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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成果 

文章成果——产品 

下表列举了使用我们公司产品的部分文章成果。 

文献题目 产品 产品类型 发表期刊 合作单位 年份 

Sensitive detection of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based on magnetic capture and 

upconversion fluorescent identification 

with multifunctional nanospheres 

The monoclonal antibody 

(Ab) for P. gingivalis 

抗体 European 

Journal Of Oral 

Sciences 

天津医科大学 2016 

Oral Immunization with a Multivalent 

Epitope-Based Vaccine, Based on NAP, 

Urease, HSP60, and HpaA, Provides 

Therapeutic Effect on H. pylori Infection in 

Mongolian gerbils 

Rabbit anti-H. pylori 

polyclonal antibody (Rabbit 

anti-Hp PcAb) 

抗体 Frontiers in 

Cellular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 

宁夏医科大学 2017 

Rapamycin reverses paraquat-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a rat model through 

inhibition of NFκB activation 

mouse monoclonal anti-p-

p38 MAPK (D-8; 1:1000) 

antibodies 

抗体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 

Experimental 

Pathology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2015 

病毒性心肌炎患儿外周血中心功能、心肌

酶谱指标、核因子－κB 表达量的变化及核

因子－κB 与病情的相关性研究 

小鼠抗人 NF-κB P65 单抗

（经 PE 标记） 

抗体 贵州医药 湖北省孝感市中医

医院 

2019 

多功能纳米微球检测牙龈卟啉单胞菌的实

验研究 

牙龈卟啉单胞菌单克隆抗体 抗体 使用口腔医学

杂志 

天津医科大学 2017 

下丘脑酪氨酸羟化酶与妊娠晚期和哺乳期

甲状腺功能亢进大鼠性激素水平的相关性

分析 

大鼠单克隆抗体 TH－16 抗体 临床和实验医

学杂志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2019 

miR-126 对人晶状体上皮细胞凋亡的影响 兔抗人 KLF6 多克隆抗体、

小鼠免疫球蛋白(Ig)G 二抗 

抗体；二

抗 

中国老年学杂

志 

武汉市艾格眼科医

院 

2018 

羟基磷灰石诱导脂肪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

化的实验研究 

鼠源抗体 抗体 天津医药 天津医科大学 2018 

DAPK 和 EZH2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和

相关性 

DAPK 兔抗人多克隆抗体、

EZH2 鼠抗人多克隆抗体 

抗体 医学理论与实

践 

福建省立医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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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题目 产品 产品类型 发表期刊 合作单位 年份 

比较地黄不同炮制品组方的四物汤对小鼠

T 淋巴细胞亚群的作用 

FITC Hamster AntiMouse 

CD3e Antibody，PE Rat 

AntiMouse CD4 Antibody, 

APC Rat AntiMouse CD8 

Antibody，FITC Rat 

IgG1， PE Rat 

IgG2b，APC Rat 

IgG2a 

抗体 中国实验方剂

学杂志 

河南中医学院 2013 

IBDV 强、弱毒株病毒样颗粒免疫原性的比

较及噬菌体抗 IBDV 抗体文库的构建 

pCantab 5E 噬菌体载体、

E.coliTG1 菌株、Helper 

phage M13KO7 辅助噬菌

体；VH 与 VL 的引物 

病毒和噬菌

体产品； 

引物 

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 

Stereoselectivity of tradinterol's inhibition 

on proliferation of airway smooth muscle 

cells induced by acetylcholine through 

suppressing Ca (2+) signalling 

Human ASMCs 细胞 Journal of 

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沈阳医科大学 2016 

MicroRNA-1271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s apopt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cells through inhibiting smoothened-

mediated 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 

KMS-12-BM MM cell line 细胞 Oncology 

reports 

西安交通大学 2017 

Orexin A Suppresses Oxidized LDL Induced 

Endothelial Cell Inflammation via MAPK 

p38 and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Human cardiomyocytes 细胞 IUBMB Life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2018 

靶向 CD30 抗体偶联药物的制备及其抗淋

巴瘤活性研究 

人霍奇金淋巴瘤细胞系

L540 和 L428 

细胞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8 

CHO 细胞无血清培养基的工艺优化 表达人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人 IgG-Fc 抗体融合 

蛋白的 CHO 细胞系 

重组蛋白

细胞 

天然产物研究

与开发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Peptide-binding induced inhibition of 

chemokine CXCL12† 

rhodamine B isothiocyanate 

(RBITC)-labeled CXCL12 

趋化因子 RSC Advances 国家纳米中心 2017 

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在胃癌新辅助化疗决策

中的应用 

红细胞裂解液 红细胞裂

解液 

 

