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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表征较差的抗体通常无法提供一致的可重复性结果，从而浪费实验材料、研究人员时间

和经费。相较传统的多克隆抗体和单克隆抗体而言，重组抗体的批间差异非常小，能为

科学家们带来高可重复性结果。 

– 本白皮书通过 IHC、ICC、流式细胞术和 western blot 等应用评估了重组 PD-L1 RabMab 

抗体 [28-8] （ab205921）的批间一致性，展现了重组抗体的高可重复性。 

– 评估结果显示，在 4 种不同应用（IHC、ICC、流式细胞术和 western blot）中，检测不

同批次的重组 PD-L1 抗体可重复性高。 

– 重组抗体的批间可重复性可以克服开展大量下游标准化检测的需求，从而节省时间、经

费和/或资源。 

– 重组抗体的批间一致性可以确保这些试剂得出的研究结果具有长效性和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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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使用重组抗体，解决抗体

可重复性问题 

“可重复性危机”凸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生命科学的实验都无法重复，且基于这些研究

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成立，而抗体则被视为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1-7。在生物医学研究方面，

全球每年因使用表征较差的抗体而遭受的损失预计达 8 亿美元，还不包括耗费的研究时间

和资源以及错误结果带来的影响 4。 

抗体的批次间差异往往会引发抗体可重复性问题，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实验设置中使用不同

批次的抗体，无法取得相同的研究结果 1,8,9。因此，合理的抗体验证必须包含批间稳定性证

据。但是，市售抗体的验证尚未标准化，主要由供应商自行决定，而且各批次所附文档的质

量存在较大差异 1。 

就批间一致性而言，抗体的生产方法会影响抗体性能（表 1）。由于多克隆抗体源于免疫动

物血清中的多个 B 细胞，所以包含不均一的抗体混合物，能识别同一抗原上的不同表位，

因此批间差异较大。与多克隆抗体相比，利用杂交瘤技术生产的单克隆抗体批间一致性有所

提高；但是，杂交瘤细胞系可能发生基因漂移，从而导致不同批次抗体之间的差异。此外，

研究证实，30% 的杂交瘤单克隆抗体会表达其它有效的重链或轻链，因此不具备特异性 10。 

如果缺少可重复性试剂，就需要执行大量的批间标准化程序或者在项目中期开发新的试剂，

进而延误项目时间。要想解决可重复性问题，节约数百万研发经费，提高研究到临床的转换

率，必须通过基因序列定义亲和试剂并以重组蛋白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 4。 

重组抗体采用一组独特的基因表达而成，因此抗体生产可控且可靠。得益于它们的生产方法，

重组抗体解决了传统多克隆抗体和单克隆抗体的批间一致性问题，包括单克隆抗体采用杂交

瘤生产的局限性，例如基因缺失、基因突变和细胞系漂移。重组抗体使用前沿技术，亲和力

高、特异性强，使用浓度比传统抗体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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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克隆抗体 单克隆抗体 重组抗体 

生产方法 利用目标抗原免疫动物后，

多个 B 细胞作出免疫应

答，进而产生不均一的抗体

混合物。 

将免疫动物中可产生抗

体的 B 细胞与骨髓瘤

细胞融合，生成可产生

抗体的杂交瘤细胞系。 

将选定抗体的基因序列

克隆到一个表达载体

上，随后转入表达宿主

细胞，进行无动物生产。 

可重复性特征 包含有多个抗原表位的多

种抗体。动物经多次免疫收

集血清后，被送走后不能使

用该动物生产抗体。 

单个克隆产生的抗体，

比多克隆抗体的批间一

致性高。可能发生细胞

系漂移和突变，从而影

响生产，导致抗体发生

变化，影响可重复性。 

采用基因序列已知的起

始底物，可随时进行稳

定生产。 

 

表 1.多克隆抗体、单克隆抗体与重组抗体的生产方式与可重复性比较。 

 

为给您提供特异性强、可重复性高的抗体，我们研发了大量 RabMAb 重组兔单抗（图 1），

并且每年还会推出约 1000 种新抗体，针对不同应用不同靶标。我们一直致力于提高重组抗

体在研究中重要性的认可度，并且不间断地供应抗体，帮您获得可重复性的结果。 

我们的 RabMab 重组兔单抗对于数据表中列出的应用进行了充分验证，并根据优化后的实验

方案设定了标准。我们制定了验证程序，确保可以多次供应产品性能一致的试剂，无论您的

项目规模有多大。 

为什么选择重组抗体？ 

    

