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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科赛格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研发创新实力，以分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及免疫学等为基础，为工业客户提供关键生物原材料及相关
服 务，已经形成了研发、生产、质量、仓储、销售、服务的完整体系。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创立于2007年，位于“中国光谷”，是一家自主研
发、生产及销售蛋白、抗体、诊断试剂原料、科研试剂盒等产品的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依托于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
业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技术团队，已为国内外知名的诊断试剂生产厂
家、医药研发公司、高等院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等提供相关产品和定制化的技术
服务。科赛格IVD原料事业部，是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旗下独立品牌，专注
于体外诊断试剂原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华美 • 科赛格能为广大体外诊断试剂厂商提供优质的单克隆抗体、多克隆抗体、诊
断蛋白、生化酶、分子酶以及通用原料，同时可以为客户提供OEM试剂及专业的
定制化服务。产品全面覆盖炎症标志物、心肌标志物、肿瘤标志物、肝功肾功、
甲功激素、自身免疫疾病、呼吸道病原体、动物传染病等领域；广泛应用于免疫
比浊、免疫层析、酶联免疫、化学发光、临床生化和分子诊断等平台。

愿景：成为全球领先的诊断原料生产商

精神：创新、进取、务实、专业、诚信

服务宗旨：专业、真诚、高效、全方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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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抗原&抗体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编号 应用

◎ 炎症标志物

标记

标记

标记

标记

标记

标记

标记

标记

标记

标记

CSB-DA436EmN①

CSB-DA436EmN②

CSB-DA436EmN③

CSB-DA436EmN④

CSB-DP436E

CSB-DA118BmN②

CSB-DA118BmN⑤

CSB-DP118B

CSB-DA402GmN①

CSB-DA402GmN②

CSB-DA402GmN③

CSB-DA402GmN④

CSB-DA402GmN⑤

CSB-DA402GmN⑥

CSB-DP402G

CSB-DA131DmN①

CSB-DA131DmN②

CSB-DA131DmN③

CSB-DA131DmN⑦

CSB-DA131DmN⑧

CSB-DA131DmN⑨

CSB-DA131DmN⑩

CSB-DP131D

CSB-DA600ImN①

CSB-DA600ImN②

CSB-DA600ImN③

CSB-DA600ImN④

CSB-DP600I

CSB-DA441BmN①

CSB-DA441BmN②

CSB-DA441BmN③

CSB-DA441BmN④

CSB-DP441I

CSB-DP261B

CSB-DP267B

CSB-DP474B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白介素6（IL-6）

捕获

捕获

捕获

捕获

捕获

捕获

捕获

捕获

捕获

捕获

免疫层析，胶乳比浊

校准品，质控品

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1）

C反应蛋白（CRP）

胶乳比浊

化学发光

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降钙素原（PCT）

肝素结合蛋白（HBP）

胰蛋白酶原2（PRSS2）

钙卫蛋白S100A8（S100A8）

钙卫蛋白S100A9（S100A9）

钙卫蛋白（Calprotectin）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免疫层析

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层析

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酶联免疫，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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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编号 应用

◎ 心肌标志物

CSB-DA113BmN①

CSB-DA113BmN②

CSB-DA113BmN③

CSB-DA113BmN④

CSB-DA113BmN⑤

CSB-DA113BmN⑥

CSB-DA113BmN⑦

CSB-DA113BmN⑧

CSB-DA113BmN⑨

CSB-DA113BRN

CSB-DP113B

CSB-DAK128BmN①

CSB-DAK128BmN②

CSB-DAK128BmN③

CSB-DAK128BRN

CSB-DPK128B

CSB-DA406HmN①

CSB-DA406HmN②

CSB-DPK406H

CSB-DA006AmN①

CSB-DA006AmN②

CSB-DP006A

CSB-DA444HmN①

CSB-DA444HmN②

CSB-DA220HmN①

CSB-DA220HmN②

CSB-DAK220HmN③

CSB-DAK220HmN④

CSB-DP220H

CSB-DA005AmN①

CSB-DAK005JmN②

CSB-DAK005JmN③

CSB-DP005A

CSB-DPK005J

CSB-DAK897JmN①

CSB-DAK897JmN②

CSB-DPK897J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

生长分化因子-15（GDF-15）

髓过氧化物酶（MPO）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

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

D-二聚体（D-Dimer）

N端脑利钠肽（NT-proBNP）

脑利钠肽（BNP）

单克隆抗体

多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多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单克隆抗体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胶乳比浊

胶乳比浊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胶乳比浊

胶乳比浊

校准品，质控品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胶乳比浊

校准品，质控品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胶乳比浊

化学发光，免疫层析，胶乳比浊

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化学发光

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捕获

捕获/标记

标记

捕获

捕获

捕获

捕获

捕获

标记

标记

标记

标记

标记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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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编号 应用

肌红蛋白（MYO）

单克隆抗体 化学发光
捕获

标记

半乳凝集素-3蛋白（Galectin3）

载脂蛋白A1（APOA1）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捕获

标记

CSB-DPK007J

CSB-DP007B

CSB-DAK008HmN①

CSB-DAK008HmN②

CSB-DP008A

CSB-DPK008H

CSB-DAK784JmN①

CSB-DAK784JmN②

CSB-DPK784J

CSB-DP081A

CSB-DP321B

重组蛋白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肌酸激酶M蛋白（CKM） 重组蛋白 CSB-DP015A 校准品，质控品

肌钙蛋白I（cTnI）

单克隆抗体 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捕获

标记

CSB-DAK007JmN①

CSB-DAK007JmN②

CSB-DAK007JmN③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编号 应用

◎ 肿瘤标志物

铁蛋白（FER）

附睾蛋白E4（HE4）

甲胎蛋白（AFP）

转铁蛋白（TRF）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天然蛋白

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胶乳比浊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捕获

