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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身抗体检测服务概述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引起自身免疫应答的自身组织成分被称为自身

抗原，包括隐藏的自身抗原（在胚胎期从未与自身淋巴细胞接触过，机体不能识别为自身物

质）和修饰的自身抗原（在感染、药物、烧伤、电离辐射等因素影响下，自身组织的构象发

生改变，成为自身抗原）。机体产生自身抗原时，由于免疫系统将其识别为异己部分，会产

生对应的自身抗体进行抵抗。研究表明，自身抗体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免疫系统失调有

关，已发现相当多的自身抗体与某些特定的疾病相关联，并由此成为某种疾病的标志抗体。

此外，自身抗体在疾病表型显现的前期往往已经产生，并且表达量通常随着病情的演化呈现

出一定的趋势，是一类重要的疾病生物标志物，极具早诊价值。越来越多科研人员将目光定

格在自身抗体相关标志物的研究上，力求在自身抗体层面建立诊断、预后、药效评估的多参

数模型。

在自身免疫相关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现象和证据显示，免疫反应是基因与蛋白质共同

参与的复杂网络协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已有一些技术来分析这些基因和蛋白质的相互作用，

但对适应性免疫的分析还存在一个额外的挑战：它激活的是对目标抗原具有不同亲和力和特

异性的 T/B 细胞群体。此外，与感染或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的免疫反应针对的不是一种而是

多种抗原。因此，使用高通量的检测方法来监测免疫反应性变得十分必要。自身抗原芯片就

是顺应这一需求而开发出来的产品。

OmicsArray™ 自身抗原芯片是以自身抗体作为研究对象，其原理是将经过验证的多种

自身抗原固定于硝酸纤维素基质的玻璃载片上制成微阵列，再与各种不同的体液样本孵育

（如血浆、血清、淋巴、尿液、间质液、渗出液、细胞溶解液、分泌液等），经过洗涤、荧

光二抗孵育、数据提取等步骤，获得样本中自身抗体的相关信息。它是一种高通量的检测分

析技术，只需 10-100ul 的样本即可完成对上百种自身抗体的同步检测，十分契合自身免疫

相关研究的需求。此外，自身抗原芯片还具有平行、快速、自动化的优点，且检测到的平行

数据误差更小、更准确，这对于高通量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使用抗原芯片分析自身

抗体图谱可对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肿瘤反应、接种疫苗和感染的免疫反应进行大规模分

析，是发现具有临床价值的抗体标记和新的疾病发病机制的有力工具。

目前，我们已成功开发针对常见自身免疫病，过敏性疾病，传染性疾病，脑神经失调或

神经障碍，癌症等的自身抗原芯片，并广泛应用于肿瘤及相关疾病的研究中，包括：疾病诊



断、疾病进程监测、免疫治疗效果评估、器官移植效果评估，药物筛选、提供个性化治疗等

等。

二．自身抗体检测平台

2.1.自身抗体检测原理

自身抗原芯片的检测原理主要是基于抗原抗体特异性非共价结合，并使用荧光标记的二

抗来反映体液样本中自身抗体的结合情况。

将已知的自身抗原预先固定在硝酸纤维素基质上，制成自身抗原芯片，将体液样本（如

血清，脑脊液）加入到芯片上一起孵育，样本中特异性的自身抗体会与芯片上的自身抗原结

合，然后与荧光标记的二抗一起孵育，清洗后通过芯片扫描仪对荧光信号进行检测。基于荧

光标记建立的自身抗原芯片，其结果的动态范围从 1 - 65000，这样宽泛的动态范围，保证了

检测具有极高的灵敏度，检测浓度可以低至 1-10pg/mL。

2.2 用自身抗原芯片检测自身抗体的灵敏度和重复性

蛋白质芯片常被看做是微型化的 ELISA。在进行检测时，微型化允许较高的总体灵敏度，

不仅可以保持样品所能达到的最高浓度，而且由于扩散距离短，反应时间也会相应缩短。

相比于典型的 ELISA 中的比色法读数，蛋白质芯片中基于荧光的信号检测提供了更低的

检测限(低至 1 pg/mL)和更宽的动态范围(高达 5 个数量级)。

除了比 ELISA 法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外，蛋白质阵列在多重性方面也有优势，因为成千上

