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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f Western Blotting 实验原理 

Western 实验原理及操作要点 
 

Western 也称 Western blot、Western blotting、蛋白质免疫印迹，常简写为 WB，是用抗体检测蛋白表达的重要
方法之一。 

 
Western 是一项综合性的免疫学检测技术，其技术核心是抗体抗原的特异性免疫结合反应。它利用 SDS-PAGE 技
术将生物样品中的蛋白质分子按分子量大小在凝胶上分离开，然后用电转移的方法将蛋白质转移到固相膜上；以
固相膜上的蛋白质作为抗原，与对应的抗体发生免疫反应，再与酶标记的第二抗体发生反应，经过底物显色或化

学发光显影，来检测目标蛋白的表达。 

 
Western 实验原理示意图 

 
Western 技术综合了凝胶电泳分辨力高和固相免疫测定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等诸多优点，能从复杂的蛋白样品混
合物中对特定抗原进行检测鉴定。Western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蛋白表达研究、抗体活性检测以及疾病早期诊断等
多个方面。 

 
Western 实验操作步骤比较多，按照实验流程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样品制备；SDS-PAGE 电泳；蛋白转印；免疫
检测。 

 
 
 
 
 
 
 
 
 
 

 

 分别率高 
 灵敏度高 
 特异性强 

 蛋白表达研究 
 抗体活性检测 
 疾病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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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裂解液对细胞/组织进行裂解，以释放蛋白质等细胞成分。碧云天生产的 

Western 及 IP 细胞裂解液（Cell lysis buffer for Western and IP）是一种广泛使 

用的效果理想的细胞裂解液。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P0013 Western 及 IP 细胞裂解液 100ml 

产品介绍 

 本裂解液主要成分 20mM Tris (pH7.5)，150mM NaCl，1% Triton X-100，以及 Sodium pyrophosphate，
β-Glycerophosphate，EDTA，Na3VO4，Leupeptin 等多种抑制剂，是一种在非变性条件下裂解细胞的裂解液，
同时可以有效抑制蛋白的降解，并维持原有的蛋白间相互作用。 

 本裂解液裂解得到的蛋白样品可以用于 PAGE，Western，IP 和 co-IP。 
 本裂解液裂解得到的蛋白样品可以用碧云天生产的 BCA 试剂盒（P0009/P0010/P0010S/ P0011/P0012/P0012S）

测定蛋白浓度，但由于含有较高浓度的 Triton X-100，所以不能用常规 Bradford 试剂盒（P0006）测定蛋白浓
度，此时可以使用碧云天的创新产品——去垢剂兼容型 Bradford 试剂盒（P0006C）测定蛋白浓度。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3 Western 及 IP 细胞裂解液 100ml 

— 说明书 1 份 
 
 
 
 
 
 
 
 

Western 及 IP 细胞裂解液 

01 细胞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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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3B RIPA 裂解液(强) 100ml 

P0013C RIPA 裂解液(中) 100ml 

P0013D RIPA 裂解液(弱) 100ml 

P0013E RIPA 裂解液(强中弱套装) 共 150ml 

P0013F NP-40 裂解液 100ml 

P0013G SDS 裂解液 100ml 

P0013J Western 及 IP 细胞裂解液(无抑制剂) 100ml 

P0013K RIPA 裂解液(强，无抑制剂) 100ml 

C3702 红细胞裂解液 120ml 

S3090 细胞与组织裂解液(一氧化氮检测用) 100ml 

 

 各种裂解液主要特点、差异和选择 

 

 

 

 

 

 

 

 

 

 

细胞/组织样品中含有许多内源性的蛋白酶、磷酸酶等，容易导致提取物中的 
蛋白降解或去修饰，从而影响后续的蛋白检测。因此在样品中添加适当的蛋 
白酶、磷酸酶等酶抑制剂，是防止蛋白降解和去修饰的有效方法。 

 

碧云天生产多种多样的酶抑制剂产品： 
 产品种类丰富 

– 蛋白酶、磷酸酶、去乙酰化酶等酶抑制剂齐全 
 不同物种选择不同产品 

– 动物、植物、真菌/酵母、细菌 
 使用便捷、安全、稳定性好 

– 即用型抑制剂，使用方便 
– 相对于 PMSF，产品毒性小，使用安全 
– 稳定性好，可以保存 1 年以上 
– 配方公开，便于下游应用评估 

 
 

产品编号 P0013 P0013B P0013C P0013D P0013F P0013G P0013J P0013K 

产品名称 
Western 及 IP

细胞裂解液 

RIPA 裂解液

(强) 

RIPA 裂解液

(中) 

RIPA 裂解液

(弱) 

NP-40 裂解

液 
SDS 裂解液 

Western及 IP细胞裂

解液(无抑制剂) 

RIPA 裂解液

(强, 无抑制剂) 

裂解强度 温和 强 中 温和 温和 强 温和 强 

膜蛋白提取 一般 很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很好 一般 很好 

胞浆蛋白提取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核蛋白提取 较好 很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很好 较好 很好 

含蛋白酶抑制剂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含磷酸酶抑制剂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主要用途 WB, IP, co-IP WB, IP WB, IP 
WB, IP, 

co-IP 

WB, IP, 

co-IP 
WB, ChIP WB, IP, co-IP WB, IP 

02 酶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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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100X)（Protease inhibitor cocktail for general use, 
100X）是一种通用型用于细胞/组织蛋白提取的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1005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100X) 1ml 

P1006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100X) 5ml 

 

产品介绍 
 本产品的主要成分含 200mM AEBSF, 30μM Aprotinin, 13mM Bestatin, 1.4mM E64 和 1mM Leupeptin，配制

于高纯度 DMSO 中。提供独立包装的 EDTA，以便选择性使用。如后续用于检测金属蛋白酶活性，则不宜添
加 EDTA。 

 本产品使用便捷，通常以 1:100 的比例分别把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100X）和 0.1M EDTA 加入裂解
液中，即可用于常规的细胞/组织蛋白提取，有效抑制蛋白降解。 

 本产品可以有效抑制常规细胞/组织提取物中的各种蛋白酶活性，如丝氨酸蛋白酶、氨基肽酶、半胱氨酸蛋
白酶、苏氨酸和天冬氨酸蛋白酶、金属蛋白酶等。 

 

包装清单（P1005）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1005-1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100X) 1ml 

P1005-2 0.1M EDTA, pH8.0 1ml 

— 说明书 1 份 

 
 不同类型的蛋白酶、磷酸酶、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混合物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1005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100X) 1ml 

P1006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100X) 5ml 

P1008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质谱兼容, 50X) 1ml 

P1009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质谱兼容, 50X) 5ml 

P1010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哺乳动物样品抽提用, 100X) 1ml 

P1011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哺乳动物样品抽提用, 100X) 5ml 

P1015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植物样品抽提用, 100X) 1ml 

P1016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植物样品抽提用, 100X) 5ml 

P1020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真菌或酵母抽提用, 100X) 1ml 

P1021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真菌或酵母抽提用, 100X) 5ml 

P1025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细菌抽提用, 100X) 1ml 

P1026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细菌抽提用, 100X) 5ml 

P1030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His-Tag 蛋白纯化用, 100X) 1ml 

P1031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His-Tag 蛋白纯化用, 100X) 5ml 

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1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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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45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50X) 各 2ml 

P1046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50X) 各 10ml 

P1048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质谱兼容, 50X) 各 1ml 

P1049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通用型, 质谱兼容, 50X) 各 5ml 

P1050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哺乳动物样品抽提用, 50X) 各 2ml 

P1051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哺乳动物样品抽提用, 50X) 各 10ml 

P1055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植物样品抽提用, 50X) 各 2ml 

P1056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植物样品抽提用, 50X) 各 10ml 

P1060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真菌或酵母抽提用, 50X) 各 2ml 

P1061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真菌或酵母抽提用, 50X) 各 10ml 

P1065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细菌抽提用, 50X) 各 2ml 

P1066 蛋白酶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细菌抽提用, 50X) 各 10ml 

P1081 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 A (50X) 2ml 

P1082 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 A (50X) 10ml 

P1086 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 B (50X) 2ml 

P1087 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 B (50X) 10ml 

P1091 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 C (50X) 2ml 

P1092 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 C (50X) 10ml 

P1096 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 D (50X) 2ml 

P1097 磷酸酶抑制剂混合物 D (50X) 10ml 

P1112 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混合物(100X) 1ml 

P1113 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混合物(100X) 5ml 

ST506 PMSF (100mM) 10ml 

 
 常用蛋白酶、磷酸酶、去乙酰化酶抑制剂的具体相关信息 

名称 分子量 目标酶家族 抑制类型 

AEBSF 239.5 丝氨酸蛋白酶 不可逆 

Aprotinin 6511.5 丝氨酸蛋白酶 可逆 

Bestatin 308.38 氨基肽酶 可逆 

E64 357.4 半胱氨酸蛋白酶 不可逆 

Leupeptin 475.6 丝氨酸和半胱氨酸蛋白酶 可逆 

Pepstatin A 685.9 天冬氨酸蛋白酶 可逆 

EDTA 372.24 金属蛋白酶 可逆 

Phenanthroline 198.22 金属蛋白酶 可逆 

Phosphoramidon 587.5 金属蛋白酶 可逆 

Sodium fluoride 41.99 酸性磷酸酶 可逆 

Sodium pyrophosphate 221.9 丝氨酸/苏氨酸磷酸酶 不可逆 

β-glycerophosphate 306.11 丝氨酸/苏氨酸磷酸酶 可逆 

Imidazole 68.2 碱性磷酸酶 可逆 

Sodium molybdate 205.9 酸性磷酸酶 不可逆 

Sodium tartrate dihydrate 230.1 酸性磷酸酶 可逆 

Sodium orthovanadate 183.91 碱性和酪氨酸磷酸酶 可逆 

(-)-p-Bromotetramisole oxalate 373.22 碱性磷酸酶 不可逆 

Cantharidin 196.20 蛋白磷酸酶 2A 可逆 

Microcystin-LR 995.17 蛋白磷酸酶 1 和蛋白磷酸酶 2A 可逆 

Calyculin A 1009.17 蛋白磷酸酶 1 和蛋白磷酸酶 2A 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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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hostatin A 302.37 class I/II HDAC 可逆 

EX-527 248.71 SIRT1 over SIRT2 & SIRT3 可逆 

Nicotinamide 122.12 class III HDAC 可逆 

Sodium butyrate 110.09 class I/II HDAC 可逆 

 

