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分子免疫检测平台
见微知著  无限灵敏

SMCxPRO™



蛋白生物标志物
研究现状

蛋白，作为机体最重要的组成成分，诠释着
生命个体每一点的生长，发育和变化。从上世纪40年代
开始，随着免疫组化等经典蛋白检测技术的发展，蛋白
作为生物标志物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尽管免疫组
化，ELISA，Luminex等蛋白检测技术已经实现了数以
千计的蛋白生物标志物检测，但蛋白生物标志物的开发
速度仍显缓慢：年均仅有1-2个新的生物标志物进入实
际的临床应用。据统计，在400,000多种已知的人类蛋
白中，约有300,000种因为表达丰度过低而无法实现传
统方法的检测。在现有技术可以检测的约100,000种蛋
白中，大多数又无法在健康个体的样本中检测到，而仅
仅出现在特定的疾病时期。大量蛋白生物标志物的重要
功能，如同海平面下的冰山，无法被现有技术准确界
定。不论临床还是基础研究，蛋白生物标志物的应用都
拥有可观的发展前景，但现有技术的瓶颈极大限制了蛋
白生物标志物的发展。

22

400,000
人类蛋白

100,000300,000
现有技术

可检测蛋白
低丰度蛋白



见“微”知著  
突破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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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灵敏蛋白检测  助力揭示微妙生物学事件
当蛋白的检测与差异表达对您的科研发现意义重大，那么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超高灵敏度
检测平台将极大程度加速研究进程，确保数据可靠性。 日益精准的研究和药物研发需要
平台具备更为灵敏的靶标检测与更高通量的样本检测能力。

默克生命科学全新推出的SMCxPRO™单分子免疫检测平台，突破常规免疫检测极限极大
地提升检测灵敏度，引领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蛋白质定量检测进入----飞克级时代！

平台优势
•  超高灵敏度(fg/mL)

•  快速读取分析
•  精巧时尚设计
•  磁珠反应制式
•  超过600种的抗体对验证

现在，默克独创SMCxPRO™单分子
免疫检测平台，采用专利单分子检测
技术，突破蛋白检测极限，创领生物
标志新发现，助力疾病研究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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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分子检测技术驱动的
SMCxPRO™ 免疫检测平台
SMC™ (Single molecule counting)单分子检测技术
降低背景，增强信号

SMC™技术在传统的“三明治”抗体夹心反应的基础上，结合专有的洗脱步骤设计，荧光素标记的检测抗体从免疫复合物中解离下来，洗脱物中含有的荧光素标记抗体被
检测系统激光激发产生荧光，仪器灵敏、快速地记录荧光信号并进行同步计算。

SMC™技术相较于传统免疫检测技术，信噪比有了很显著的改善，使得系统的检测灵敏度极大地提
升。同时在一个系统里可以同时检测低表达和高表达的蛋白靶标，揭示疾病相关生物标志物的微小
变化。

系统所产生的激光高能光斑能够最有效地照射和激发单个荧光分子。SMC™单分子检测专利技术会检测区域的单个荧光信号，峰高
超过阈值的荧光信号会被统计为数字信号，并将检测到的数字信号进行汇总，显著地提高了检测灵敏度。

激光高能光斑激发荧光信号 螺旋式激光扫描模式

1 Analyte of Interest
in Solution 2 Capture on Bead 3 Detect 4 Elute 

Complex is chemically
broken apart

5 Quantify 
Sample read by laser;
detection tags counted

Proprietary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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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钙蛋白cTnl是心脏病领域经典的生物标志物。cTnl的检测被用来判断冠心病、心衰等心脏疾病
的发生，同时也帮助医生进行预后评估。正常人血液无法通过ELISA有效测得cTnl指标，因此一
般认为这种因子在正常人中并不存在。而SMC™技术通过基于磁珠孵育条件的单分子检测，能够
实现低至0.4pg/mL的检测灵敏度。研究发现，在350例健康的男性和女性个体中，几乎所有个
体血液中的cTnl都可被精确检测，并且99%个体的表达水平都在10.19pg/mL以下，而市售其
他所有检测试剂盒都无法达到10pg/mL以下的检测能力。大多数个体的实测值在1-2pg/mL之
间，远远超出了传统方法的检测范围。

在一项长达12年的连续研究中，cTnl的价值被彻底地重新定义。研究者在12年前检测了正常个体的cTnl, 并且根据本
底表达水平的差异将被测者分为4组。在随后12年的临床追踪中，发现本底表达cTnl较高的个体倾向于较高的累积心
脏病发病率，而本底表达丰度低于1.06pg/mL的个体12年后心脏病的累积发病率极低。研究揭示cTnl本底表达水平
可影响多年后心脏病事件发病率。