对研究充满信心 

一致且可重复的结果 

长期批量供应 

重组技术 

首次实验即可成功 

特异性已确认 

符合伦理标准 

无动物生产 

图 1. 重组抗体特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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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不同应用中评估 PD-L1 

重组抗体的批间可重复性 

免疫组织化学 

5 批独立生产的 PD-L1 RabMAb 抗体 [28-8] 对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组织的免疫组

化（IHC）染色结果显示，批间一致性非常好，并且染色具有可重复性和特异性。 

人胎盘组织石蜡切片免疫组化染色 - PD-L1 重组兔单抗 [28-8]（ab205921） 

 

图 2. 5 个批次 PD-L1 RabMAb 抗体 [28-8]（ab205921）在人胎盘组织石蜡切片染色定位的批间可重复性。使

用 Biocare Decloaking Device and Universal HIER 抗原修复试剂（ab208572）进行手动 IHC 检测。将一抗置于 4℃ 下

孵育过夜，随后以同样的方法孵育山羊抗兔二抗和 HRP 偶联的抗山羊聚合抗体（ab209101）。用 DAB 染色，并用

苏木精复染。 

 

免疫细胞化学 

使用 4 个不同批次的 PD-L1 RabMAb 抗体 [28-8]，对于稳转 PD-L1的 CHO-S 细胞检测 PD-L1

的表达。不同批次抗体的免疫标记显示，CHO-PD-L1 呈现预期膜染色，且染色信号强度一致。

CHO-S细胞为阴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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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PD-L1 细胞免疫荧光 - PD-L1 重组兔单抗 [28-8]（ab205921） 

 

图 3. 4 个批次 PD-L1 RabMAb 抗体 [28-8]（ab205921）在 ICC应用的可重复性。4% PFA 固定 CHO-S细胞与

稳转 PD-L1 的 CHO-S 细胞，使用 0.1% Triton X-100 通透，山羊血清封闭。一抗 4℃ 孵育过夜，再用山羊抗兔 Alexa 

Fluor® 488二抗（ab150077）（1/1000 稀释）室温孵育 30 分钟。使用 alpha Tubulin [DM1A] Alexa Fluor® 594 直标一

抗（Ab195889）（1/200 稀释）进行共染（红色），室温孵育 30 分钟。DAPI 染核。 

 

流式细胞术 

使用 4 个不同批次 PD-L1 RabMAb 抗体 [28-8] 流式检测稳转 PD-L1的 CHO-S 细胞。分析结

果显示，抗体批次间的信号强度一致，CHO-PD-L1 活细胞阳性染色和未转染的 CHO-S 活细

胞阴性染色的峰完全相同且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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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PD-L1 细胞流式 - PD-L1 重组兔单抗 [28-8]（ab205921） 

 

图 4. 通过流式细胞术分析 4 个批次 PD-L1 RabMAb 抗体 [28-8]（ab205921）的批间一致性。4℃ 下用 10% 

山羊血清封闭 CHO-S 细胞（蓝线）和稳转 PD-L1的 CHO 细胞（红线） 1 小时。一抗 4℃ 孵育 30 分钟，再用山

羊抗兔 Alexa Fluor® 488二抗（ab150077）（1/2000稀释）在 4℃ 下孵育 30 分钟。4℃ 孵育 7-AAD 5 分钟，之后

用流式细胞仪采集数据。 

 

Western blot 

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5 个不同批次的抗体，结果显示，PD-L1 在 CHO-PD-L1 和 U-87 MG 

细胞中出现同等强度的特异性条带。没有观察到非特异性信号或交叉反应条带，这表明，重

组抗体所有受检批次的批间一致性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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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S 细胞和 CHO-PD-L1 细胞中的重组 PD-L1 抗体 [28-8]（ab205921） 

 

样本： 

泳道 1：CHO-S（中国仓鼠卵巢上皮细胞）全细胞裂解液，15 µg 

泳道 2：CHO-PD-L1（PD-L1 稳定表达的中国仓鼠卵巢上皮细胞）全细胞裂解液，15 µg 

 

