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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Company profile

◆宁波迈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始创于 2018 年，公司自开创以来专注于体外诊
断生物活性原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致力于为全球体外诊断试剂生
产企业提供领先且具有竞争力的核心原料和相关辅助产品服务。迈跃生物以卓
越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赞誉，是全球多家知名企业的合作伙
伴，被广大客户评为优秀供应商之一。

◆迈跃生物以“推动国民自主品牌”为使命，
致力成为全球体外诊断企业的深度合作服
务伙伴，一站式解决客户需求。在高质量
和高速发展的道路上，秉持以满足客户需
求为中心、合作共赢的理念，自主创新，
生生不息。



 核心技术平台

◆原核细胞表达技术平台
◆真核细胞表达技术平台
◆杆状病毒表达技术平台
◆单 / 多克隆技术表达平台
◆抗体重组技术平台
◆纳米抗体技术平台

应用平台

◆酶联免疫检测平台
◆胶体金诊断平台
◆免疫荧光诊断平台
◆化学发光诊断平台
◆时间分辨诊断平台
◆免疫比浊诊断平台



 ◆各类抗原和抗体的商业化大规模生产

·工业级的纯化系统以及监测系统
·不同规格的发酵罐机组
·成熟的大规模动物养殖基地
·成熟的生产工艺以及生产团队
·不同标准的洁净车间

 ◆成熟完善的表达系统

·原核表达系统
·真核表达系统
·鼠单抗生产系统
·羊 / 兔多抗生产系统
·天然蛋白提取纯化系统

 ◆丰富成熟的产品清单

·性传播疾病检测系列
·病毒性肝炎检测系列
·ToRCH& 幼儿健康检测系列
·热带传染病及虫媒病检测系列
·呼吸系统疾病检测系列
·宠物及经济动物检测系列
·过敏原检测系列等

 ◆具有严格和成熟的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
·ISO13485

 ◆高效的产品交付及客户服务的机制

·项目责任制管理，实现内部协调与面      
对客户的高效快速反应
·设置专门的技术支持部门，提升解决
客户问题的效率

 ◆具有开发新技术及新产品的技术部门

·定制抗原 / 抗体
·定制新项目平台
·技术转让及成果转化

专业的合作伙伴



ToRCH & 幼儿健康
弓形虫 (Toxo)                                             -5
巨细胞病毒 (CMV)                                      -5
单纯疱疹病毒 I/II（HSV-I/II）                  -5
风疹病毒（RuV）                                       -5
EB 病毒（EBV）                                         -5
麻疹病毒(Measles)                                   -6
轮状病毒 (Rotavirus)                                -6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                           -6

肠道疾病
幽门螺旋杆菌 (H.Pylori-H.P)                 -19
诺如病毒(Norovirus)                              -19
星状病毒 (Astrovirus)                             -19
艰难梭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C.D)           -20
肠道病毒 (EV71)                                      -20
轮状病毒 (Rotavirus)                              -20
嗜肺军团菌 (Legionella Pneumophila)        -20
腺病毒（Adenovirus-ADV)                       -21

热带传染病及虫媒病
登革热病毒 (Dengue Virus)                     -7
基孔肯亚热病毒 (Chikungunya virus)    -7            
寨卡病毒 (Zika virus)                                -7
黄热病病毒 (Yellow Fever Virus-YFV)    -8                       
伤寒(Salmonella Typhoid)                     -8
疟疾 (Malaria)                                           -8
利氏曼原虫 (Leishmania)                        -8
丝虫病 (Filariasis)                                     -9
恰克斯病(Chagas)                                    -9
恙虫病 (Tsutsugamushi）                       -9

病毒性肝炎疾病
丙型肝炎病毒（HCV）                               -4
乙型肝炎病毒（HBV）                               -4
戊型肝炎病毒（HEV）                                  -4

呼吸系统疾病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12
流感病毒（Influenza A/B）                  -16
副流感病毒（Para Influenza Virus)             -17
肺炎支原体
(Mycoplasma Pneumoniae-MP)                    -17
肺炎衣原体
(Chlamydia Pneumoniae-CPn)                      -17
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18
腺病毒 (Adenovirus-ADV)                     -18
结核杆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TB)                  -18

乙型脑炎病毒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JEV)                  -9
汉坦病毒 (Hantan virus)                        -10
克里米亚出血热
(Crimean Hemorrhagic Fever Virus-CHF)      -10
西尼罗河病毒 (West Nile Virus-WNV)         -10
伯氏疏螺旋体（莱姆病 -Lyme)               -10
琅琊亨尼帕病毒
(Langya Henipa Virus-LayV)                                   -10

产品目录

性传播疾病
艾滋病病毒（HIV）                                    -1
梅毒螺旋体（TP）                                       -2                         
人淋巴 T 细胞白血病（HTLV）                  -2
沙眼衣原体（Chlamydia Trachomatis ）      -2
单纯疱疹病毒 I/II（HSV-I/II）                  -2 
猴痘病毒（Monkey Pox Virus）              -3

层析平台（胶体金，免疫荧光）

人兽共患病
钩端螺旋体（Leptospira）                     -11
包虫病（Echinococcosis）                    -11
狂犬病毒 (Rabies Virus)                         -11



炎症标志物
降钙素原 (PCT)                                        -22
人 C 反应蛋白 (CRP)                                -22
人淀粉样血清白蛋白 (SAA)                    -22
人白介素 6 (IL-6)                                     -22
肝素结合蛋白 (HBP)                                -23

肾功能系列
β2 微球蛋白（β2-MG）                          -24
胱抑素 C（CysC）                                   -24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NGAL）-24                       

尿微量白蛋白（mALB）                         -24

心血管标志物
肌钙蛋白 I (cTnI)                                      -25
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                        -25
N- 端脑利钠肽前体 (NT-proBNP)          -25
脑利钠肽(BNP)                                        -25
肌红蛋白 (MYO)                                       -25
二聚体 (D-D)                                            -25

肿瘤标志物
铁蛋白（FER)                                           -26
转铁蛋白 (TRF)                                         -26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26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              -26
附睾蛋白 4 (HE4)                                     -27
鳞状细胞癌(SCC)                                     -27

生育与妊娠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1（IGFBP-1）-28

激素系列
黄体生成素（LH)                                      -28
人体绒膜促性腺激素 (HCG)                    -28

二抗系列
鼠抗人IgG抗体                                        -29
鼠抗人 IgM 抗体                                       -29
鼠抗人 IgE 抗体                                        -29
鼠抗人IgA抗体                                        -29
阻断剂抗体                                               -30
抗红细胞膜单克隆抗体 (RBC)                      -30 
免疫层析用质控线系列                                   -30



胃功能系列
胃蛋白酶原I (PG I)                                   -42

性传播疾病
艾滋病病毒（HIV）                                 -32                             
梅毒螺旋体（TP）                                   -33
人淋巴 T 细胞白血病（HTLV）               -33

病毒性肝炎疾病
丙型肝炎病毒（HCV）                            -34
乙型肝炎病毒（HBV）                            -34
戊型肝炎病毒（HEV）                             -34

呼吸系统疾病
肺炎支原体
(Mycoplasma Pneumoniae-MP)                      -37
肺炎衣原体
(Chlamydia Pneumoniae-CPn)                        -37
结核杆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TB)                  -37

肿瘤标志物
附睾蛋白 4(HE4)                                      -38
鳞状细胞癌(SCC)                                     -38
CA50                                                         -38
CA72-4                                                     -38
CA125                                                      -38
CA242                                                      -38  
CA19-9                                                     -39
胃泌素前体释放肽 (proGRP)                  -39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              -39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39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                 -39
Cyfra 21-1                                                 -39
涎液化糖链抗原(KL-6)                            -40