 

 
在研究细胞时经常要研究细胞的不同组分，如细胞核、细胞浆、细胞膜、细胞器等，通过提取分离这些
亚细胞组分，不仅可以用于研究蛋白在细胞内的定位，而且还可以用于细胞生理功能方面的研究，例如
分离核蛋白可以用于转录调控方面的研究，分离线粒体可以用于细胞色素 c 释放的研究。 

 

 
细胞核蛋白与细胞浆蛋白抽提试剂盒（Nuclear and Cytoplasmic Protein 
Extraction Kit）提供了一种比较简单、方便的从培养细胞或新鲜组织中抽提细
胞核蛋白与细胞浆蛋白的方法。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27 细胞核蛋白与细胞浆蛋白抽提试剂盒 50 次 

P0028 细胞核蛋白与细胞浆蛋白抽提试剂盒 100 次 

— 说明书 1 份 

 

产品原理 
 本试剂盒是通过细胞浆蛋白抽提试剂 A 和 B，在低渗透压条件下，使细胞充分膨胀，破坏细胞膜，释放出细

胞浆蛋白，然后通过离心得到细胞核沉淀。最后通过高盐的细胞核蛋白抽提试剂抽提得到细胞核蛋白。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约 90 分钟就可以完成培养细胞的细胞核蛋白与细胞浆蛋白分离。抽提得到的蛋白可以用于 Western，

细胞核蛋白与细胞浆蛋白抽提试剂盒 

 

03 亚细胞组分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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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A，Footprinting，报告基因检测以及酶活力测定等后续操作。（本试剂盒对于组织样品，仅适合于新鲜
组织）。 

 本 试 剂 盒 抽 提 得 到 的 细 胞 核 蛋 白 与 细 胞 浆 蛋 白 均 可 直 接 用 碧 云 天 生 产 的 BCA 试 剂 盒
（P0009/P0010/P0010S/P0011/P0012/P0012S）测定蛋白浓度。但不适合用 Bradford 法测定蛋白浓度。 

 

包装清单（P0027）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27-1 细胞浆蛋白抽提试剂 A 15ml 

P0027-2 细胞浆蛋白抽提试剂 B 0.5ml 

P0027-3 细胞核蛋白抽提试剂 2.5ml 

— 说明书 1 份 

 

细胞膜蛋白与细胞浆蛋白抽提试剂盒（Membrane and Cytosol Protein 
Extraction Kit）提供了一种比较简单、方便地从培养细胞或组织中抽提细胞膜
蛋白和细胞浆蛋白的方法。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33 细胞膜蛋白与细胞浆蛋白提取试剂盒 100 次 

 

产品原理 
 本试剂盒通过匀浆适度破碎细胞，经低速离心去除细胞核和少数未破碎的细胞产生的沉淀，随后取上清高速

离心获得细胞膜沉淀和含有细胞浆蛋白的上清，然后通过优化的膜蛋白抽提试剂从沉淀中抽提获取膜蛋白。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约 90 分钟即可完成培养细胞或组织的细胞膜蛋白与细胞浆蛋白的抽提分离。抽提得到的蛋白可以用于

SDS-PAGE，Western，酶活性测定等后续实验。 

 本试剂盒抽提的膜蛋白不仅包括质膜上的膜蛋白，也包括线粒体膜、内质网膜和高尔基体膜等上的膜蛋白。 

 膜蛋白抽提试剂中含有蛋白酶抑制剂、磷酸酯酶抑制剂和 EDTA 等，后续不适合用于蛋白酶、磷酸酯酶等受这些

抑制剂影响的酶的活性测定，但抽提获得的膜蛋白或细胞浆蛋白适合用于检测蛋白的磷酸化水平。 

 本 试 剂 盒 抽 提 得 到 的 细 胞 膜 蛋 白 与 细 胞 浆 蛋 白 均 可 直 接 用 碧 云 天 生 产 的 BCA 试 剂 盒

（P0009/P0010/P0010S/P0011/P0012/P0012S）测定蛋白浓度。抽提获得的细胞膜蛋白不适合用 Bradford 法测定

蛋白浓度。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33-1 膜蛋白抽提试剂 A 100ml 

P0033-2 膜蛋白抽提试剂 B 30ml 

— 说明书 1 份 

 

细胞膜蛋白与细胞浆蛋白提取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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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线粒体分离试剂盒（Cell Mitochondria Isolation Kit）是用于快速便捷地分
离培养细胞线粒体的试剂盒。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C3601 细胞线粒体分离试剂盒 50-100 次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分离获得的线粒体纯度较高，并且绝大部分线粒体都含有完整的内膜和外膜，具有线粒体的生理功

能，因此可以用于线粒体的生理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例如可以使用碧云天的线粒体膜电位检测试剂盒(JC-1)
（C2006）测定分离得到的线粒体的膜电位。 

 本试剂盒在分离线粒体的同时可以获得去除线粒体的细胞浆蛋白，可以用于研究细胞色素 c 等线粒体蛋白向
胞浆的释放。 

 本试剂盒分离得到的线粒体也可以被试剂盒中的线粒体裂解液（或其它适当裂解液）裂解后用于 SDS-PAGE、
Western、双向电泳等蛋白分析。 

 本试剂盒提供了线粒体制备过程中匀浆程度的重要判断指标，即台盼蓝染色，使分离得到的线粒体的质量更
加有保证。台盼蓝染色液为选用试剂，在实验条件成熟后可以不必使用。 

 本试剂盒中的试剂非常全面，对于不同的实验目的可以选择使用，而不必全部使用。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C3601-1 线粒体分离试剂 125ml 

C3601-2 台盼蓝染色液 10ml 

C3601-3 线粒体储存液 15ml 

C3601-4 线粒体裂解液 15ml 

C3601-5 PMSF(晶体) For 1.5ml 100mM 

C3601-6 PMSF(溶剂) 1.5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C3606 组织线粒体分离试剂盒 50-100 次 

C3609 线粒体储存液 50ml 

C2006 线粒体膜电位检测试剂盒(JC-1) >100 次 

 
 
 
 

细胞线粒体分离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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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线粒体分离试剂盒（Tissue Mitochondria Isolation Kit）是用于快速便捷地
分离动物组织线粒体的试剂盒。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C3606 组织线粒体分离试剂盒 50-100 次 

 

产品优势 
 本试剂盒分离获得的线粒体纯度较高，并且绝大部分线粒体都含有完整的内膜和外膜，具有线粒体的生理功

能，因此可以用于线粒体的生理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例如可以使用碧云天的线粒体膜电位检测试剂盒(JC-1)
（C2006）测定分离得到的线粒体的膜电位。 

 本试剂盒在分离线粒体的同时可以获得去除线粒体的细胞浆蛋白，可以用于研究细胞色素 c 等线粒体蛋白向
胞浆的释放。 

 本试剂盒分离得到的线粒体也可以被试剂盒中的线粒体裂解液（或其它适当裂解液）裂解后用于 SDS-PAGE、
Western、双向电泳等蛋白分析。 

 本试剂盒提供了线粒体制备过程中匀浆程度的重要判断指标，即台盼蓝染色，使分离得到的线粒体的质量更
加有保证。台盼蓝染色液为选用试剂，在实验条件成熟后可以不必使用。 

 本试剂盒中的试剂非常全面，对于不同的实验目的可以选择使用，而不必全部使用。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C3606-1 线粒体分离试剂 A 60ml 

C3606-2 线粒体分离试剂 B 60ml 

C3606-3 胰酶消化液 50ml 

C3606-4 线粒体储存液 3ml 

C3606-5 线粒体裂解液 15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C3601 细胞线粒体分离试剂盒 50-100 次 

C3609 线粒体储存液 50ml 

C2006 线粒体膜电位检测试剂盒(JC-1) >100 次 
 

组织线粒体分离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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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 法和 Bradford 法是目前最常用的两种蛋白浓度测定方法。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BCA Protein Assay Kit）是根据目前世界上最常用
的两种蛋白浓度检测方法之一 BCA 法研制而成，实现了蛋白浓度测定的简单、
高稳定性、高灵敏度、高兼容性。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1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 5000 次 

P0012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 500 次 

P0012S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 200 次 

 

产品原理 
 Cu2+可以在碱性条件下被蛋白质还原成 Cu1+。BCA（二辛可酸）特异地与 Cu1+结合（两分子 BCA 螯合一

个 Cu1+），形成稳定的蓝紫色反应复合物，该水溶性复合物在 562nm 处有最大的光吸收值，并且吸光度与
蛋白浓度在广泛范围内成正比线性关系，因此可以根据吸光值测定蛋白质浓度。 

产品优势 
 灵敏度高。检测浓度下限达到 25μg/ml，最小检测蛋白量达到 0.5μg，待测样品体积为 1-20μl。 
 线性范围宽。在 50-2000μg/ml 浓度范围内有较好的线性关系。 
 兼容性好。BCA 法测定蛋白浓度不受绝大部分样品中的化学物质的影响，可以兼容常见的去垢剂如 SDS，

Triton X-100，Tween 20、60、80。（但不兼容螯合剂如 EDTA，EGTA 以及略高浓度的还原剂如 DTT，β-ME）。 
 可以用酶标仪读数测定（A562），也可以用分分光光度计读数。 
 提供关于样品中各种物质的兼容性的详细说明。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 

 

04 蛋白浓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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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清单（P0011）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1-1 BCA 试剂 A 500ml×2 

P0011-2 BCA 试剂 B 30ml 

P0011-3 蛋白标准(BSA) 30mg×2 

P0011-4 蛋白标准配制液 5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09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增强型) 5000 次 

P0010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增强型) 500 次 

P0010S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增强型) 200 次 

P0007 蛋白标准(5mg/ml BSA) 1ml 

 

 
Bradford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Bradford Protein Assay Kit）是根据最常用的两
种蛋白浓度检测方法之一 Bradford 法研制而成，实现了蛋白浓度测定的快速、
稳定、高灵敏度，并且检测数据有很好的线性关系。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06 Bradford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 1000 次 

 

产品原理 
 利用考马斯亮蓝 G250 测定蛋白质浓度。考马斯亮蓝是一种蛋白结合染料，游离状态下呈红色；当它与蛋白

质的碱性和芳香族氨基酸特别是精氨酸在酸性介质中结合后，溶液转变为蓝色，蛋白质-色素结合物溶液在
595nm 波长下有最大光吸收，光吸收值与蛋白质浓度成正比。因此可通过检测 595nm 处的吸光度测定蛋白
质浓度。 

