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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码生物公司介绍 

缔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肿瘤免疫靶点相关抗体分子发

现的创新型生物技术公司。公司的功能性蛋白表达平台和 DimAb® 重

组抗体制备平台的完美结合，可满足药企临床前抗体分子发现的迫切

需求。缔码生物独有的 DimAb® 重组单克隆抗体种子库发现平台，能

够高效而快速的分离出功能性抗体分泌的 B 细胞，并克隆其抗体基因

序列。另外 , 公司建立的抗体工程改造平台和抗体药效评价体系可以

为药企客户提供一体化、 全方位的临床前研发解决方案。缔码生物不

但可以为药企提供全新靶点的抗体药发现服务，同时针对多个重要的

CAR T- 细胞治疗靶点分子，公司也有预先开发并完成功能验证的先导

抗体分子可供客户直接进行评估和引进。另外，针对这些靶点，我们

也有验证过的 DimAb® 重组单克隆抗体种子库，可根据客户的需要，

在 45 天之内为客户筛选到更多的全新先导抗体分子。



抗原制备 动物免疫 B细胞富集 阳性克隆筛选 抗体基因克隆 重组抗体表达 抗体功能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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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Ab®平台流程

DimAb®平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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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缔码生物拥有独创的 DimAb® 重组单克隆抗体开发平台，可以在完成动物免疫后直

接从外周血中获取阳性 B 细胞并克隆抗体基因序列。从单只免疫动物中我们可以得到上

千个靶点结合阳性 B 细胞克隆 , 从中我们能够更为高效的筛选出具有高特异性，高灵敏

度 , 和高亲和力重组单克隆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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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细胞抗体开发平台可成药性更高

DimAb®与其它抗体开发平台比较3

一个新开发的先导抗体

分 子 最 终 能 否 成 药，会 受 到

多种因素影响 ( 包括 : 抗体可

溶性 , 产量，构象稳定性，免

疫 原 性 , 非 特 异 结 合 等 )。

Adimab 的 科 学 家 对 48 种

FDA 已经批准的和 89 种正在

临床 2 或 3 期的抗体药，进

行了 12 种常规成药性指标测

试。他 们 发 现 噬 菌 体 平 台 开

发的抗体成药可能性较低。(

右图是哺乳动物 B 细胞抗体

筛选平台对比噬菌体筛选平

台在成药性 . 上比较数据 )



DimAb®重组单克隆抗体开发平台05

兔DimAb®平台三大优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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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人源化改造

双特异性抗体构建

嵌合抗原受体(CAR)构建

5、1.

5、2.

5、3.

DimAb®抗体工程改造5

缔码生物利用 DimAb® 抗体开发平台，结合生物信息学的预测分析，针对抗体药的

应用建立了抗体工程改造服务平台，包括抗体人源化改造、双特异性抗体构建、嵌合抗

原受体构建等，以满足药企客户不同研发应用的需求。

缔码生物建立了一套针对鼠

和兔来源抗体的人源化改造平台。

缔码生物建立的双特异性抗体

构建平台，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进

行相应结构的设计、表达以及功能

验证分析。

缔码生物可为药企开发肿瘤靶

点的抗体分子，在此基础上为客户

构建所需的 CAR 结构，并提供功

能验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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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体外功能分析检测项目

平台介绍

系统的体外功能分析

DimAb®体外功能分析平台02
1

2

缔码生物依托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实验平台，拥有高速细胞分选仪、分析型流式细

胞仪、3D 活细胞共聚焦系统、荧光倒置显微镜、全功能微孔板分析仪等仪器设备，可满

足相关肿瘤靶点抗体分子药效功能评价的各种实验需求。同时，缔码生物针对肿瘤靶点

抗体分子，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体外评价体系。

缔码生物从肿瘤靶点抗体分子的临床应用出发，建立了系统的体外功能分析测试平

台，包括细胞增殖抑制测试、细胞毒性测试、CDC 测试、ADCC 测试、ADCP 测试、炎

症因子测试等 , 全方位的评价候选肿瘤靶点抗体分子的功能，助力药企客户候选抗体分子

的发现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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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结合力分析

图2.阻断活性分析

图3.基于荧光素酶肿瘤杀伤分析

基于流式的细胞结合力分析

阻断活性分析

生物发光检测系统

2、1.

2、2.

2、3.