炎症标志物
降钙素原 (PCT)                                        -41
人C反应蛋白 (CRP)                                 -41
人淀粉样血清白蛋白 (SAA)                    -41
人白介素 6 (IL-6)                                     -41
肝素结合蛋白 (HBP)                                -41

心血管标志物
肌钙蛋白 (cTn)                                         -43
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                        -43
N- 端脑利钠肽前体 (NT-proBNP)          -43
脑利钠肽(BNP)                                        -43
肌红蛋白 (MYO)                                       -43
二聚体 (D-D)                                            -43

激素系列
黄体生成素（LH）                                    -45
人体绒膜促性腺激素 (HCG)                    -45

二抗系列
鼠抗人IgG抗体                                        -46
鼠抗人 IgM 抗体                                       -46
鼠抗人 IgE 抗体                                        -46
鼠抗人IgA抗体                                        -46

凝血和贫血
铁蛋白（FER）                                          -44
转铁蛋白 (TRF)                                         -44
二聚体 (D-D)                                            -44

酶免 /发光平台（ELISA，CLIA，CIMA）

ToRCH & 幼儿健康
弓形虫(Toxo)                                           -35
巨细胞病毒(CMV)                                    -35
单纯疱疹病毒 I/II（HSV-I/II）                -35
风疹病毒（RuV）                                     -35
EB 病毒（EBV）                                        -36

异常凝血酶原 (PIVKA-II)                         -40
血红蛋白(HGB)                                        -40
铁蛋白（FER）                                         -40



宠物检测试剂原料
犬细小病毒(CPV)                                     -53
犬 C 反应蛋白 (c-CRP)                             -53
犬瘟热病毒 (CDV)                                    -53
犬冠状病毒 (CCV)                                    -53
轮状病毒 (Rotavirus)                              -54
狂犬病毒(RV)                                           -54
弓形虫(Toxo)                                           -54
犬流感病毒(CIV)                                      -54
犬 SAA(c-SAA)                                        -54
犬腺病毒 (CAV)                                        -55
犬心丝虫(CHW)                                       -55
鼠抗犬IgG                                                -55
鼠抗犬 IgM                                               -55
猫细小病毒 (FPV)                                     -55
猫艾滋病毒 (FIV)                                      -55
猫白血病病毒 (FeLV)                               -56
猫杯状病毒(FCV)                                     -56
猫冠状病毒 (FCoV)                                  -56
猫疱疹病毒 (FHV)                                    -56
猫贾第虫 (f-Giardia)                              -56
猫 SAA(f-SAA)                                        -57
鼠抗猫 IgM                                               -57

过敏原系列
食物组(Food Group)                              -48
螨、粉尘组 (Mite Dust Group)              -49
微生物组 (Microbe Group)                    -49
草花粉组 (Grass Pollen Group)            -50
动物皮屑及动物蛋白组              
(Animal Dander/Protein Group)                      -50    
昆虫组 (Insect Group)                            -51
树花粉组(Tree Pollen Group)               -51

动物检测试剂原料

大动物检测试剂原料
猪蓝耳病毒（PRRSV）                             -58
传统猪瘟（CSFV)                                     -58
猪伪狂犬病毒（PRV）                             -58
非洲猪瘟（ASFV）                                   -58
口蹄疫（FMDV）                                     -59
小反刍兽疫（PPR）                                 -59
羊痘（Qrf)                                                -59
传染性鼻支气管炎 (IBRV)                        -59
牛病毒性腹泻 (BVDV)                              -59
包虫病 (Hydatid Disease）                   -60
钩端螺旋体（Leptospira）                    -60

临床生化
同型半胱氨酸（HCY）                             -61

其它
鼠抗GST抗体                                           -61



层析平台（胶体金，免疫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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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HIV I+II+ O 融合抗原 MV0106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M 型组 gp41，gp36，
O 型组 gp41

HIV gp41 抗原 MR0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p41
HIV gp36 抗原 MR01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p36
HIV gp41 抗原 MR01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p41
HIV gp41 抗原 MR0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p41
HIV gp36 抗原 MR01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p36
HIV gp36 抗原 MR01020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p36
HIV gp36 抗原 MR01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p36
HIV O 型抗原 MR01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O 型组 gp41
HIV O 型抗原 MR0103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O 型组 gp41
HIV O 型抗原 MR01030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O 型组 gp41
HIV P24 抗体 MC0105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24 
HIV P24 抗体 MC0105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24 
HIV P24 抗体 MC0106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24 
HIV P24 抗体 MC0106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24 
HIV P24 抗体 MC0107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24 
HIV P24 抗体 MC0107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24 
HIV P24 抗体 MC0108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24 
HIV P24 抗体 MC0108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24 
HIV P24 抗原 PC0105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24 

HIV gp41
抗原 - 唾液 MR0107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gp41

HIV gp36
抗原 - 唾液 MR0108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gp36

HIV gp41
抗原 - 尿液 MR0107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gp41

HIV gp36
抗原 - 尿液 MR0108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gp36

HIV gp120 抗原 MR0109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gp120
HIV gp120 抗原 ME01091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包被 免疫层析 gp120
HIV gp160 抗原 MR0110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gp160

HIV gp41+O 
融合抗原 MR0104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M 型组 gp41

O 型组 gp41
HIV gp41+O 

融合抗原 MR0104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M 型组 gp41
O 型组 gp41

HIV gp36+O 
融合抗原 MR0105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M 型组 gp36

O 型组 gp41
HIV gp36+O 

融合抗原 MR0105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M 型组 gp36
O 型组 gp41

艾滋病病毒（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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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TP 融合抗原 MR0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Tp15,TP17,TP47
TP 融合抗原 MR02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Tp15,TP17,TP47
TP 融合抗原 MR02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Tp15,TP17,TP42
TP 融合抗原 MR02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Tp15,TP17,TP42
TP15 抗原 MR02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TP15
TP15 抗原 MR0203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TP15
TP17 抗原 MR0204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TP17
TP17 抗原 MR0204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TP17
TP47 抗原 MR0205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TP47
TP47 抗原 MR0205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TP47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沙眼衣原体抗体 MC91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沙眼衣原体抗体 MC91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沙眼衣原体抗原 PC9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HSV-I 抗原 MR1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G
HSV-I 抗原 MR13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D
HSV-II 抗原 MR1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G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HTLV  抗原 MR6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I- gp21，I-gp46;
II-gp46

HTLV  抗原 MR63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I- gp21，I-gp46;
II-gp46

HTLV  抗原 MR63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P24
HTLV  抗原 MR63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P24

单纯疱疹病毒 I/II（HSV-I/II)

沙眼衣原体（Chlamydia Trachomatis )

人淋巴 T 细胞白血病（HTLV）

梅毒螺旋体（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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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猴痘 A29L 抗体 MC9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A29L 抗体 MC9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A29L 抗体 MC92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A29L 抗体 MC92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A29L 抗体 MC9203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A29L 抗体 MC9203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A29L 抗体 MC9204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融合抗原 ME9102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A29L,B21R
猴痘  融合抗原 ME910203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A29L,B21R
猴痘  融合抗原 ME9103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A29L,B21R
猴痘  融合抗原 ME9103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A29L,B21R

猴痘  A29L 抗原 MR9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A29L  抗原 MR91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A29L  抗原 MR910105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A29L  抗原 MI9104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A29L  抗原 MI910402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A29L
猴痘  B21R  抗原 MR9103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B21R
猴痘  B21R  抗原 MR910302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B21R
猴痘  B21R  抗原 MI9103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B21R
猴痘  B21R  抗原 MI910303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B21R
猴痘  A35R  抗原 MR91050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A35R
猴痘  B6R  抗原 MI91050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B6R