 

产品优势 
 检测速度极快。10-20 个样品只需不足 10 分钟即可完成，和 BCA 法相比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 

Bradford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增强型)  VS.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 
 
 灵敏度更高，检测浓度下限达到 10μg/ml，最小检测蛋白量达到 0.2μg，待测样品体积为

1-20μl 
 显色速度更快，相同的样品孵育较短时间即可进行吸光度测定 
 在 20-1000μg/ml 浓度范围内有较好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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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灵敏度高。最小蛋白检测量达到 0.5μg。 
 标准曲线的线性关系好。常规的 Bradford 法的标准曲线是非线性的。碧

云天的本试剂盒进行了精心优化，确保 5μl 体积的样品或标准品在
0.1-1.5mg/ml 浓度范围内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参考实测效果图）。 

 兼容性好。Bradford 法测定蛋白浓度不受绝大部分样品中的化学物质的
影响，可以兼容常见的还原剂如 DTT，β-ME。（但不兼容略高浓度的去
垢剂如 SDS，Triton X-100，Tween 20、60、80）。 

 使用酶标仪读数测定（A595）。 
 提供关于样品中各种物质的兼容性的详细说明。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06-1 G250 染色液 125ml×2 

P0006-2 蛋白标准(5mg/ml BSA) 1.5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06C Bradford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去垢剂兼容型) 800 次 

P0007 蛋白标准(5mg/ml BSA) 1ml 

 
 
 

 
Bradford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去垢剂兼容型)（Detergent Compatible Bradford 
Protein Assay Kit）是根据最常用的两种蛋白浓度检测方法之一 Bradford 法研
制而成，实现了蛋白浓度测定的快速、稳定、高灵敏度，能兼容一系列常见去
垢剂，并且检测数据有很好的线性关系。本试剂盒的性能不仅优于常规的
Bradford 法，和 BCA 法相比也更加快速便捷。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06C Bradford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去垢剂兼容型) 800 次 

 

产品原理 
 利用考马斯亮蓝 G250 测定蛋白质浓度。考马斯亮蓝是一种蛋白结合染料，游离状态下呈红色；当它与蛋白

质的碱性和芳香族氨基酸特别是精氨酸在酸性介质中结合后，溶液转变为蓝色，蛋白质-色素结合物溶液在
595nm 波长下有最大光吸收，光吸收值与蛋白质浓度成正比。因此可通过检测 595nm 处的吸光度测定蛋白
质浓度。 

 
产品优势 
 检测速度极快。10-20 个样品只需不足 10 分钟即可完成，和 BCA 法相比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 

Bradford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去垢剂兼容型) 

 
创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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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灵敏度高。最小蛋白检测量达到 0.5μg。 
 标准曲线的线性关系好。常规的 Bradford 法的标准曲线是非线性的。碧云天的本试剂盒进行了精心优化，

不仅能兼容各种常见去垢剂，还能确保 10μl 体积的样品或标准品在 0.1-1.5mg/ml 浓度范围内有良好的线性
关系（参考实测效果图）。 

本试剂盒蛋白标准曲线及其兼容性的实测效果图。A. 本试剂盒对于常见去垢剂的兼容性。B. 本试剂盒对于碧云天的多种裂解液的
兼容性。蛋白标准品配制在图中所示的溶液中进行测试。图中数据仅供参考。 

 
 兼容性好。本试剂盒和常规的 Bradford 试剂盒相比，可以兼容一系列常见的去垢剂如 SDS、Triton X-100、

Tween 20、NP-40 和 Brij35；和 BCA 法相比，能兼容高浓度的还原剂如 DTT，β-ME，并且检测速度极快。
（当蛋白样品中同时含有一定浓度的去垢剂和还原剂时，常规 Bradford 法和 BCA 法就都不能使用了，而本
试剂盒仍然可以检测）。另外，本试剂盒还可同时兼容碧云天生产的多种裂解液。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06C-1 G250 染色液(去垢剂兼容型) 125ml×2 

P0006C-2 蛋白标准(20mg/ml BSA) 1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06 Bradford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 1000 次 

P0007 蛋白标准(5mg/ml BSA) 1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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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AGE）是以聚丙烯酰胺凝胶作为支持介质的一种常用电
泳技术，是目前对蛋白质进行分离、纯度鉴定以及分子量测定的主要方法之一。 
 
对于 Western 实验来讲，电泳的作用就是：通过电泳将不同分子量大小的蛋白有
效分开，以便抗体能够检测。 

 
 
 
 
 

电泳原理 

聚丙烯酰胺凝胶为网状结构，具有分子筛效应。它有两种形式：非变性（Native-PAGE）和变性（SDS-PAGE）。
Native-PAGE 在电泳的过程中，蛋白质能够保持完整状态，依据蛋白质的分子量大小、形状及所带的电荷量而逐
渐呈梯度分开；而 SDS-PAGE 仅根据蛋白质的分子量大小就可以分开蛋白质。 

 

SDS-PAGE 技术最初由 Shapiro 于 1967 年建立，他们发现在样品介质和凝胶中加入阴离子去
污剂和强还原剂后，蛋白质的电泳迁移率主要取决于分子量大小，可以忽略电荷差异。进一步
的研究表明，在样品和凝胶中加入阴离子变性剂 SDS 和强还原剂 β-ME、DTT 后，蛋白质分子
被解聚成多肽链，解聚后的氨基酸侧链和 SDS 结合形成蛋白-SDS 胶束，所带的负电荷大大超
过了蛋白质原有的电荷量，因此消除了不同分子间的电荷差异和结构差异。 

 
 
 
 
 
 
 
 
 
 
 
 
 
 
 
 
 
 
 
 
 
 

SDS 与蛋白质变性 
 
 SDS 是一种常见的阴离子型去污剂。SDS 与蛋白质以 1.4 : 1 的比例充分结合，断开氢键，打开蛋白质分

子的三维结构，使蛋白质变性解聚，形成 SDS-蛋白质胶束。 
 “胶束”所带的负电荷大大超过蛋白质分子原有的电荷量，从而使所有蛋白质分子都带上负电荷，消除了

彼此之间原有的电荷差异。 
 所以对于变性 SDS-PAGE，电泳迁移率不是由蛋白质分子固有的电荷来决定的，而是由其分子量来决定。 
 SDS 使蛋白质变性并带上负电荷，在电场中以分子量大小泳动，依据分子量大小分离开来。 
 

01 蛋白质凝胶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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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浓度如何选择 
 
 凝胶浓度对蛋白质的迁移率和分离度至关重要，要根据目的

蛋 白 的 分 子 量 大 小 选 择 合 适 的 凝 胶 浓 度 。 不 同 浓 度 的
SDS-PAGE 凝胶的最佳分离范围如下 

 
 

SDS 使蛋白质变性解聚并带上负电荷，消除了蛋白质分子之间原有的电荷差异和结

构差异 

 
 
 
 
 
 
 

 
 

 
 

 
 

 
碧云天生产的 SDS-PAGE 凝胶配制试剂盒（SDS-PAGE Gel Preparation Kit）提
供了配制 SDS-PAGE 凝胶所需的各种试剂，供用户自由配制所需凝胶。 

 
 
 
 
 

产品信息 
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2A SDS-PAGE 凝胶配制试剂盒 可制 30-50 块胶 

 

产品优势 
 试剂齐全。本试剂盒提供了配制 SDS-PAGE 凝胶所需的各种试剂，用户只需自备制胶器具和蒸馏水，即可配

制 PAGE 凝胶。 
 配方公开。本试剂盒提供配置各种浓度凝胶的详细配方。 
 一盒两用。本试剂盒既可用于配制变性 SDS-PAGE 凝胶（加入 SDS），也可用于配制非变性 Native-PAGE 凝

胶（不加 SDS）。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2A-1 30% Acr-Bis (29:1) 100ml 

P0012A-2 1M Tris-HCl, pH8.8 100ml 

P0012A-3 10% SDS 5ml 

P0012A-4 Ammonium persulfate (过硫酸铵) 0.5g 

P0012A-5 TEMED 0.5ml 

P0012A-6 1M Tris-HCl, pH6.8 15ml 

— 说明书 1 份 

 

SDS-PAGE 分离胶浓度 最佳分离范围 SDS-PAGE 分离胶浓度 最佳分离范围 

6%分离胶 50-150kD 12%分离胶 12-60kD 
8%分离胶 30-90kD 15%分离胶 10-40kD 
10%分离胶 20-80kD   

SDS-PAGE 凝胶配制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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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生产的 SDS-PAGE 凝胶快速配制试剂盒（SDS-PAGE Gel Quick 
Preparation Kit）提供了配制 SDS-PAGE 凝胶所需的各种试剂，供用户自由配
制所需凝胶。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2AC SDS-PAGE 凝胶快速配制试剂盒 可制 30-50 块胶 

 

产品优势 
 试剂齐全。本试剂盒提供了配制 SDS-PAGE 凝胶所需的各种试剂，用户只需自备制胶器具和蒸馏水，即可配

制 SDS-PAGE 凝胶。 
 配方公开。本试剂盒提供配置各种浓度凝胶的详细配方。 
 本试剂盒把凝胶配制所需的缓冲试剂、SDS 等进行了预混合，简化了凝胶配制的步骤。下层胶缓冲液(4X)中

含 Tris pH8.8 及适量 SDS，上层胶缓冲液(4X)中含 Tris pH6.8 及适量 SDS。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2AC-1 30% Acr-Bis (29:1) 100ml 

P0012AC-2 下层胶缓冲液(4X) 70ml 

P0012AC-3 上层胶缓冲液(4X) 30ml 

P0012AC-4 Ammonium persulfate (过硫酸铵) 0.5g 

P0012AC-5 TEMED 0.5ml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生产的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BeyoGel™ SDS-PAGE Precast Gel）
是一种使用安全、便捷、高品质的常规尺寸聚丙烯酰胺预制凝胶。本预制胶具
有类似 Laemmli 系统的分离特性，适用于最常用的 Tris-Glycine 电泳液系统，
电泳后蛋白条带清晰、细腻、锐利，常用于 SDS-PAGE 和 Western 检测。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50A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6%) 10 块 

P0050B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6%) 50 块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6%) 

SDS-PAGE 凝胶快速配制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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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本预制胶含有 0.5cm 高度的 4%浓缩胶。Acr-Bis 的比例为 29:1，凝胶厚度为 1mm，加样孔数为 12 孔，最大