肿瘤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2018 

Circular RNA CEP128 acts as a sponge of 

miR-145-5p in promoting the bladder 

cancer progression via regulating SOX11 

Fluorescence Mounting 

Medium 

荧光检测

试剂 

Molecular 

medicine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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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题目 产品 产品类型 发表期刊 合作单位 年份 

男性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分析 HER2 检测试剂盒 诊断产品 数理医药学杂

志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7 

miRNA-506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HER-2 基因扩增检测试剂盒 诊断产品 山西医科大学

学报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 

2017 

参麦注射液对冠心病早期胃癌患者内镜黏

膜下剥离术后心功能的影响研究 

cTnI 试剂盒 诊断产品 浙江医学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

医院 

2018 

EBUS-TBNA 结合免疫组化在老年肺癌诊断

中的应用 

人 EGFR 基因检测试剂盒 诊断产品 中国老年学杂

志 

遵义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 

2017 

苇金消痈汤加减辅助治疗支气管扩张急性

加重期痰热壅肺证的临床分析 

MMP-9 试剂盒 诊断产品 中国实验方剂

学杂志 

即墨市中医医院 2016 

乳腺癌分子分型在新辅助化疗疗效和预后

中的预测作用 

ER、PR 和 HER-2 免疫组化

检测试剂 

免疫组化

检测试剂 

中国临床与康

复 

广西玉林市红十字

会医院 

2016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与细胞增殖抗原

Ki67 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ER 和 PR 免疫组化试剂盒 免疫组化

试剂盒 

 

癌症进展 

陕西省宝鸡市中医

医院 

2016 

TRPA1 介导的神经源性炎症反应在机械通

气肺损伤中作用的研究 

TRPA1 免疫组化试剂盒 免疫组化

试剂盒 

博士学位论文 山东大学 2013 

Study on the immunological safety of 

universal plasma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tro 

TCC (C5-9)  ELISA test kits ELISA 

试剂盒 

Transfusion 

and Apheresis 

Science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 

2017 

Interaction of β1-adrenoceptor with RAGE 

mediates cardiomyopathy via CaMKII 

signaling 

Troponin I ELISA kit ELISA 

试剂盒 

JCI Insight 北京大学 2016 

卵巢癌患者血清 Galectin-3 水平及诊断价

值研究 

Human Galectin-3，ELISA 

Kit 

ELISA 

试剂盒 

河北医药 重庆市潼南区众中

医院 

2017 

HIF-1α 和 Wnt/β-catenin 及其通路相关因

子在犬气管插管后中心气道狭窄中的表达 

IL-1β ELISA Kit ELISA 

试剂盒 

硕士学位论文 南华大学 2016 

冠心病患者侧支循环程度与血浆补体 C1q

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及胰岛素抵抗的相

关性研究 

CTRP1、IL-6、FINS 检测试

剂盒 

ELISA 

试剂盒 

心肺血管病杂

志 

河北省人民医院 2018 

丹珍头痛胶囊治疗偏头痛的疗效及对患者

血浆 ICAM-1 和 IL-6 水平变化的影响 

ICAM-1 ELISA kit; 

IL-6 ELISA kit 

ELISA 

试剂盒 

陕西中医 河南省洛阳市第二

中医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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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题目 产品 产品类型 发表期刊 合作单位 年份 

血清 NGAL 和 CysC 用于重型颅脑损伤患

者并发急性肾损伤的诊断价值研究 

NGAL ELISA kit; 

