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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Contents 01/产品概述
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吞噬作用(ADCP)是一种免疫防御机制，是抗体药物开发过程中重要

的作用机制之一。

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嗜中性粒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上表达的FcγRIIa(CD32a)，FcγRI(CD64)，
FcγRIIIa(CD16a)均可介导ADCP，但FcγRIIa(CD32a)是参与ADCP最主要的Fc受体。这些Fc受
体识别并结合已结合至病原体感染的靶细胞表面的抗体如IgG的Fc部分。一旦Fc受体与IgG的Fc
区结合，相应的髓样效应细胞就会发挥ADCP功能。

FcγRIIa因其第二个Ig样配体结合结构域中131位的精氨酸会被组氨酸取代(R131H)而呈现多态性，

相比于FcγRIIa-R131，FcγRIIa-H131对于人IgG2的亲和力更强。临床研究表明FcγRIIa多态性

(H131R)与IgG1亚类单克隆抗体(mAbs)如利妥昔单抗的反应性具有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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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保存条件
接收到细胞后，请立即存放于液氮或-140℃冰箱中保存。

请不要将细胞置于-80 ~ -65℃保存，否则会降低细胞的活力和状态。

04/适用范围
◇用于表征抗体Fc段的ADCP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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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商标均属于各自商标所有者的财产。某些商标并未在全部行政区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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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产品组分

组  分

Jurkat-FcγRIIa-H131 Effector Cells

01/产品概述

02/产品组分

03/保存条件

04/适用范围

05/自备材料

   05-1/自备试剂

   05-2/物资和设备

06/实验流程

   06-1/准备Bio-Lite试剂、实验缓冲液、测试样品和对照样品

   06-2/板布局设计

   06-3/靶细胞的准备和铺板

     06-4/制备和加入抗体稀释液

     06-5/制备和加入效应细胞

     06-6/加入Bio-Lite检测试剂

07/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 02

.................................................................................................... 02

.................................................................................................... 02

.................................................................................................... 02

.................................................................................................... 03
............................................................................................ 03

........................................................................................ 03
.................................................................................................... 03

...................... 03
........................................................................................ 04

.......................................................................... 04
...................................................................... 05

.......................................................................... 06
........................................................................ 06

................................................................................... 07



06/实验流程
本实验方案中使用Jurkat-FcγRIIa-H131 Effector Cells，在靶细胞Raji(CD20+)存在的情况

下，测试Rituximab抗体(anti-CD20)的生物学活性。每个抗体进行9个梯度的系列稀释，

设置3个复孔。为了避免边缘效应，仅使用96孔板的内侧60孔。设计和优化后，也可采用

其它的布局形式。

Notes：
▲

▲

▲

在准备实验抗体和对照抗体时，选择合适的起始浓度和稀释梯度，以获得具有适当的上、下渐近线和

足够的斜率点的全剂量-反应曲线。作为参考，在测试Rituximab时，使用1μg/ml作为起始浓度(1 ×)，
并使用4倍的连续稀释来做出全剂量曲线。 
为了测试Rituximab的ADCP效应，本次实验采用Raji(CD20+)作为靶细胞。对于其他双特异性或多价

生物制剂，选择表达相关抗原的靶细胞。可能需要优化E:T(效应细胞:靶细胞)比率、细胞密度、抗体

稀释方案、实验孵育时间和其它与系统相关的实验条件。

为了尽量减少实验准备时间，在细胞计数和铺板之前准备抗体系列稀释液。

a. 

b.
c.
d. 
e. 
f. 
g. 

