

疾病研究 

免疫学研究

生物结构分析 

蛋白质研究 01

02

03

04

05

扫码访问金斯瑞官网

发现更多产品

【规模合成更经济】 通过大规模合成平台节约生产、检测、运输成本；

【含量分析更准确】 净肽分析服务，准确定量目标多肽，实验更精确；

【灵活分包更便捷】 免费分包装服务*，使用更方便；

【氩气保护更稳定】 免费ArgonShieldTM包装服务，保存更稳定；

【高度定制更省心】 特殊氨基酸、修饰、检测等各类定制化需求服务，满足您的科研需求！



金斯瑞依托丰富的多肽研发生产经验，建立了服务于工业应用的大规模多肽合成平台并提供专业解决方案，为多肽的工业化应用

提供了更多可能。

金斯瑞大规模多肽合成服务已在抗菌肽、化妆品肽、医学工程、癌症与治疗、食品与农业以及体外诊断等多肽工业应用中做

出贡献。

金斯瑞开发了覆盖抗皱、抗衰、美白、修复、抗炎抗

敏、抗紫外、丰胸、祛眼袋等丰富功能的一系列化妆品

肽产品

自组装多肽、多肽标志物、新生抗原肽、PD 1/PD-L1

相关多肽、矫味剂、抗虫肽、抗原肽（KLH、OVA、

BSA偶联）等

α-乳清蛋白、溶菌酶和卵清蛋白的抗菌肽段、人酪蛋白-Casocidin I、脑啡肽-Enkelytin 等

扫码查阅更多金斯

瑞化妆品肽信息

由前体蛋白得到的多肽片段

服务特色

工业研究

抗菌肽

果蝇抗菌肽(Andropin)、蟾蜍抗菌肽(Bombinin)、CAP 18、Cepropins、Magainin 等

Hymenoptaecin、Coleoptericin、Histatins、Abaecin、Apidaecins、Indolicidin 等

Brevinins、Protegrins、 α-Defensins、 β-Defensins、Antifungal defensins 等

Dermcidin、Maximin H5 等

线性阳离子α-螺旋肽

富特殊氨基酸阳离子多肽

含二硫键的阴离子和阳离子多肽

阴离子肽

化妆品肽 医学、食品&农业、体外诊断

强大的研发团队

博士级研发团队助力工艺开

发与产品质量控制

丰富的生产经验

大量肽生产经验丰富，完善

的生产流程有效控制成本

多条独立生产线

避免交叉污染，月产能可达

2 kg

完善的质量体系

QC&QA保障，ISO 9001认证，

全面质量管理平台，质量无忧

全流程项目服务

金斯瑞提供从mg级研究至

kg级商业化生产的全流程服务

专业的项目管理

一对一项目管理，定期沟通，

进展轻松掌握



多肽药物兼具了小分子药物与蛋白质药物的优

势，结构简单而生物活性高，因氨基酸、二硫键

以及修饰等不同开发潜力极大，越来越受到药物

开发者的青睐。金斯瑞致力于为多肽药物开发客

户提供定制化产品，以助力药物开发客户加速药

物肽开发并有效降低开发成本。

服务特色

多肽药物 

药物肽杂质

分支肽

药物肽中间体

环肽

多肽药物偶联（PDC）

药物开发

利拉鲁肽，索玛鲁肽，亮丙瑞林等

定制规格，从粗品至各纯度标准

药物肽片段，药物肽侧链等

纯度≥98%，杂质控制（低至单杂小于0.1%）

缺失肽、插入肽、消旋肽、氧化、降解杂质等

杂质标化：净肽含量分析（水分，盐，杂质肽）

酰胺键首尾环化，酰胺键侧链环化，二硫键环

化（单对，多对），订书肽等

高至8分支肽

纯度≥95%

靶向肽合成，药物偶联等

加速工艺开发

助力药物发现

Non GMP多肽药物产品

多肽药中间体

多肽药杂质

约束肽

分支肽

多肽药物偶联（PDC）

产品类型 服务内容 质量文件

杂质标化报告

R&D报告

参数研究报告

可选：

COA

MS

HPLC

博士级研发团队

解决高难度序列合成问题

满足合规性需求

接受客户审计

全流程数字化追踪系统

产品可追溯

支持分析方法开发

工艺优化，研发报告提供

高度定制化

满足药物研发特殊需求



在线订购：通过在线下单系统，提交序列，纯度，重量；如果序列较多，可在

订购页面下载金斯瑞多肽批量订购模板，填入信息后上传即可实现下单。

客服下单：提交含有多肽信息的询价表 (可至金斯瑞官网多肽服务页面下方下

载)，发邮件至peptide@genscript.com.cn，客服可帮您下单。

电话咨询：拨打电话400-025-8686转5811，咨询客服下单。

https://www.genscript.com.cn

公众号 视频号

质量控制

CN20211213

咨询及订购

金斯瑞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从产品研发制造到包装存储，为您的产品质量提供全方位保障。

“Fantastic experience with GenScript on my custom peptides. Great price and top customer service.”

 — Balaji Vasudevan, GreenLight Biosciences

“I have been using the peptides from your company since 2004. The high quality standard and competitive price of your 

company will keep us hooked, hopefully for the years to come.”

— Dr. Miguel Morales, Universidad de Barcelona, Spain

GenScript has been extremely helpful in facilitating our peptide-based biomaterial research projects. Their staff are helpful and 

provide update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synthesis, quality control and shipping; we always know when we can expect the 

product. Their peptides have been consistent in quality and we appreciate the ability to bottle according to lot amounts and test 

and control for endotoxin. Overall, they have provided an excellent service for very reasonable prices.

— Drs. Fiona Simpson,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 Hôpital Maisonneuve-Rosemont Research Center

金斯瑞全面质控管理平台

客户之声

ISO 9001

订单 多肽合成 多肽纯化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最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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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Script 
AccuPep+ QC 
GenScript 
AccuPep+ QC

ArgonShieldTM Peptide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P a c k i n g  S e r v i c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