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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希臘詞語 “mikro”( “小 ”的意思）和法語

“arrayer”(“陣列”的意思)，有時也稱時生物晶片

(biochip) 、 DNA晶片(DNA chip) 、 基因晶片(gene 
chip)的微陣列，是一種小型的分析裝置，能夠以生

物學上史無前例的快速度和精確性來研究生物的基

因組資訊。這樣的裝置由平面的基質載體構成，其

上有規則地、特異性地吸附著基因或基因的產物的

單元，或稱為「點」。在一個典型的微陣列實驗中

，來自細胞、組織和其他來源的生物樣品mRNA先

生成樣品cDNA後，用螢光染料進行標記，再將含

有成千上萬個基因的微陣列與樣品cDNA進行雜交

(hybridize)。利用DNA兩股互補配對的特性，晶片

上與cDNA樣品中相配對的DNA序列能特異性地結

合在一起，稱為雜交反應(hybridization)。當雜交反

應發生時，晶片上的「點」會出現螢光信號。螢光

信號的強度和基因表達的豐度(abundance)成正相

第一個應用於實驗的微陣列是「cDNA微陣列

」。cDNA是來自mRNA反轉錄的核酸分子。根據

不同的實驗需求，cDNA微陣列在基因表達分析中

有著廣泛的應用。典型的cDNA長度在500-2500鹼

基對，用這樣的cDNA點製的微陣列可以在雜交反

基因表達圖譜能協助研究人員揭示在生命活動

過程中發生的許多變化。一般在生物體內基因表達

的量是比較恆定的，最終使這些基因編碼的蛋白達

到足以完成其特定功能的量。在某些特定條件下，

基因被迅速啟動或抑制。隨著基因的不同和調節因

素的強弱，基因表達變化的幅度可達10、100、

1000倍甚至更多。能引起基因表達變化的因素很廣

泛，包括激素、化學物質、營養、環境脅迫、細胞

分裂和個體發育的不同階段、光刺激等等，都能引

發生物體在相對應的特定生理階段基因表達的特徵

圖譜。

由於基因表達與它的功能特異性地吻合，因而

能 夠 根 據 某 基 因 在 某 個 特 定 生 理 階 段 的 上 調

(up-regulation)和下調(down-regulation)變化來推

導該基因的功能以及多條調控途徑的相互作用。通

過基因調控，細胞能夠暫停細胞組成物的合成（如

核酸、胺基酸）或酶促反應(enzyme catalysis)的進

行（例如轉錄因子、聚合酶）；而當生物體需要這

些物質或反應時，這些被暫停的功能又能被恢復。

通過基因調控，生物體在生存過程能夠適應多樣的

另外一種也很常用的微陣列是「寡

核苷酸(Oligonucleotide)晶片」。它的應

用包括基因表達、基因分型等多個領域

。寡核苷酸是化學合成的單股核酸，長

度從15到70個鹼基不等，這樣合成的靶

標分子在雜交反應中能有很好的特異性

和較高的信號強度。迄今所發表與微陣

列技術有關的文獻中，有四分之一使用

了寡核苷酸晶片。「cDNA微陣列」和「

寡核苷酸晶片」都是利用了雜交來產生

微陣列上的信號，藉以測定基因表達情

況，這類的實驗工具被統稱為「基因表

達圖譜(Gene Expression Profile)」。

淺談基因晶片淺談基因晶片

3. 基因表達分析的基礎

2. 微陣列的類別

圖1. CapitalBio 生物晶片製備系統的針頭設計有二種選擇

接觸式點樣針 非接觸式點樣針

關，因此基因表達可以透過微陣列上每個位置的螢

光信號強度來定量。透過螢光標記的信號變化反應

，即能快速地偵測大量的偵測多個生物樣品。

因為基因表達的模式和它們的功能密切相關，

因此微陣列晶片為研究人類衰老、藥物反應、激素

反應、腦疾病、膳食及其他臨床相關研究提供了史

無前例的大量資訊。除此之外，微陣列技術也能用

來檢測基因序列的變異，在遺傳篩選、測試、診斷

領域建立新的方法。組織晶片和蛋白晶片正在對傳

統的組織免疫和生化分析進行微型化改造，加速人

們對腫瘤分類、蛋白-蛋白反應以及酶活性的分析。