标记

捕获

捕获

捕获

标记

标记

标记

CSB-DA027BmN①

CSB-DA027BmN②

CSB-DA027BmN③

CSB-DA027BmN④

CSB-DP027B

CSB-DPK027H

CSB-DA018BmN①

CSB-DA018BmN②

CSB-DA018BmN③

CSB-DP018B

CSB-DA214HmN①

CSB-DA214HmN②

CSB-DA214HmN③

CSB-DP214C

CSB-DPK214H

CSB-DA485HmN①

CSB-DA485HmN②

CSB-DA485HmN③

CSB-DPK485J

CSB-DPK485H

重组蛋白 校准品，质控品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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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编号 应用

癌胚抗原（CEA）

糖类抗原50（CA50）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天然蛋白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CSB-DPK706J

CSB-DPK706H

CSB-DPK707H

癌抗原15-3（CA15-3）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糖类抗原242（CA242） 天然蛋白 校准品，质控品

癌抗原72-4（CA72-4）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

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fPSA）

前列腺特异抗原（PSA）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

胃蛋白酶原I（PGI）

胃蛋白酶原II（PGII）

S100B蛋白（S100B）

天然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捕获

标记

捕获

标记

CSB-DPK709J

CSB-DPK709H

CSB-DPK710H

CSB-DPK711H

CSB-DP009D

CSB-DPK712J

CSB-DPK713J

CSB-DPK714J

CSB-DP274I

CSB-DPK715J

CSB-DAK442JmN①

CSB-DAK442JmN②

CSB-DP442I

CSB-DAK252JmN①

CSB-DAK252JmN②

CSB-DP252A

CSB-DAK590JmN①

CSB-DAK590JmN②

CSB-DP590B①

CSB-DP590B②

CSB-DP129B

糖类抗原125（CA125）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CSB-DP127B

CSB-DPK127H

胃泌素17（G17）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捕获

标记

糖类抗原19-9（CA19-9）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CSB-DPK708J

CSB-DPK708H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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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化学发光，胶乳比浊

视黄醇结合蛋白4（RBP4）

胱抑素C（CYSC）

α1-微球蛋白（α1-MG）

β2-微球蛋白（β2-MG）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胶乳比浊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免疫层析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NGAL）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编号 应用

◎ 肝功肾功

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1（TIMP1）

胆酸（CA）

鹅去氧胆酸（CDCA）

前白蛋白（PA）

单克隆抗体

多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单克隆抗体

多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捕获

标记

捕获

标记

捕获

标记

捕获

捕获

捕获

标记CSB-DA001DmN①

CSB-DA001AmN①

CSB-DA001AmN②

CSB-DA001AmN③

CSB-DA001ARN

CSB-DP001A

CSB-DPK001H

捕获/标记

标记/捕获

CSB-DA228AmN①

CSB-DA228AmN②

CSB-DP228A

CSB-DA008ICmN①

CSB-DM008B1

CSB-DM008O1

CSB-DA007ICmN①

CSB-DM007B1

CSB-DM007O1

CSB-DP322B

CSB-DPK322H

CSB-DA003CmN①

CSB-DA003CmN③

CSB-DA003CmN⑤

CSB-DA003CmN⑥

CSB-DA003CmN⑦

CSB-DA003ARN

CSB-DP003A

CSB-DPK003J

CSB-DPK003H

CSB-DA002AmN①

CSB-DA002AmN②

CSB-DP002A

CSB-DPK002H

CSB-DA004AmN①

CSB-DA004AmN②

CSB-DA004AmN③

CSB-DP004A

CSB-DPK004H

CSB-DA141AmN①

CSB-DA141AmN②

CSB-DP141A

CSB-DPK141H

酶联免疫，免疫层析

胶乳比浊

免疫层析

胶乳比浊

胶乳比浊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胶乳比浊

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胶乳比浊

胶乳比浊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酶联免疫

校准品，质控品

酶联免疫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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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

标记

捕获

标记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抗缪勒氏管激素（AMH）

化学发光

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

CSB-DA344BmN①

CSB-DAK344BmN②

CSB-DAK344BmN③

CSB-DPK344J

CSB-DP344B

CSB-DA443BmN①

CSB-DA443BmN②

CSB-DP443I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卵泡刺激素（FSH）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 甲功激素

产品编号 应用

CSB-DA263HmN①

CSB-DA263HmN②

CSB-DA263HmN③

CSB-DPK263H

CSB-DA286GmN①

CSB-DA286GmN②

CSB-DA286GmN④

CSB-DP286I

捕获

捕获

标记

标记

标记

单克隆抗体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甲状腺球蛋白（TG）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1（IGFBP-1）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层析

重组蛋白 校准品，质控品

单克隆抗体
促黄体生成素（LH） 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催乳素（PRL）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

雌二醇（E2）

睾酮（Ts）

校准品，质控品

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校准品，质控品

酶联免疫

竞争物

酶联免疫

竞争物

捕获

标记

捕获

标记

捕获

标记

CSB-DA280ImN①

CSB-DA280ImN②

CSB-DA280ImN③

CSB-DA280ImN④

CSB-DP280I

CSB-DA320ImN①

CSB-DA320ImN②

CSB-DA320ImN③

CSB-DP320G

CSB-DAK898JmN①

CSB-DAK898JmN②

CSB-DPK898J

CSB-DA006ICmN①

CSB-DM006B1

CSB-DM006O1

CSB-DA005ICmN①

CSB-DM005B1

化学发光

CSB-DM005O1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孕酮（P）

酶联免疫

竞争物

CSB-DAK899JmN①

CSB-DM899B1

CSB-DM899O1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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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编号 应用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叶酸（FA）

皮质酮（COR）

皮质醇（COL）

竞争物

化学发光，酶联免疫

竞争物

酶联免疫

竞争物

酶联免疫

竞争物
CSB-DM001B2

CSB-DA011ICmN②

CSB-DM011B1

CSB-DM011O1

CSB-DA009ICmN①

CSB-DM009B1

CSB-DM009O1

CSB-DA004ICmN①

CSB-DM004B1

CSB-DM004O1

CSB-DA001ICmN①

重组蛋白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IGF-1） 校准品，质控品

CSB-DM001O2

CSB-DPK717J

CSB-DA011ICmN①
单克隆抗体

17α-羟孕酮（17α-OHP）

化学发光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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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 自身免疫疾病

