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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抗体产品
质量标准 为什么说质量是个难题？

目前的科研工作中时常面临重复性的问题：70% 的科学家不能重现其他科学家的实验，50% 以上的
科学家甚至不能重复自己设计的实验1。基于很多研究通常都建立在先前的工作之上，因此这就是
一个重要的问题：试想，如果我们不会受到低重复性的限制，我们能将科学发现再推进多远？

这一复杂问题部分涉及试剂的质量、特异性和均一性。鉴于抗体等试剂是所有研究的关键组成部
分，我们应当尽可能采取措施提高试剂质量。

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了抗体的问题，一系列代表性研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研究关注那些受
到影响的研究项目及因此损失的经费2-7。例如，PLoS Biology 的一项分析表明，超过一半的临床前
研究是不能重复的，相当于每年有约 280 亿美元花费在不能重复的研究上8。该分析列出了导致临
床前研究不可重复的四大类因素，其中生物试剂和相关材料位居首位——在所有不可重复研究项目
里，36.1% 的项目与其有关。

即便使用了高质量试剂，但如果实验方法未得到充分披露，也会进一步影响实验的可重复性。一项
研究发现，只有 44% 的发表文章中包含了关于抗体的足够信息，诸如供应商和克隆号等，以便其他
研究者购买相同的产品并重复实验9。

为改善这一状况，研究人员和供应商都在寻找能解决这些质量和可重复性问题的方法。推动改变并
非易事，但这确实是更快推进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1



2

提高抗体产品
质量标准 抗体验证方法

抗体验证是证明抗体在特异性和可重复性方面与预期相符并适用于特定目的的方法。有多种实验方
法能达到此目的，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优势和局限性。诸如凝胶迁移分析、蛋白质印迹、免疫沉淀 
(IP)、ELISA、免疫组织化学 (IHC) 和免疫细胞化学 (ICC) 等一些技术已使用数年，并且将继续作为
重要的研究工具。最近，诸如敲除 (KO)、敲低、多肽芯片和质谱等先进技术变得日益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抗体验证并没有单独的解决方案，通常多种技术的组合才是最佳方法。

表1.  多种关键抗体验证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

验证

KO 模型

优势 局限性

+ KO 细胞系用作真实的阴性对照
+ 确保没有靶基因表达
+ 可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 KO 细胞系
+ 敲除细胞系可用于所有分析—蛋白质印

迹、IHC、ICC、流式细胞术

- 针对特定基因的敲除细胞系不一定能存活

质谱/IP-MS

+ 根据消化的蛋白质片段确认特异性
+ 可改造为高通量形式
+ 能够使用归一化技术估计结合到目标抗体

的靶蛋白的丰度

- IP-MS 分析不易优化
- 专业化技术，需使用质谱仪
- 对于某些靶标，通过 IP 结合到目标抗体的

蛋白质是无效的
- 可能难以区分由于非靶向结合而从复合物

中沉降下来的伴侣蛋白

蛋白质印迹
+ 用于根据分子量确定抗体对靶蛋白的特异性
+ 检测天然蛋白或变性蛋白的理想选择
+ 定性分析 

- 分析过程耗时
- 难以确定最佳实验条件（如，方法和缓冲液）
- 每次只能验证少量抗体

IHC 和 ICC

+ 根据细胞定位验证抗体是否能识别正确的
蛋白

+ 根据表达或不表达靶蛋白的细胞确认特异性
+ 定性分析

- 不能确定抗体是否会非特异地识别具有相
同细胞定位的其他蛋白

- 通常难以确定靶向或不靶向蛋白的细胞或
组织类型

蛋白质/肽芯片
+ 允许筛选大量过表达蛋白
+ 极高通量的筛选方法
+ 只需要极小的样品体积

- 仅蛋白质芯片：不能筛选翻译后修饰的蛋白质
- 仅呈现线性表位用于研究，通常不呈现构

象表位

siRNA敲低
+ 通过下调靶蛋白的表达确认特异性
+ 敲低细胞系可用于所有分析—蛋白质印

迹、IHC、ICC、流式细胞术

- 敲低是瞬时的
- 实验不易优化，通常需要多个 siRNA 序列



提高抗体产品
质量标准 抗体质量先锋

作为服务于生命科学家的领先试剂供应商，我们致力于提升行业品质。我们通过四个主要途径完成
此目标：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 KO 验证项目可解决特异性问题，该项目采用的是利用 CRISPR/Cas9 技术构
建的人单倍体 KO 细胞系。就抗体质量而言，KO 模型提供用于抗体验证的卓越标准，因为它们代
表真实的阴性对照。

