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實驗動物雙認證
(1) GenScript 的實驗動物飼養管理擁有全球認證標準- 

AAALAC及美國NIH標準-OLAW雙認證！
(2) 高水準的動物飼養管理有助於獲得精確的實驗數據，

並增加 paper 被接受度！   (全台灣僅有 10 個單位通
過 AAALAC 認證，例如：工業技術研究院、國家實驗動
物中心等！)

2 0 2 0 抗 體 服 務 促 銷 中 ！

Monoclonal antibody 單株抗體製備

✓ 服務特色：
1. 只需要其他家一半的時間 (只要2.5-3個月)
2. 免費提供純化抗體
3. 保證效價 ELISA titer≥1:64,000 和 WB 實驗 Positive 

for immunogen (at least 1 clone)

三大優點

特 價 優 惠：即 日 起 到  6 / 3 0 為 止！ ( 須 隨 貨 開 立 發 票 )

2.交貨期超快
特殊免疫方式，交貨期只要傳統免疫方式一半時間！

3.GenScript 獨家專利抗原分析
OptimumAntigen™ Design Tool 可篩選出抗原性最強
的區域，避免產生 non-surface epitopes 狀況，使抗體的
辨認專一性大幅增加。

         還在擔心沒有WB保證嗎？單株抗體滿足你~
免費贈送純化抗體！ 蛋白質作為抗原，以 Balb/c mice*5  或 Rat*3 製作單株抗體 (需要原廠評估)

現在下訂 SC1717 單抗一支，
就  送   PolyExpress, SC1180 多抗一支
SC1717 (交期2.5-3個月)

✓ 客戶提供： 
提供蛋白抗原 (需附上 SDS PAGE 結果) 
純度 >75%; 量 3-5mg; 濃度>0.4mg/mL

✓ 出貨規格：
1. ≤ 5 株融合瘤細胞 (2管/株 , 1X106 cells/管)
2. 純化一支抗體 2mg (from 1 hybridoma) 
3. 抗體 ELISA 和 WB 報告

方案1：買一送一 方案2：買一送二

4. 細胞融合效率比他廠高10-100倍
5. 融合瘤細胞株免費保存半年

說明事項：
1. 正式下訂後，須於到貨後一個月內開立發票並結清貨款。     2. 承上，未於時限內結清貨款者，恕無法贈送多株抗體服務(貨號SC1180, SC1648)。     3. 贈品(貨號SC1180, 
SC1648)請於2020年11月11日前下訂，逾期恕不受理。                            

現在下訂 SC1711 單抗一支，
就  送   PolyExpress, SC1648 多抗二支
SC1711 (交期4-4.5個月)

✓ 客戶提供： 
提供蛋白名稱和序列 (由 GenScript 製作抗原)

✓ 出貨規格：
1. 200 ug 蛋白
2. ≤ 5 株融合瘤細胞 (2管/株 , 1X106 cells/管)
3. 純化一支抗體 2mg (from 1 hybridoma) 
4. 抗體 ELISA 和 WB 報告



Polyclonal antibody 多株抗體製備

Hybridoma sequencing to Recombinant antibody 抗體定序 (by RT-PCR) 到重組抗體

多肽作為抗原，以每條多肽 Rabbit*2 製作多株抗體，並經過抗原親合層析純化

         抗體也需要終身保險！！！
定序—基因合成—重組抗體三合一，免費提供抗體抗原ELISA測試。

✓ 服務特色：
1. 免費提供最專業完整的抗原分析報告，包含 Antigenicity, Hydrophilicity,  
     Surface-oriented index, Disordered index
2. 保證效價：ELISA titer ≥1:128,000

✓ 客戶提供： 
蛋白名稱 Accession No., 蛋白序列

✓ 出貨規格：
1. 純化抗體 2-6 mg/each
2. 抗體 ELISA 報告
3. 多肽 2mg (附上 MS/HPLC 報告)

✓ 客戶提供： 
1. 2管 1x106 hybridoma cells in FBS + DMSO 或 cell pellet(有無isotype皆可)
2. Test antigen

✓ 出貨規格:  
1. Sequencing report
2. 4ug plasmid in cloning vector
3. 1mg purified recombinant Ab
4. ELISA binding report

市面上唯一
45天快速交貨！

HTP Gene to Antibody Service 快速抗體篩選服務 

         序列你出，抗體我給！
全基因合成到抗體生產一條龍搞定只要4週！只要花費全基因合成的費用，送你純化抗體 (以 Mammalian cell 生產)

✓ 服務特色：
只要花費全基因合成的費用，送你純化抗體

✓ 客戶提供：
抗體序列 (最少四條)

Website: www.omicsbio.com
Mail: info@omicsbio.com

免付費電話: 0800-222-082
訂購電話: 02-8698-2268

官網 LINE
官方帳號

LINE ID
@omicsbio 加勒比生物醫學

南高屏區域
訂購電話: 07-2693839

盟基生物科技

* 加購 $ 15,000，即可獲得 
expression plasmid，自
行生產重組抗體超方便！

RT-PCR Amplify & 
Cloning into 
sequencing vector

Sequence Analysis : 
A minimum of 5 
independent clones 
of each chain

Gene synthesis of 
variable region & 
cloning into expression 
vectors

Recombinant 
antibody express in 
HD293 cell culture and 
one step purification

Antigen antibody 
binding test by 
indirect ELISA 

定價 $110,000

只需 4-6 週

優惠價 $79,900

1. 抗體定序 2. 基因合成 3. 重組抗體生產與純化

貨號

SC1180

SC1648

SC1649

服務名稱

PolyExpressTM Basic

PolyExpressTM Silver

PolyExpressTM Gold

抗原

1 peptide

2 peptides

3 peptides

純化抗體

1 pAb (2-6 mg)

2 pAb (2-6 mg/each)

3 pAb (2-6 mg/each)

工作天

45天 
(含假日)

優惠價

38,000

69,000

94,000

貨號

SC1945

抗體產量

10 mL supernatant

製作時間 定價

21,000

30,000

48,000

16,500

23,500

37,000

2 weeks

4 weeks

出貨規格
10 mL of Crude 

supernatant

1-step affinity 
purified antibody

QC
Western blotting against Fc of the 
antibody to determine expression.

(1) A280 for Antibody concentration
(2) SDS-PAGE for purity assessment 

優惠價

SC1796

SC1797

100 ug

1 mg

*適用於 human IgG1, human IgG4, and mouse IgG2a; Kappa (ĸ)/lambda(Λ) light chains (需要原廠評估序列是否適用)。
*加購質體 4 ug Plasmid construct (pCDNA3.4) 只要 $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