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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代理4 A  B i o t e c h

Morpholinos以吗啉环类似物为基本骨架，

这种独特的结构特性使得Morpholinos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核心产品包括：

MO：

用于细胞、器官、胚胎；

末端无基团

Endo-Porter：

用于传递MO至胞浆内

vivo-MO：

用于细胞、器官、胚胎、动物活体；

末端含基团辅助导入细胞

与其他类型的反义寡核苷酸相比，Morpholinos能更好地抵抗核酸酶的作用；

Morpholinos与靶序列结合后通过空间位阻效应发挥作用，不激活 RNaseH，不引起目标基因mRNA 的降解；

针对翻译起始位点区设计的Morpholinos用于抑制蛋白质的翻译，针对pre-mRNA剪切位点区设计的Morpholinos

可影响mRNA剪切，得到不同的转录本，可以方便地用于目标基因结构域的突变研究；

与靶序列结合能力强，可以渗入mRNA的二级结构，并且特异性好

�

Advanced Targeting Systems(ATS)位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成立于1994年。ATS主要生产

科研和药物研发的靶向试剂，是动物造模、抗体偶联药物（ADC）研究、靶向物内化检测的有力

工具。

核心产品包括：

皂草蛋白saporin

ZAP二级偶联毒素

标签蛋白靶向毒素

定制化服务

多种靶向毒素

免疫毒素对照

畅销产品包括：

192-IgG-SAP

Fab-ZAP human Antibody Internalization Kit

Streptavidin-ZAP Antibody Kit (human)

清除大鼠基底前脑p75NTR阳性细胞，建立阿尔茨海默症（AD）动物模型

用于体外筛选抗体，评估目标抗体的内化能力

用于筛选内化能力强的抗体；构建独特靶向毒素，清除动物体内的目标细胞

产品名称 货号 用途

IT-01

KIT-51/IT-51-Z

KIT-27-Ahu25

http://www.atsbio.com
http://www.gene-tools.com/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Morpholinos属于第三代反义寡核苷酸，由Gene Tools公司独家研制、开发和提供合成服务。

Morpholinos主要通过阻断蛋白质翻译过程而达到抑制目标基因功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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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原理

01  靶向分子试剂跟载体连接；图示

      为小分子试剂与抗体蛋白（载体）

      的连接组成的靶向结合物。

02  靶向结合物在载体部分的引导下

      只会与特定细胞发生内化作用，

      其他不表达相应抗原的细胞不受

      影响。

03  内化后，靶向结合物通过细胞的

      主动运输进入胞内，再被酶解作

      用释放靶向分子试剂，后者随之

      令核糖体失活，从而绞杀目标细

       胞。



特色产品领域：

畅销产品：

Human solubleα-Klotho Assay Kit

Gd-IgA1 (Galactose-deficient IgA1) Assay Kit

Human Amyloidβ(1-40) (FL) Assay Kit

肾病、衰老（AD、CKD、骨质疏松）

肾病

阿尔兹海默症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疾病领域

27998

27600

27718

日本IBL公司成立于1982年，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医学基础科研试剂及诊断产品研发生产的高科技

企业，目前可提供500多种疾病相关的独特ELISA试剂盒及相关抗体，其提供的α-Klotho、

Gd-IgA1为全球独家指标，可用于肾病、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的研究。

http://www.ibl-japan.co.jp/en/

炎症（肿瘤、关节炎、肝炎等）

肾病（CKD、AKI、IgA肾病、高血压）

衰老/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

糖代谢/脂代谢（糖尿病、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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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代理4 A  B i o t e c h

热销指标:

CTLA-4 (9H10)

PD-1 (RMP1-14)      

CTLA-4 (9H10)

PD-1 (RMP1-14)      

Avelumab

Ofatumumab     

Eculizumab

Pembrolizumab

Ipilimumab

CTLA-4 (9D9)

PD-L1 (10F.9G2)    

IFNAR1 (MAR1-5A3)

TNF-alpha (TN3-19.12)

HLA-DP (B7/21)
In vivo抗体

研究级生物

仿制药

独家代理4 A  B i o t e c h

产品优势：

提供多种内毒素级别

内毒素含量更低

纯度更高

抗体聚集率更低

生产条件级别更高

不含病原体

Ultra-low endotoxin

<0.75 EU/mg

>98%

<1%

IDEXX BioResearch IMPACT测试

Low endotoxin

<1 EU/mg

>95%

<5%

                        cGMP生产车间，ISO 9001∶2015认证

--

核心产品包括：

功能级实验抗体

科研用生物仿制药抗体

超低内毒素体内研究用抗体低内毒素体内研究用抗体

同型对照抗体

ichorbio成立于英国牛津，专注于为广大研究者提供最好的体内研究用功能级抗体。

http://www.ichor.bio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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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M