SMC™ 技术
改变了生物标志物的传统认识

1. 经典生物标志物的全新意义

A. Wu,  A. Jaffe.  Am Heart J. 2008 
J. Todd, et al.  Clin Chem. 2007
F. Apple, et al. Clin Biochem. 2010Wang T, et al. Circulat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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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症是严重的神经疾病，全球有多达5000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人类已经发现一些重要的蛋白可能会参与到这种
疾病，并且可以作为判断疾病的重要标志物。

寻找合适的生物标志物用于早期诊断对于防治阿尔茨海默症十分关键。Aβ蛋白造成的淀粉样蛋白沉淀和tau蛋白造成神经纤维
缠 结 ， 会 在 最 早 出 现 认 知 损 失 症 状 的 1 0 - 1 5 年 前 开 始 ， 这 段 时 间 也 被 称 为 阿 尔 茨 海 默 症 潜 伏 期
（preclinical-Alzheimer-Disease）。如果能在这个时期尽早确认疾病的出现，将为医学干预和治疗争取非常宝贵的治疗
期。因此，要求有更好的生物标志物能够在早期进行诊断。通过SMC™单分子免疫检测平台，研究者自主开发出了VILIP
（Visinin-like protein-1）的超高灵敏度检测技术，并且证实VILIP在阿尔茨海默症造成的神经细胞损失方面是非常有效的生
物标志物。

2. 全新生物标志物的发现

Rawan Tarawneh et al. JAMA Neurology 2015

Birth 40 60 80 Death
Life Course

AD brain
changes start

decades befor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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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estic M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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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ognitive
function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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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hanges

Cognitive
decline

accelerates
after AD
diagnosis

Normal age-related
memory loss

Total loss of
independent

function

Healthy Agling Amnestic MCI Clinically Diagnosed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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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13是重要的细胞炎症因子，与IL-13信号通路相关
研究发现青壮年的哮喘很多是由于IL-13信号通路所造
成，因而IL-13被认为是一种很重要的成年哮喘诱发因
素。Pfizer辉瑞制药公司为解决这种问题，计划开发
IL-13单克隆抗体药物阻断IL-13同其受体的结合。在
药物研发过程中两个候选药物，即IMA638和IMA026
获得了比较好的疗效，但临床实验急需方法测量血液中
的IL-13进行药物代谢动力学和药物效应动力学的检
测。这些关键数据对于药物通过临床实验，进入FDA审
批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当时普通的ELISA受制
于较低的灵敏度，无法检测到IL-13的本底表达水平。
SMC™单分子免疫检测平台具备数倍乃至上百倍于高质
量ELISA检测试剂盒的灵敏度，磁珠孵育系统达到了
0.07pg/mL的超高检测灵敏度，实现了所有个体本底
表达水平的检测，从而得到了血液中IL-13在治疗条件
下的完整变化数据，提供了关键的临床证据。

3. SMC™技术助力全新单抗药物开发

4. SMC™技术区分健康，风险与疾病个体

Original  IL-13 ELISA

SMC™ Plate Based Assay

SMC™ Bead Based Assay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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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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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供应商 检测下限 
(pg/mL)

灵敏度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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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82)

Serum IL-13 (p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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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重组蛋白药物或者单抗类药物，以及CAR-T等新型治疗方法越来越受
到关注，但这些治疗过程会在体内产生新的免疫原，有可能导致大量细胞因子的释放，引起
血管透性变化，病人出现高烧等一系列严重的反应，甚至休克死亡。在这些创新的疗法中，
免疫原性检测被作为药物安全评价的最主要指标。

免疫原性指的是抗原激发免疫反应的能力，也指抗原刺激机体后，机体免疫系统能形成抗体
或致敏T淋巴细胞的特异性免疫反应的能力。免疫原性很多情况下是对机体有利的，例如疫
苗产生的免疫反应。但是，在生物治疗过程中，对治疗性抗原（重组蛋白，单抗）的免疫反
应是非常不利的，会产生细胞因子释放综合症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促炎
症因子在治疗中被免疫细胞释放(例如TNF-α, IL-6, IL-8, IFN-γ, 等等)，或者是抗药性抗
体产生 anti-drug-antibodies (ADAs) ，削弱治疗效果，对治疗产生反作用。

5. 新蛋白药物/治疗方法的免疫原性检测

SMC™其检测灵敏度可达到TNF-α:0.1 pg/mL ，IL-2:0.2 pg/mL，本底细胞因子水平: 100% 可被检测，提高了数据质
量，并且可通过本底水平对样品进行分级。而其大动态检测范围能力可满足在CRS中炎症反应细胞因子剧烈变化，同时高
通量的实验形式可检测大量实验样本，减小个体差异对结果的影响。