产品编号 应用

链球菌溶血素O蛋白（SLO）

链球菌溶血素O抗体（Anti-SLO）

类风湿因子（RF）

U1核糖核蛋白A（U1snRNP A）

U1核糖核蛋白C（U1snRNP C）

U1核糖核蛋白70（U1snRNP 70）

组氨酰tRNA合成酶（Jo-1）

核蛋白60kDa亚单位（SS-A/Ro（60 kDa））

核蛋白52kDa亚单位（SS-A/Ro（52 kDa））

RNA多聚酶Ⅲ辅助蛋白（SS-B/La （48 kDa））

DNA拓扑异构酶I（Scl-70）

着丝粒蛋白-B（CENP-B）

外泌体组份9（PM/Scl 75）

组蛋白H2A（Histone H2A）

组蛋白H2B（Histone H2B）

组蛋白H3（Histone H3）

醇溶蛋白（Gliadin）

酪氨酸磷酸酶2（IA-2）

可溶性肝抗原（SLA/LP）

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

苏氨酰tRNA合成酶（PL-7）

丙氨酰tRNA合成酶（PL-12）

组织型谷氨酰胺转移酶（tTG）

促甲状腺激素受体（TSHR）

磷脂酶A2受体（PLA2R）

CSB-DP013A

CSB-DAK013AmN①

CSB-DPK718H

CSB-DPK903J

CSB-DPK904J

CSB-DPK905J

CSB-DPK728H

CSB-DPK724H

CSB-DPK725H

CSB-DPK726H

CSB-DPK727H

CSB-DPK751J

CSB-DPK747J

CSB-DPK906J

CSB-DPK907J

CSB-DPK908J

CSB-DPK745H

CSB-DPK741J

CSB-DPK742J

CSB-DPK752J

CSB-DPK748J

CSB-DPK749J

CSB-DPK909J

CSB-DPK744J

CSB-DPK743J

胶乳比浊

校准品，质控品，免疫印迹

胶乳比浊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 糖尿病

产品编号 应用

CSB-DA446HmN①

CSB-DPK446H

CSB-DA120AmN①

CSB-DA120AmN③ 捕获

胶乳比浊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胶乳比浊

化学发光，免疫层析

单克隆抗体

天然蛋白

单克隆抗体

糖化血红蛋白（HbA1C）

脂联素（ADPN）
CSB-DA120AmN④ 标记

CSB-DP120B 校准品，质控品重组蛋白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 阿兹海默症

产品编号 应用

CSB-DAK900JmN①

CSB-DAK900JmN②

CSB-DPK900J

化学发光，酶联免疫

校准品，质控品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β-淀粉样多肽42（Aβ42）

CSB-DAK902JmN①

CSB-DAK902JmN②

CSB-DPK902J

化学发光，酶联免疫

校准品，质控品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磷酸化微管相关蛋白（P-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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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 新型冠状病毒

产品编号 应用

CSB-DA703ImN①

CSB-DAK703ImN②

CSB-DP703I

CSB-DAK581JmN①

CSB-DP581I

CSB-DA701BmN⑦

CSB-DA701BmN⑧

CSB-DP701B

CSB-DP579B

CSB-DA702ImN①

CSB-DA702ImN②

CSB-DA702ImN③

CSB-DA702ImN④

CSB-DP702I

CSB-DP580I

CSB-DA493HmN

CSB-DA494HmN

标记

捕获

免疫层析

胶体金，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胶体金，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胶体金，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胶体金，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胶体金，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胶体金，酶联免疫，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质控品

校准品，质控品，质控品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单克隆抗体

重组蛋白

重组抗体

重组抗体

新冠病毒S-RBD蛋白（S-RBD）

新冠病毒ACE2蛋白（ACE2）

新冠病毒N蛋白（N protein）

新冠病毒S1蛋白（S1 protein）

新冠N蛋白人源化IgG（N-IgG）

新冠S1蛋白人源化IgG（S1-IgG）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 呼吸道病原体

产品编号 应用

CSB-DPK762J

CSB-DPK763H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腺病毒重组抗原（Adv）

腺病毒（2型）六邻体蛋白（Adv-Type 2 Hexon）

呼吸道合胞病毒F抗原（RSV- F）

呼吸道合胞病毒G抗原（RSV- G）

呼吸道合胞病毒NP抗原（RSV- NP）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RSV）

A型流感病毒抗原（FluA）

B型流感病毒抗原（FluB）

副流感病毒1型抗原（PIV-Ⅰ）

副流感病毒2型抗原（PIV-Ⅱ）

副流感病毒3型抗原（PIV-Ⅲ）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天然蛋白

天然蛋白

天然蛋白

CSB-DPK764J

CSB-DPK765J

CSB-DPK766J

CSB-DPK768H

CSB-DPK769J

CSB-DPK770J

CSB-DPK775H

CSB-DPK776H

CSB-DPK777H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阳性质控

酶联免疫，阳性质控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标记

捕获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CSB-DAK900JmN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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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 动物传染病

产品编号 应用

非洲猪瘟病毒 pS273R蛋白（ASFV pS273R）

非洲猪瘟病毒p72蛋白（ASFV p72）

非洲猪瘟病毒 p54蛋白（ASFV p54）

猴痘病毒L1R蛋白（MPXV-L1R）

猴痘病毒A29蛋白（MPXV-A29）

猴痘病毒A35R蛋白（MPXV-A35R）

猴痘病毒B6R蛋白（MPXV-B6R）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CSB-DPK753J

CSB-DPK754J

CSB-DPK755J

CSB-DPK756J

CSB-DPK757J

CSB-DPK758J

CSB-DPK759J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猴痘病毒M1R蛋白（MPXV-M1R）