基因水平的 KO 模型功能强大，因为它使科学家能够通过在动物或细胞模型中观察功能丧失的表型，
以了解某特定基因的功能。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与 Horizon Discovery 合作，利用 KO 验证了超过 
500 个抗体，并从我们的产品目录中移除了超过 200 个非特异性抗体（图 1）。KO 验证只是我们
为提升抗体质量标准采取的多项措施之一。

图1. 我们的敲除 (KO) 验证过程。上：在蛋白质印迹 (WB) 中测试的抗体。结果分为“特异”（在野生型 
(WT) 样品中有信号，在 KO 样品中无信号）、“识别靶蛋白和其他蛋白”（在 WT 样品中有信号，但在 KO 
样品中目标区域无信号，而在两个样品中均观察到多个分子量处的信号）或“非特异”（在 KO 样品中与 WT 
样品相比，目标区域信号没有减弱或减弱有限）。中：对重要抗体或蛋白靶标进行的免疫细胞化学 (ICC) 测
试。下：对 KO 验证数据分析表明，有超过 500 个抗体能够特异性识别靶标蛋白，也有超过 200 个抗体被
认为是非特异的。非特异抗体随后从我们的产品目录中被移除。分析结果也表明我们的 RabMAb® 系列产
品比其它单克隆或多克隆抗体特异性更高。

1.  确认抗体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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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D-L1[28-8] 抗体（ab205921）的产品目录条目，展示 IHC 数据和来自客户的 Abreview 链接、任何
相关问题以及使用并引用该抗体的经同行评审的文章列表。

虽然 KO 是极为有效的对照，但仍只是确认抗体特异性的间接方法。基于这个原因，我们知道需要
使用多种验证方法来支持 KO 研究。因此，除了 KO 验证，我们通过 ICC/IF、IHC、流式细胞术、
ELISA、IP、ChIP 和肽芯片进行 QC 检查，以确保我们的所有产品都达到所需的活性、稳定性和性
能水平。

让我们的产品目录始终维持高标准，意味着我们的供应商需使用与我们内部相同的标准。目前，我
们与超过 400 家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密切合作，确保他们提供质量足够好的产品。我们对从供应商
处获得的产品数据进行充分审查，确认产品与预期效果一致或者对靶蛋白具有特异性。使用图像分
级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评分，该系统由大量内部鉴定数据建立而成。只有通过此分级程序的产品才
能加入我们的产品目录。

我们还持续积极地测试了许多产品，并跟踪客户的反馈。如果发现任何问题，我们会对这些产品进
行更多的测试。如果产品无法达到我们的内部标准，我们会将其从我们的产品目录中移除，并尽快
与客户联系。同样，当供应商不能达到我们的标准时，我们将停止与他们的合作。

2.  设立产品目录和供应商标准

为确保客户能获得关于产品的所有相关信息，我们在数据表中囊括了经过测试的产品应用的大量数
据。其中也包含了实用性信息，诸如稀释和储存建议、免疫原信息和物种反应性等。

我们有一项开放评论政策，称为 Abreview，研究人员可通过其发布关于产品的正面和负面反馈。
如果您曾使用过客户评论，您将了解它有多么重要。

3.  数据可用性和反馈

提高抗体产品
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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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 Abreview 上，您可以分享我们产品在您的具体应用和物种中的使用情况，为其他科学家
提供帮助（图 3）。这一最新信息通常能提供有关新应用的有用数据、最佳稀释条件以及产品实际
使用时的图片。这也能帮助我们注意到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便我们开展进一步的测试，维持质量
标准。

