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壓片的時代已經過去了，螢冷光照

膠系統漸漸的取代了傳統的影像取得方式

，數位化的檔案更方便直接進行定量或定

性的分析。除了可以擷取 western blot 的
冷光訊號外，還可以拍攝 DNA gel 的螢光

訊號，甚至是 SDS-PAGE、dot blot、雙

螢光實驗、底片翻拍等各式各樣的影像相

關實驗 (圖一 )。螢冷光照膠系統的儀器

部分，主要包含可隔絕外界光線的箱體、

科學研究等級的冷卻式 CCD、各式激發

光源 (UV BOX)、濾鏡、上方白光、穿透

式白光、及分析軟體等。市面上琳瑯滿目

的品牌，若排除品牌偏好及售後服務的條

件，其實就功能性來說，最重要的就是擷

取影像的 CCD 部分，除了有足夠的靈敏

度偵測微弱的訊號，並且解析度及飽和度

高，對於後續的定量分析提供較精準的原

始數據。通常各家的螢冷光照膠系統規格

一攤開來，林林總總也超過 30 條以上，

每一台儀器都有其強項及特殊功能所在，

但是基本上，我們可以依照實驗的需求及

某些重要的規格，來初步判斷該怎麼選擇

儀器。

 半夜 12 點，正是陰陽交接之時，宿舍的電話急促的響著。「學

長，我會怕，快來陪我。」難得的補眠泡湯了，很不情願的蹣跚步

回實驗室，唯一的動力大概只有學妹甜美的笑容吧。一進實驗室，

就看到學妹已經準備了整套的 western 工具，樣品、ECL、底片、

壓片匣、顯影劑、定影劑、清水盒、衛生紙、pipette、tips、小手

電筒、乖乖、平安符…，滿滿的一籃子。進了暗房，擺好架勢，關

了電燈，只聽到「啊！太久了，過曝。」「糟糕，decay 了。」約

略 20 分鐘後，終於結束了，原以為會換到一頓宵夜，沒想到只看

到學妹尷尬的笑臉，要求明天再陪他重做一次。

 以上的場景，也許對於某些男生來說是甜美的回憶，但對於

急著要 data 的研究生，如同無盡輪迴的惡夢。每一個樣品的最適

合曝光時間不一致，所以完美的曝光時間不好抓取，必要時還要先

做內標定量。另外每次樣品量均不完全相同，在壓片的時候，總是

要猜測多壓個 5 秒或是少壓 10 秒之類的，除非很有經驗，可以正

確判斷壓片時間，否則常常會發生好像看的到樣品，但是又很模糊

，不然就是一大團的黑色片段，分不清有幾條 band。這種品質的

實驗結果，常常就是被老師拿來數落研究生不認真，實驗做太少的

好工具。再加上底片必須經過顯影劑、定影劑等有毒物質的沖洗，

對於我們的健康也甚為堪慮。為了要避免這些問題，其實可以選擇

螢冷光照膠系統。

捕捉黑暗中的螢燭之光－

 螢冷光照膠系統 游季禹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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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許多常見的實驗，都會以影像表現其結果。(a) Western blot。(b) DNA gel。 
(c) SDS-PAGE。(d) Dot blot。(e) fluorescence western b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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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D 的全文為 Charge-coupled device (電荷耦合元件 )，簡單來說就是

一片電路晶片，具有許多排列整齊的電容，可以感應光線，將影像轉換成數

位訊號，再經由軟體解析數位訊號成為影像。通常判斷 CCD 的優劣，可以

下方簡述的幾個規格來看：

一、 晶片尺寸 (CCD size )
 一般家用數位相機 CCD 的長和寬都不到 1 cm，而科學等級的 CCD 通常

都會比較大，因為製程的關係，CCD 越大越難做，可想而知成本也是倍數成

長，所以常有人問為何家用數位相機才一萬多元，科學等級的相機卻要幾十

萬起跳？CCD 的尺寸就是原因之一，因為家用型的晶片通常尺寸為 1/1.8 或

是 1/2.7 英吋，而科學等級 CCD 大多是 2/3 英吋 (圖二 )，某些較大的 CCD
甚至超過 1 英吋以上。一般而言，CCD 的面積越大，則影像品質會越好。

二、 畫素 (Pixel )
 Pixel 是由圖像 Picture 及元素 Element 的字首所組成，簡稱畫素。畫

素是數位影像中最小的單位元素。一般表示方法為兩組數字相乘 (水平畫素 x
垂直畫素 )。例如圖三 (a ) 為 1280 x 1024 = 1,310,720，取整數為 130 萬畫

素；而圖三 (b ) 為 2560 x 1920 = 4,915,200，也就是 500 萬畫素。在相同

的 CCD 面積下，畫素越高，代表畫素密度越大，所以解像力越好，也就是

以圖三 (b ) 之 CCD 所拍攝的影像品質較為細膩。

圖二、CCD 尺寸對於影像品質及銷售成本影響甚鉅。(a) 家用數位相機之 CCD。(b) 科學等級CCD。

圖三、CCD的畫素對於影像品質的影響。在同樣的CCD尺寸中，(b) 500萬畫素的解像力會比 (a) 130萬

畫素高，所獲得的影像也會比較細膩。(c)低畫素，有嚴重的格狀現象；(d)為高畫素，畫面較細緻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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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四、相同的畫素下，每個畫素的感光面積越大，其 CCD 的尺寸也會越大。感光面積越大，可以接受