上样量为 30μl。胶板尺寸：宽×高×厚度=100×92×4.7mm；凝胶尺寸：宽×高×厚度=86×70×1mm。 
 与传统的 Tris-Glycine 凝胶不同，碧云天生产的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使用中性 pH 缓冲液制备，不含

SDS，既可用于变性蛋白电泳，也可用于非变性蛋白电泳。电泳时采用推荐的含 SDS 的电泳液，即可获得常
规的 SDS-PAGE 的电泳效果。 

 本产品使用安全、便捷。本预制胶无需配制，即开即用，去掉梳子即可上样，而传统的 SDS-PAGE 配制凝胶
繁琐费时，并且制胶时还会接触有毒和刺激性试剂。 

 本产品质量稳定。本预制胶采用一次性成形的塑料胶板，流水线灌注，品质稳定可靠，重复性好，不同批次
的产品一致性高。 

 本产品电泳效果好。本预制胶的蛋白质分离效果佳，蛋白条带清晰、细腻、锐利，转膜效率高。 
 本 产 品 电 泳 槽 兼 容 性 好 。 本 预 制 胶 兼 容 市 场 上 主 流 的 小 型 电 泳 槽 ， 如 Bio-Rad 公 司 的

Mini-PROTEAN® Tetra Cell 电泳槽、Life 公司的 XCell SureLock® Mini-Cell 电泳槽、以及上海天能和北京六
一的 mini 胶电泳槽或其它胶板宽度在 10cm 的电泳槽。 

 本产品保质期长。本预制胶室温保存一年有效，4ºC 条件下保存更可长达两年。 
 使用本预制胶电泳前请务必撕去胶板底端的橙色胶纸，否则电泳无法正常进行。 

 

包装清单（P0050A）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50A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6%) 10 块 

— 小螺丝刀 1 个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生产的 SDS-PAGE 预制胶/预制梯度胶产品列表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50A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6%) 10 块 

P0050B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6%) 50 块 

P0051A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8%) 10 块 

P0051B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8%) 50 块 

P0052A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10%) 10 块 

P0052B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10%) 50 块 

P0053A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12%) 10 块 

P0053B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12%) 50 块 

P0055A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15%) 10 块 

P0055B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15%) 50 块 

P0056A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4-12%) 10 块 

P0056B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4-12%) 50 块 

P0057A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4-20%) 10 块 

P0057B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4-20%) 50 块 

P0058A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8-16%) 10 块 

P0058B 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8-16%) 50 块 
 

碧云天的BeyoGel™ SDS-PAGE 预制胶提供不同浓度的梯度胶和固定浓度胶。梯度胶的浓度包括4-12%、
4-20%和 8-16%；固定浓度胶包括 6%、8%、10%、12%和 15%。梯度胶中以 4-20%的最为常用。每种预制
胶的最佳分离范围请参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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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编号 预制胶浓度 孔数 最大上样量 
电泳/转膜 

缓冲液体系 
最佳分离范围 

P0050A/P0050B 6% 12 30μl Tris-Glycine 50-150kD 

P0051A/P0051B 8% 12 30μl Tris-Glycine 30-90kD 

P0052A/P0052B 10% 12 30μl Tris-Glycine 20-80kD 

P0053A/P0053B 12% 12 30μl Tris-Glycine 12-60kD 

P0055A/P0055B 15% 12 30μl Tris-Glycine 10-40kD 

P0056A/P0056B 4-12% 12 30μl Tris-Glycine 20-180kD 

P0057A/P0057B 4-20% 12 30μl Tris-Glycine 10-180kD 

P0058A/P0058B 8-16% 12 30μl Tris-Glycine 10-90kD 

 
 

 
蛋白分子量标准，也称蛋白 marker 或 Protein marker，是由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蛋白质分子组成的混合物。
其主要作用是：实时监测电泳进展，并作为样品蛋白质的分子量参照。 

 

 
碧云天生产的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10-170kD)（BeyoColor™ 
Prestained Color Protein Marker）,包含了 10-170kD 共 10 种纯化的预染蛋白
质，其中 15kD 和 70kD 条带为红色，其余条带为蓝色，适合作为 SDS-PAGE
或 Western 的蛋白质分子量标准。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75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10-170kD) 200μl 

 

产品优势 
 本产品提供了 10-170kD 共 10 条条带，条带清晰，分子量范围比较宽，蛋白分子量比对比较方便。 
 本产品提供了两条鲜艳的红色条带（15kD 和 70kD），有利于快速准确辨认蛋白分子量标准的条带。同时本

产品中含有类似于溴酚蓝的指示性红色染料，电泳时会呈现红色条带并处于最前沿。 
 本产品已经配制在 1×SDS-PAGE 上样缓冲液中，可以直接使用，无需煮沸。 
 根据上样孔的大小，本产品通常每次上样 3-5 微升，一个包装的本产品大约可以使用约 40-65 次。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75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10-170kD) 200μl 

— 说明书 1 份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10-170kD) 
 

02 蛋白分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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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云天生产的蛋白分子量标准产品列表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是否预染 条带数目 

P0061 蛋白质分子量标准(14.4-116kD) 200μl 否 7 

P0062 蛋白质分子量标准(14.4-116kD) 1ml 否 7 

P0063 Protein Ladder (10-200kD) 100μl 否 14 

P0066 预染蛋白质分子量标准(19-117kD) 200μl 是 6 

P0067 预染蛋白质分子量标准(19-117kD) 1ml 是 6 

P0068 彩色预染蛋白质分子量标准(10-180kD) 200μl 是 10 

P0069 彩色预染蛋白质分子量标准(10-180kD) 600μl 是 10 

P0071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6.5-270kD) 200μl 是 10 

P0072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6.5-270kD) 600μl 是 10 

P0075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10-170kD) 200μl 是 10 

P0076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10-170kD) 600μl 是 10 

P0077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10-170kD) 3ml 是 10 

P0078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15-120kD) 200μl 是 7 

P0079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15-120kD) 600μl 是 7 

P0080 BeyoColor™彩色预染蛋白分子量标准(15-120kD) 3ml 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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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蛋白质的状态（变性/天然，氧化/还原）和抗原表位的
定位，与电泳中所使用的缓冲液有密切关系。使用正确的缓
冲液是确保有效分离蛋白样品的重要条件。 

 
 
 
 
 
 
 

 抗原表位的定位与上样缓冲液 
 抗原表位存在于蛋白质三维结构内部  变性 SDS-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 

（加入 SDS，使蛋白质变性、抗原表位暴露） 

 抗原表位存在于蛋白质三维结构表面  非变性 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 
（不加入 SDS） 

 抗体仅识别非还原性的蛋白抗原  非变性非还原性 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 
（不加入 SDS，不加入 β-ME 和 DTT） 

 

 样品蛋白质状态与缓冲液 
蛋白质状态 上样缓冲液 电泳缓冲液 

变性-还原 有 SDS，有β-ME 或 DTT 有 SDS 

变性-氧化 有 SDS，无β-ME 或 DTT 有 SDS 

天然-还原 无 SDS，有β-ME 或 DTT 无 SDS 

天然-氧化 无 SDS，无β-ME 或 DTT 无 SDS 

 

 缓冲液中经常使用的几种化学试剂： 
– SDS：阴离子型去污剂，断开氢键，破坏蛋白质的二级和三级结构 
– β-ME、DTT：强还原剂，断开二硫键，破坏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 甘油：增加蛋白质样品密度，使样品停留在凝胶孔的底部，防止外溢 
– 溴酚蓝：小分子离子型染料，实时监测电泳时蛋白质的迁移 

 
 

 
SDS-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SDS-PAGE Sample Loading Buffer，5X），是一种
经过改良的以溴酚蓝为染料，5 倍浓缩的蛋白上样缓冲液。 

 
 
 
 
 
 

03 缓冲液体系对蛋白的影响 

 

SDS-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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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5 SDS-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5X) 2ml 

 

产品介绍 
 本产品可以用于常规的 SDS-PAGE 蛋白样品的上样。按照每 4 微升蛋白样品加入 1 微升蛋白上样缓冲液(5X)

的比例，混合蛋白样品和蛋白上样缓冲液(5X)。 
 本产品含少量 DTT，有轻微刺激性气味，不含 β-ME。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5 SDS-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5X) 1ml×2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生产的上样缓冲液、电泳缓冲液产品列表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5 SDS-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5X) 2ml 

P0015L SDS-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5X) 15ml 

P0015A SDS-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1X) 10ml 

P0015B SDS-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2X) 5ml 

P0015F SDS-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6X) 2ml 

P0016 非变性 PAGE 蛋白上样缓冲液(5X) 2ml 

P0016N 非变性非还原性蛋白上样缓冲液(5X) 2ml 

P0014A SDS-PAGE 电泳液 1L 

P0014B SDS-PAGE 电泳液 10L 

 

 常用化学试剂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ST003 30% Acr-Bis (29:1) 100ml 

ST004 40% Acr-Bis (39:1) 100ml 

ST005 Ammonium persulfate (APS) 10g 

ST040 DTT 1g 

ST041 0.5M DTT 2ml 

ST042 0.5M DTT 10ml 

ST626 SDS 80g 

ST627 SDS 80g 

ST628 10% SDS 100ml 

ST728 TEMED 10ml 

ST768 1M Tris-HCl, pH6.8 100ml 

ST788 1M Tris-HCl, pH8.8 100ml 

ST789 1.5M Tris-HCl, pH8.8 100ml 

 
 
 
 
 

http://beyotime.com/product/P0015.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P0015L.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P0015A.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P0015B.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P0015F.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P0016.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P0016N.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P0014A.htm
http://beyotime.com/product/P0014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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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印是指蛋白从凝胶转移到膜上，同时维持其相对位置和分辨率的过程。 
 
 

转印方式主要有两种：湿转和半干转。 
 
 
 

 两种转印方式的比较 
 湿式转印系统  半干转印系统 

比较适合转移大分子蛋白（>100kD） 比较适合转移小分子蛋白（<100kD） 

转膜时间一般较长 转膜时间一般较短 

 

 
湿式转印系统示意图                         半干转印系统示意图 

 

PVDF 膜（聚偏二氟乙烯膜）和 NC 膜（硝酸纤维素膜）是 Western 实验中两种常用的转印膜。 
 

 两种常用转印膜的比较 
 PVDF 膜  NC 膜 

机械强度高，质地柔韧，易于保存 脆而易碎 

化学稳定性好，耐腐蚀，不易降解 溶剂不耐受 

蛋白结合能力较高 蛋白结合能力较低 

可用于多次剥离和杂交 不利于多次剥离和杂交 

需要甲醇预湿激活 不需要预湿处理 

价格较高 价格较低 

 

