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梅梅德⽣生物-重组蛋⽩白表达服务                                                   

卡梅梅德⽣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 公司简介
卡梅梅德⽣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市的⻄西北北部-武清区，研发中⼼心位于湖北北省

武汉市洪⼭山区，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创新技术应⽤用企业。公司旨在为客

户提供⾼高质量量的实验外包服务（CRO服务），包括实验⽅方案设计，常规基因⼯工程实验操

作，重组蛋⽩白表达与纯化，重组抗体制备，天然蛋⽩白分离与纯化，病毒分离培养等免疫学

相关技术服务；同时我们也为⼯工业客户提供部分IVD级别抗体和抗原原料料。

我们将资源整合成不不同的实验平台，⼒力力求为您提供全⾯面的服务。⽬目前我司已建⽴立并完

善了了五⼤大核⼼心技术平台：噬菌体抗体展示技术平台、抗体⼯工程技术平台、蛋⽩白表达与纯化

服务技术平台（包括：哺乳动物表达平台、昆⾍虫细胞表达平台、酵⺟母蛋⽩白表达平台、植物

表达平台）、蛋⽩白批量量发酵与纯化平台、稳定细胞系筛选平台与基础分⼦子⽣生物平台。公司

拥有⼀一⽀支团结⾼高效的⼈人才队伍，核⼼心研发团队成员具有丰富的临床免疫研发经验。我们建

⽴立了了完善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了了有⼒力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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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类型

卡梅梅德⽣生物多年年致⼒力力于重组蛋⽩白表达研究，可为您提供以下四⼤大系统平台的优质

服务：

原核表达系统

酵⺟母表达系统

昆⾍虫表达系统

哺乳动物表达系统

● 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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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核表达服务

步骤 具体服务内容 周期 交付内容

基因克隆隆及载体构建

*扩增/鉴定基因⽚片段或合成⽬目

的基因

*克隆隆⾄至表达载体

*拼接序列列验证：测序

1-2周
*测序报告

*实验⽅方案

⼤大肠杆菌表达菌株转化

*酶切线性化表达质粒，将表

达质粒通过电转化到表达菌

株，挑选5-10个阳性克隆隆进⾏行行

PCR鉴定。

1周
*PCR阳性克隆隆及

*PCR结果报告

⼤大肠杆菌菌株筛选

*扩增培养上述5-10个阳性克

隆隆并加⼊入诱导重组蛋⽩白表达。

*SDS-PAGE检测重组蛋⽩白表

达情况。

2周
*阳性克隆隆菌株

*表达筛选结果报告

⼩小规模蛋⽩白表达

*1L重组⼤大肠杆菌，诱导表达

⽬目标蛋⽩白。

*通过亲和，离⼦子交换，疏⽔水

及凝胶过滤等多种层析⽅方法纯

化表达的重组蛋⽩白。

*SDS-PAGE和WB验证蛋⽩白表

达。

1-2周

*重组蛋⽩白1~10mg

及纯化报告。

*可按客户要求提供

含纯化标签（Tag）

或切除纯化标签

（Tag）的最终蛋

⽩白，纯度最⾼高可达

90%以上。

⼤大规模蛋⽩白制备及纯化
*5L,10L,30L,80L,130L和250L

任选。
1-2周 *按照客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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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酵⺟母表达服务

步骤 具体服务内容 周期 交付内容

酵⺟母表达载体亚克隆隆

*密码⼦子优化，基因合成（⽆无基因表
达）；客户提供质粒，扩增并抽提
含有⽬目标基因的载体质粒。
*将⽬目标基因亚克隆隆到合适的表达质
粒 上 ， 可 提 供 表 达 载 体 ：
pPICZaA 、pGAPZaA、pPIC9K。
*拼接序列列验证：测序

1周

*正确构建的重
组表达质粒
*含重组质粒的
DH5α菌株及测
序原始报告

酵⺟母表达菌株转化

*酶切线性化表达质粒，将表达质粒
通过电转化到表达菌株，挑选5-10
个阳性克隆隆进⾏行行PCR鉴定。
*可提供表达菌株：X33，GS115，
KM71和SMD1168。

1周 *PCR阳性克隆隆
*PCR结果报告

酵⺟母表达菌株优化

*对挑选出来的单克隆隆菌株，优化培
养及诱导条件（培养基，菌体密
度，甲醇浓度，诱导时间等），提
⾼高⽬目标蛋⽩白的表达量量。

2周

⼩小规模蛋⽩白表达及纯化

*1L重组酵⺟母菌，诱导表达⽬目标蛋
⽩白。
*通过亲和，离⼦子交换，疏⽔水及凝胶
过滤等多种层析⽅方法纯化表达的重
组蛋⽩白。
*SDS-PAGE和WB验证蛋⽩白表达。