部分体外功能测试介绍

对于早期筛选的多个抗体分子，通过分析这

些抗体分子和其靶点在天然细胞上的结合力，以

便客户进行评估分级 , 决定最佳抗体分子。图 1

展示了利用流式测试抗体分子的结合力。

如果希望开发阻断天然配体和受体相互作用

而达到治疗效果的抗体分子，我们会在筛选阶段

将相应的配体受体阻断实验设计进去，能够快速

的获得具有阻断功能的抗体分子。图 2 展示了

SIRPα抗体分子阻断 CD47 蛋白与 THP-1 细胞上

SIRPα蛋 白 的 结 合，其 阻 断 活 性 IC50 为

30.88ng/ml。

利 用 萤 火 虫 荧 光 素 酶 报 告 基 因 系 统

(Luciferase Based reporter Gene System) 特异

性标记的靶点肿瘤细胞，不仅可用于体外免疫细

胞杀伤评价，还可以直接用于活体动物水平的肿

瘤免疫模型评价。我们利用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系

NCI-H929 构建的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测试

了 BCMA 双特异性抗体 (DM2 克隆 ) 的体外杀伤

效果，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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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性(CDC)测试

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测试

2、4.

2、5.

诸如 CD20 单抗、CD52 单抗等抗体分子与靶细胞表面的分子结合后，可以介导补体 C1q

结合到抗体的 Fc 部分，并与肿痼细胞膜上形成类似于穿孔素效应的攻膜复合体 ( MAC), 造成细

胞外离子大量内流，最终导致肿瘤细胞的溶解 ( 如图 4 示意图 )。

抗体通过与靶细胞表面抗原特异性结合，招募如 NK 细胞等效应细胞杀死靶细胞。NK 细胞

表面表达 FcyRIIIa 蛋白，是一种抗体 Fc 区域的受体，能识别并结合抗体的 Fc 端，从而使 NK

细胞结合到靶细胞周围。一旦 Fc 受体与抗体的 Fc 区域结合，在 NK 细胞中 Fc 受体 (FCR) 活化，

尤其是 FcRyIIIa 受体 (CD16) 活化能够引起 NFAT(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ed T-cells) 信号通

路的激活，NK 细胞就会释放细胞因子和细胞毒性颗粒，进入靶细胞触发细胞凋亡 ( 如图 5 示意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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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T-细胞构建及功能测试2、6.
DimAb® 抗体制备平台的一个突出的优势是我们可以快速获得抗体的基因序列 , 对于

诸如 CAR T- 细胞的应用，可以在早期先导分子筛选阶段就将抗体的 scFv 序列构建到 CAR

结构中，通过测试 CAR T- 细胞的肿瘤杀伤能力，让客户在抗体早期功能筛选时做出判断，

图 6 展示我们 CAR T- 细胞测试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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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缔码生物自主孵化项目

缔码自主孵化项目

DimAb® B细胞种子库会极大节省抗体筛选时间和投入:

缔码自主孵化项目和DimAb® B细胞种子库 03
1

缔码生物拥有多个预先验证的先导分子可供客户马上验证和转让。



一库多种应用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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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Ab® B细胞种子库

DimAb® B细胞种子库2

针对缔码自主孵化的项目，我们不但提供预先功能验证好的先导抗体分子 , 同时也

建立了大量的 DimAb®B 细胞种子库。如果客户需要更多先导抗体分子，我们可以在 45

天内帮助客户筛选出更多先导分子。



1、抗体药物开发免疫抗原
2、体外或体内功能分析
3、已开发抗体药验证
4、抗体亲和力分析

应用:

蛋白纯度高

抗体药互作验证

配体受体互作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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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血清哺乳动物细胞重组表达系统，低内毒

通过临床阶段及上市抗体药验证重组表达蛋
白的天然构象和活性

证明重组表达蛋白具有天然构象

功能活性蛋白制备平台04

Figure 1. Human SIRPα,hFc-His Tag (left） and CD47，mFc-His Tag 
(right) on SDS-PAGE under reducing condition.

Figure 3. ELISA plate pre-coated by 2 μg/ml (100 μl/well）Human 
CD47,mFc-His tagged protein (PME100008) can bind Magrolimab 
(Neutralizing antibody clone Hu5F9-G4) in a linear range of 
0.061-1.606 ng/ml.

Figure 2. ELISA plate pre-coated by 2 μg/ml (100 μ
l/well) Human CD47, mFc His tagged protein 
(PME100008) can bind its native ligand Human SIRPα
, hFc- His tagged protein (PME100009) in a linear 
range of 3.3-26.37 ng/ml.