细胞因子释放检测
细胞因子释放检测一般采用全血测试方法，即将治疗性抗体与抗凝全血孵育，
并在血浆中检测特定细胞因子的产生。

造成免疫反应 检测免疫反应
（特定的标志物）

Harvest plasma 
supernatant

IL-2,TNF-α 

（Ctrl，OKT3，Rituximab，Cam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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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药性抗体（ADA）检测
Bridging Assay With Free Drug Present

Assay 
Conditions

Patient 
Sample

Measure ADA

＋ ＋

Anti drug antibody 
(ADA)—Present in 
treated individuals

[Free] 
Drug—Present in 
treated individuals

Fluorescently 
Tagged Drug

Biotinylated Drug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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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CxPRO™
提供严格质控的已验证试剂盒
通过严格的试剂盒开发标准，我们已经开发了大量已验证的免疫检测试剂盒，能满足苛刻的研究需求。
这些严格控制的标准包括：

检测下限
标准曲线上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最低点:
(1)CV<20%和(2)检测浓度与理论浓度偏差小于20%

批内和批间精度
在不同实验板和不同实验日期的样本。加标和不加标
样本检测值差别均小于20%

加标回收实验
至少10个加标样品,回收率在80%-120%的可接受范围

稀释线性
检测能达到3-4个log的定量检测范围

内源本底表达范围
至少10个来源于不同个体的样本, 均能够检测
其本底的生物标志物水平

10



定制化服务能力：
•

开放平台支持定制化试剂
与样本测试服务

 

试剂标记和描述：
 • 抗体筛选和选择

• 抗体标记
• 试剂稳定性检测

SMC试剂盒开发：
• SMC开发的试剂盒所有权和商业广告
• 试剂盒验证和确认
• 试剂盒制造/向CRO转移方法

样本检测：
 • 研发和标准试剂盒检测

• 商业试剂盒检测
• 评估真实样本中潜在的生物学关系
• 评估可能发生的生物异常现象，如药物干扰或基质效应等

 

 

 

基于系统化的合作关系和支持，默克可以为您
的定制化实验提供专业检测服务，节省时间和
资源。

生物标志物合作探索与开发
定制化样本检测（非GLP），临床前期研究
免疫检测开发
生物标志物验证实验

•

•

•

生物制剂的开发：
• 药物代谢动力学

药效动力学
免疫原性

•

•

SMCxPRO™
实现大动态范围检测
体液样本蕴含着最为直接和丰富的生物标志物信息，但相对于人工样本而言，也是检测起来最为困难的样本。体液样本有着非常
复杂的特性，不同个体的同一标志物表达水平呈现巨大的差异。即使是同一种生物标志物，也在不同的时间能出现几十倍乃至几
百倍的表达量变化。例如正常个体和发生细胞因子风暴个体的IFN-γ标志物含量可产生2000-3000倍的差异。

开创性的科学工作需要新的检测技术能够适用于不同浓度条件的样本，也就是要求具备大的动态检测范围，这一点已经成为生物
标志物检测技术的重要要求。SMCxPRO™实现了高灵敏度，大动态范围>4 logs的检测。

查看更多定制化服务信息，请访问
customassay@EDMMillipore.co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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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肿瘤，药物安全评价，神经科学，心血管
疾病，代谢病，炎症反应，药效动力学和药
代动力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已经获得了大量成
功的数据，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献。平
台的卓越检测灵敏度，高度的灵活性，宽广
的动态范围，以及高通量的检测能力都将助
力您的创新研究。

SMCxPRO™
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Cardiovascular
心脏毒性
Kidney
肾毒性
Muscular
肌肉毒性

Toxicity

ImmunoOncology
肿瘤免疫
Fine Needle Aspirates
细针穿刺

Oncology

Rheumatoid arthritis
风湿性关节炎
Crohn’s disease 克罗恩病
Psoriasis 牛皮癣
Ankylosing Spondylitis
强制性脊柱炎

Inflammation

Alzheimer’s disease
阿尔茨海默症
Parkinson's Disease
帕金森症
Traumatic Brain Injury
外伤性脑损伤

Neurology

Early detection & monitoring
早期监测
AMI, stroke rule-in/out
急性心肌梗死  中风

Cardiovascular

Microdosing
微剂量
Target engagement
目标接触

PK/PD  药物代谢动力学/
药物效应动力学

Diabetes 糖尿病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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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技术参数
斜率                       

背景                        

最低检测下限（LoD）
检测精度                         

检测动力学范围
 

>1.2 response/fM

<3 response

<1 fM

<10% CV¹

>4 logs

 ¹DE检测值：30fM校准试剂，n=20

  