猴痘病毒（Monkey Pox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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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肝炎疾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HEV 抗原 MR06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ORF2,ORF3
HEV 抗原 MR06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ORF2,ORF3
HEV 抗原 MR06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ORF2,ORF3
HEV 抗原 MR06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ORF2,ORF3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HBV e 抗原 MR05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HBV e 
HBV s 抗体 MC0503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HBV s
HBV s 抗体 MC0503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HBV s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HCV 融合抗原 MR0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Core,NS3,NS4,NS5
HCV 融合抗原 MR03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Core,NS3,NS4,NS5

丙型肝炎病毒 (HCV)

乙型肝炎病毒 (HBV)

戊型肝炎病毒（HEV)



  5

ToRCH & 幼儿健康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Toxo  抗原 MR1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30
Toxo  抗原 MR11020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22

弓形虫 (Toxo)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CMV 抗原 MR1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p52
CMV 抗原 MR12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p150,gp52
CMV 抗原 MR12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p150,gp52,pp65
CMV 抗原 MR1204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pp150

巨细胞病毒 (CM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EB 抗原 MR5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EBNA
EB 抗原 MR54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VCA
EB 抗原 MR54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EA
EB 抗原 MR5404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Zta
EB 抗原 MR5405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EBNA,VCA,P18
EB 抗原 MR5406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VCA,P18

EB 病毒（EB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HSV-I 抗原 MR1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G
HSV-I 抗原 MR13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D
HSV-II 抗原 MR1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G

单纯疱疹病毒 I/II (HSV-I/II)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RuV 抗原 MR15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C
RuV 抗原 MR15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E
RuV 抗原 ME1502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E

风疹病毒（R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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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CH & 幼儿健康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麻疹抗原 MR99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N
麻疹抗原 MR99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N
麻疹抗原 MR99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N
麻疹抗原 MR9904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N

麻疹病毒 (Measles)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轮状病毒抗体 YC44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体 YC44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体 YC44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体 YC44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原 PC6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阳性质控 -- VP6
轮状病毒抗原 MR6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原 MR62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原 MR62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原 MR6202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 (Rotavirus)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RSV 抗体 MC260101 人源化抗体 HEK293 细胞 包被 免疫层析 Glycoprotein F
RSV 抗体 MC260102 人源化抗体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Glycoprotein F
RSV 抗体 MC26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Glycoprotein F
RSV 抗体 MC26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Glycoprotein F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



热带传染病及虫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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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登革热 E 抗原 MR32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I+II+III+IV
登革热 E 抗原 ME3201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I+III
登革热 E 抗原 ME3202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II+IV

登革热 NS1 抗体 MC3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I+II+III
登革热 NS1 抗体 MC3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I+II+III
登革热 NS1 抗体 MC32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IV
登革热 NS1 抗体 MC32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IV
登革热 NS1 抗体 MC3203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IV
登革热 NS1 抗体 MC3203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IV
登革热 NS1 抗原 PC3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阳性质控 - I
登革热 NS1 抗原 PC320201 重组抗原 Ecoli 阳性质控 - II
登革热 NS1 抗原 PC320301 重组抗原 Ecoli 阳性质控 - III
登革热 NS1 抗原 PC320401 重组抗原 Ecoli 阳性质控 - IV

登革热 NS1 抗原 PE3203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阳性质控
/ 免疫原 - II

登革热 NS1 抗原 PE3204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阳性质控
/ 免疫原 - IV

登革热病毒 (Dengue Virus)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CHIK 抗原 MR33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C
CHIK 抗原 MR33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E
CHIK 抗原 ME3302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E
CHIK 抗原 ME330203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E1

基孔肯亚热病毒 (Chikungunya virus)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Zika 抗原 MR34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C
Zika 抗原 MR34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E
Zika 抗原 ME3402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E
Zika 抗原 ME3403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M

Zika NS1 抗体 MC34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S1
Zika NS1 抗体 MC34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S1
Zika NS1 抗体 MC34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S1
Zika NS1 抗体 MC34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S1

Zika 抗原 PC3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阳性质控 - NS1

寨卡病毒 (Zika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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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传染病及虫媒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YFV 抗原 MR35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C
YFV 抗原 MR35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E
YFV 抗原 ME3502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E

YFV NS1 抗体 MC35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S1
YFV NS1 抗体 MC35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S1
YFV NS1 抗体 MC35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S1
YFV NS1 抗体 MC35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S1

YFV 抗原 PC350101 重组抗原 Ecoli 阳性质控 免疫层析 NS1

黄热病病毒 (Yellow Fever Virus-YF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伤寒 H 抗原 MR3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H
伤寒 O 抗原 MN310201 重组抗原 培养物 标记 免疫层析 O

伤寒 (Salmonella Typhoid ）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Malaria- Pf 抗原 MR36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LDH
Malaria- Pv 抗原 MR36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LDH
Malaria- Pf 抗体 MC36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HRP2
Malaria- Pf 抗体 MC36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HRP2
Malaria- Pf 抗体 MC36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HRP2
Malaria- Pv 抗体 MC36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LDH
Malaria- Pv 抗体 MC36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LDH
Malaria- Pv 抗体 MC3602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LDH

Malaria- Pan 抗体 MC3603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LDH
Malaria- Pan 抗体 MC3603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LDH

疟疾 (Malaria)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Leishmania 抗原 MR37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K39
Leishmania 抗原 MR37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K39
Leishmania 抗原 MR37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K26
Leishmania 抗原 MR37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K26
Leishmania 抗原 MR37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K26，K39
Leishmania 抗原 MR3703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K26，K39

利氏曼原虫 (Leish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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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传染病及虫媒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Filariasis 抗原 MR38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N
Filariasis 抗原 MR38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N

丝虫病 (Filariasis)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Chagas 抗原 MR64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IBMP
Chagas 抗原 MR64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IBMP
Chagas 抗原 MR6403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IBMP
Chagas 抗原 MR6404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CP1,CP3

恰克斯病 (Chagas)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Tsutsugamushi 
抗原 MR55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Ot.Gilliam

Tsutsugamushi 
抗原 MR55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Ot.Karp

Tsutsugamushi 
抗原 MR5503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Ot.Kato

恙虫病 (Tsutsugamushi）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JEV 抗原 MR61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E
JEV 抗原 MR61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M
JEV 抗体 MC61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E
JEV 抗体 MC61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E
JEV 抗体 MC61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M
JEV 抗体 MC61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M

乙型脑炎病毒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JE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Hantan 抗原 MR5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汉坦型
Hantan 抗原 MR52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汉坦型
Hantan 抗原 MR52020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汉城型
Hantan 抗原 MR52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汉城型

汉坦病毒 (Hantan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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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传染病及虫媒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CHF 抗原 MR85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N
CHF 抗原 MR85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N

克里米亚出血热
(Crimean Hemorrhagic Fever Virus-CHF)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West Nile Virus
抗原 MR87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E

West Nile Virus
抗原 MR87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M

West Nile Virus   
NS1 抗体 MC87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S1

West Nile Virus   
NS1 抗体 MC87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S1

West Nile Virus   
NS1 抗体 MC87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S1

West Nile Virus   
NS1 抗体 MC87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S1

西尼罗河病毒
(West Nile Virus-WN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LayV 抗原 MR88010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N
LayV 抗原 MR88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N
LayV 抗原 MR88010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N
LayV 抗原 ME8801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N
LayV 抗原 ME8801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N
LayV 抗原 ME880103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N