汉坦病毒抗原（HV）

重组蛋白

重组蛋白

CSB-DPK760J

CSB-DPK761J

酶联免疫

酶联免疫

◎ 天然蛋白

产品编号 应用

白蛋白（ALB）

高密度脂蛋白（HDL-C）

低密度脂蛋白（LDL-C）

血红蛋白（HB）

补体C3（C3）

补体C4（C4）

免疫球蛋白A（IgA）

免疫球蛋白G（IgG）

免疫球蛋白M（IgM）

α2-巨球蛋白（Macroglobulin Alpha-2）

CSB-DPK778H

CSB-DPK782H

CSB-DPK783H

CSB-DPK789H

CSB-DPK792H

CSB-DPK793H

CSB-DPK794H

CSB-DPK795H

CSB-DPK796H

CSB-DPK798H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产品名称

触珠蛋白（HP）

凝血因子IX（hF9）

凝血因子VIII（hF8）

CSB-DPK800H

CSB-DPK803H

CSB-DPK804H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纤维连接蛋白（Fibronectin）

血红素结合蛋白（Hemopexin）

λ轻链（LAM）

凝血酶原复合物（Prothrombin Complex）

凝血酶（Thrombin）

人IgG（Human IgG）

人IgG Fab片段（Human IgG Fab）

人IgG Fc片段（Human IgG Fc）

CSB-DPK808H

CSB-DPK811H

CSB-DPK812H

CSB-DPK814H

CSB-DPK815H

CSB-DPK817H

CSB-DPK818H

CSB-DPK819H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校准品，质控品， 免疫印迹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 通用原料

产品编号 应用

CSB-DPK866J

CSB-DPK867J

CSB-DPK868J

CSB-DPK869J

CSB-DPK870J

CSB-DPK871J

CSB-DPK872J

CSB-DPK873J

CSB-DPK874J

CSB-DAK874HmN

CSB-DAK875HmN

CSB-DAK876HmN

CSB-DAK877HmN

CSB-DAK878HGN

CSB-DAK879HGN

CSB-DA499HmN

CSB-DAK880HaN

CSB-DAK881HaN

CSB-DAK882HaN

CSB-DAK883HaN

CSB-DAK884HaN

CSB-DRK885A

CSB-DRK886A

CSB-DRK887A

CSB-DRK888A

CSB-DRK889A

CSB-DRK890A

CSB-DRK910A

羊抗鼠IgG（Goat anti-Mouse IgG）

兔抗鼠IgG（Rabbit anti-Mouse IgG）

羊抗兔IgG（Goat anti-Rabbit IgG）

鼠抗兔IgG（Mouse anti-Rabbit IgG）

羊抗鸡IgY（Goat anti-Chicken IgY）

鼠抗鸡IgY（Mouse Anti-Chicken IgY）

兔抗鸡IgY（Rabbit Anti-Chicken IgY）

2,4-二硝基苯-BSA（DNP-BSA）

兔抗DNP（Anti-DNP）

鼠抗人IgG（Mouse Anti-Human IgG）

鼠抗人IgM（μ链）（Mouse Anti- Human IgM）

鼠抗人IgE（Mouse Anti- Human IgE）

鼠抗人IgA（Mouse Anti- Human IgA）

羊抗人IgG（Goat Anti-Human IgG）

羊抗人IgM（Goat Anti-Human IgM）

抗RBC抗体（RBC antibody）

阻断剂A（Blocker A）

阻断剂B（Blocker B）

阻断剂C（Blocker C）

阻断剂D（Blocker D）

阻断剂E（Blocker E）

链霉亲和素（SA）

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

异硫氰酸荧光素抗体（Anti-FITC）

荧光素酶（Luciferase）

碱性磷酸酶（AP）

碱性磷酸酶发光底物（AMPPD）

通用型蛋白保护剂（Protein protectant CT）

质控系统

质控系统

质控系统

质控系统

质控系统

质控系统

质控系统

质控系统

质控系统

二抗

二抗

二抗

二抗

二抗

二抗

辅助抗体

辅助抗体

辅助抗体

辅助抗体

辅助抗体

辅助抗体

辅助试剂

辅助试剂

辅助试剂

辅助试剂

辅助试剂

辅助试剂

辅助试剂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酶联免疫， 化学发光

免疫层析

化学发光

化学发光

校准品，质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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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荐

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简称白介素6 (IL-6) ，是一种功能广泛的多效性细胞因子。人IL-6基因位于第7号染色体，长约5kb，有5个外
显子和4个内含子。人IL-6分子由212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包括28个氨基酸残基的信号序列，成熟IL-6为184氨基酸残基，分子量26kDa。

IL-6在急性炎症反应中处于中心地位，与炎症性疾病及感染程度直接相关。《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临床意义解读专家共识》（2017）中指
出，在炎症诊断中IL-6可用来辅助急性感染的早期诊断；IL-6可用于评价感染严重程度和判断预后；动态观察IL-6水平也有助于了解感染性疾
病的进展和对治疗的反应。

同时，IL-6的血清浓度水平增高早于PCT和CRP。IL-6与PCT联合检测，有助于医生进行诊断，病情评估，指导治疗，减少不必要抗生素的应
用。

◎ 化学发光平台

•

• 货号：CSB-DA436EmN②,CSB-DA436EmN④

• 灵敏度：0.3 pg/mL 

• 比对试剂盒：罗氏

• 检测血清样本数：72例

• 线性范围：1.5-1500 pg/mL

• 临床相关性：R²=0.91

• 精密度：CV＜10%

• 回收率：平均91.8%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图1. 科赛格IL-6抗体用于化学发光平台检测血清样本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 CSB-DA436EmN②,CSB-DA436EmN④

• 灵敏度：3.2 pg/mL 

• 比对试剂盒：罗氏

• 检测血清样本数：23例

• 线性范围：4-1500 pg/mL

• 临床相关性：R²=0.96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图2. 科赛格IL-6抗体用于荧光免疫层析平台检测血清样本

