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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K-293T/ACE2 细胞稳转株

HEK-293T/ACE2 细胞稳转株
ACE2即血管紧张素转化酶II（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是一种Ⅰ型膜蛋白,其包括一个N端肽酶结构域( peptidase 

domain,PD)和 一 个 C端  Collectrin样 结 构 域 （ Collectrin-ike 

domain,CLD）。ACE2的PD为冠状病毒的S蛋白提供了直接结合

位点。冠状病毒因其病毒脂质层外由棘突蛋白） spike prote 

in,S蛋白）构成的冠状突起而得名。冠状病毒通过S蛋白与靶细胞

表面特定受体结合,然后进入细胞复制并引起宿主感染。冠状病毒

的S蛋白包含S1及S2两个亚单位,其中S1包含受体结合域（RB

D）,RBD直接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结合,S2负责与宿

主细胞膜融合。当S1与宿主受体ACE2结合时,S2上的裂解位点暴

露并被宿主蛋白酶切断,此过程对于病毒感染十分重要。本细胞系

是将ACE2过表达慢病毒感染293T细胞并筛选得到的稳定株。

HEK-293T/ACE2 细胞稳转株产品描述
产品名称：

中文名称：

包装规格：

特性蛋白：

HEK-293T/ACE2  

过表达人源 ACE2 的人肾上皮细胞

2管（细胞数1E+7个/管）

过表达人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 蛋白（ACE2）

建议第一次 1:2 传代。

2 天换液

10%DMSO+90%完全培养基

Puro 嘌呤抗性

传代方法: 

传代情况：

冻存条件：

备       注：

检测报告：提供感染滴度数据、293T/hACE2感染图片或荧光

素酶表达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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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细胞：将含有2mL 细胞悬液的冻存管在 37℃水浴中迅速摇晃解冻，加入 

5mL 培养基混合均匀。在 1000rpm 条件下离心 5 分钟，弃去上清液，补加 4-

6mL 完全培养基后吹匀。然后将所有细胞悬液加入 10cm 皿中培养过夜，培养过

夜。第二天换液并检查细胞密度。

细胞传代和培养：如果细胞密度达 80%-90%，即可进行传代培养。

质量控制项目说明：

操作说明：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附件1和附件2

细胞活力

无菌检验

支原体检验

ACE2 表达活性

台盼蓝染色

阴性

阴性

阳性

>90%

阴性

阴性

阳性

检验项目 质量标准 结果

对于贴壁细胞，传代可参考以下方法：（以 T25 培养瓶为例 ）

弃去培养上清，用不含钙、镁离子的 PBS 润洗细胞 1-2 次。

加 1-2ml 消化液（0.25%Trypsin-0.53mM EDTA）于培养瓶中，置于 37℃培养

箱中消化1-2min，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消化情况，若细胞大部分变圆并脱

落，迅速拿回操作台，轻敲几下培养瓶后加 5ml 以上含 10%血清的完全培养基

终止消化。

轻轻吹打细胞，完全脱落后吸出，在 1000rpm 条件下离心 8-10 分钟，弃去上

清液，补加1-2mL 培养液后吹匀。

按 5-6ml/瓶补加培养液，将细胞悬液按 1：2 到 1：5 的比例分到新的含 5-6 ml 

培养液的新皿中或者瓶中。

HEK-293T/ACE2 细胞稳转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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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细胞株构建报告

HEK 293T/ACE2 细胞稳转株细胞鉴定

A图：明场

B图：荧光

图2 LV-nCov2假病毒感染 

HEK 293T/ACE2 细胞稳转株

A图：明场

B图：荧光

图1 HEK293T/ACE2细胞稳转株

将8×10  ̂5 个HEK 293T细胞铺板到一个六孔板的孔中，加入500ul过表达人ACE2的慢病

毒产品#LV-1979 pLV.CMV.hACE2.PGK.Puro.WPRE（由派真生物构建并包装），摇
2匀，37℃，5% CO  培养箱孵育 48h。

HEK 293T/ACE2 细胞稳转株构建

感染 48h 后，把细胞解离，均分传代到两个六孔板的孔中，加入嘌呤霉素，加入后终

浓度为 1ug/mL。第二天，弃上清，加入含 1ug/ml 嘌呤霉素的 10%FBS培养基中。

细胞通过嘌呤霉素筛选并进行质检。

注：用20ul LV-nCov2（GFP）假病毒感染 HEK 

293T-ACE2 稳转株,72h（HEK 293T-ACE2 稳转

株细胞接种量1.5x10^ 4/96孔板 ）

（HEK 293T-ACE2 稳转株细胞

   接种量1.5x10^ 4/96孔板 ）

HEK-293T/ACE2 细胞稳转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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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ACE2 RNA 表达水平:

提取 HEK 293T、HEK 293T/ACE2 细胞的 RNA 并用 ACE2/GAPDH 进行RT-qPCR 

相对定量检测。

WB 检测人 ACE2 蛋白表达水平：

图3  WB检测人ACE2蛋白表达水平

HEK-293T/ACE2 细胞稳转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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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检测

图5  支原体检测图

收到冻存细胞复苏后，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生长情况，并对细胞进行不同倍

数拍照（建议收细胞时就整体外观拍一张照片，随后在显微镜下拍下细胞状态，

100×，200×各一张），观察记录细胞在运输过程中是否有污染情况。作为我方

进行售后的依据。

收到细胞未开封，出现污染状况我们负责免费重发一次细胞。

由于细胞状态受环境、操作和运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故本公司只保证客户

收到细胞后一周内的细胞状态，故客户需要售后是需出示收到细胞的时间证明

及客户提供收货时间和发现问题后与客服人员沟通的时间证明，期间间隔时间

不能大于 7 天。

如客户对细胞的种类、纯度、活性等特性有疑问，需提供

相应的生物学实验检测结果作为依据。

附件2 售后服务告知书

收到细胞处理方法

HEK-293T/ACE2 细胞稳转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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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造成细胞污染；

客户不正确操作致细胞状态不好；

非本库推荐细胞培养体系致的细胞状态不好；

细胞状态不好，未提供细胞培养前 3 天照片的；

细胞培养时经其它处理的；

细胞收到 2 天内，未告知；

视具体情况而定。 

干冰冻存发货的细胞复苏后 24 小时后，绝大多数细胞未存活，（需提供真实

清晰的细胞状态照片），重发；

干冰冻存发货的细胞复苏后 24 小时后，出现污染，重发；

细胞活性问题，请在收到产品 7 天内给我们提出真实的实验结果，用台盼蓝染

色法鉴定细胞活力，核实后予重发；

细胞收到当天以及第 2,3 天请拍照，3 天未告知的，视为产品合格。4-7 天内出

现问题有提供收到细胞前 3 天照片和细胞出现问题时照片以及细胞相关操作的详

细步骤的，并跟技术人员沟通的，由技术人员判定为我方责任的，重发。技术人

员判定为双方承担责任的由双方进行协商处理或者按合同价的 50%收费重发。

细胞出现问题，可重发的情况有哪些？判定标准是什么？

细胞出现问题，不予以重发的情况有哪些？

若对细胞鉴定存在争议，可以在收到细胞 3 个月内提供真实有效的检测证明，本

公司承诺无条件退还细胞款项，其他情况本公司将不予受理。

注意：

HEK-293T/ACE2 细胞稳转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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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00-835-0680 (24小时热线)

官网：www.packgene.cn

E-mail：info@packgene.cn

QQ客服：1811668324

地址：广州经济开发区揽月路3号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G栋G304房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PackGene Biotech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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