为了保证用于Rituximab检测的靶细胞Raji(CD20+)的最佳性能，保持细胞密度在0.2 - 1.0 × 106 cells/ml
之间，细胞存活率大于95%。

在测定当天，准备足够的实验缓冲液。

细胞计数，计算细胞密度和细胞活力。收集至少两倍数量的细胞，保证细胞数量充分满足实验的需求。

从培养瓶中取适量的靶细胞转移到15 ml(或50 ml)离心管中。

室温，130 g，离心10 min，弃上清收集细胞。

用培养基重悬Raji(CD20+)细胞，使细胞密度为0.5 × 106 cells/ml，即每25 μl含有12,500个细胞。

将细胞悬浮液转移到无菌加样槽中混匀。

1.准备靶细胞(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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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靶细胞在实验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性能，应按照ATCC推荐的标准条件来培养细胞，注意

细胞生长的密度和传代比例。另外，只有当细胞处于稳定的对数生长期时，才可用于实验。

06-3/靶细胞的准备和铺板

05/自备材料

05-1/自备试剂

针对FcγRIIa以及对应靶细胞的检测抗体或其他生物样品

实验所需的靶细胞

RPMI1640 培养基(e.g., Gibco Cat. #61870127)

06-2/板布局设计

本文中描述的protocol，采用如下布局设计。

每种抗体做3个复孔，9个稀释梯度，最终可以形成具有10个点的剂量-反应曲线。

06-1/准备Bio-Lite试剂、实验缓冲液、测试样品和对照样品

1. Bio-Lite试剂: Bio-Lite试剂包含Bio-Lite荧光素酶缓冲液以及Bio-Lite荧光素酶检测底物，

使用前平衡至室温。(详情请参阅该产品说明书)

2. 实验缓冲液: 实验缓冲液为含10%胎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基，使用前加热到37℃。

注:推荐的缓冲液含有10%胎牛血清。这种浓度的胎牛血清对我们的测试体系有效。如果在使

用此缓冲液时遇到实验性能问题，需测试0.5 - 10%范围内的血清浓度。

3.实验和对照样品: 准备实验抗体和对照抗体的起始浓度稀释液(dilu1,3 ×最终浓度)。用实

验缓冲液作为稀释液，每个抗体准备150 μl的起始浓度稀释液(3个复孔)，存于1.5 ml无菌

EP管中。
05-2/物资和设备

无菌白色，透明底96孔板(e.g., Corning Cat.#3610)
无菌带盖96孔板 
单道及多道移液器

无菌15 ml和50 ml离心管

无菌加样槽 
37℃，5% CO2细胞培养箱

37℃ 水浴锅

Tecan Spark 多功能酶标仪(Serial number 1809009371)
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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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使用多道移液器，向96孔白透板内侧60孔每孔中加入25 μl细胞悬液。

i.   取75 μl的缓冲液加入到96孔白透板外侧36孔中。

j.   用盖子盖住96孔白透板，准备进行下一步实验。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为了保证用于检测的靶细胞的性能，注意检测当天细胞汇合度为90% - 95%。

在实验前一天，按照ATCC提供的细胞传代方案对细胞进行消化并计数，为了保证靶细胞

的性能，要求细胞活力大于95%。

根据各细胞状况选择合适的接种密度，按照接种密度制备成对应的细胞悬液。

将制备好的细胞悬液混匀后加入到无菌加样槽中。

使用多道移液器向96孔白透板内侧60孔每孔中加入100 μl细胞悬液。

取100 μl的完全培养基加入检测板的外侧36孔中。

用盖子盖住96孔白透板，在37℃，5% CO2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20 - 24 h。
在进行bioassay实验前，准备适量的RPMI 1640培养基作为缓冲液，若缓冲液类型与靶

细胞的培养基不一致则应在j步骤中添加25 μl的靶细胞培养基。

用多道移液器将96孔白透板中的培养基全部吸出。

用多道移液器向96孔白透板的内侧60孔中加入25 μl的缓冲液(预热至37℃)；多道移液器

的枪头沿白透板孔壁轻柔地加入培养基，尽量减少对靶细胞的破坏。

取75 μl的缓冲液加入到96孔白透板外侧36孔中。

用盖子盖住96孔白透板，准备进行下一步实验。

2.准备靶细胞(贴壁)

a. 

b.
c.
d. 
e. 
f. 
g.
h.
i.
j.