◎ 荧光免疫层析平台

白介素6（IL-6）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血清淀粉样蛋白A（serum amyloid A protein，SAA），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属于载脂蛋白家族中的异质类蛋白质。在人体中存在
4种血清淀粉样蛋白A基因分别为SAA1-SAA4，其中SAA1和SAA2是急性期(acute phase)的两种蛋白称为A-SAA，两种蛋白差异7个氨基酸；
SAA3是假设基因，不翻译蛋白；SAA4是组成型蛋白质，一直存在于细胞内。

与C反应蛋白（CRP）类似，血清淀粉样蛋白A的含量浓度是反映感染性疾病早期炎症的敏感指标，有一个最重要的不同之处：病毒感染时
SAA显著升高，而CRP在无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中不升高或仅在一个狭窄围范内也许有小幅升高，所以SAA可用于病毒感染的诊查。对于移
植排异，SAA检测是一个相当灵敏的指标。在不可逆转的移植排异检测中，其平均浓度比可逆排异发作病例水平更高。类风湿性关节炎、结
核病或麻风病患者SAA浓度的慢性升高，是合成AA-淀粉纤维的先决条件，这也被用来诊断继发性淀粉样变性病变。

SAA和CRP联合检测更能体现优势互补，对细菌、病毒感染的诊断和鉴别多一份依据， SAA/CRP的比值更能体现单项指标不能反应的临床意
义。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中指导抗生素的应用。SAA和CRP联合检测，以弥补病毒感染时CRP水平差异无显著性，有利于小儿感染性疾
病的早期诊断。CRP+SAA联合检测也是妇科化疗患者医院感染早期诊断、疗效和预后评估的灵敏指标。

•

• 货号：CSB-DP118B

• 来源：E.coli  

• 相对纯度：90%±5% by SDS-PAGE

 产品类别：蛋白

图1.自产SAA1蛋白检测活性

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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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类别：多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113BRN

• 灵敏度：3.9 ng/mL 

• 比对试剂盒：德赛

• 检测血清样本数：36例

• 线性范围：5-1000 ng/mL

• 临床相关性：R²=0.85

• 精密度：CV＜5%

• 稳定性：37℃14天比浊信号变化<10% 图3. 科赛格Lp-PLA2抗体用于胶乳免疫比浊平台检测血清样本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113BmN⑧， CSB-DA113BmN⑨

• 灵敏度：2 ng/mL 

• 比对试剂盒：德赛

• 检测血清样本数：72例

• 线性范围：1.95-1000 ng/mL

• 临床相关性：R²=0.85

• 精密度：CV＜10%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图2. 科赛格Lp-PLA2抗体用于胶乳免疫比浊平台检测血清样本

脂 蛋 白 相 关 磷 脂 酶 A2（ 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2， Lp-PLA2） ， 亦 称 血 小 板 活 化 因 子 乙 酰 水 解 酶 （ PAF-AH） ， 由
PLA2G7基因编码的441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约为45 kDa。Lp-PLA2经成熟的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合成和分泌，并受炎性介质的调节，具
有促炎症和促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具有促进动脉粥样硬化（AS）的作用，是AS中的一种新的炎性反应标志物。Lp-PLA2在血液中的浓度可动态
地反映动脉粥样斑块的炎症程度，浓度越高风险越大。此外，检测血中Lp-PLA2水平可以用来识别冠心病的高危个体，根据Mayo Medical 
Laboratories的研究，当血液中Lp-PLA2浓度高于235 ng/mL，提示心肌梗死、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风险。

Lp-PLA2为反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及血栓形成事件的独立风险因子，与其具有高度一致性及精确性，是急性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复发事件
高风险患者的准确风险评估标志物。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A组合：CSB-DA113BmN①- CSB-DA113BmN③ 
                C组合：CSB-DA113BmN③- CSB-DA113BmN① 
                E组合：CSB-DA113BmN④- CSB-DA113BmN⑤ 
                F组合：CSB-DA113BmN⑦- CSB-DA113BmN②
• 灵敏度：0.13 ng/mL 
• 比对试剂盒：德赛
• 检测血清样本数：72例
• 线性范围：1.95-1500 ng/mL
• 临床相关性：R²=0.88
• 精密度：CV＜10%
• 回收率：平均95.8%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图1. 科赛格Lp-PLA2抗体用于化学发光平台检测血清样本

◎ 化学发光平台

◎ 胶乳免疫比浊平台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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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是一种血红素蛋白，富含于中性粒细胞中，由粒细胞进入循环之前在骨髓内合成并存储于噬
天青颗粒内。外界刺激可导致中性粒细胞聚集，从而释放髓过氧化物酶。MPO的相对分子量为150kDa，是由两个亚单位通过共价结合形成
的四聚体，每个亚单位又有一条重链α（相对分子量60kDa）和一条轻链β链（相对分子量为15kDa）构成。

MPO可以通过催化氧化氯离子产生次氯酸在吞噬细胞内杀灭微生物，破坏多种靶物质，对机体产生和调节炎症反应等多方面发挥作用。更
重要的是，其氧化修饰低密度脂蛋白（LDL）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因此MPO被认为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关。

目前，MPO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心血管标志物，体内MPO含量升高预示着有动脉硬化以及冠心病的风险，是心肌梗死的早期预警,比其他指
标如肌钙蛋白T、CK-MB以及CRP更灵敏，更早地诊断和危险评估。 在胸痛发生2h内MPO水平即可明显升高，所以，对于胸痛患者而言，
MPO对于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ACS）将有更重要的临床意义。

髓过氧化物酶（MPO）

◎ 胶乳免疫比浊平台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406HmN①，CSB-DA406HmN②

• 比对试剂盒：柏荣

• 检测血清样本数：72例

• 线性范围：25-1300 ng/mL
2• 临床相关性：R =0.94

2• 高值线性：R =0.99

• 稳定性：37℃14天 ABS变化10%

图1. 胶乳平台自产MPO抗体与外购试剂盒临床比对

◎ 化学发光平台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406HmN①，CSB-DA406HmN②