CysC ELISA kit 

ELISA 

试剂盒 

河北医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8 医院 

2018 

ACLF 相关 AKI 患者的血清 persepsin 水平

及其诊断价值研究 

Human sCD14, ELISA kit ELISA 

试剂盒 

医学研究杂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13 医院 

2016 

针刺早期干预对脑梗死患者复发、炎性因

子及 S100A12 的影响 

S100A12 ELISA kit ELISA 

试剂盒 

针灸临床杂志 沈阳市第二中医医

院 

2017 

野茼蒿对 UC 大鼠血清黏附分子表达的影

响 

PSGL-1 ELISA 检测试剂盒 ELISA 

试剂盒 

中国医学创新 齐齐哈尔医学院 2017 

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 M30、M65 及白细胞

介素 17 水平的变化及意义 

M30、M65、IL － 17 

ELSIA 检测试剂盒 

ELISA 

试剂盒 

临床肝胆病杂

志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2016 

中西医综合疗法对膝骨关节炎寒湿阻络型

的疗效及对间质细胞衍生因子-1 和鸢尾素

的影响 

SDF-1 试剂盒 ELISA 

试剂盒 

中国实验方剂

学杂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2016 

消癥止痛汤治疗气滞血瘀型子宫内膜异位

症痛经疗效分析 

TNF-α、IL- 6 试剂盒 ELISA 

试剂盒 

新中医 浙江省台州市立医

院 

2016 

解郁安神颗粒合盐酸帕罗西汀片治疗缺血

性脑中风后抑郁症的临床分析 

IL- 6 试剂盒 ELISA 

试剂盒 

中国实验方剂

学杂志 

重庆市中医院 2016 

血清半乳糖凝集素-3 用于 2 型糖尿病相关

肾病的诊断价值研究 

Human galectin-3 ELISA kit ELISA 

试剂盒 

医学研究杂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23 医院 

2016 

曲妥珠单抗联合新辅助化疗用于 HER2 过

度表达乳腺癌的临床观察 

HER2 免疫组化试剂盒 诊断产品 中国药房 鹤壁市人民医院 2016 

鼻咽癌患者血清肌成束蛋白、E-选择素的

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Fascin-1、E-selection ELISA ELISA 

试剂盒 

实用癌症杂志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 

2015 

丙种球蛋白对 EV71 相关重症手足口病患

儿热休克蛋白 70 水平的影响 

Human galectin－3 ELISA 

Kit 

ELISA 

试剂盒 

广东医学 郑州市儿童医院 2016 

苇金消痈汤加减辅助治疗支气管扩张急性

加重期痰热壅肺证的临床分析 

MMP-9 试剂盒 诊断产品 中国实验方剂

学杂志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

属医院 

2016 

Ras-ERK1/2 signalling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osteosarcoma through 

regulation of H4K12ac through HAT1 

MDM2-His；MDM2-MU 重组蛋白 Artificial Cells, 

Nano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

医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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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题目 产品 产品类型 发表期刊 合作单位 年份 

Ras‐PI3K‐AKT signaling promotes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uveal 

melanoma by downregulating H3K56ac 

expression 

MDM2-His；MDM2-MU 重组蛋白 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

医院 

2019 

蛋白质健康标志物准确定量方法研究 

 

心肌脂肪酸结合蛋白（H-

FABP）；15N 标记心肌脂肪

酸结合蛋白 

蛋白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化工大学 2018 

人血清白蛋白纯品含量的同位素稀释质谱

方法研究 

人血清蛋白 HSA 人血清蛋

白 

计量学报 北京化工大学 2016 

SPECT/CT imaging of chemotherapy-

induced tumor apoptosis using 99mTc-

label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Duramycin 多肽 Drug Delilivery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018 

两种心肌损伤蛋白标志物准确定量方法研

究 

hALB；纯 hTRF 

 

生物标志

物；蛋白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化工大学 2016 

Digital analysis with droplet-based 

microfluidic for the ultrasensitive detection 

of β-gal and AFP 

Streptavidin-conjugated β-

galactosidase (SA-β-gal) 

二抗 Talanta 武汉大学 2018 

青蒿素干预大鼠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的研

究 

金属浴 实验器材 硕士学位论文 青岛大学 2017 

时间分辨光谱与 DFT 结合研究二苯甲酮类

化合物的光化学反应 

3-氟-3’-甲基二苯甲酮 医药中间

体 

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大学 2017 

人转铁蛋白含量同位素稀释质谱测定方法

研究 

三氟庚酸 PHFA 医药中间

体 

中国测试 

 

北京化工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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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成果——服务 

下表列举了使用我们公司服务的部分文章成果。 

文献题目 服务 发表期刊 合作单位 年份 

Gene cloning, expression, and reducing 

property enhancement of nitrous oxide 

reductase from Alcaligenes denitrificans 

strain TB 

Label-free 定量蛋白组学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浙江工业大学 2018 

化合物 NS5806 对 Kv4 通道的调节作用及其

分子机制 

蛋白互作位点预测 博士学位论文 河北医科大学 2017 

肺炎支原体生物被膜相关蛋白初步研究 蛋白组定量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南华大学 2018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human IL-37b 

PCR 引物设计与合成 Cytotechnology 广东医科大学 2016 

自噬水平变化对心脏骤停心肺复苏后大鼠海

马神经元凋亡的影响 

PCR 引物设计和合成 解剖学报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018 

血清 IL-17 水平及其基因多态性与 HBV 感染

临床转归之间的关系研究 

PCR 引物设计与合成 实用肝脏病杂志 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

院 

2018 

钙敏感受体(CaSR)基因 986、990 多态性与尿

石症的相关性研究 

引物设计与合成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 

2017 

长链非编码 RNA NEAT1 通过调节 hnRNP A2

蛋白表达促进人肝癌细胞增殖和侵袭的研究 

过表达逆转录病毒载体和

对照载体设计和合成 

病毒包装载体 昆明医科大学 2017 

mt01 对人牙周膜细胞中成骨细胞相关因子

mRNA 表达的影响 

寡核苷酸探针 中国实验诊断学 郑州大学口腔医学院 2017 

46,XX 性发育异常致病基因筛选及遗传分析 BAC 克隆探针定制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理工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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