N

70kDa

Intercellular

KL2KL1

KL2

KL2

KL1

KL1

Full-Length

130kDa

α(Alpha) -Klotho是一种全长130 kDa 的跨膜蛋白，主要表达于肾脏和

甲状旁腺，对生物体内矿物质代谢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在慢性肾病研究领

域是一个热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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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产品包括：

SARS-CoV-2蛋白组芯片

抗体表位鉴定芯片

人类表位组学芯片

芯片检测与分析服务

肿瘤新生抗原肽芯片

定制化芯片

PEPperPRINT于2011年成立于德国海德尔堡，研究人员因在高密度多肽芯片开创性的工作而

获得非常著名的德国科学施蒂夫特奖和德国工业创新大奖等。公司基于多肽芯片平台已开发出覆

盖面非常广的高质量多肽芯片产品。

核心产品包括：

胶原酶

木瓜蛋白酶

细胞分离试剂盒（肝细胞/新生儿心肌细胞）

弹性蛋白酶

DNA酶

脱氧核糖核酸酶 I

胰蛋白酶

Worthington Biochemical公司成立于1947年,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酶类供应商，是细胞分离酶

的专家级公司。

独家代理4 A  B i o t e c h

产品特点：

核心产品包括：

科研用生物仿制药抗体

重组同型对照抗体

双特异性抗体

Fc融合蛋白

免疫治疗研究用抗体

VivopureX™体内实验功能级抗体

Absolute Antibody于2012年在英国剑桥成立，可以在两周内提供100mg级的工程化抗体，并

且不含动物成分，批间差极小，消除因补体和Fc受体造成的背景，使结果更干净。

免疫原性低: 不会诱导宿主体内产生中和抗体，抗体作用时间更长，批间反应结果更一致；

效应区经特殊设计: 抗体经工程化改造后更适用于常见应用；

效力增加: 小鼠模型中获得相同效果所需要的抗体量更少；

批间重复性好: 重组抗体纯度高、内毒素含量低 (<0.5 EU/mg)，故可保证最高的重复性

http://www.pepperprint.com

http://absoluteantibody.com

http://www.worthington-biochem.com

核心产品包括：

上皮细胞培养基

成纤维细胞培养基

间充质干细胞培养基

2D & 3D 培养基

iPSC分化培养基

黑色素细胞培养基

CELLnTEC于2002年成立于瑞士，专业生产上皮细胞培养基及相关产品。

http://cellntec.com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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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产品包括：

多种荧光标记二抗                     同型对照抗体                      小鼠单克隆亚类鉴定试剂盒              抗荧光淬灭封片剂

简称SBA，公司建于1982年，致力于高质量、高亲和纯化的二抗的生产、纯化和标记。 

QED公司位于美国圣地亚哥，专注于单克隆和多克隆抗体的生产，已有20多年的经验。同时也

可以提供抗体相关的的技术服务。

核心产品包括：

治疗性药物抗体                    DNA/RNA氧化应激损伤抗体                                        重组蛋白                       抗原

                                                    杂交瘤细胞培养基

核心产品包括：

             胶原蛋白                                     细胞外基质                                        3D水凝胶                         干透明质酸 

                                                    胶原包被珠                                                         PDMS底物                              粘附多肽/蛋白

http://www.qedbio.com/

Advanced BioMatrix公司位于美国圣地亚哥，是三维(3D)生命科学领域的领先者，产品用于组

织培养、细胞分析、生物打印、细胞增殖等实验。目前正在积极开发各种生物打印创新材料。

http://www.advancedbiomatrix.com/

http://www.southernbiotech.com

核心产品包括：

各种动物血清 细胞及组织提取物各种培养基

Zenbio成立于1995年，致力于满足研究人员对肥胖者、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研究的迫切需要，

为研究者提供多种细胞作为病理学研究模型。

https://www.zen-bio.com/

Innovative Cell Technologies（简称ICT）于20年前成立于美国圣地亚哥。目前主要销售的产

品Accutase和Accumax优于市面上其他的细胞消化液。Accutase拥有131个国际专利。

独家代理4 A  B i o t e c h

http://www.accutase.com/ 

核心产品包括：

Accutase是包含蛋白水解酶和胶原酶活性的一种中性酶细胞消化液，对细胞更温和，伤害小，特别适合脆弱的神经细胞、

干细胞等；

Accumax酶浓度是Accutase的3倍，在组织解离和溶解细胞团如球状体细胞方面效果显著；亦可提供冻干粉型

AccutaseLZ

Accutase AccutaseLZ Accumax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E

i n n o v a t i v e
c e l l
t e c h n o l o g i e s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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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产品包括：