 膜的孔径 
Western 转印膜通常有两种孔径大小：0.2μm 和 0.45μm 
– 0.2μm ：特别适合<20kD 的蛋白；推荐用于低丰度蛋白检测 
– 0.45μm：更加常用，适合>20kD 的蛋白；比表面积较小，背景较低 

 
 

转印膜 

 

04 蛋白转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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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的 PVDF 膜(进口分装, 6.6×8.5cm, 0.45μm)是一种预裁切的尺寸为
6.6×8.5cm、孔径为 0.45μm 的聚偏二氟乙烯（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
印迹膜。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FFP32 PVDF 膜(进口分装, 6.6×8.5cm, 0.45μm) 20 张/包装 

FFP33 PVDF 膜(进口分装, 6.6×8.5cm, 0.45μm) 100 张/包装 

 

产品优势 
 本产品最常见用于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时蛋白从胶到膜的转印，也可用于吸附分析、氨基酸分析、N

端蛋白质测序、点和狭缝印迹检测（Dot and Slot blot）、糖蛋白显色、脂多糖分析等。 
 本产品可兼容多种染料，如丽春红、考马斯亮蓝、Sypro ruby、Transillumination（透射显影）、甲苯胺蓝、

CPTS、胶体金、印度墨水、酰胺黑。 
 本产品适用于化学发光（如 BeyoECL Star、BeyoECL Plus、ECL 等）、常规显色（如 DAB、TMB）、染色和同

位素等方法进行检测。如果需要使用荧光检测（如使用 LI-COR Odyssey 系统），则需要采用专门的低荧光背
景 PVDF 膜。 

 本 PVDF 膜已预切割为 6.6×8.5cm 大小，满足 Western 最常用凝胶整块胶的转膜，使用时无需自行裁剪，操
作更加便捷。 

 本 PVDF 膜的孔径为 0.45μm，适用于大多数的免疫印迹，特别适用于分子量大于 20kDa 的蛋白质。 
 由于本 PVDF 膜的高疏水性，使用前需要在甲醇或乙醇等适当溶液中浸泡处理，从而达到活化的目的。推荐

使用碧云天生产的 PVDF 膜浸润活化液（P0021S），可完全替代有毒甲醇，安全无毒，活化效果更佳。 
 

包装清单（FFP32）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FFP32 PVDF 膜(进口分装, 6.6×8.5cm, 0.45μm) 20 张/包装 

— 说明书 1 份 

 

 不同印迹膜的比较和选择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主要用途 

FFP24 PVDF 膜(进口分装, 6.6×8.5cm, 0.2μm) 20 张/包装 
适用于 Western 时分子量小于

20kDa 蛋白质的转印 

FFP26 PVDF 膜(进口分装, 6.6×8.5cm, 0.2μm) 100 张/包装 
适用于 Western 时分子量小于

20kDa 蛋白质的转印 

FFP28 PVDF 膜(进口原装, 26.5cm×3.75m/卷, 0.2μm) 1 卷/包装 
适用于 Western 时分子量小于

20kDa 蛋白质的转印 

FFP32 PVDF 膜(进口分装, 6.6×8.5cm, 0.45μm) 20 张/包装 
适用于 Western 时分子量大于

20kDa 蛋白质的转印 

FFP33 PVDF 膜(进口分装, 6.6×8.5cm, 0.45μm) 100 张/包装 
适用于 Western 时分子量大于

20kDa 蛋白质的转印 

PVDF 膜(进口分装, 6.6×8.5cm, 0.4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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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P36 PVDF 膜(进口分装, 8.5×13.2cm, 0.45μm) 10 张/包装 
适用于 Western 时分子量大于

20kDa 蛋白质的转印 

FFP39 PVDF 膜(进口原装, 26.5cm×3.75m/卷, 0.45μm) 1 卷/包装 
适用于 Western 时分子量大于

20kDa 蛋白质的转印 

FFN02 硝酸纤维素膜(进口分装, 6.3×8.3cm, 0.45μm) 20 张/包装 
适用于 Western 的转印，以及核

酸检测的转印 

FFN03 硝酸纤维素膜(进口分装, 6.3×8.3cm, 0.45μm) 100 张/包装 
适用于 Western 的转印，以及核

酸检测的转印 

FFN05 硝酸纤维素膜(进口分装, 15.6×16.6cm, 0.45μm) 5 张/包装 
适用于 Western 的转印，以及核

酸检测的转印 

FFN08 
硝酸纤维素膜(进口原装, 33cm×3m/卷, 

0.45μm) 
1 卷/包装 

适用于 Western 的转印，以及核
酸检测的转印 

FFN10 
尼龙膜(带正电荷, 进口分装, 7.5×8.25cm, 

0.45μm) 
20 张/包装 

适用于 Southern、Northern、
EMSA 等核酸检测的转印 

FFN11 
尼龙膜(带正电荷, 进口分装, 7.5×8.25cm, 

0.45μm) 
100 张/包装 

适用于 Southern、Northern、
EMSA 等核酸检测的转印 

FFN13 
尼龙膜(带正电荷, 进口分装, 15×16.5cm, 

0.45μm) 
5 张/包装 

适用于 Southern、Northern、
EMSA 等核酸检测的转印 

FFN15 
尼龙膜(带正电荷, 进口原装, 30cm×3.3m/卷, 

0.45μm) 
1 卷/包装 

适用于 Southern、Northern、
EMSA 等核酸检测的转印 

 

 
碧云天生产的 PVDF 膜浸润活化液（Soaking and Activation Buffer for PVDF 
Membrane）是一种绿色环保、无毒无害的用于快速浸润和活化 PVDF 膜的溶
液，并且浸润活化后的后续处理非常便捷。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21S PVDF 膜浸润活化液 250ml 

 

产品优势 
 本产品安全无毒，不含剧毒的甲醇或其它的有毒有害试剂，只需数秒时间就可以把疏水的 PVDF 膜充分浸润

和活化。并且浸润活化后的 PVDF 膜只需简单地用转膜液洗涤数秒即可被转膜液快速平衡并用于后续的转膜
等实验。 

 本产品采用了优化的特殊配方，含有能产生特殊表面张力的无毒去垢剂，在确保安全无毒情况下，又能实现
PVDF 膜的快速浸润和活化，并且后续也极易被转膜液所平衡，是 PVDF 膜浸润活化的理想选择。 

 

包装清单（FFP32）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21S PVDF 膜浸润活化液 250ml 

— 说明书 1 份 

PVDF 膜浸润活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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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转印相关的其他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FFP51 转印滤纸(7.5×10cm) 100 张/包装 

P0021A Western 转膜液 1L 

P0021B Western 转膜液 10×1L 

P0021C Western 半干法转膜液 1L 

P0021D Western 半干法转膜液 10×1L 

 
 

FFP51 转印滤纸(7.5×10cm)，是一种预裁切的可以直接用于
Western、Northern、Southern、EMSA 等蛋白或核酸转印的滤纸 

 
 
 
 
 
 
 
 
 
 

 
为检测转膜是否成功，可以对完成转膜的凝胶或蛋白膜进行染色检查。常用的染色方法主要有：考马斯亮蓝染色
法、银染法、丽春红染色法。 

 
考马斯亮蓝染色法。即对完成转膜的凝胶进行染色以观察蛋白的胶残留情况，间接判断转膜效果。考马斯亮蓝染
色是不可逆的，属于终点检测方法。 

 
丽春红染色法。即对完成转膜的蛋白膜进行染色，直接观察实际的转膜效果。丽春红染色是可逆性的，与后续免
疫检测兼容。 

 
 

 
BeyoBlue™考马斯亮蓝超快染色液(BeyoBlue™ Coomassie Blue SuperFast 
Staining Solution)是碧云天最新研发的快速、高效、无污染、高灵敏度、使用
便捷的以考马斯亮蓝 G250 为染料的染色液，可用于 SDS-PAGE 或非变性 PAGE
等蛋白凝胶的染色，或 Western 转膜后 PAGE 胶上残余蛋白的检测。 

 
 
 
 
 

05 染色鉴定 

 

BeyoBlue™考马斯亮蓝超快染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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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7F BeyoBlue™考马斯亮蓝超快染色液 250ml 

 

产品优势 
 染色超快速，检测灵敏度高。凝胶在电泳结束后无须任何额外步骤，直接用本染色液染色，10 分钟即可检

测到 100ng 条带，30 分钟可检测到 50ng 条带，后续适当脱色后可以检测到 20ng 条带。 
 
 
 
 
 
 
 
 
 
 

图. 1 毫米厚蛋白凝胶染色效果图。(A-B)蛋白凝胶电泳后染色 10 分钟(A)和 30 分钟(B)的实拍效果图。(C-E)染色 30 分钟后，用水脱
色 1 小时(C)、2 小时(D)和脱色 16 小时(E)的实拍效果图。 

 
 无污染，无毒无刺激性。本染色液与考马斯亮蓝快速染色液（P0017），都是无毒，无刺激性气味的高度环

保型染色液，相对于普通的常规方法，不使用剧毒的甲醇及强刺激性的乙酸。 
 无需对蛋白凝胶进行固定，无需煮沸，不脱色即可观察到清晰的蛋白条带，用水脱色即可获得无色透明的背

景，操作便捷。 
 兼容质谱分析。本染色液和质谱分析兼容，可以用于后续的质谱分析。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7F BeyoBlue™考马斯亮蓝超快染色液 125ml×2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7 考马斯亮蓝快速染色液 250ml 

P0017A 考马斯亮蓝染色试剂盒(常规法) 1 盒 

P0017B 考马斯亮蓝染色液(常规法) 250ml 

P0017C 考马斯亮蓝染色脱色液(常规法) 500ml 

ST030 Coomassie brilliant blue G250 5g 

ST031 Coomassie brilliant blue R250 5g 

P0017S 快速银染试剂盒 2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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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春红染色液（Ponceau S Staining Solution）可以用于 PVDF 膜、硝酸纤维素
膜、醋酸纤维素膜上蛋白的染色检测，但不适用于尼龙膜上蛋白的检测。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22 丽春红染色液 120ml 

 