琅琊亨尼帕病毒
（Langya Henipa Virus-Lay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Lyme 抗原 MR56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Osp-A
Lyme 抗原 MR56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Osp-C
Lyme 抗原 MR5603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Vls-E

伯氏疏螺旋体（莱姆病 -L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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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Leptospira 抗原 MR8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LigA
Leptospira 抗原 MR83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LigA
Leptospira 抗原 MR83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LipL-OmpL
Leptospira 抗原 MR83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LipL-OmpL
Leptospira 抗原 MR83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LipL32-LipL21-OmpL

钩端螺旋体（Leptospira）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RV 抗原 ME6001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
RV 抗原 ME6002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
RV 抗原 MR60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G
RV 抗原 MR60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层析 N

狂犬病毒 (Rabies Virus)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备注

Echinococcosis
抗原 MR8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P175,P176 细粒棘球蚴

Echinococcosis
抗原 MR81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P176,AgB8 细粒棘球蚴

Echinococcosis
抗原 MR81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Eg95 细粒棘球蚴

Echinococcosis
抗原 MR8104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Em18 多房棘球蚴

包虫病（Echinococcosis）

人兽共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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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疾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野生毒株 MR90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Delta(B.1.617.2) 突变株 MR90010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Alpha（B.1.1.7）突变株 MR90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Lambda(C.37) 突变株 MR900105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Mu (B.1.621) 突变株 MR900106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A.1(B.1.1.529) 突变株
MR900107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Eta (B.1.525) 突变株 MR900108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Lota (B.1.526) 突变株 MR900109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Kappa (B.1.617.1) 突变株 MR900110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Theta (P.3) 突变株 MR90011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IHU (B.1.640.2) 突变株 MR90011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A.1.1 突变株 MR90011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A.2 突变株 MR90011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A.3 突变株 MR900115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A.4 突变株 MR900116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A.5 突变株 MR900117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A  (BA.1+BA.2)

突变株
MR900118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B  (BA.1+BA.2) 

突变株
MR900119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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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C (BA.1+BA.2) 

突变株
MR900120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D (BA.1+BA.2)

突变株
MR90012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E  (BA.1+BA.2)

突变株
MR90012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F (BA.1+BA.2)

突变株
MR90012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G  (BA.1+BA.2

突变株
MR90012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H (BA.1+BA.2) 

突变株
MR900125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J (BA.1+BA.2) 

突变株
MR900126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K (BA.1+BA.2) 

突变株
MR900127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N (BA.1+BA.2)  

突变株
MR900128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M (BA.1+BA.2) 

突变株
MR900129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P (BA.1+BA.2) 

突变株
MR900130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Q (BA.1+BA.2) 

突变株
MR90013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R (BA.1+BA.2) 

突变株
MR90013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S (BA.1+BA.2)  

突变株
MR90013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T (BA.1+BA.2)  

突变株
MR90013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AV.1 (BA.1+BA.2)  

突变株
MR900135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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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61 (BA.1+BA.2)  

突变株
MR900136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A.2.75    突变株 MR900137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G.4  突变株 MR900138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G.2  突变株 MR900139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A.4.6  突变株 MR900140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E.3  突变株 MR90014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V 突变株 MR90014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E.1.1  突变株 MR90014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Q.1.1  突变株 MR90014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F.15 突变株 MR900145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A.5 突变株 MR900146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A.5.9 突变株 MR900147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F.7 突变株 MR900148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A.5.2.12 突变株 MR900149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AS 突变株 MR900150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AZ 突变株 MR900151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XBB 突变株 MR90015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R.3  突变株 MR90015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Y.1   突变株 MR90015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W.1   突变株 MR900155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U.1 突变株 MR900156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CA.1  突变株 MR900157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重组抗原 
Omicron BV.1  突变株 MR900158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S1 重组抗原 MR9002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S1

SARS-COV-2 RBD 重组抗原 MR9003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RBD

SARS-COV-2 RBD 重组抗原
Delta 突变株 MR900303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RBD

SARS-COV-2 RBD 重组抗原
Lambda 突变株 MR900304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RBD

SARS-COV-2 RBD 重组抗原
Omicron 突变株 MR900305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RBD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3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3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4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4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5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5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5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6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6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6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606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7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7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8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8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9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09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1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1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1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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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SARS-COV-2 NP 单克隆抗体 MC901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SARS-COV-2 RBD 单克隆抗体 MC9016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S-RBD

SARS-COV-2 RBD 单克隆抗体 MC9016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S-RBD

SARS-COV-2 RBD 单克隆抗体 MC9017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S-RBD

SARS-COV-2 RBD 单克隆抗体 MC9017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S-RBD

SARS-COV-2 ACE2 重组抗原 MR9004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包被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 免疫荧光 ACE2

SARS-COV-2 ACE2-FC
重组抗原 MR9005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包被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 免疫荧光 ACE2

SARS-COV-2 Spike-RBD
重组抗原 -FC MR9006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 化学发光 

/ 免疫荧光 S-RBD

SARS-COV-2 RBD 重组抗原 MR9011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S-RBD

SARS-COV-2 RBD 重组抗原 MR901102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S-RBD

SARS-COV-2 RBD 重组抗原 MR901103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S-RBD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A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1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A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1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A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1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A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1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A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1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A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102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B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B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B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2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B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2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B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203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B 型流感病毒抗体 MC2203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A 型流感病毒抗原 PC2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阳性质控 免疫层析 N

B 型流感病毒抗原 PC2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阳性质控 免疫层析 N

流感病毒（Influenza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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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疾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肺炎支原体抗原 MR22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P1

肺炎支原体抗原 MR22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P30

肺炎支原体抗原 MR220203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P1+P30

肺炎支原体抗原 MR2203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P90

肺炎支原体抗原 MR22030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P90

肺炎支原体抗原 MR2204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P116

肺炎支原体抗原 MR220403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P116

肺炎支原体抗原 MR220404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P116

肺炎支原体
(Mycoplasma Pneumoniae-M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肺炎衣原体抗原 MR23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MOMP

肺炎衣原体抗原 MR23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MOMP

肺炎衣原体抗原 MR2303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MOMP

肺炎衣原体抗原 MR2304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MOMP

肺炎衣原体抗原 MR2305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CPAF

肺炎衣原体抗原 MR2306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OMP

肺炎衣原体抗原 MR23060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OMP

肺炎衣原体
(Chlamydia Pneumoniae-CPn)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副流感病毒抗体 MC24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N

副流感病毒抗体 MC24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N

副流感病毒
（Para Influenza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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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腺病毒抗体 MC4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腺病毒抗体 MC4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腺病毒抗体 MC42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腺病毒抗体 MC42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腺病毒抗体 MC4203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腺病毒抗体 MC4203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腺病毒 (Adenovirus-ADV)

呼吸系统疾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RSV 抗体 MC260101 人源化抗体 HEK293 细胞 包被 免疫层析 Glycoprotein F

RSV 抗体 MC260102 人源化抗体 HEK293 细胞 标记 免疫层析 Glycoprotein F

RSV 抗体 MC26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Glycoprotein F

RSV 抗体 MC26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Glycoprotein F

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TB CP10 抗原 MR5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CP10

TB 16 抗原 MR51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Protein 16KD

TB 38 抗原 MR51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Protein 38KD

TB MPT63 抗原 MR5104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MPT63

TB 融合抗原 MR5105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16KD+38KD

TB 融合抗原 MR5106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CP10+EAST6

结核杆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TB)