Biognosys公司位于瑞士，成立于2008年，是全球领先的蛋白质组学公司，为精确定量蛋白提

供服务和产品。

http://biognosys.com

Biognosys的iRT试剂盒是一种多肽试剂盒，iRT标准品是11种

自然中不存在的合成肽的混合物。这些肽段经过仔细地稳定性、

灵敏度甚至不同梯度下保留时间间隔的优化。专为LC-MS质量

控制和保留时间归一化在每个分析样品中添加而设计。

Spectronaut    用于DIA数据分析，SpectroDive    用于靶向蛋白质组学实验，SpectroMine     用于等压标记定量实验。

iRT Kit

分析软件

TM TM TM

核心产品包括：

细胞分析试剂（细胞收缩、细胞粘附、细胞迁移、细胞转化、细胞侵袭、细胞活性、细胞吞噬、血管生成、自噬等）

氧化及细胞应激检测试剂

代谢相关检测试剂盒（氨基酸代谢，糖代谢、药物代谢、脂蛋白代谢、核酸代谢等）

病毒表达和纯化试剂

细胞信号传导与蛋白生物学试剂

Cell Biolabs 公司于2004年成立于美国圣地亚哥，以期在细胞功能和疾病机制研究领域达到新

高度。

http://www.cellbiolabs.com

核心产品包括：

TUBEs泛素化蛋白富集分离

去泛素化酶

PROTAC   化合物

泛素活化酶、连接酶

泛素相关抗体及抑制剂

其他药物发现服务

SUMO蛋白表达系统

泛素链及衍生物

自噬诱导剂及抑制剂®

Lifesensors成立于1996年，位于美国费城，致力于为泛素和泛素蛋白酶体通路研究领域提供

创新性的研究工具。

http://lifesensors.com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E

蛋白提取，消化和纯化 方法开发
液相色谱分离和

质谱数据采集

信号处理和蛋白质

定量

样本制备试剂盒

重现质谱蛋白质组学的标准

化样品制备试剂盒

Spectrodive 软件

用于设置，信号处理和MRM和

PRM测量分析的专业软件

IRT试剂盒

保留时间归一化试剂盒，

用于准确预测肽保留

Spectrodive 软件

用于设置，信号处理和MRM和

PRM测量分析的专业软件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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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产品包括：

蛋白激酶

蛋白激酶底物

蛋白激酶突变体

表观遗传相关蛋白

脂质激酶

表观遗传相关酶

美国Rection Biology公司成立于2001年，于2019年收购德国ProQinase公司，主要专注于提

供肿瘤相关蛋白激酶药物开发以及表观遗传相关产品和服务。

https://www.reactionbiology.com/

核心产品包括：

拓扑异构酶检测试剂盒

拓扑异构酶提取试剂盒

拓扑异构酶抗体及免疫试剂盒

DNA嵌入剂/解旋试剂盒

DNA底物及分子量标准

拓扑异构酶靶向药物筛选服务

拓扑异构酶药物筛选试剂盒

旋转酶Gyrase检测试剂盒

拓扑异构酶抑制药

美国TopoGEN公司成立于1991年，为以拓扑异构酶为靶点的药物研发和机制研究人员提供创新

产品和服务。

致力于光谱学检测领域技术的创新和突破。

产品种类丰富，涉及多个研究领域。

http://www.topogen.com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为基础科研和药物研究提供高品质的重组蛋白。

提供种类丰富的多肽产品。

专注于神经科学研究的抗体和试剂。

为心血管研究人员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专注于提供全面的泛素研究工具。

专注于流式细胞术配套试剂的开发。

全球性转染试剂和基因表达生产服务提供商。

独家代理，是一家完全致力于外泌体研究工具开发的欧洲公司。

神经科学研究用的多克隆和单克隆抗体的原始制造商。

提供各个研究领域的科研及临床的高质量的ELISA试剂盒。

致力于加快兽医基础研究，提供稀有种属研究领域的试剂。

全球领先的杆状病毒表达系统供应商。

提供种属和指标丰富的ELISA检测试剂盒及抗体。

E其 他 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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