产品介绍 
 丽春红带负电荷，可以与带正电荷的氨基酸残基结合，同时丽春红也可以与蛋白的非

极性区相结合，从而形成红色的条带。 
 丽春红对蛋白的染色是可逆的，染色后可以用蒸馏水，PBS 或其它适当溶液洗去。 
 本产品使用方便，本底低，灵敏度较高，对蛋白的检测下限是 250ng。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22 丽春红染色液 120ml 

— 说明书 1 份 

 
 
 
 
 
 
 
 
 
 
 
 
 
 
 
 

丽春红染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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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转印成功后的蛋白膜上有很多非特异性蛋白结合位点，为防止抗体与这些位点
结合引起非特异性染色和背景，可以使用封闭剂，阻止抗体非特异性结合到膜上。 

 
 
 
 

 
封闭作用不充分，必然会导致背景过高；封闭过头，则会导致抗原表位
被掩蔽，检测信号减弱甚至丢失（左图即：封闭不充分导致高背景） 

 
 
 
 
 
 
 

牛奶封闭剂的缺点 
 
常用封闭剂多归属于两类：蛋白封闭剂和非蛋白封闭剂。脱脂牛奶、血清（如 FBS）、纯化蛋白（如 BSA、Casein）
等都是常见的蛋白封闭剂。 

 
脱脂牛奶作为封闭剂具有廉价易得的优点，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第一个问题就是，4℃条件下存放的脱脂牛奶
依然存在蛋白降解的问题，使封闭效果降低，WB 结果不稳定；其次，经常使用的 5%脱脂奶实际上会遮蔽条带，
降低信号；另外，由于脱脂牛奶本身含有酪蛋白，因此不能用于磷酸化蛋白检测，极大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碧云天生产的 QuickBlock™ Western 封闭液（QuickBlock™ Blocking Buffer for 
Western Blot）是最新一代的快速高效 Western 封闭液，总体效果显著优于传
统的基于 BSA、脱脂奶粉、酪蛋白等的封闭液及国外同类产品，主要用于
Western 实验中 PVDF 膜或 NC 膜的封闭，也可以用于一抗或二抗的稀释。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252 QuickBlock™ Western 封闭液 100ml 

 

产品优势 
 快速高效。封闭时间通常仅需 5-15 分钟，并且和 BSA、脱脂奶粉、酪蛋白等传统封闭液以及国外同类的快

速封闭液相比，显示出更强的信噪比。（为进一步提高信噪比，推荐同时使用 QuickBlock™ Western 一抗稀
释液（P0256）和 QuickBlock™ Western 二抗稀释液（P0258）进行一抗及二抗的稀释）。 

QuickBlock™ Western 封闭液 

01 封闭 

 

创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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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uickBlock™ Western 封闭液与 BSA 及国外同类产品的封闭效果比较。每组实验从左到右依次为：5μl 蛋白 Marker，2.5μg 蛋白
量的 HeLa 细胞裂解液，5μg 蛋白量的 HeLa 细胞裂解液。 

 背景极低。本封闭液不含血清和白蛋白，确保极高的信噪比。 
 兼容性好。本封闭液兼容辣根过氧化物酶（HRP）、碱性磷酸酶（AP）和生物素（Biotin）标记的二抗。 
 使用便捷。本产品无需添加任何额外的试剂，可以直接用于印迹膜的封闭。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252 QuickBlock™ Western 封闭液 100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252 QuickBlock™ Western 封闭液 100ml 

P0023B Western 封闭液 100ml 

P0220 Quickblock™封闭液(PBS) 100ml 

P0222 Quickblock™封闭液(PBSTw) 100ml 

P0226 Quickblock™封闭液(PBSTx) 100ml 

P0228 Quickblock™封闭液(TBS) 100ml 

P0231 Quickblock™封闭液(TBSTw) 100ml 

P0233 Quickblock™封闭液(TBSTx) 100ml 

P0235 Quickblock™封闭液(10X) 100ml 

P0252 QuickBlock™ Western 封闭液 100ml 

 

 碧云天封闭液系列产品的比较和选择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有效成分 缓冲液 去垢剂 主要用途 

P0220 QuickBlock™封闭液(PBS) 100ml QuickBlock PBS 不含 WB, IF, IHC, IC 

P0222 QuickBlock™封闭液(PBSTw) 100ml QuickBlock PBS Tween-20 WB, IF, IHC, IC 

P0226 QuickBlock™封闭液(PBSTx) 100ml QuickBlock PBS Triton X-100 WB, IF, IHC, IC 

P0228 QuickBlock™封闭液(TBS) 100ml QuickBlock TBS 不含 WB, IF, IHC, IC 

P0231 QuickBlock™封闭液(TBSTw) 100ml QuickBlock TBS Tween-20 WB, IF, IHC, IC 

P0233 QuickBlock™封闭液(TBSTx) 100ml QuickBlock TBS Triton X-100 WB, IF, IHC, IC 

P0235 QuickBlock™封闭液(10X) 100ml QuickBlock - 不含 WB, IF, IHC, IC 

P0252 QuickBlock™Western 封闭液 100ml QuickBlock 已优化 已优化 WB 

P0023B Western 封闭液 100ml BSA 已优化 已优化 WB 

P0260 QuickBlock™免疫染色封闭液 100ml QuickBlock 已优化 已优化 IF, IHC, IC 

P0102 免疫染色封闭液 100ml BSA 已优化 已优化 IF, IHC,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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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完成后吸尽封闭液，立即加入抗体进行孵育。（一抗和二抗使用前稀释好备用）。 

 
 
 
 
 
 
 
 
 
 
 
 
 
 
 

抗体孵育示意图 
 

 抗体浓度如何确定 

 
抗体使用时的最佳稀释度，可以通过“棋盘法”来确定和优化。一般根据经验首先定下二抗的稀释度，依
此作为基点，探索一抗的最佳稀释度；一抗浓度确定后，遇到背景高的问题首先考虑以调整二抗浓度来
解决。（括弧内为非特异性背景染色） 

 
 
 
 
 
 
 
 
 
 

02 抗体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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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抗体产品 

 

 
Bcl-2 是一种抗凋亡蛋白，可以抑制细胞色素 c 释放，以及后续的细胞凋亡。
Bcl-2 被推测可以影响线粒体的钙离子平衡和质子流。通常 Bcl-2 蛋白水平的
上调被认为细胞的抗凋亡能力上调，而 Bcl-2 蛋白水平的显著下降则可能导致
细胞凋亡。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AB112 Bcl-2 抗体 >20 次 

 

产品介绍 
来源 用途 交叉反应性 抗体识别位点 Bcl-2 分子量 

Rabbit WB, IF, IHC, ICC, FC H, M Bcl-2 C-terminal ～28kD 

 
 本 Bcl-2 抗体为进口分装，用人工合成的 Bcl-2 羧基端的一段多肽进行适当修饰后免疫 rabbit，然后用 protein 

A 和抗原多肽亲和柱经过两步纯化而得到的高纯度抗体。 
 本 Bcl-2 抗体可以识别内源性水平的 Bcl-2，在生理水平检测时未发现和其它 Bcl-2 家族蛋白有交叉反应。 
 本产品提供了 Western 一抗稀释液，可以用于 Western 检测时的一抗稀释。 
 本 Bcl-2 抗体参考稀释度： 

 

WB IP IF IHC ICC FC ELISA ChIP 

1:1000 - 1:100 1:250 1:100 1:150 - - 

 

Bcl-2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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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AB112-1 Bcl-2 抗体 20μl 

AB112-2 Western 一抗稀释液 20ml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一抗产品列表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AA128 Actin 抗体 >40 次 

AA132 Actin 抗体(smooth muscle specific) >20 次 

AF0042 AFP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A306 AIF 抗体 >20 次 

AF0045 Akt1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A326 Akt 抗体 >10 次 

AA820 Atg7 抗体 >20 次 

AF0051 AU1-tag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A921 Aurora A 抗体 >20 次 

AB008 Bad 抗体 >40 次 

AB016 Bak 抗体 >20 次 

AF0054 BAX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57 BAX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B026 Bax 抗体 >20 次 

AF0060 Bcl-2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B112 Bcl-2 抗体 >20 次 

AB126 Bcl-xL 抗体 >20 次 

AF0063 BDNF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B310 BiP 抗体 >30 次 

AF0072 BMI1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75 BMP2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C018 Calnexin 抗体 >20 次 

AC012 Calpain 1 Large Subunit 抗体 >20 次 

AF0078 
Cardiac Troponin T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81 Caspase-3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C033 Caspase-3(激活型)抗体 >20 次 

AC030 Caspase-3 抗体 >20 次 

AC056 Caspase-8 抗体 >20 次 

AC062 Caspase-9 抗体 >10 次 

AF0084 Catalase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87 Caveolin-1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90 CD133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93 CD19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99 CD31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02 CD34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96 CD3ζ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12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13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4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30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4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32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82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5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92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B00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B01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54.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5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B02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6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B11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B12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6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B31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7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7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01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01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7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7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8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03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03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05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06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84.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8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9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9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9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0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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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0105 CD44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08 CD9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11 CDk1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C251 CDK4 抗体 >30 次 

AF0114 CDK6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C256 CDK6 抗体 >20 次 

AC301 CENP-A 抗体 >20 次 

AC532 CHOP 抗体 >20 次 

AF0117 Chromogranin A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20 cMet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C610 COX IV 抗体 >20 次 

AF0123 CRISPR-Cas9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26 Cyclin D1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C853 Cyclin D1 抗体 >20 次 

AC856 Cyclin D3 抗体 >20 次 

AC908 Cytochrome C 抗体 10μg 

AC909 Cytochrome C 抗体 >20 次 

AF0129 Cytokeratin-7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32 Desmin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H436 Di-Methyl-Histone H3(Lys4)抗体 >20 次 

AH438 Di-Methyl-Histone H3(Lys9)抗体 >20 次 

AF0138 E-Cadherin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41 EPCAM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44 ERK1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47 ERK2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E850 ERp44 抗体 >20 次 

AE851 ERp44 抗体 >20 次 

AE905 Estrogen Receptor α 抗体 >20 次 

AF0135 E-tag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50 FGFR2/CD332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380 Fibrillarin 抗体 >20 次 

AF0036 FLAG Tag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100μl 

AF519 Flag 抗体 >40 次 

AF603 FoxO1 抗体 >20 次 

AF609 FoxO3a 抗体 >20 次 

AF616 FoxO4 抗体 >20 次 

AF0153 GAP43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06 GAPDH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100μl 

AG019 GAPDH 抗体 >40 次 

AF0156 GFAP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G259 GFAP 抗体 >50 次 