肠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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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H.P 抗体 MC41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UreB

H.P 抗体 MC41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UreB

H.P 抗体 MC41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VacA

H.P 抗体 MC41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VacA

H.P 抗原 MR41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CagA

H.P 抗原 MR41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HpaA

H.P 抗原 MR4103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UreB

H.P 抗原 MR4104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VacA

幽门螺旋杆菌 (H.Pylori-H.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诺如病毒抗体 MC4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GI

诺如病毒抗体 MC4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GI

诺如病毒抗体 MC43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GII

诺如病毒抗体 MC43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GII

诺如病毒抗原 PC4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GI-2 型

诺如病毒抗原 PC4302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GII-17 型

诺如病毒抗原 PC430202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GII-4 型

诺如病毒 (Norovirus)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星状病毒抗体 YC46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星状病毒抗体 YC46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星状病毒抗体 YC46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星状病毒抗体 YC46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星状病毒 (Astr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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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疾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艰难梭菌抗原 PC45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免疫原 免疫层析 GDH

艰难梭菌抗原 PC4502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免疫原 免疫层析 ToxinB

艰难梭菌抗原 PC4503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免疫原 免疫层析 ToxinA

艰难梭菌抗原 PN4504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免疫原 免疫层析 GDH/Toxin

艰难梭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C.D)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轮状病毒抗体 YC44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体 YC44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原 PC6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阳性质控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原 MR6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原 MR62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原 MR62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抗原 MR6202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VP6

轮状病毒（Rotavirus)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嗜肺军团菌抗体 MC25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LP1

嗜肺军团菌抗体 MC25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LP1

嗜肺军团菌
(Legionella Pneumophila)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EV71 抗原 MR59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VP1

EV71 抗原 MR59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VP1,VP2,VP3

肠道病毒 (EV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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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腺病毒抗体 MC4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腺病毒抗体 MC4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腺病毒抗体 MC42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腺病毒抗体 MC42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Group Specific 
Antigen

腺病毒（Adenovirus-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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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标志物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PCT 抗体 YC9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PCT 抗体 YC9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PCT 抗体 YC92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PCT 抗体 YC92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PCT 抗原 PC9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免疫原 -

降钙素原 (PCT)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RP 抗体 YC91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CRP 抗体 YC91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CRP 抗体 YC91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CRP 抗体 YC91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CRP 抗原 PN910101 重组抗原 天然 质控品 -

人 C 反应蛋白 (CR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SAA 抗体 YC9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SAA 抗体 YC9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SAA 抗体 YC93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SAA 抗体 YC93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SAA 抗原 PC9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人淀粉样血清白蛋白 (SAA)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IL6 抗体 YC94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IL6 抗体 YC94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IL6 抗原 PC9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人白介素 6 (I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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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标志物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HBP 抗体 YC95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HBP 抗体 YC95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肝素结合蛋白 (H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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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系列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β2-MG 抗体 MC9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β2-MG 抗体 MC9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β2 微球蛋白（β2-MG）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ysC 抗体 MC94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CysC 抗体 MC94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胱抑素 C（CysC）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mALB 抗体 MC96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mALB 抗体 MC96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尿微量白蛋白（mALB）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NGAL 抗体 MC95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NGAL 抗体 MC95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NGAL 抗原 PC95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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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TnI 抗原 PC1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cTnI 抗原 PN1301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肌钙蛋白 I(cTnI)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MYO 抗原 PC7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肌红蛋白 (MYO)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D-Dimer 抗体 MC70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D-Dimer 抗体 MC70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二聚体 (D-D)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K-MB 抗体 MC14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CK-MB 抗体 MC14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CK-MB 抗原 PC1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NT-proBNP 抗体 MC7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NT-proBNP 抗体 MC7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NT-proBNP 抗原 PC7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N- 端脑利钠肽前体 (NT-proBN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BNP 抗体 MC7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BNP 抗体 MC7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BNP 抗原 PC7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脑利钠肽 (BNP)

心血管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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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铁蛋白抗体 YC36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铁蛋白抗体 YC36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铁蛋白抗体 YC36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铁蛋白抗体 YC3603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铁蛋白抗体 YC3604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铁蛋白抗体 YC3605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铁蛋白抗原 PC3601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

铁蛋白（FER)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转铁蛋白抗体 YC37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转铁蛋白抗体 YC37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转铁蛋白抗体 YC3703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转铁蛋白抗体 YC37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转铁蛋白抗原 PC3701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

转铁蛋白 (TRF)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PSA 抗体 MB30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PSA 抗体 MB30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f-PSA 抗体 MB31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f-PSA 抗体 MB31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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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HE4 抗体 MB64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HE4 抗体 MB64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附睾蛋白 4 (HE4)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SCC 抗体 MB40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SCC 抗体 MB40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鳞状细胞癌 (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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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系列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检测样本类型

LH 抗体 YC1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尿液

LH 抗体 YC1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尿液

LH 抗体 YC12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尿液

黄体生成素（LH)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检测样本类型

α-HCG 抗体 YC1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尿液

β-HCG 抗体 YC1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尿液

α-HCG 抗体 YC1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血液

β-HCG 抗体 YC1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血液

人体绒膜促性腺激素 (HCG)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IGFBP-1 抗体 YC14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IGFBP-1

IGFBP-1 抗体 YC14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IGFBP-1

IGFBP-1 抗体 YC14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IGFBP-1

IGFBP-1 抗体 YC14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IGFBP-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1（IGFBP-1）

生育与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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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抗人 IgG 抗体 ET00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G 抗体 ET00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G 抗体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抗人 IgM 抗体 ET00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M 抗体 ET0002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M 抗体 ET000205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M 抗体 ET00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M 抗体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抗人 IgA 抗体 ET0004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A 抗体 ET0004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人 IgA 抗体 EE000401 重组抗体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 免疫原 -

鼠抗人 IgA 抗体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抗人 IgE 抗体 ET0005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E 抗体 ET0005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E 抗体 ET000505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E 抗体 ET0005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E 抗体 ET0005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人 IgE 抗体 EE000504 单克隆抗体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 免疫原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人 IgE 抗体 EE000502 单克隆抗体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 免疫原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鼠抗人 IgE 抗体

二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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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阻断剂抗体 EN00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处理样品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
化学发光

阻断剂抗体 EN00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处理样品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
化学发光

阻断剂抗体 EN0002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处理样品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
化学发光

阻断剂抗体 EN000302 单克隆抗体 兔 处理样品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阻断剂抗体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 IgG 抗体 EC00101 鼠血清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羊抗鼠 IgG 抗体 EC00102 多克隆抗体 羊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兔 IgG 抗体 EC00201 羊血清 兔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羊抗兔 IgG 抗体 EC00202 多克隆抗体 羊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鸡 IgY 抗体 EC00301 鸡血清 鸡 标记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羊抗鸡 IgY 抗体 EC00302 多克隆抗体 羊 包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免疫层析用质控线系列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RBC 抗体 EN00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处理样品垫 免疫层析 / 免疫荧光

抗红细胞膜单克隆抗体 (RBC)

二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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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免 / 发光平台
（ELISA，CLIA，C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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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HIV I+II 融合抗原 ER0106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gp36, gp41 -
HIV I-HRP EL010104 酶螯合物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gp41 -
HIV II-HRP EL010204 酶螯合物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gp36 -

HIV P24 抗体 EC01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24 -
HIV P24 抗体 EC01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24 -
HIV  O 型抗原 ER0105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O 型 -gp41 -
HIV  O 型抗原 ER0105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O 型 -gp41 -