万的蛋白质可以被重复点在玻片上并同时进行分析。

综上，考虑到高多重性的优势，以及高通量、低样品消耗、显著的敏感性和蛋白质阵列

良好的重复性，蛋白质芯片现在已被证明非常适合用于自身抗体标志物的发现。



不过，在建设有效的研发平台时，一些重要的因素需要仔细考虑，比如使用的蛋白表达

系统和表面化学修饰方式等，以确保仅有那些真正有生物学意义，并具有转化为临床应用潜

力的自身抗体标记物能被发掘出来。

2.3 自身抗原芯片的主要应用

抗原芯片在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应用，包括疾病诊断，监控疾病进程及治疗效果，

致病机制研究，为病人提供个性化治疗等。

• 自身免疫性疾病（Autoimmune Diseases）: 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

病、混合结缔组织病、Sjøgren 综合症、硬皮病、多肌炎等等；

• 过敏性疾病（Infectious diseases）

• 传染性疾病（Allergic Diseases）

• 脑神经失调或神经障碍（Neurological disorders）

• 癌症生物标志物和免疫调节治疗毒性监测（Cancer biomarkers and Immune-regulatory

therapy toxicity monitoring）

• 器官移植效果评估（Organ transplantation outcome evaluation）

• 药物筛选和临床试验（Drug screening and clinical trail）

2.4 技术流程



三．蛋白芯片服务

广州易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用于转化医学研究的 OmicsArray™ 自身抗体检测芯片

服务。

3.1 服务优势如下：

1 有效性：所使用抗原均经过测试，有已发表的数十篇文献证明其有效性；

2 高多重性: 与传统的 ELISA法每孔检测 1个抗体相比，自身抗原阵列每孔可检测>120

个自身抗体；

3 高通量: 每张玻片可同时处理 16个样品，多张玻片可并行操作；

4 高灵活性: 结合不同抗原(蛋白质、多肽、核酸等)，检测不同类型和亚型的抗体，易可

依据客户需求定制；

5 小样本量: 5ul血清或其他体液即可满足；

6 高灵敏度: 结果的动态范围在 1-65000；

7 半定量: 基于标准曲线的相对定量。

3.2 可提供的用于自身抗体检测的抗原芯片种类：

1 自身抗原芯片：包含经过验证的 124种人类自身抗原；

2 神经系统抗原芯片：包含经过验证的 120种神经系统疾病相关抗原；

3 磷脂蛋白相关抗原芯片：包含经过验证的 118种磷脂相关抗原；

4 过敏原抗原芯片：包含来源于食物、灰尘、宠物、螨虫、昆虫、花粉等 75种常见过敏

原；

5 病原体抗原芯片：包含来源于病原体的 120种抗原。

3.3 服务流程

蛋白芯片服务的流程如下图：



3.4 分析报告内容

蛋白芯片服务提供的结果报告，内容主要包括蛋白芯片扫描图、杂交信号强度值、差异

分析及聚类分析等。报告及分析内容和客户提供的信息资料、样本数量等，密切相关。

 报告热图举例：

客户提供 15份系统性红斑狼疮，15份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和 5份健康人血清，要求按