• 比对试剂盒：柏荣

• 检测血清样本数：72例

• 线性范围：0-1000 ng/ml
2• 临床相关性：R =0.90

2• 稀释线性：R =0.97

图2.化学发光平台自产MPO抗体与外购试剂盒临床比对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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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二聚体（D-Dimer）是纤溶酶作用于交联蛋白的特异性分子标志物。它含有两个相同的亚基，每个亚基都由α、β和γ三个多肽链组成。通
常所说的“D-二聚体”，在循环体内并不是一个结构简单均一的物质，而是含有D-二聚体结构的大小不同片段的混合物（如DD、DY、XD、
XY、DXD、YXD、DXXD等，分子量为190kDa—720kDa）。

二十年来，在排除深静脉血栓栓塞症（DVT）和肺栓塞（PE），D -二聚体检测已获得广泛的应用。另外D - 二聚体出现在继发性纤溶中，对
其他血栓形成性疾病如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 、脑血管疾病、肝脏疾病及恶性肿瘤等疾病均有重要的诊断价值。同时D -二聚体检测还可
用于溶栓药物的治疗监测指标。

D-二聚体（D-Dimer）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220HmN①，CSB-DA220HmN②

• 灵敏度：0.2 μg/mL

• 比对试剂盒：希森美康

• 检测血浆样本数：50例

• 线性范围：0.2-30 µg/mL
2• 临床相关性：R =0.91

图1. 胶乳平台自产D-Dimer抗体与外购试剂盒临床比对

◎ 胶乳免疫比浊平台

◎ 胶乳免疫比浊平台

纤溶酶是一种丝氨酸蛋白酶，当纤溶亢进时，纤溶酶将会降解纤维蛋白或者纤维蛋白原， 降解后的产物总称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
FDP是由以下分子量大小不一的物质组成：X-片段、Y-片段、D-片段、D-二聚体等。

FDP是纤溶系统活动性的指标，在凝血实验中经常会被检测。特别是对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综合症（DIC）的诊断以及术后病人的随访，
FDP是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

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444HmN①, CSB-DA444HmN②
• 灵敏度：1 mg/L 
• 比对试剂盒：积水医疗
• 检测血浆样本数：54例
• 线性范围：1.0-1000 mg/L
• 临床相关性：R²=0.95
• 精密度：CV＜10%
• 稳定性：37℃14天比浊信号变化<10%

图1. 科赛格FDP抗体用于胶乳免疫比浊平台检测血浆样本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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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颗粒发光平台

◎ 磁颗粒发光平台

肌红蛋白（MYO）

肌红蛋白（Myoglobin，MYO）是哺乳动物细胞贮存和分配氧的蛋白质。肌红蛋白是由一条多肽链和一个辅基血红素构成，相对分子质量为
16.7kDa，含153个氨基酸残基，主要分布于心肌和骨骼肌组织。除去血红素的脱辅基肌红蛋白称珠蛋白（globin），它和血红蛋白的亚基
（α-珠蛋白链和β-珠蛋白链）在氨基酸序列上具有明显的同源性，它们的构象和功能也极其相似。肌红蛋白广泛分布于心肌和骨骼肌中，正
常人的血中含量很低，当心肌和骨骼肌损伤时，血中MYO明显增高，因此MYO测定有利于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同时，要把握异常结果的分
析，心肌梗死发病后4~12h内，血清中肌红蛋白含量可达高峰，48h恢复正常，是诊断心肌梗死的早期指标。但有骨骼肌疾病、休克、手术
创伤、肾功能衰竭患者血清肌红蛋白也可升高，需要注意鉴别；假性肥大型肌病，急性皮肌炎，多发性肌炎等患者血液中肌红蛋白与肌酸磷
酸激酶呈平行性升高。

• 

• 货号：CSB-DAK008HmN①，CSB-DAK008HmN②

• 灵敏度：1.0 ng/ml

• 线性范围：1.0-3000.0 ng/ml

• 比对试剂盒：罗氏

• 检测血清样本数：220
2• 临床相关性：R =0.9929

• 精密度：CV＜10%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图1. 科赛格MYO用于磁颗粒化学发光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肌 酸 激 酶 （Creatine Kinase，CK） 分 子 是 由 脑 型 亚 单 位 （B） 和 肌 型 亚 单 位 （M） 组 成 的 二 聚 体 ， 正 常 人 体 组 织 中 常 含4种 同 工 酶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s），按电泳快慢顺序分别为脑型CK-BB（CK1）、杂化型CK-MB（CK2）和肌肉型CK-MM（CK3），此外，
还存在线粒体型CK-MiMi。CK-MB分子量85kDa，主要存在于心肌组织中，占血清中CK的0～4%，其存在两种亚型，包括MB2（组织形式）
和MB1（转化形式），其中CK-MB2从心肌释放后，羧基末端被血浆羧基肽酶N水解，去掉一个赖氨酸残基转化为血清修饰亚型CK-MB1。
CK和CK-MB是心肌组织损伤的敏感指标之一，特别是CK-MB更具特异性。

血清中的CK-MB增高常见于急性心肌梗死、骨骼肌损伤、外伤、剧烈锻炼等。恶性热者及其家属中的一些成员，其血清CK-MB也可见增高。
横纹肌肉瘤患者，其血清CK-MB可明显增高。此外，损伤心肌的心脏手术，可有一过性CK-MB增高，一般手术后24小时内恢复正常。

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 

• 货号：CSB-DAK015JmN①，CSB-DAK015JmN②

• 灵敏度：0.3 ng/ml

• 线性范围：0.3-300.0 ng/ml

• 比对试剂盒：罗氏

• 检测血清样本数：218
2• 临床相关性：R =0.9972

• 精密度：CV＜10%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图1. 科赛格CK-MB用于磁颗粒化学发光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20

www.cusag.cn

铁蛋白（Ferritin，FER）是一种由24条轻链和重链组成的球蛋白，分子量为450kDa。真核生物中是重要的贮铁蛋白，其功能是维持机体铁
离子的可溶和非毒性状态。铁蛋白分布于整个机体，尤其以肝细胞和网状内皮细胞含量最多，以痕量形式存在于血清中，能够反应机体内铁
离子含量。