治疗性抗体药通过特异性结合天然靶点蛋白达到治疗效果。因此拥有天然构象和修饰的高

质量功能性蛋白是开发治疗性抗体必须的原料。缔码生物功能活性蛋白制备平台利用 HEK293

哺乳动物细胞分泌表达系统进行重组功能蛋白生产。这样不仅将确保表达的蛋白在哺乳动物细

胞进行更接近天然的翻译后修饰，而且通过一系列功能活性检测确认获得的重组蛋白是正确折

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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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开发周期: ~4.5个月

简介:

BCMA-DimAb开发流程:

缔码生物BCMA治疗性单抗开发
案例1展示05

1

2

多发性骨髓瘤 (MM, Multiple myeloma): 仅次

于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第二大常见血液学恶性肿瘤，几

乎所有患者预后仍会复发，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疾病，

新治疗方案开发需求迫切 ;

BCMA 是治疗 MM 理想的抗原靶点 : 除了成熟 B

淋巴细胞及浆细胞表面，BCMA 在其他组织细胞中几

乎不表达，但它在所有 MM 细胞中高表达 ;

市场开发赛道火热 : 葛兰素史克的 Blenrep(2020 上市 ) ; 百时美施贵宝与蓝鸟生物

的 Ide-cel( FDA 优先审评 ) ; 南京传奇和杨森的 LCAR- B38M ( 三期临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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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BCMA流式单抗亲和力分析

BCMA功能性蛋白抗原开发

BCMA-DimAb先导分子发现和B细胞种子库

2、1.

2、2.

Figure 1. ELISA plate pre-coated by 2 μg/ml 
(100 μl/well) Human BAFF, hFc tagged protein 
can bind Human BCMA, mFc tagged protein in 
a linear range of 0.03-15.625 ng/ ml.

Figure 1. Affinity ranking of different DimAb clones by titration of rabbit DimAb antibody concentration onto NCI-H929 cells.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various anti-BCMA DimAb clones were incubated with NCI-H929 cells at 37℃. Bound rabbit lgG was 
detected in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The Y-axis represents the 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MFI) while the X-axis represents the 
concentration of IgG used.

Figure 2. ELISA plate pre-coated by 2 μg/ml (100 μl/well) Human 
BCMA, hFc-His tagged protein can bind Anti-BCMA (huC11D5.3) (Its 
variable region was used to construct scFv portion of CAR-T Idecabta-
gene vicleucel (bb2121). )in a linear range of 3.71-22.29 ng/ml.

为了确保 BCMA 重组表达蛋白具有功能活性，我们对 BCMA 蛋白抗原进行了

BCMA 受体 - 配体互作验证，同时也验证了 BCMA 重组蛋白和 huC11D5.3 中和性抗体

的体外结合能力 ( 来源于蓝鸟公司在临床三期的 CAR-T 结构 bb2121)。

利用 DimAb® 重组单克隆抗体平台 , 我们

从 4ml 免疫后兔全血中筛选获得了 70 株靶点结

合阳性 B 细胞克隆，其中 18 株克隆进行了功能

验证。而这些只是 BCMA DimAb B 细胞种子库

中的一小部分，后期可以随时扩大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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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源化BCMA-BiTE分子(DM6克隆)瘤细胞杀伤检测

CAR T-细胞体外瘤细胞杀伤实验

BCMA-DimAb抗体工程改造

人源化BCMA-DimAb体外功能分析

2、3.

2、4.

根据 DimAb® 重组单克隆抗体平台提

供的 BCMA 抗体基因序列信息，可以让我

们直接对筛选验证的 5 株高亲和力克隆株

进行抗体人源化工程改造，同时构建了双

特异性 BiTE 分子和 CAR 分子，并进行体

外功能验证。( 目前已有克隆株商业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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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针 对 该 靶 点 构 建 了
GPRCSD-ECD胞外区真核表达蛋白。

利用DimAb®抗体开发平台筛选
到数株流式工作的抗体。

简介:

GPRC5D开发:

缔码生物GPRC5D-DimAb流式抗体开发
案例2展示

1

2

Figure 1.  Human GPRC5D Protein, hFc His Tag on SDS-PAGE 
under reducing condition.

Figure 2. Expi 293 cell line transfected with irrelevant protein 
(left) and human GPRC5D (right) were surface stained with 
Mouse anti-GPRC5D monoclonal antibody followed by Alexa 
488-conjugated anti-rabbit IgG secundary antibody.

Kodama et al, MCT 2019

GPRC5D 是 G 蛋白偶联受体家族 C 组 5 成员 D，属于一种孤儿受体，为 7 次跨膜蛋白，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发现特异性高表达，有望成为抗体药和 CAR T- 细胞治疗的热门靶点。



客户直接验证,
购买权益

双方分享,项目权益

缔码承担风险,
客户购买权益

客户独享,项目权益

先开发后合作

缩码自主孵化项目
直接转化

合作开发03

01

02

02完全委托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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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码生物提供灵活的合作开发模式:



聚焦肿瘤免疫   专注抗体研发
缔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区科技城富春江路 188 号 7 号楼 704-3
info@dimabio. com
18062749453

https://www . dimabi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