AF0159 GFP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G279 GFP 抗体 >40 次 

AG281 GFP 抗体(小鼠单抗) >40 次 

AF0162 
Glutathione Peroxidase 1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0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0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1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25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14.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25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30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53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1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2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61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2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2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85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85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90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90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2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3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43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43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3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4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44.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4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E85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E85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E90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3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5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38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3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51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60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60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61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5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0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G01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5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G25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5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G27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G28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6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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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0165 GPR49/LGR5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68 GRB2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71 GRP78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G751 GSK-3β 抗体 >20 次 

AF0174 GST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G768 GST 抗体 >20 次 

AF0039 HA Tag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100μl 

AH158 HA 抗体 >40 次 

AH379 HDAC1 抗体 >20 次 

AH382 HDAC2 抗体 >20 次 

AH385 HDAC3 抗体 >20 次 

AH388 HDAC4 抗体 >20 次 

AH392 HDAC5 抗体 >20 次 

AH395 HDAC6 抗体 >20 次 

AH398 HDAC7 抗体 >20 次 

AF0177 HER2/ErbB2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H210 HER2/ErbB2 抗体 >20 次 

AH339 HIF-1α 抗体 >20 次 

AH367 His-tag 抗体 >20 次 

AH419 Histone H2A 抗体 >20 次 

AH426 Histone H2B 抗体 >20 次 

AF0009 Histone H3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100μl 

AH433 Histone H3 抗体 >30 次 

AH458 Histone H4 抗体 >20 次 

AF0180 HMGB1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83 HSP27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86 HSP60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189 HSP70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H728 HSP70 抗体 >30 次 

AF0192 HSP90β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H732 HSP90 抗体 >40 次 

AF0195 ICAM1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I096 IkB-α 抗体 >10 次 

AF0198 IKKα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I131 IKKα 抗体 >20 次 

AI137 IKKβ 抗体 >20 次 

AF0201 IL-6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04 Insulin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07 Integrin β1/CD29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I601 IRE1α 抗体 >20 次 

AI618 IRS1 抗体 >20 次 

AF0210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IDH1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J518 JNK/SAPK 抗体 >20 次 

AF0213 Ku70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L221 LC3B 抗体 >20 次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6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6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7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G75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74.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G76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3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15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37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38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38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38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39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39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39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7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21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33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36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41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42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0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43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45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8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8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8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8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72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9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73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9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I09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19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I13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I13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0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04.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0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I60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I61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1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1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J51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1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L2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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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0216 LDHA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L386 LKB1 抗体 >20 次 

AF0219 LMNB2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M058 MAP1b(MAP5)抗体 >10 次 

AF0222 MAPK14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25 MATER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28 MGMT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31 MMP1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34 MMP2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37 MSH6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M832 mTOR 抗体 >20 次 

AF0240 MuERVL-Gag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33 Myc Tag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100μl 

AM926 Myc 抗体 >30 次 

AM933 Myc 抗体(兔单抗) >20 次 

AF0243 N-Cadherin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N203 Nestin 抗体 >20 次 

AN205 Nestin 抗体 >20 次 

AT809 Neuronal Class III β-Tubulin(Tuj1)抗体 >10 次 

AF0246 NF-κB p65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N365 NF-κB p65 抗体 >40 次 

AN816 NUP98 抗体 >20 次 

AF0249 OCT-4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52 OOEP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P021 p21 抗体 >40 次 

AP027 p27 抗体 >40 次 

AP060 p35/p25 抗体 >40 次 

AP035 p35 抗体 >40 次 

AM065 p38 MAPK 抗体 >20 次 

AM076 p44/42 MAPK 抗体 >20 次 

AF0255 p53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P062 p53 抗体 >20 次 

AF0258 p70 S6 Kinase β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P100 Par-4 抗体 >20 次 

AP102 PARP 抗体 >20 次 

AF0261 PCNA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64 PDI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P233 PDI 抗体 >20 次 

AA110 Phospho-ACC(Ser79)抗体 >20 次 

AA329 Phospho-Akt(Ser473)抗体 >10 次 

AA331 Phospho-Akt(Thr308)抗体 >10 次 

AA393 Phospho-AMPKα(Thr172)抗体 >20 次 

AA866 Phospho-ATM(Ser1981)抗体 >20 次 

AA891 Phospho-ATR(Ser428)抗体 >20 次 

AA923 Phospho-Aurora 抗体 >20 次 

AB009 Phospho-Bad(Ser112)抗体 >20 次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1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L38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1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M05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2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2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2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3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34.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3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M83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4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3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M92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M93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4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N20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N20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T80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4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N36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N81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4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5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02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02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06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03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M06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M07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5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06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5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10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10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6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64.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23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11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32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33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39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86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89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92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B0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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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116 Phospho-Bcl-2(Ser70)抗体 >20 次 

AB600 Phospho-BRCA1(Ser1423)抗体 >20 次 

AC207 Phospho-cdc2(Tyr15)抗体 >20 次 

AC305 Phospho-CENP-A(Ser7)抗体 >20 次 

AC506 Phospho-Chk1(Ser345)抗体 >20 次 

AC508 Phospho-Chk2(Thr68)抗体 >20 次 

AE907 Phospho-Estrogen Receptor α (Ser118)抗体 >20 次 

AF605 
Phospho-FoxO1(Thr24)/FoxO3a(Thr32) 抗

体 
>20 次 

AG753 Phospho-GSK-3β(Ser9)抗体 >20 次 

AH212 Phospho-HER2/ErbB2(Tyr1221/1222)抗体 >20 次 

AH453 Phospho-Histone H3(Ser10)抗体 >20 次 

AI139 Phospho-IKKα/β(Ser176/180)抗体 >20 次 

AI621 Phospho-IRS1(Ser302)抗体 >20 次 

AI623 Phospho-IRS1(Ser307)抗体 >20 次 

AJ516 Phospho-JNK/SAPK 抗体 >20 次 

AN371 Phospho-NF-κB p65(Ser536)抗体 >20 次 

AM063 Phospho-p38 MAPK 抗体 >20 次 

AM071 Phospho-p44/42 MAPK 抗体 >20 次 

AP068 Phospho-p53(Ser15)抗体 >20 次 

AP328 Phospho-PERK(Thr980)抗体 >20 次 

AR092 Phospho-Rb(Ser807/811)抗体 >20 次 

AR865 Phospho-RSK1/p90RSK(Ser380)抗体 >20 次 

AP430 PKCα 抗体 >20 次 

AF0267 PRMT5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P686 PTEN 抗体 >20 次 

AF0270 PUMA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R038 Rab5 抗体 >20 次 

AF0273 Ras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76 ROCK1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R861 RSK1/p90RSK 抗体 >20 次 

AF0279 
Sequestosome-1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82 SIRT1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S391 Sirt1/Sir2 抗体 >20 次 

AF0285 S-tag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88 Stat-1 α/β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91 Stat6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S792 Survivin 抗体 >20 次 

AF0294 T7-tag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297 TGF-β 1/2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300 TLR7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303 TOP2A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T819 Tubulin 抗体 >40 次 

AF0306 Ubiquitin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309 VCP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B11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B60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20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30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50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50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E90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60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60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G75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21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45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I13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I62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I62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J51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N37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M06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M07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06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32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R09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R86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43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6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P68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7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R03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7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7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R86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7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7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8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S39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8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8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9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S79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94.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29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30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30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T81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30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3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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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0312 VEGF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315 VEGFR-1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V202 VEGF 抗体 >20 次 

AF0318 Vimentin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X356 XIAP 抗体 >20 次 

AF0321 ZO1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48 
α-Smooth Muscle Actin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01 α-Tubulin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100μl 

AF0003 β-Actin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100μl 

AF0069 β-Catenin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66 β-Catenin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C106 β-Catenin 抗体 >20 次 

A7007 山羊 IgG 250μg 

A7016 兔 IgG 250μg 

A7028 小鼠 IgG 250μg 

 

 碧云天内参抗体列表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AA128 Actin 抗体 >40 次 

AF0003 β-Actin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100μl 

AT819 Tubulin 抗体 >40 次 

AF0001 α-Tubulin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100μl 

AG019 GAPDH 抗体 >40 次 

AF0006 GAPDH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100μl 

AC106 β-Catenin 抗体 >20 次 

AF0066 β-Catenin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50μl 

AF0069 β-Catenin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50μl 

AC610 COX IV 抗体 >20 次 

 

 碧云天标签抗体列表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AF0033 Myc Tag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100μl 

AM926 Myc 抗体 >30 次 

AM933 Myc 抗体(兔单抗) >20 次 

AF0036 FLAG Tag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100μl 

AF519 Flag 抗体 >40 次 

AF0039 HA Tag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100μl 

AH158 HA 抗体 >40 次 

AG768 GST 抗体 >20 次 

AH367 His-tag 抗体 >20 次 

 

 碧云天二抗产品列表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A0181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驴抗山羊 IgG (H+L) 0.2ml 

A0192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山羊抗大鼠 IgG (H+L) 0.5ml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31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31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V20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31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X35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32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4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4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0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0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6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6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10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700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701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702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A12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0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T81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0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G01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0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10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6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6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C61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3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M92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M93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3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51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F003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15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G76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H36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18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1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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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01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山羊抗人 IgG (H+L) 1ml 

A0208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山羊抗兔 IgG (H+L) 1ml 

A0216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 (H+L) 1ml 

A0239 碱性磷酸酯酶标记山羊抗兔 IgG (H+L) 0.5ml 

A0258 碱性磷酸酯酶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 (H+L) 0.5ml 

A0266 碱性磷酸酯酶标记驴抗山羊 IgG (H+L) 0.5ml 

A0277 生物素标记山羊抗兔 IgG (H+L) 1ml 

A0286 生物素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 (H+L) 1ml 

A0303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 Streptavidin 0.2ml 

A0312 碱性磷酸酯酶标记 Streptavidin 0.2ml 

A0408 Alexa Fluor 350 标记山羊抗兔 IgG (H+L) 0.1ml 

A0409 AMCA 标记山羊抗兔 IgG (H+L) 0.2ml 

A0412 Alexa Fluor 350 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 (H+L) 0.1ml 

A0413 AMCA 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 (H+L) 0.2ml 

A0423 Alexa Fluor 488 标记山羊抗兔 IgG (H+L) 0.1ml 

A0428 Alexa Fluor 488 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 (H+L) 0.1ml 