铁蛋白含量测定是目前检测铁缺乏最准确的途径。事实上，所有血清铁和铁蛋白低的患者都存在铁缺乏。血清铁蛋白含量是区别缺铁性贫血
（血清铁蛋白减少）和慢性疾病贫血（血清铁蛋白正常或上升）的重要指标，也可用于区别小红细胞症（铁蛋白含量低）和轻型地中海贫血
（铁蛋白正常或升高）。铁缺乏伴随着铁蛋白含量减少常出现在月经期和育龄期妇女以及儿童体内。

血色病、急性肝炎、恶性肿瘤和慢性炎性疾病患者体内也会出现血清铁蛋白含量的升高。

铁蛋白（FER）

图1. 科赛格FER抗体用于化学发光平台检测血清样本

图2. 科赛格FER抗体用于胶乳比浊平台检测 样本血清

◎ 化学发光平台

◎ 胶乳免疫比浊平台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027BmN①，CSB-DA027BmN②，
CSB-DA027BmN③，CSB-DA027BmN④

• 灵敏度：2.5 ng/mL 

• 比对试剂盒：雅培

• 检测血清样本数：70例

• 线性范围：2.5-600 μg/L

• 临床相关性：R²=0.97

• 精密度：CV＜10%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027BmN③，CSB-DA027BmN④

• 灵敏度：5 ng/mL 

• 比对试剂盒：雅培

• 检测血清样本数：35例

• 线性范围：8-1000 μg/L

• 临床相关性：R²=0.98

• 精密度：CV＜5%

• 稳定性：37℃14天胶乳比浊信号变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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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颗粒发光平台

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PG），由泌酸腺的主细胞合成，在胃腔内经盐酸（HCL）或已有活性的胃蛋白酶（Pepsin）作用变成胃蛋白
酶，将蛋白质分解成膘、胨及少量多肽。PG为一由375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多肽链，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为42kDa，人胃粘膜中有7组胃蛋白
同工酶原，根据其生化性质和免疫原性将其分成2个亚群，1-5组分的免疫原性相同，称为胃蛋白酶原Ⅰ（PGⅠ，PGA），主要由胃底腺的主
细胞和黏液颈细胞分泌；组分6和7被称为胃蛋白酶原Ⅱ（PGⅡ，PGB），除由胃底腺的主细胞和黏液颈细胞分泌外，贲门腺和胃窦的幽门
腺的黏液颈细胞以及十二指肠上段也能产生。

血清PGⅠ和PGⅡ反映胃黏膜腺体和细胞的数量，也间接反映胃黏膜不同部位的分泌功能。当胃黏膜发生病理变化时，血清PG含量也随之改
变。因此，监测血清中PG的浓度可以作为监测胃黏膜状态的手段。2017年《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高度肯定了PG的价值，指南给出了如
下推荐意见：血清胃蛋白酶原（PG）Ⅰ、Ⅱ以及胃泌素17的检测有助于判断有无胃黏膜萎缩和程度。同时《中国早期胃癌筛查流程专家共
识意见》，在肯定血清PG价值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新型胃癌筛查评分系统，其中高龄、男性、HP抗体阳性、低胃蛋白酶原比值（PG
R）、高血清G17水平作为胃癌的高危因子。

胃蛋白酶原

胃蛋白酶原Ⅰ（PGⅠ）

• 

• 货号：CSB-DAK442JmN①，CSB-DAK442JmN②

• 灵敏度：1.0 ng/ml

• 线性范围：1.0-200.0 ng/ml

• 比对试剂盒：雅培

• 检测血清样本数：214
2• 临床相关性：R =0.9912

• 精密度：CV＜10%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胃蛋白酶原Ⅱ（PGⅡ）

◎ 磁颗粒发光平台

• 

• 货号：CSB-DAK252JmN①，CSB-DAK252JmN②

• 灵敏度：0.6 ng/ml

• 线性范围：0.6-100.0 ng/ml

• 比对试剂盒：雅培

• 检测血清样本数：219
2• 临床相关性：R =0.992

• 精密度：CV＜10%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图1. 科赛格PGⅠ用于磁颗粒化学发光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图2. 科赛格PGⅡ用于磁颗粒化学发光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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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泌素17（G17）

胃泌素（Gastrin）是一种主要由胃窦和十二指肠的Ｇ细胞分泌的胃肠激素，对调节消化道功能和维持其结构完整有重要作用。人体中95％
以上有生物活性的胃泌素是α-酰胺化胃泌素，主要含两种异构体G17和G34，其中80%~90%是由17个氨基酸残基所组成的G17。G17仅由胃
窦部G细胞分泌，因此G17是反映胃黏膜损伤情况的重要指标。以G17作为核心指标的人体血清胃功能检测，属于一项无创、无痛且安全、
经济的人体胃病检测方法。这种检测项目可以有效地减少胃癌患病风险，大幅度地提高胃癌疾病的早诊以及早治概率，对于各种胃病的预防
和治疗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2017年》明确血清胃蛋白酶原（PGⅠ、PGⅡ）以及G17的检测有助于判断有无胃
黏膜萎缩及其程度。《慢性胃炎基层诊疗指南（实践版2019）》进一步明确血清胃蛋白酶原（PGⅠ、PGⅡ）以及G17检测有助于慢性萎缩
性胃炎的诊断。PGⅠ、PGⅠ/PGⅡ比值降低，血清G17水平升高，提示胃体萎缩为主；若PGⅠ及PGⅠ/PGⅡ比值正常，血清G17水平降低，
提示胃窦萎缩为主；全胃萎缩者，PG及G17均降低。

• 

• 货号：CSB-DAK590JmM①，CSB-DAK590JmM②

• 灵敏度：1.5 pmol/L

• 线性范围：1.5-45.0 pmol/L

• 检测血清样本数：222

2• 临床相关性：R =0.9863

• 精密度：CV＜10%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图1. 科赛格G17用于磁颗粒化学发光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 磁微粒化学发光平台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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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微粒化学发光平台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001DmN①,CSB-DA001AmN①