的亮度和色彩資訊會越多。

三、畫素尺寸 (Pixel size )
 除了畫素數量以外，畫素的尺寸也是影響畫質的

重要因素之一。每一個畫素其實包含了感光面積及電

子元件。感光面積越大，電子容量高，則可以接受到

的訊號越多，影像的亮度與彩度會較豐富，且雜訊相

對比例較低。以圖四為例，雖然都是 500 萬畫素，但

是 (b ) 的畫素尺寸較 (a ) 大，所以影像亮度和彩度也會

較佳。另外以圖形來看，很容易可以觀察出，若畫素尺

寸大，則 CCD 尺寸也會較大。而回到圖三來討論，

( a ) 雖然只有 130 萬畫數，所以解析度差、畫面模糊

，但是畫素的感光面積較大，所以影像的色彩豐富度

不會比 ( b ) 來的差。總而言之，畫素要高、畫素尺寸

要大，就可以得到解析度、亮度及彩度都有比較好表

現的影像品質，但前提之下，必須 CCD 尺寸要夠大

才能辦的到。

四、 色彩深度 (Color depth, bit depth )
 每一個畫素所接收到的光訊號，經由電子元件轉

換成數位訊號後，以電腦位元 (bit ) 儲存資料。若以越

多的位元儲存一個畫素資料時，則可以記錄的資訊也

就越多，舉例來說：儲存格式為 1 bit 時，只能記錄 0 和

1，所以只有2 種色階；儲存格式為 2 bit 時，可以有 00, 
01, 10, 11 四種資料，所以能記錄4種色階；以此類推

，8 bit 可記錄 256種色階；16 bit 可記錄 65,536 種色

階。進一步由圖五來說，(a ) 為 16 bit 可以將顏色由淺

至深分成 65,536 種不同的色階變化，而 (b ) 為 8 bit 只
能分成 256 種色階，也就是 16 bit 的色彩深度大於 8 bit
。另外，當我們以分析軟體定量影像訊號時，若色彩

深度不夠，常會發生誤判的問題。例如兩個樣品的訊

號非常接近，有可能 8 bit 會分辨不出差別，軟體定量

時就會誤判成一樣的數值，但若以 16 bit 紀錄訊號，即

可分辨其些微差異，以利軟體後續分析。

五、 暗電流 (Dark current )
 暗電流是 IC 及機板電路因為通電所產生的現象，

而此正為雜訊的主要來源之一，所以暗電流越低，則

影像的雜訊會越小。

圖五、(a) 色彩深度為 16 bit。(b) 色彩深度為 8 bit。可明顯看出色彩深度較大的影像，其色彩連

續性較高，不會有格狀色塊發生。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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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降溫能力 (Cooling )
 可以透過降溫的方式，減低暗電流的雜訊問題。一般而言，在 -80℃的時候，暗電流小到可以忽略，而溫度

每升高 8℃，暗電流則會增加一倍，雜訊也會不斷的增多。以螢光實驗而言，在 -25℃以下的溫度，可以拍到比較

不錯的螢光影像。以往的冷卻方式通常只是利用風扇降溫，無法降至零度以下。現今較高級的影像系統會以電子

式模組降溫 (Three-stage peltier coolers )，即可解決風扇的不足，品質好一點的降溫模組，甚至可以將溫度下降

70℃以上。

七、 影像擷取速度 (Captured frame rate )
 當 CCD 尺寸、畫素數量及感光面積越來越大的時候，代表您的影像品質相對的較為優良，不過也代表每一個

影像的資訊會非常的豐富且巨大，所以下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影像的擷取及處理速度。在即時影像 ( Live 
mode) 狀態下，若擷取處理速度太慢，會造成樣品的取景及對焦不易。若應用在解剖實驗上，或是想將影像串連

成影片時，每秒鐘的影像擷取張數會影響影片的流暢度，而擷取速度會以 fps ( frames per second) 來表示。以台灣

常用的 NTSC 規格，29.97 fps 的流暢度會較好。

 綜觀上述，每一個環節對於影像的品質都很重要，其實還有其他許多因素，也都是必須要考量的。簡而言之

，螢冷光照膠系統最重要的 CCD 部分，必須要 CCD 晶片尺寸大、畫素高、色彩深度大、低暗電流、降溫系統強

及擷取處理影像速度快。如此的機款，想必會將實驗步驟精簡化，同時也會帶給您最佳的影像品質。

 在最後，岑祥公司真心推薦給您一款，符合上述各項優點的強力螢冷光照膠系統－Avegene。所有的設計及

規格 (如表一 ) 均能帶給您最好的實驗品質。

表一、Avegene 螢冷光照膠系統規格。

項  目 規  格

CCD 尺寸 > 1 英吋

畫  素 2048 x 2048 ( 400 萬 )

畫素尺寸 15.16 x 15.16 mm

色彩深度 單色：8、12、16，彩色：24、36、48

影像擷取速度 max 21.2 fps

降溫能力 定溫 -42℃或室溫以下 -71℃

暗電流 0.0002 e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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