HIV I+II 融合抗原 MA0106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gp41, gp36 -
HIV I 型抗原 MA01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gp41 -
HIV I 型抗原 MA01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gp41 AE/AP/Lumino
HIV II 型抗原 MA01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gp36 -
HIV II 型抗原 MA0102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gp36 AE/AP/Lumino
HIV P24 抗体 MB01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24 -
HIV P24 抗体 MB01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24 AE/AP/Lumino
HIV P24 抗体 MB0102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24 -
HIV P24 抗体 MB0102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24 AE/AP/Lumino
HIV  O 型抗原 MA0105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O 型 -gp41 -
HIV  O 型抗原 MA0105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O 型 -gp41 AE/AP/Lumino

艾滋病病毒（HIV）



性传播疾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HTLV 抗原 ER71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I-gp21+gp46,II-gp46
HTLV 抗原 ER71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I-gp21+gp46,II-gp46
HTLV 抗原 ER71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P24 I+II
HTLV 抗原 ER7102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P24 I+II

人淋巴 T 细胞白血病（HTL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TP 融合抗原 ER02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15, P17, P47 -
TP 融合抗原 ER02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15, P17, P47 -

TP-HRP EL020104 重组抗原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15, P17, P47 -
TP 抗原 ER02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15 -
TP 抗原 ER0202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15 -
TP 抗原 ER0203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17 -
TP 抗原 ER0203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17 -
TP 抗原 ER0204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47 -
TP 抗原 ER0204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47 -

TP 融合抗原 MA02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15,P17,P47 -
TP 融合抗原 MA02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15,P17,P47 AE/AP/Lumino
TP15 抗原 MA02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15 -
TP15 抗原 MA0202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15 AE/AP/Lumino
TP17 抗原 MA0203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17 -
TP17 抗原 MA0203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17 AE/AP/Lumino
TP47 抗原 MA0204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47 -
TP47 抗原 MA0204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47 AE/AP/Lumino

梅毒螺旋体（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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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肝炎疾病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备注

HCV 融合抗原 ER03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NS3, NS4, 
NS5, Core - 间接法 / 夹心法

HCV 融合抗原 ER03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NS3, NS4, 
NS5, Core - 夹心法

HCV NS3 抗原 ER03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NS3 - 间接法
HCV NS4 抗原 ER0303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NS4 - 间接法
HCV NS5 抗原 ER0304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NS5 - 间接法
HCV Core 抗原 ER0305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Core - 间接法

HCV-BIO EL030104 生物素 -
抗原螯合物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 - 生物素放大系统

HCV 融合抗原 MA03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NS3, NS4, 
NS5, Core - -

HCV 融合抗原 MA03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NS3, NS4, 
NS5, Core AE/AP -

HCV 融合抗原
bio MA030105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NS3, NS4, 

NS5, Core AE/AP -

HCV NS3 抗原 MA03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NS3 AE/AP -
HCV NS4 抗原 MA0303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NS4 AE/AP -
HCV NS5 抗原 MA0304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NS5 AE/AP -
HCV Core 抗原 MA0305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Core AE/AP -

HCV-BIO ML030104 生物素 -
抗原螯合物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 -

丙型肝炎病毒 (HC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备注

HBV s 抗体 MB0503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HBV s              - -
HBV s 抗体 MB0503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HBV s - -

乙型肝炎病毒 (HB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备注

HEV 抗原 ER05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ORF2+ORF3 - IgG 检测
HEV 抗原 ER05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ORF2+ORF3 - IgM 检测
HEV 抗原 ER05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ORF2+ORF3 - IgG 检测
HEV 抗原 ER0502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ORF2+ORF3 - IgM 检测
HEV-HRP EL050304 酶螯合物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ORF2+ORF3 - IgM 检测
HEV 抗原 MA05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ORF2+ORF3 - -
HEV 抗原 MA05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ORF2+ORF3 AE/AP -
HEV 抗原 MA05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ORF2+ORF3 - -
HEV 抗原 MA0502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ORF2+ORF3 AE/AP -

戊型肝炎病毒（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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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Toxo 抗原 ER11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30 -
Toxo 抗原 ER11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30 -
Toxo-HRP EL110104 重组抗原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30 -
Toxo 抗原 MA11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30 -
Toxo 抗原 MA11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30 AE/AP

弓形虫 (Toxo)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CMV 抗原 ER12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p65 -
CMV 抗原 ER12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p65 -
CMV-HRP EL120104 重组抗原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p65 -
CMV 抗原 ER12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p52 -
CMV 抗原 ER1203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p150 -

CMV 抗原 ER1204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pp150+pp52
+pp65 -

CMV 抗原 MA12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p65 -
CMV 抗原 MA12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p65 AE/AP
CMV 抗原 MA12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p150，pp52 -
CMV 抗原 MA12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p150，pp52 AE/AP

巨细胞病毒 (CM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HSV-I 抗原 ER14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gD -
HSV-I 抗原 ER14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gG -
HSV-I-HRP EL14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 -
HSV-II 抗原 ER15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gG -
HSV-II-HRP EL1501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 -
HSV-I 抗原 MA14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gD AE/AP
HSV-I 抗原 MA14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gG AE/AP
HSV-II 抗原 MA15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gG AE/AP

单纯疱疹病毒 I/II (HSV-I/II)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RuV 抗原 ER130103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E -
RuV 抗原 ER130104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E AE/AP

风疹病毒（RuV）

ToRCH & 幼儿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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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CH & 幼儿健康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EB 抗原 ER54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EBNA -
EB 抗原 ER54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VCA -
EB 抗原 ER5403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EA -
EB 抗原 ER5404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Zta -
EB 抗原 ER5406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VCA+P18 -
EB 抗原 MA5404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Zta AE/AP

EB 抗原 MA5405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EBNA+VCA
+P18 AE/AP

EB 抗原 MA5406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VCA+P18 AE/AP

EB 病毒（E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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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TB CP10  抗原 ER51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CP10 AE/AP

TB16  抗原 ER51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TB16 AE/AP

TB38 抗原 ER5103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TB38 AE/AP

TB MPT63  抗原 ER5104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MPT63 AE/AP

TB 融合抗原 ER5105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CP10+EAST6 AE/AP

结核杆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TB)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肺炎支原体抗原 MA220104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1 AE/AP

肺炎支原体抗原 MA220204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30 AE/AP

肺炎支原体抗原 MA220304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1+P30 AE/AP

肺炎支原体抗原 MA220404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116 AE/AP

肺炎支原体抗原 MA220405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P116 AE/AP

肺炎支原体
(Mycoplasma Pneumoniae-M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产品位点 标记物

肺炎衣原体抗原 MA23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MOMP AE/AP

肺炎衣原体抗原 MA2302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MOMP AE/AP

肺炎衣原体抗原 MA2303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MOMP AE/AP

肺炎衣原体抗原 MA2304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MOMP AE/AP

肺炎衣原体抗原 MA2305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CPAF AE/AP

肺炎衣原体抗原 MA230603 重组抗原 - - - OMP AE/AP

肺炎衣原体
(Chlamydia Pneumoniae-CPn)