   

 

仪器参数

电源要求
• 美国：115 VAC,50~60Hz,
     工作范围：90～125V

• 国际：230 VAC，50～60Hz,
     工作范围：180～250V

网络/电脑硬件要求
   • Microsoft Windows10操作系统

• 静态IP地址/FTP(文件传输服务器)

• xPRO操作软件
   

   

读板类型

  

• 384孔板

 

SMCxPRO™技术参数



  

   

 

SMC™ 文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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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Journal Year

Prospective Validation of a Biomarker-Based Rule Out Strategy for Functionally 
Relevant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Quantifying the Release of Biomarkers of Myocardial Necrosis from Cardiac 
Myocytes and Intact Myocardium.
Evaluation of highly sensitive immunoassay technologies for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of sub-pg/mL levels of cytokines in human serum.
Can a Point-of-Care Troponin I Assay be as Good as a Central Laboratory Assay? 
A MIDAS Investigation.
Bioanalytical challenges and improved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levels of IL-13.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high-sensitivity immunoassay for cardiac 
myosin-binding protein C.
Longitudinal studies of cardiac troponin I concentrations in serum from male 
cynomolgus monkeys: resting values and effects of oral and intravenous dosing 
on biologic variability.
A highly sensitive novel immunoassay specifically detects low levels of soluble A
β oligomers in human cerebrospinal fluid.
Prognostic performance of a high-sensitivity assay for cardiac troponin I after 
non-ST elevati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nalysis from MERLIN-TIMI 36.
The utility of serum biomarkers to detect myocardial alterations induced by 
Imatinib in rats.
Due diligence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matrix effects in a total IL-13 Singulex™ 
method.
Assay formats: Recommendation for best practices and harmonization from the 
global bioanalysis consortium harmonization team.
Reference range and short- and long-term biological variation of interleukin 
(IL)-6, IL-17A and tissue necrosis factor-alpha using high sensitivity assays.
Interleukin 17F level and interferon β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human interleukin 22 (IL-22) in serum using 
Singulex-Erenna® technology.
Baseline serum cardiac troponin I concentrations in Sprague-Dawley, 
spontaneous hypertensive, Wistar, Wistar-Kyoto, and Fisher rats as determined 
with an ultrasensitive immunoassay.
Defining the serum 99th percentile in a normal reference population measured 
by a high-sensitivity cardiac troponin I assay.
Assessment of the toxicity of hydralazine in the rat using an ultrasensitive 
flow-based cardiac troponin I immunoassay.
Analytical validation of a highly sensitive microparticle-based immunoassay for 
the quantitation of IL-13 in human serum using the Erenna immunoassay 
system.
Ultrasensitive cross-species measurement of cardiac troponin-I using the Erenna 
immunoassay system.
Ultrasensitive flow-based immunoassays using single-molecule counting.

Clin Chem

Clin Chem

J Immunol Methods

Ann Lab Med

Bioanalysis
Transl Res

Vet Clin Pathol

Alzheimers Res Ther

Eur Heart J Acute 
Cardiovasc Care
Pharmacol Res 
Perspect
Bioanalysis

AAPS J

Cytokine

JAMA Neurol

J Immunol Methods

Toxicol Pathol

Clin Biochem

Toxicol Pathol

J Immunol Methods

Toxicol Pathol

Clin Chem

2018 

2017 

2016 

2016 

2016 
2016 

2015

2015 

2015 

2014

2014

2014

2013 

2013 

2013 

2011 

2010

2009

2009 

2008 

2007



现在开始订购
默克可以在您项目环节的任意步骤提供经验丰富、专业的技术支持，以协助您开发感兴趣
的的蛋白生物标志物。

SMCxPRO™ Instrument and Installation Services

Description Cat. No.

SMCxPRO™ System 95-0100-00

Standard SMCxPRO™ Installation 96-2011-00

SMCxPRO™ IQ/OQ Installation 96-2012-00

SMCxPRO™ Service 96-2013-00

PQ Kit for SMCxPRO™ 96-2020-00

SMCxPRO Training—System/Software Only - 1 day  96-2022-00

SMCxPRO Advanced Training—System/Software and IL-6 
Assay - 2 days

96-2023-00

SMC Assay Development Training 96-2024-00

SMC Assay Development Training - extra per day 96-2025-00

Shipping, Handling & Logistics Fee 96-2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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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服务中心：asiatechserv@merckgroup.com更多详情，敬请登陆：www.merckmillipore.com 技术服务电话：400 889 1988

本资料中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图片、公司logo等）为德国默克集团所有，未经允许，任何人或实体不得擅自使用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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