为了保证Jurkat-FcγRIIa-H131 Effector Cells 的最佳性能，保持细胞密度在0.2 - 1.0 × 106 cells/ml
之间，细胞活力大于95%。

在测定当天，准备适当数量的实验缓冲液。

细胞计数，计算细胞密度和细胞存活率。收集至少两倍数量的细胞，保证充分满足实验的需求。

取适量的靶细胞从培养瓶转移到15 ml(或50 ml)离心管中。

室温，130 g，离心10 min，弃上清收集细胞。

用培养基重悬效应细胞，使细胞密度为3 × 106 cells/ml，即每25 μl含有75,000个细胞。

将细胞悬浮液转移到无菌加样槽混匀。

使用多道移液器，向内侧60孔每孔中加入25 μl细胞悬液，最终每个样品孔总体积为75 μl。
向96孔白透板外侧36孔中加入75 μl缓冲液。

用盖子盖住96孔白透板，在37℃，5% CO2细胞培养箱中培养6 h。

06-5/制备和加入效应细胞

a. 
b.
c.
d. 

e.

将Bio-Lite检测试剂平衡至室温。

待96孔白透板孵育6 h后，取出并置于室温环境平衡10 - 15 min。
将Bio-Lite检测试剂倒入加样槽，用多道移液器向每个样品孔中加入75 μl试剂。

室温孵育5 - 10 min，进行检测。

▲改变孵育时间会影响原始RLU值，但不会显著改变EC50值和诱导倍数。

用多功能酶标仪进行读数。

06-6/加入Bio-Lite检测试剂

a. 
b.

c.
d. 
 
e.
f.

配制Rituximab起始稀释液。

在无菌的96孔板上，加入150 μl的抗体起始稀释液（dilu1,3 ×最终浓度，本实验Rituximab浓
度为3 μg/ml）到第2列。

从第3列到第11列，在检测孔中加入150 μl缓冲液。

从第2列吸出50 μl抗体起始稀释液，加入第3列，用吸液器吹打10次混匀后，从第3列吸出

50 μl抗体稀释液，加入第4列，依次稀释到第10列，最后吸出50 μl溶液弃去。

用多道移液器将稀释好的抗体，根据之前的布局加入到96孔白透板中，每孔25 μl。
用盖子盖住96孔白透板。

06-4/制备和加入抗体稀释液
此处所述的操作说明用于制备单个抗体的4倍梯度稀释液，3复孔分析(每次稀释总体积为

100 μl)。



07/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对于以下没有提及的问题，欢迎直接联系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

1. Assay性能有波动

如果靶细胞没有在一致的可控的条件下生长，那么assay测定的结果会有所不同。根据细胞

培养指南，保证细胞的接种密度和培养体积是一致且准确的。同时，检测细胞倍增的时间。

2.较低的发光检测值(RLU读数)

选择用于检测板发光的仪器。不建议使用主要设计用于荧光检测的仪器。光度计测量和报告的发

光值是相对值，实际的RLU值会因检测仪器不同而变化。

每孔细胞数量不足会导致RLU变低。根据说明书处理细胞和进行铺板，保证每个孔中有足够数量

的活细胞。

Bio-Lite试剂活性降低会导致RLU变低，请按照说明书存储和使用Bio-Lite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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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测试样品的浓度范围，保证获得完整的剂量-反应曲线，包括完整的上下平台渐近线。

在3 - 24 h范围内优化assay的孵育时间。

如果未经处理的对照的RLU值小于板中空白孔RLU值的10倍以上，则在计算窗口时，要使用减去空

白孔背景值的对照RLU值。

3.较低的assay窗口(fold induction)

Add antigen-expressing 
tumor cell.

Add anti-CD20 specific 
antibody and ACDP-FcγRIIa
Effector Cells.

Add Bio-Lite Reagent.

Read on plate-reading 
luminometer.

Incubate at 37℃ 6 hours.

Incubate at room 
temperature 5 - 10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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