呼吸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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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HE4 抗体 MB64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HE4 抗体 MB64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附睾蛋白 4(HE4)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CA50 抗体 MB20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CA50 抗体 MB20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CA50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CA72-4 抗体 MB21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CA72-4 抗体 MB21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CA72-4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CA125 抗体 MB24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CA125 抗体 MB24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CA125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CA242 抗体 MB25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CA242 抗体 MB25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CA242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SCC 抗体 MB40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SCC 抗体 MB40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鳞状细胞癌 (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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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CA19-9 抗体 MB26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CA19-9 抗体 MB26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CA19-9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Cyfra 21-1 抗体 MB32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Cyfra 21-1 抗体 MB32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Cyfra 21-1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proGRP 抗体 MB27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proGRP 抗体 MB27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胃泌素前体释放肽 (proGR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f-PSA 抗体 MB29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f-PSA 抗体 MB29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PSA 抗体 MB30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PSA 抗体 MB30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NSE 抗体 MB31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NSE 抗体 MB31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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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KL-6  抗体 MB33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KL-6  抗体 MB33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涎液化糖链抗原 (KL-6)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PIVKA-II 抗体 MB34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PIVKA-II 抗体 MB34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异常凝血酶原 (PIVKA-II)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FOB 抗体 MB35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FOB 抗体 MB35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血红蛋白 (HGB)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铁蛋白抗体 MB36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铁蛋白抗体 MB36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铁蛋白抗体 MB3602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铁蛋白抗体 MB3602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铁蛋白抗原 PC3601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铁蛋白（FER）

肿瘤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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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PCT 抗体 MB9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PCT 抗体 MB9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PCT 抗原 MB9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免疫原 - -

降钙素原 (PCT)

人 C 反应蛋白 (CR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CRP 抗体 MB91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CRP 抗体 MB91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CRP 抗原 PN910101 天然抗原 天然 质控品 - -

人淀粉样血清白蛋白 (SAA)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SAA 抗体 MB9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SAA 抗体 MB9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SAA 抗原 PC9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

肝素结合蛋白 (HB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HBP 抗体 MB95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HBP 抗体 MB95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人白介素 6 (IL-6)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IL6 抗体 MB94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IL6 抗体 MB94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IL6 抗原 PC9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 -

炎症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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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功能系列

胃蛋白酶原 I (PG I)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记物

PG I 抗体 MB28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PG I 抗体 MB28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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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志物

cTnI 抗原 PC1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cTnI 抗原 PN1301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肌钙蛋白 I (cTnI)

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志物

CK-MB 抗体 MB14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CK-MB 抗体 MB14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CK-MB 抗原 PC1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N- 端脑利钠肽前体 (NT-proBN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志物

NT-proBNP 抗体 MB7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NT-proBNP 抗体 MB7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NT-proBNP 抗原 PC7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脑利钠肽 (BN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志物

BNP 抗体 MB7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BNP 抗体 MB7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BNP 抗体 PC7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肌红蛋白 (MYO)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志物

MYO 抗原 PC7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二聚体 (D-D)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志物

D-Dimer 抗体 MB70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D-Dimer 抗体 MB70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心血管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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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和贫血

铁蛋白（FER）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志物

铁蛋白抗体 MB36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铁蛋白抗体 MB36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铁蛋白抗体 MB3602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铁蛋白抗体 MB3602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铁蛋白抗原 PC3601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二聚体 (D-D)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志物

D-Dimer 抗体 MB70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D-Dimer 抗体 MB70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转铁蛋白 (TRF)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标志物

转铁蛋白抗体 MB37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

转铁蛋白抗体 MB37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AE/AP

转铁蛋白抗原 PC3701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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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系列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检测样本类型

LH 抗体 YC1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尿液

LH 抗体 YC1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尿液

LH 抗体 YC12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尿液

黄体生成素（LH）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检测样本类型

α-HCG 抗体 YC1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尿液

β-HCG 抗体 YC1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尿液

α-HCG 抗体 YC13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血液

β-HCG 抗体 YC13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血液

人体绒膜促性腺激素 (H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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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抗人 IgG 抗体 EC00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鼠抗人 IgG 抗体 EM0001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鼠抗人 IgG 抗体 EM0001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鼠抗人 IgG 抗体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抗人 IgM 抗体 EC0002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鼠抗人 IgM 抗体 EM0002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鼠抗人 IgM 抗体 EM0002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鼠抗人 IgM 抗体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抗人 IgA 抗体 EM0004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人 IgA 抗体 EE000401 重组抗体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 免疫原 -

鼠抗人 IgA 抗体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抗人 IgE 抗体 EC0005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鼠抗人 IgE 抗体 EC0005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ELISA/ 板式化学发光

鼠抗人 IgE 抗体 EM000503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鼠抗人 IgE 抗体 EM000504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管式磁微粒化学发光

人 IgE 抗体 EE000501 重组抗体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 免疫原 -

人 IgE 抗体 EE000502 重组抗体 HEK293 细胞 质控品 / 免疫原 -

鼠抗人 IgE 抗体

二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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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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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国际代码

鳕鱼过敏原抗原 AR15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Gad C1 F3

鳕鱼过敏原抗原 AR15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Gad C1 F3

基围虾过敏原抗原 AR16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Met e1 F24

基围虾过敏原抗原 AR16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Met e1 F24

牛肉过敏原抗原 AR17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Bosd2 F27

牛肉过敏原抗原 AR17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Bosd2 F27

牛肉过敏原抗原 AR17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β-lactoglobulin F27

牛肉过敏原抗原 AR1702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β-lactoglobulin F27

山羊肉过敏原抗原 AR18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llergen Bosd2-Like F88

山羊肉过敏原抗原 AR18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llergen Bosd2-Like F88

腰果过敏原抗原 AR19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na O1，Ana O2，
Ana O3 F202

腰果过敏原抗原 AR19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na O2，Ana O3 F202

核桃过敏原抗原 AR20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Jug r1，Jug r2 F256

小麦过敏原抗原 AR2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Tri a Bd 27k ， Tri 
a14 ， Tri a12 F4

小麦过敏原抗原 AR24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Tri a 19 ， Tri a14 ， 
Tri a12 F4

开心果过敏原抗原 AR27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Pis v1，Pisv2 F203

开心果过敏原抗原 AR27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Pis v1，Pisv2 F203

扇贝过敏原抗原 AR28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myosin F338

扇贝过敏原抗原 AR28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myosin F338

花生过敏原抗原 AR29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ra h1 F13

食物组 (Food Group)

过敏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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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国际代码

粉尘螨 AR0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Derf2,Derf1 D2

粉尘螨 AR03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Derf2,Derf1 D2

屋尘螨 AR2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DerP1,Der P2 D1

屋尘螨 AR22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DerP1,Der P2 D1

屋尘螨 AR22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Der P2 D1

螨、粉尘组 (Mite Dust Grou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国际代码

枝孢芽枝菌 AR07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 M2

铰链胞菌 AR08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lt A1 M6

铰链胞菌 AR08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lt A1 M6

铰链胞菌 AR08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lt A1 M6

烟曲霉菌 AR09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spf1,Aspf2 M3

烟曲霉菌 AR09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spf3 M3

桔青霉 AR10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 M1

微生物组 (Microbe Grou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国际代码

花生过敏原抗原 AR29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ra h2，Ara h3 F13

花生过敏原抗原 AR29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ra h1 F13

花生过敏原抗原 AR290104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ra h2，Ara h3 F13

桃子过敏原抗原 AR30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Prup1，Prup3 F95

桃子过敏原抗原 AR30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Prup1 F95

菠萝过敏原抗原 AR3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Pur ar1-like,Profilin F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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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国际代码

蒿 AR0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rtV1,AgE W6

蒿 AR04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rtV1,AgE W6

蒿 AR04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rtV1 W6

蒿 AR040104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rtV1 W6

蒿 AR040105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rtV3 W6

蒿 AR040106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rtV3 W6

矮豚草 AR05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gE W1

矮豚草 AR05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AgE W1

葎草 AR1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Hums3,Hums1.01 W22

葎草 AR11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Hums3,Hums1.01 W22

草花粉组 (Grass Pollen Grou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国际代码

狗毛皮屑 AR0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Canf 2-4-6 E5

狗毛皮屑 AR01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Canf 2-4-6 E5

猫毛皮屑 AR0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Feld1 E1

猫毛皮屑 AR02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Feld1 E1

动物皮屑及动物蛋白组
(Animal Dander/Protein Group)