照检测结果对样本进行分类。

签订服务意向书

沟通并确定实验方案

签订服务合同

客户提供实验样品

检测实验

分析结果

提供报告





3.5 服务周期

按照客户提供样本数量及数据，服务周期协商确定。



附录 样本要求及寄送要求

1. 适用于自身抗原芯片检测的常见样品

血浆、血清、淋巴、尿液、间质液、渗出液、细胞溶解液、分泌液等体液均可用于自身

抗原芯片检测分析。

2. 样品的收集方法

a. 血清：采用不含抗凝剂的采血管采集全血，4℃放置 30-45min 后，4℃3000rpm 离心 10min，

取上清，存于-80℃冰箱；

b. 血浆：采用抗凝剂的采血管采集全血，4℃放置 30-45min 后，4℃3000rpm 离心 10min，

取上清，存于-80℃冰箱；

c. 尿液：收集不添加稳定剂的尿液样本后，4℃10000rpm 离心 1min 或 5000rpm 离心 2min，

取上清，在干冰/甲醇浴中快速冷冻，储存在-80℃备用。

3. 样本量

为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体液样本的样本量请≥50 ul。

4. 样本寄送要求

a. 体液样本请优先保存于干冰中寄出，干冰用量需足够以确保寄到时仍有干冰剩余；

b. 不能使用干冰的情况下请使用冰袋，冰袋数量需足够以确保寄到使样本温度低于 4℃；

c. 快递发出后请于当天将快递单号或专业化冷链物流托运单号及时告知乙方；

d. 收货后乙方会对样品到达状态拍照，若样本送达状态不佳，可能需重新寄送。



附录 FAQs

1. 在使用抗原芯片检测样本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请在实验之前与售前进行充分沟通，说明实验目的，样本情况，以明确我方是否能满足

您的需求以及确定实验方案。

2. 抗原芯片上都有哪些抗原？

抗原芯片上的抗原，全部是来自于文献报道的自身抗原。对于每种不同类型的抗原芯片，

我们已展示相关抗原 20 个，在您确定签署相应服务协议后，我们会给您提供全部的抗原及

相关信息，在您使用自身抗原芯片的检测结果发表文章之前，请勿对第三方展示此信息。

3. 使用抗原芯片检测时，对样本数量有什么要求？

a. 由于每张芯片上有 16 个 block，其中一个用来做 PBS 对照，剩下 15 个用来孵育样本。

所以客户所送样本的总数量最好为 15 的倍数，这样可以充分保证芯片的使用效率，避免让

客户分担相应的损失成本。

b. 理论上每个不同的检测组最低需要 3 个样本才能满足统计学上重复性的要求。在此

基础上，样本越多，其结果对检测组的代表性越高。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推荐不同检测

组样本量≥30。

4. 抗原芯片的灵敏度、重复性、动态检测范围怎样？

抗原芯片采用荧光检测，其灵敏度要比 ELISA(比色法)、Western（化学发光法）更加

灵敏和稳定。片内和片间的技术重复相关系数 R
2
均可以达到 0.9 以上。动态检测范围在

1-65000。动态范围越大，说明所能检测的信号层次就越多。

4. 芯片定制的流程是什么，定制芯片的价格如何？

如果您需要定制芯片，我们先需要与您就以下问题进行充分沟通：

a. 抗原的知识产权情况（是来自于已公开发表的论文还是已受专利保护等），我们仅

能提供不涉及专利保护的抗原定制检测；

b. 抗原的基本信息（是全蛋白还是肽段，分子量，结构域，是否为膜蛋白等）；

c. 您是否能提供满足定制芯片要求的抗原；



d. 若需要我方提供待检抗原，相应费用及实验周期需另外核算。

5. 是否可进行预实验，预实验样本如何收费？

客户可以选择是否需进行预实验，若进行预实验，客户可提供 15 例样本（需符合样本

要求），若您后续继续签署服务，且预实验的数据可用，再记入正常样品收费。

6. 芯片实验结果与 WB 结果不一致，该如何理解？

a. 这个差异也许与检测手段不同相关，芯片用的蛋白为非变性蛋白，和 WB 有所差别；

芯片的杂交体系为抗原捕获抗体，与 WB 的抗原转膜后与抗体孵育也稍有差别，因此也许会

造成部分差异；

b. 需要客户提供 WB 验证的结果图，以便我们更好的分析分析客户验证的指标在芯片上

的图像和数据情况；

7. 抗原芯片检测结果是不是可以直接发文章？

目前应用自身抗原芯片发表的研究类文章已经非常多。我们的自身抗原芯片已在全世界

近百家医疗科研和医药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已独立或和用户合作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其中高

影响因子的论文含数十篇。蛋白芯片技术可以极大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更能够获得较为全

面的数据，以在研究中得到创新的结果和结论，是科学论文发表的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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