图3. 由我们一位使用 GFP 抗体 (ab290) 的客户提交的 Abreview 示例。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我们也在不断地进步。为解决小鼠 B 细胞能产生的抗体数量有限的问题，我
们开发了一种独特的使用兔研制单克隆抗体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的 RabMAb® 平台。RabMab抗体
不但具备单克隆抗体的诸多优点，也拥有兔多克隆抗体的极佳属性，即多样的表位识别能力、高亲
和性、高特异性和物种间反应性。

为提升抗体的均一性、灵敏度和特异性，我们引入了重组技术。事实上，我们提供的大部分
RabMab 抗体是重组的，因此避免了杂交瘤细胞漂移和批次间差异，因为其制备过程是受控且可
靠的。我们最新引进的 AxioMx 的基于噬菌体展示的体外抗体技术则是对 RabMab 平台的补充，
让我们能够在数周而不是数月内进行新单克隆抗体的可重复制备。

我们一直致力于生产出更好的抗体，现在我们拥有超过 9,000 种重组 RabMab 抗体，为全球 700 
多所大学、研究所和公司提供定制 RabMab 服务，并开发了超过 275 种 IVD 级别的 IHC 抗体
克隆。

4.  开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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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抗体产品
质量标准 共同努力提高抗体质量

尽管供应商对提高抗体质量负有重要责任，研究人员和出版商也可以做出更多改变来帮助处理科研
中不可重复的问题。试剂供应商需要对试剂进行适当的应用特异性验证；研究人员需对实验方法进
行充分披露；出版商和资助机构也可以要求研究人员所使用或计划使用的试剂要经过充分验证和报
告，以进一步提高实验的可重复性。

抗体供应商提供大量抗体用于实验。因此采用最佳方法验证抗体，并公开所采用的验证方法，这一
点非常重要。

• 生产实践：除了以最高标准进行生产，供应商应当采用目前可用的最好技术，比如先进免疫原
设计和重组技术。

• 验证：供应商应当利用最适当的可用方法来验证其抗体。这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信心，让他们相
信使用这些抗体将获得准确可靠的数据。

• 数据：所有与抗体相关的数据应当可以自由获取，以便让最终研究人员了解相关信息，在购买
或解决问题时作出充分判断。

供应商能做什么

研究人员能提出可靠的实验设计、值得信赖的实验方案和准确的报告，因此在提高可重复性方面也
扮演着重要角色。

• 验证：研究人员利用特定的实验条件设置验证抗体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抗体应当已经由供应
商进行过验证，但供应商很难考虑到研究人员具体使用的定制化溶液或实验方案。

• 实验设计：优秀的实验设计的价值不可低估。为了将实验变量考虑在内并且便于找到错误原
因，需使用组织和试剂对照，包括阳性和阴性对照。

• 详细报告：在通过发表文章分享结果时，研究人员需提供足够的关于所用方法和材料的信息，
以便于他人能够成功地重复实验。

研究人员能做什么

杂志出版商和资助机构可以通过要求研究人员提供详细信息，比如抗体等试剂的产品目录号和验证
标准，作为默认提交程序的一部分，从而为实现可重复性提供支持。

出版商和资助机构能做什么



提高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可重复性需要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努力，包括供应商、研究人员和出版商。
供应商需进一步确保抗体经过充分验证，并且这些测试数据方便可用。这个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
一步，因为这样才能让研究人员重现他们自己的研究结果，相信他们所用抗体是特异性的，并且早
在在实验开始前就已经过确认。

供应商提供关于抗体鉴定的数据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样，研究人员才能使用这些数据设计出更好的
实验，并在出版时足够详细地报告他们的结果、方法和材料。如果出版商在试剂报告和验证方面采
取更加严格的指导要求，那么将进一步强化规范研究人员的报告。

如今，质量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我们引领并确立了行业的高品质试剂理念：数以千计经验证的抗
体，和技术支持及 Abreview 上数以万计的科学讨论，以及大规模开展的 KO 验证项目。

我们理解您的研究对于您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它尽可能地可重复且可靠。为此，
我们积极开展与全球生物标准研究所 (GBSI) 的讨论，帮助确定和设立抗体验证标准。

为了我们对品质的承诺，我们正努力减少在研究中浪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为研究人员提供
第一次就有效的试剂，以帮助加快科学发现的进程。

提高抗体产品
质量标准 前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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