过敏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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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国际代码

蟑螂 AR06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Blag4,Blag2 I6-I206

蟑螂 AR06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Blag5,Pera1 I6-I206

蟑螂 AR06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Blag7 I6-I206

昆虫组 (Insect Group)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国际代码

法国梧桐花粉 AR1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Plaa1 T241

法国梧桐花粉 AR12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Plaa1 T241

法国梧桐花粉 AR12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Plaa1 T241

柏树（绿干柏） AR1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Cup A1 T23

柏树（绿干柏） AR13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Cup A1 T23

桦树
（垂枝桦、欧洲白桦） AR1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Bet V1 T3

桦树
（垂枝桦、欧洲白桦） AR14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Bet V1 T3

辐射松花粉 AR26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ELISA，
发光，WB -- T16

树花粉组 (Tree Pollen Group)

过敏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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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检测试剂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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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检测试剂原料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PV 抗体 AP01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PV 抗体 AP01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PV 抗体 AP01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PV 抗体 AP01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PV 抗原 APR0102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犬细小病毒 (CP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DV 抗体 AP0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DV 抗体 AP0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DV 抗原 APR03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犬瘟热病毒 (CD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CV 抗体 AP15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CV 抗体 AP15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CV 抗体 AP1502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CV 抗体 AP1502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犬冠状病毒 (CC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CRP 抗体 AP0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CRP 抗体 AP0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犬 C 反应蛋白 (c-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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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Rota VP6 抗体 AP05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Rota VP6 抗体 AP05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Rota VP6 抗原 APR05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Rota VP6 抗原 APR050104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Rota VP6 抗原 APR05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Rota VP6 抗原 APR050204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轮状病毒 (Rotavirus)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RV-N 抗原 AP06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RV-G 抗原 AP06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RV-G 抗原 APE060201 重组抗原 CHO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狂犬病毒 (R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IV  抗体 AP04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IV  抗体 AP04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犬流感病毒 (CI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SAA 抗体 AP1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SAA 抗体 AP1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犬 SAA(c-SAA)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Toxo P30 抗原 AP07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弓形虫 (Toxo)

宠物检测试剂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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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AV 抗体 AP16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AV 抗体 AP16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荧光免疫

犬腺病毒 (CA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CHW 抗体 AP18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CHW抗体 AP18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荧光免疫

犬心丝虫 (CHW)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抗犬 IgG 抗体 AP14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鼠抗犬 IgG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抗犬 IgM 抗体 AP21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鼠抗犬 IgM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FPV 抗体 AP08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PV 抗体 AP08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猫细小病毒 (FP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FIV P24-gp40 融合抗原 APR09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IV P24-gp40 融合抗原 APR090102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IV P24-gp40 融合抗原 APR090103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猫艾滋病毒 (FIV) 

宠物检测试剂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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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FeLV 抗体 AP10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eLV 抗体 AP10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荧光免疫

猫白血病病毒 (FeL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FCV 抗体 AP11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CV 抗体 AP11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荧光免疫

猫杯状病毒 (FC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FCoV 抗体 AP1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CoV 抗体 AP1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CoV gD 抗原  APR1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CoV gD 抗原  APR12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猫冠状病毒 (FCo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FHV 抗体 AP2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HV 抗体 AP2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HV gD 抗原  APR2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质控品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猫疱疹病毒 (FH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f-Giardia 抗体 AP17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Giardia 抗体 AP17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猫贾第虫 (f-Giar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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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f-SAA 抗体 AP23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f-SAA 抗体 AP23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猫 SAA(f-SAA)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鼠抗猫 IgM 抗体 AP20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免疫层析 / 荧光免疫

鼠抗猫 IgM

宠物检测试剂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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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物检测试剂原料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PRRSV 抗原 AB01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N

PRRSV 抗原 AB01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N

PRRSV 抗原 AB01010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N

PRRSV 抗原 AB01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GP5

PRRSV 抗原 AB01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GP5

PRRSV 抗原 AB01020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GP5

PRRSV 抗原 AB010204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GP5

PRRSV 抗原 AB010205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GP5

PRRSV 抗原 AB010303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欧洲型

猪蓝耳病毒（PRRS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非洲猪瘟抗原 AB1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P30

非洲猪瘟抗原 AB12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P30

非洲猪瘟抗原 AN1201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P30

非洲猪瘟抗原 AB12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P72

非洲猪瘟抗原 AB12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P72

非洲猪瘟抗原 AN1202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P72

非洲猪瘟抗原 AN1203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P54

非洲猪瘟 P30 抗体 AM1201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P30

非洲猪瘟 P30 抗体 AM1201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P30

非洲猪瘟（ASF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传统猪瘟抗原 AB02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E

传统猪瘟抗原 AB0202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包被 /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E

传统猪瘟（CSF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猪伪狂犬病毒抗原 AN030101 重组抗原 HEK293 细胞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gB

猪伪狂犬病毒（P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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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物检测试剂原料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FMDV 抗原 -O 型 AB04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VP

FMDV 抗原 -O 型 AB04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VP

FMDV 抗原 -A 型 AB04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VP1

FMDV 抗原 -A 型 AB04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VP1

FMDV 抗原 -A 型 AB04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VP2+VP3

FMDV 抗原 -A 型 AB0403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VP2+VP3

口蹄疫（FMD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小反刍兽疫抗原 AB05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N

小反刍兽疫抗原 AB05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N

小反刍兽疫（PPR）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Qrf 抗原 AB06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L1+P32+A33

Qrf 抗原 AB06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L1+P32+A33

羊痘（Qrf)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IBRV 抗原 AB07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gD

IBRV 抗原 AB07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gD

传染性鼻支气管炎 (IBRV)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BVDV 抗原 AB08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E

BVDV 抗原 AB08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E

BVDV 抗原 AB08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gD

BVDV 抗原 AB08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gD

牛病毒性腹泻 (BV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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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Echinococcosis 抗原 AB09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P175,P176
（细粒棘球蚴）

Echinococcosis 抗原 AB09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AgB
（细粒棘球蚴）

Echinococcosis 抗原 AB0903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Eg95
（细粒棘球蚴）

Echinococcosis 抗原 AB0904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Em18
（多房棘球蚴）

包虫病 (Hydatid Disease）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产品适用平台 位点

Leptospira  抗原 AB1001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LipL-OmpL

Leptospira  抗原 AB1001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LipL-OmpL

Leptospira  抗原 AB100201 重组抗原 Ecoli 包被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LigA

Leptospira  抗原 AB100202 重组抗原 Ecoli 标记 层析 /ELISA/ 化学发光 LigA

钩端螺旋体（Leptospira）

大动物检测试剂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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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化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胱硫醚 β- 合成酶 (CBS) IR900101 重组抗原 Ecoli 酶循环法

胱硫醚 β- 裂解酶 (CBL) IR900201 重组抗原 Ecoli 酶循环法

乳酸脱氢酶（LDH） IR900301 重组抗原 Ecoli 酶循环法

同型半胱氨酸（HCY）

其它

产品名称 产品货号 产品类型 产品来源 产品推荐用途

鼠抗 GST 抗体 ET000301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 标记

鼠抗 GST 抗体 ET000302 单克隆抗体 小鼠 包被 / 标记

鼠抗 GST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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