一抗： 

A：PD-L1 抗体 [28-8]（ab205921），1.0 µg/mL（YN061622P，2016 年生产） 

B：PD-L1 抗体 [28-8]（ab205921），1.0 µg/mL（YP111536PDS，2018 年生产） 

C：PD-L1 抗体 [28-8]（ab205921），1.0 µg/mL（YP110104PJ，2018 年生产） 

D：PD-L1 抗体 [28-8]（ab205921），1.0 µg/mL（YQ092701PLE，2019 年生产） 

E：PD-L1 抗体 [28-8]（ab205921），1.0 µg/mL（YR051315PLE，2020 年生产） 

F：GAPDH 抗体 [EPR16891]（ab181602） 

 

二抗： 

过氧化物酶偶联山羊抗兔 lgG（H+L）（ab97051）（稀释度为 1/20,000） 

 

暴光时间：80 秒 

图 5. 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5 个批次 PD-L1 RabMAb 抗体（ab205921） 在 CHO-PD-L1 细胞中的表达，

确认批间可重复性。用预冷 1 × PBS 洗涤 CHO-S 细胞和 CHO-PD-L1 细胞，加入 RIPA 裂解缓冲液 4℃ 下涡旋 45 

分钟。超声处理（40 kW 功率）细胞 3 秒，重复 5 - 15 次，每次间隔 10 秒，直到溶液变清澈。在 150V 电压下 

SDS-PAGE 凝胶中电泳 1 小时，之后转移到 PVDF膜上。使用山羊抗兔 IgG H&L (HRP) 二抗（ab97051）（1/20,000稀

释）在室温下孵育 1 小时，然后用 ECL 显色。 

 

U-87 MG 细胞中的重组 PD-L1 抗体 [28-8]（ab205921） 

 

样本： 

所有泳道：U-87 MG（人脑星形胶质母细胞瘤上皮细胞）全细胞裂解液，15 µg 

 

一抗： 

A：PD-L1 抗体 [28-8]（ab205921），1.0 µg/mL（YN061622P，2016 年生产） 

B：PD-L1 抗体 [28-8]（ab205921），1.0 µg/mL（YP111536PDS，2018 年生产） 

C：PD-L1 抗体 [28-8]（ab205921），1.0 µg/mL（YP110104PJ，2018 年生产） 

D：PD-L1 抗体 [28-8]（ab205921），1.0 µg/mL（YQ092701PLE，2019 年生产） 

E：PD-L1 抗体 [28-8]（ab205921），1.0 µg/mL（YR051315PLE，2020 年生产） 

 

二抗： 

过氧化物酶偶联山羊抗兔 lgG（H+L）（ab97051）（稀释度为 1/20,000） 

 

暴光时间：180 秒 

图 6. 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5 个批次 PD-L1 RabMAb 抗体（ab205921），确认批间可重复性。用预冷的 1 

× PBS 洗涤 U-87 MG 细胞，加入 RIPA 裂解缓冲液冰上静置 15 分钟。超声处理（40 kW 功率）细胞 3 秒，重复 5 

- 15 次，每次间隔 10 秒，直到溶液变清澈。在 150V 电压下 SDS-PAGE 凝胶电泳 1 小时，之后转移到 PVDF膜上。

使用山羊抗兔 IgG H&L (HRP) 二抗（ab97051）（1/20,000稀释）在室温下孵育 1 小时，然后用 ECL 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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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可重复性抗体引领前行 

业内对由序列定义的重组抗体的需求持续增长，重组抗体是科研数据可重复性问题的众多解

决方案之一 3-5。虽然许多研究人员已经接受了利用单克隆抗体增加靶点特异性 11，但改用重

组试剂是提高生命科学领域结果可重复性及可靠性的必要过程 3-6。 

重组抗体生产消除了因抗体批次不同导致的差异，可以得出可重复性结果，确保研究的持久

性。重组试剂的性能可以得到长期保证，有助于将研究发现转化为诊断或药物研发，同时防

止可能因批间差异造成的时间或经费的浪费。 

了解更多： 

重组抗体：高可重复性、高特异性 

RabMAb® 重组兔单抗的优势 

提高抗体标准白皮书 

RabMAb 一抗技术网络研讨会简介 

联系我们 

电子邮箱：cn.technical@abcam.com 

Phone: 400 921 0189 / +86 21 2070 0500 

  

https://www.abcam.cn/primary-antibodies/recombinant-antibodies
https://www.abcam.cn/primary-antibodies/rabmab-rabbit-monoclonal-antibodies-advantages
https://www.abcam.cn/primary-antibodies/improving-reproducibility-with-better-antibodies
https://go.myabcam.com/introduction-to-rabmab-primary-antibody-technology-webinar
mailto:cn.technical@abc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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