1-2周

*重组蛋⽩白
1~10mg
*纯化报告
*可按客户要求
提供含纯化标
签（Tag）或切
除纯化标签
（Tag）的最终
蛋⽩白，纯度最
⾼高可达90%以
上。

⼤大规模蛋⽩白表达及纯化 *5L,10L,30L,80L,130L和250L任选。  1-2周 *按照客户要求

增值服务

*内毒素去除，除菌，冻⼲干等进⼀一步
加⼯工
*通过HPLC，质谱等⽅方法详细检测
⽬目标蛋⽩白的质量量。

1-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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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表达服务

步骤 具体服务内容 周期 交付内容

亚克隆隆

*密码⼦子优化，基因合成
（⽆无基因表达）；客户提

供质粒，扩增并抽提含有

⽬目标基因的载体质粒。

*拼接序列列验证：测序

2周
*正确构建的重组表
达质粒

*测序原始报告

病毒扩⼤大化培养

*重组bacmid DNA扩⼤大化
培养，并转染昆⾍虫细胞制

备P1和P2病毒stock。
*P2病毒滴度测定（滴度
108－109），并验证⼩小量量
蛋⽩白表达。

*P3病毒制备（可选，最多
可制备3L重组杆状病毒）

3-4周
*5-10 ml, >107 pfu/
ml 病毒
*实验报告

表达优化及测试

*P3病毒贮液转染昆⾍虫细胞
- 不不同的昆⾍虫细胞系
- 不不同的表达时间
- 不不同的感染复数（MOI）
*SDS-PAGE及WB分析

1-2周
*图⽚片
*实验报告

⼤大规模重组蛋⽩白表达及纯化

*1L (默认),5L,10L,30L,
80L,130L和250L任选。
-通过亲和，离⼦子交换，疏
⽔水及凝胶过滤等多种层析

⽅方法纯化表达的重组蛋⽩白

*SDS-PAGE和WB验证蛋
⽩白表达。

1-2周

*重组蛋⽩白1~5mg
*纯化报告
*可按客户要求提供
含纯化标签（Tag）
或 切 除 纯 化 标 签

（Ta g）的最终蛋
⽩白，纯度最⾼高可达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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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乳动物表达服务

步骤 具体服务内容 周期 交付内容

基因克隆隆及载体构建

*扩增/鉴定基因⽚片段或合成⽬目

的基因，插⼊入哺乳动物细胞

表达质粒。

*PCR及测序检测确定亚克隆隆

基因。

1-2周 *测序数据和实验⽅方案

瞬时蛋⽩白表达

*重组质粒转染细胞(293, 

CHO)

-瞬时表达

*SDS-PAGE和WB检测

1-2周
*表达结果

*实验报告

稳定表达（可选）
*重组蛋⽩白CHO稳定表达细胞

系构建和筛选。
4-6周

*稳定细胞系

*构建报告

*1-5mg重组蛋⽩白

⼩小规模蛋⽩白表达

*少量量表达及表达条件优化

-细胞库扩⼤大化培养

-1L的⼩小规模蛋⽩白表达

1-2周

*优化报告

*培养条件

*1-5mg重组蛋⽩白

⼤大规模蛋⽩白制备及纯化

*1L (默认)，5L,10L,30L,80L,

130L和250L任选。

-通过亲和、离⼦子交换、疏⽔水

及凝胶过滤等多种层析⽅方法

纯化表达的重组蛋⽩白。

*SDS-PAGE和WB验证蛋⽩白

表达。

1-2周

*重组蛋⽩白1~5mg

*纯化报告

*可按客户要求提供含

纯化标签（Tag）或

切 除 纯 化 标 签

（ Ta g）的最终蛋

⽩白，纯度最⾼高可达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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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服务优势

✓ 密码⼦子优化：包含稀有密码⼦子分析、蛋⽩白亲⽔水性分析、跨膜结构域的预测分析等。

✓ 多种融合标签载体和宿主：保证⾼高度可溶蛋⽩白表达和⾼高度蛋⽩白活性。

✓ 多种规模蛋⽩白发酵模式：包含⼩小规模（500ml、2.5L、10L和30L）以及⼤大规模

（80L、130L、250L和500L）发酵罐。

✓ 周期短、产量量⾼高：优化的表达载体及实验流程可在短时间内制备⾼高纯度毫克级、克级

重组蛋⽩白。

✓ 低内毒素：LAL检测法 < 0.1EU/mg。

✓ 完整的GMP⽂文件⽀支撑体系：服务中涉及的所有材料料、试剂和制备信息等均可追溯。

●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2-82164980                        技术⽀支持：+86-156-0119-0182

QQ: 614353794,1597142517                   邮箱：support@kmdbioscience.com

卡梅梅德真诚期待与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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