• 线性范围：0-1000 ng/mL

• 检测血清样本数：18例   

• 临床相关性：R²=0.92

• 精密度：CV＜10%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图2. 科赛格NGAL用于磁颗粒发光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 免疫荧光平台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001DmN①,CSB-DA001AmN①

• 线性范围：0-1000 ng/mL

• 检测血清样本数：39例  

• 临床相关性：R²=0.94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图3. 科赛格NGAL用于免疫荧光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 胶乳免疫比浊平台

• 产品类别：多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001ARN

• 灵敏度：0.25 ng/mL

• 检测血清样本数：50例  

• 线性范围：0-5000 ng/mL

• 临床相关性：R²=0.98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图4. 科赛格NGAL用于胶乳比浊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又称人脂质运载蛋白2（Lipocalin 2，
Ln2），是人脂质运载蛋白家族成员，由178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NGAL是在包括肾小管在内的一些组织器官的中性粒细胞和上皮细胞中表达的小分子蛋白，在肾脏中的表达会因不同原因的肾损伤而显著升
高，并且释放到尿液和血液中，其水平可在肾损伤的2小时内升高，研究证实，健康人群尿液中NGAL范围0.7-9.6 ng/mL，血浆中NGAL范围
3- 106 ng/mL，肾损伤后NGAL水平急剧上升，因此NGAL被作为早期敏感的肾损伤生物标志物。

血和尿中NGAL反映慢性肾病的存在、严重性和进展情况。在感染和某些癌症中NGAL的水平也可能适度升高。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

◎ 板式化学发光平台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001DmN①,CSB-DA001AmN①
• 灵敏度：0.005 ng/mL
• 线性范围：0-1000 ng/mL
• 检测血清样本数：50例        
• 临床相关性：R²=0.92
• 精密度：CV＜10%
• 回收率：平均101.06%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图1. 科赛格NGAL用于板式发光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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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联素（Adiponectin，ADPN）是一种主要由脂肪细胞分泌的蛋白类激素，大量存在于血液循环中，约占人血浆总蛋白的0.01％（5-30 μg／ml）
在调节胰岛素敏感性，及葡萄糖代谢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人类脂联素单体由244个氨基酸组成，包括有4个区域：N端信号肽、非同源区、胶原重复序列和球状羧基端；胶原重复序列与物种的进化有极大
的相关性。脂联素以多种亚型存在于血液中。单体脂联素（28kDa）在脂肪细胞中首先聚合成具有生物学活性的三聚体（65 kDa），再以此为基
础聚合成六聚体（150 kDa）和不对称花束样的高分子量（18-36个单体，>280 kDa）脂联素后分泌入循环血液中。正常人血浆脂联素性质稳定，
且几种亚型脂联素不发生相互转化。

脂联素是一种可对2型糖尿病进行早期风险预测的新指标。不同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这两个糖尿病诊断指标，脂联素是糖尿病的风险预测指标。
通过脂联素可筛查出血糖尚且正常，但机体生理代谢已经出现异常的糖尿病高风险人群，脂联素可动态反映机体的胰岛素抵抗水平，与个体代谢
健康息息相关。

脂联素（ADPN）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120AmN①

• 灵敏度：0.2 ug/mL

• 线性范围：1.1-40 mg/L

• 检测血清样本数：32例  

• 临床相关性：R²=0.96

• 精密度：CV＜10%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图1. 科赛格ADPN用于胶乳比浊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 胶乳免疫比浊平台

◎ 化学发光平台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120AmN③,CSB-DA120AmN④

• 灵敏度：50 ng/mL

• 线性范围：0.9-40 mg/L

• 检测血清样本数：39例  

• 临床相关性：R²=0.92

• 精密度：CV＜10%

• 回收率：平均105.56%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图2. 科赛格ADPN用于化学发光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 胶体金平台

• 产品类别：单克隆抗体

• 货号：CSB-DA120AmN③,CSB-DA120AmN④

• 灵敏度：0.017 ug/mL

• 线性范围：1.5-40 mg/L

• 检测血清样本数：39例  

• 临床相关性：R²=0.92

• 精密度：CV＜15%

• 稳定性：37℃14天效价变化10% 图3. 科赛格ADPN用于胶体金平台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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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应用

◎ 生化酶

02 / 生化酶

吡喃糖氧化酶（PROD）

己糖激酶（HK）

乙酰辅酶A合成酶（ACS）

乙酰辅酶A氧化酶（ACO）

胱硫醚β合成酶（CBS）

胱硫醚β裂解酶（CBL）

肌酐酶（CAH）

肌酸酶（CRH）

肌氨酸氧化酶（SOX）

胆固醇酯酶（CEH）

胆固醇氧化酶（COD）

苹果酸脱氢酶（MDH）

CSB-DE009

CSB-DE001

CSB-DE008

CSB-DE007

CSB-DE021

CSB-DE022

CSB-DE004

CSB-DE019

CSB-DE003

CSB-DE023

CSB-DE024

CSB-DE010

1,5-脱水-D-山梨醇检测试剂

葡萄糖检测试剂

游离脂肪酸检测试剂

游离脂肪酸检测试剂

同型半胱氨酸检测试剂

同型半胱氨酸检测试剂

肌酐检测试剂

肌酐检测试剂

肌酐检测试剂

血脂检测试剂

血脂检测试剂

CO 检测试剂2

5'-核苷酸酶检测试剂
腺苷脱氨酶检测试剂

嘌呤核苷磷酸化酶（PNP） CSB-DE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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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高端定制开发

优质体外诊断原料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诊断用重组
蛋白表达

工业级
蛋白发酵

工业级
蛋白纯化

工业级
蛋白冻干

工业酶
定制开发

诊断单抗
定制

诊断多抗
定制

人源化抗体
定制

工业级
抗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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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cusag.cn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科赛格IVD原料事业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818号高科医疗器械园B11号2楼    

电话：+86-27-65521556        传真：+86-27-87196150     
邮箱：cusag@cusag.cn         

网址：www.cusag.cn

027+6552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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