A0453 Alexa Fluor 555 标记驴抗兔 IgG (H+L) 0.1ml 

A0460 Alexa Fluor 555 标记驴抗小鼠 IgG (H+L) 0.1ml 

A0468 Alexa Fluor 647 标记山羊抗兔 IgG (H+L) 0.1ml 

A0473 Alexa Fluor 647 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 (H+L) 0.1ml 

A0502 Cy3 标记驴抗山羊 IgG(H+L) 0.05ml 

A0507 Cy3 标记山羊抗大鼠 IgG (H+L) 0.1ml 

A0516 Cy3 标记山羊抗兔 IgG (H+L) 0.1ml 

A0521 Cy3 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 (H+L) 0.1ml 

A0556 FITC 标记山羊抗人 IgG (H+L) 0.1ml 

A0562 FITC 标记山羊抗兔 IgG (H+L) 0.1ml 

A0568 FITC 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 (H+L) 0.1ml 

A0605 Dylight 405 标记山羊抗兔 IgG (H+L) 0.1ml 

A0609 Dylight 405 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 (H+L) 0.1ml 

A7007 山羊 IgG 250μg 

A7016 兔 IgG 250μg 

A7028 小鼠 IgG 250μg 

 
 

碧云天的 QuickBlock™ Western 一抗稀释液（QuickBlock™ Primary Antibody 
Dilution Buffer for Western Blot）是最新一代的高效一抗稀释液，总体效果显
著优于传统的基于 BSA、脱脂奶粉等的一抗稀释液，可以用于 Western 一抗的
稀释和配制。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P0256 QuickBlock™ Western 一抗稀释液 100ml 

 

QuickBlock™ Western 一抗稀释液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20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20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21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23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25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26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27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28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30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31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40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40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41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41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42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42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45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46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46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47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50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50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51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52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55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56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56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605.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060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700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701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A70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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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节约一抗。本产品稀释和配制的一抗可以在 4℃保存和使用不少于 6 个月，并且可以反复多次用于 Western， 
利于节约一抗。 
 背景极低。本稀释液不含血清和白蛋白，确保极高的信噪比。 
 兼容性好。后续兼容辣根过氧化物酶（HRP）、碱性磷酸酶（AP）和生物素（Biotin）标记的二抗。 
 使用便捷。本产品无需添加任何额外的试剂，可以直接用于一抗的稀释。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256 QuickBlock™ Western 一抗稀释液 100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P0023A Western 一抗稀释液 100ml 

 
 

 
碧云天 QuickBlock™ Western 二抗稀释液（QuickBlock™ Secondary Antibody 
Dilution Buffer for Western Blot）是最新一代的高效二抗稀释液，总体效果显
著优于传统的基于 BSA、脱脂奶粉等的二抗稀释液，可以用于 Western 二抗的
稀释和配制。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P0258 QuickBlock™ Western 二抗稀释液 100ml 

 

产品优势 
 节约二抗。经本产品稀释的二抗可以在 2-3 周内重复使用 3-5 次。 
 背景极低。本稀释液不含血清和白蛋白，确保极高的信噪比。 
 兼容性好。兼容辣根过氧化物酶（HRP）、碱性磷酸酶（AP）和生物素（Biotin）标记的二抗。 
 使用便捷。本产品无需添加任何额外的试剂，可以直接用于二抗的稀释。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258 QuickBlock™ Western 二抗稀释液 100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P0023D Western 二抗稀释液 100ml 

 

QuickBlock™ Western 二抗稀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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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云天一抗稀释液、二抗稀释液系列产品的比较和选择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有效成分 主要用途 

P0256 QuickBlock™Western 一抗稀释液 100ml QuickBlock WB 

P0023A Western 一抗稀释液 100ml BSA WB 

P0258 QuickBlock™Western 二抗稀释液 100ml QuickBlock WB 

P0023D Western 二抗稀释液 100ml BSA WB 

P0262 QuickBlock™免疫染色一抗稀释液 100ml QuickBlock IF, IHC, IC 

P0103 免疫染色一抗稀释液 100ml BSA IF 

P0265 QuickBlock™免疫荧光染色二抗稀释液 100ml QuickBlock IF 

P0108 免疫荧光染色二抗稀释液 100ml BSA IF 

P0267 QuickBlock™免疫组化染色二抗稀释液 100ml QuickBlock IHC, IC 

P0110 免疫染色(非荧光)二抗稀释液 100ml BSA IHC, IC 

 

 碧云天洗涤液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产品价格 

P0023C Western 洗涤液 250ml WB 

P0023C3 Western 洗涤液(10X) 100ml WB 

P0023C6 Western 洗涤液(10X) 10×100ml WB 

P0106 免疫染色洗涤液 250ml IF, IHC, IC 

P0106C 免疫染色洗涤液(10X) 100ml IF, IHC, IC 

P0106L 免疫染色洗涤液(10X) 10×100ml IF, IHC, IC 

 

 
化学发光显影或底物显色是 Western 实验中常用的检测目标蛋白表达的显示系统。 

 

 
碧云天生产的 Western 萤光检测试剂 BeyoECL Star 是一种特超敏 ECL 化学发
光试剂盒，可与二抗上耦连的辣根过氧化物酶（HRP）发生化学反应，发出萤
光，从而可以通过用萤光成像设备或 X 光片压片检测样品。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P0018A BeyoECL Star(特超敏 ECL 化学发光试剂盒) 共 100ml 

 
产品优势 
 灵敏度极高。BeyoECL Star 的灵敏度比 DAB 显色至少高 1000 倍，比 ECL（Amersham 公司）高 100-500 倍

左右，比 SuperSignal West Pico Substrate（Pierce 公司）高 10 倍以上。对于辣根过氧化物酶的最低检测灵
敏度可以达到飞克级。 

03 蛋白检测 

 

BeyoECL Star(特超敏 ECL 化学发光试剂盒) 
 

创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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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光时间更长。检测数据显示 20 分钟后发光无明显减弱， 60 分钟后发光强度减弱至初始发光强度的 85%
左右，120 分钟后发光强度减弱至初始发光强度的 70%左右。 

 
图. BeyoECL Star 检测不同剂量 HRP-IgG，20 分钟后发光效果几乎不变，120 分钟后发光效果仍然良好。 

 
 全新配方，更加稳定。BeyoECL Star 和 BeyoECL Plus 一样，37℃水浴孵育 30 天，和 4℃保存的试剂相比，

对相同样品的检测效果无任何明显差异。 
 背景极低，对 PVDF 膜和 NC 膜均适用。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18A-1 BeyoECL Star A 液 50ml 

P0018A-2 BeyoECL Star B 液 50ml 

— 说明书 1 份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P0018 BeyoECL Plus(超敏 ECL 化学发光试剂盒) 共 100ml 

 

 X 光片压片显影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P0019 显影定影试剂盒 各 1 加仑 

P0020 显影定影试剂盒 各 1 升 

FF057 X-OMAT BT 胶片(5×7 英寸) 100 张/盒 

FF081 X-OMAT BT 胶片(8×10 英寸) 100 张/盒 

FFC58 压片暗盒(5×7 英寸) 1 个 

FFC83 压片暗盒(8×10 英寸) 1 个 

FFF59 稀土高速增感屏(感蓝, 5×7 英寸) 1 片 

FFF86 稀土高速增感屏(感蓝, 8×10 英寸) 1 片 

P0202 DAB 辣根过氧化物酶显色试剂盒 共 20ml 

P0203 DAB 辣根过氧化物酶显色试剂盒 共 100ml 

P0209 TMB 显色液(ELISA HRP 显色用) 100ml 

P0211 TMB 显色液(组化或膜 HRP 显色用) 100ml 

C3206 BCIP/NBT 碱性磷酸酯酶显色试剂盒 共 100ml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P001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P0020.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FF057.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FF08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FFC58.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FFC8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FFF5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FFF86.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P0202.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P0203.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P0209.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P0211.htm
http://www.beyotime.com/product/C32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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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实验完成抗体孵育和化学发光检测后，一般要求检测 Tubulin、Actin、GAPDH
等内参蛋白；另外，当蛋白样品非常珍贵且同时还需要检测其他蛋白时，此时就需要
重复利用蛋白膜做检测。 

 
 
 

碧云天的 Western 一抗二抗去除液（Stripping buffer），用于 Western 中蛋白膜
的重复利用。通过使用一抗二抗去除液，充分去除一抗二抗，可以非常方便地
重新利用使用过的膜检测其它蛋白。和重新跑一个 SDS-PAGE 相比，不仅省时
省力，而且可以消除重新上样而带来的误差，使可比性更强。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包装 

P0025N Western 一抗二抗去除液(中性) 250ml 

 

产品优势 
 本产品经过多个抗体的检测试验，通常可以重复利用膜 3-5 次。 
 使用本产品只需大约 20-30 分钟即可实现蛋白膜的重复使用，然后可以进行封闭等后续的 Western 操作。 
 本产品仅适用于 PVDF 膜，用于 NC 膜时会导致膜上的蛋白有非常显著的损失。 
 本产品适用于化学发光试剂（如 ECL）检测，不适用于非化学发光（如 DAB、NBT/BCIP）检测。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P0025N Western 一抗二抗去除液(中性) 125mlx2 

— 说明书 1 份 

 

 碧云天生产的各种 Western 一抗二抗去除液的主要特点、差异和选择 
产品编号 P0025 P0025B P0025N P0025S 

产品名称 
Western 一抗二抗

去除液(强碱性) 
Western 一抗二

抗去除液(弱碱性) 
Western 一抗二
抗去除液(中性) 

Western 一抗二
抗去除液(酸性) 

产品价格 165.00 元 198.00 元 258.00 元 186.00 元 

产品包装 250ml 250ml 250ml 250ml 

pH 强碱性 弱碱性 中性 酸性 

对膜上蛋白的保留效果 好 好 好 好 

对一抗二抗的去除效果 好 好 好 好 

去除一抗二抗所需时间 15-20 分钟 20-30 分钟 20-30 分钟 40-80 分钟 

适用膜的类型 PVDF 和 NC PVDF 和 NC 仅 PVDF PVDF 和 NC 

腐蚀性 强 弱 无 弱 

Western 一抗二抗去除液(中性) 

04 膜的重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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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膜盒（孵育盒） 
 
 
 
 
 
 
 
 
 

真空泵                                 侧摆摇床 
 
 
 
 
 
 
 
 
 
 
 

压片暗盒                                 无粉乳胶手套 
 
 

05 Western 特色耗材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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