應中得到較好的信號強度。對2000篇以微陣列技術

發表的文獻進行統計後，發現其中cDNA類型的微

陣列占了65％。

環境條件。因此基因調控在生物的演化上具有重要

的作用。

例 如 當 細 胞 處 於 高 溫 條 件 時 ， 熱 激 類

(heatshock)基因被啟動，它們表達的熱激蛋白

(heatshock protein)增多，從而可以保護其他蛋白

免受熱的破壞。在病理狀態、藥物處理、不同發育

階段，以及其他許多過程都能通過分析基因表達譜

來進行研究。把此概念進行邏輯上的延伸，就是針

對每種生物構建其完整的基因表達圖譜資料庫，包

含每個基因在成千上萬種條件下的表達情況。有了

此資料庫後，就可以借助電腦來研究生命活動，通

過選擇電腦科學方法從微陣列技術產生的基因表達

資料中挖掘資訊。這正是美國科學家Scott及其同事

提出“計算生物學”（in silico biology）的概念，

正在逐步成為現實。

1. 什麼是微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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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組織中或細胞中萃取total RNA，以異丙醇沈澱法濃縮RNA，經分光光度定量濃度，並以甲醛變

性膠電泳確認品質。

樣品RNA螢光標記的原理如圖2. 所示。

圖2. DNA 標記基本過程

Step1  Total RNA的取得

Step1  對樣品RNA進行螢光標記

標記的DNA溶於雜交液中（3×SSC, 0.2%SDS, 5×Denhart’s, 25% 甲    胺），於42℃溫度下雜交

、隔夜(overnight)。雜交結束後，先在42℃預熱的清洗液Ⅰ( 內含0.2% SDS，2×SSC ) 中清洗4 
min；接著在室溫下，以42℃預熱的清洗液Ⅱ(含有0.2×SSC)清洗 4 min。最後在離心機甩乾後即

可用於掃描。

Step7  雜交(hybridization)與清洗

Step8  

取cRNA，用M-MLV反轉錄酶和隨機引子進行反轉錄，反轉錄產物再進行純化。

取cRNA反轉錄產物，以隨機引子為引物進行Klenow標記，標記產物再進行純化。標記過程中 

dATP,dCTP,dGTP,dTTP使用濃度為240mM，dCTP 使用濃度為120mM，Cy5-dCTP,Cy3-dCTP 

使用濃度為40pM。

清洗完的晶片用雙通道鐳射掃描器進行掃描。

Step9  晶片影像的擷取與資料分析

採用影像分析軟體對晶片影像進行分析，把影像信號轉化為數位信號；然後對晶片上的資料用

Lowess方法進行標準化；最後以兩倍標準差來確定差異表達基因。

Step6  以KLENOW酶標記cDNA

Step5  隨機引子反轉錄

取5ug tatol RNA(已純化)，以T7-Oligod(T)為引子：

(5'-AAACGACGGCCAGTGAATTGTAATACGACTCACTATAGGCGCTTTTTTTTTTTTTTTTV-3
，V 可以是 G、C 和 A）為引子，用 Reverse Transcription System合成雙股cDNA。合成完畢後

再進行一次純化。

將雙鏈cDNA進行體外轉錄合成cRNA；然後再進行純化。

Step3  雙股cDNA合成

Step4  體外轉錄合成c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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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引子主導的
DNA股延伸過程中
摻入螢光物質

以 Oligo (dT)-T7 promotor primer為
引子反轉錄合成cDNA第一股。

E. Coli RNase可使DNA-RNA雜合體的
RNA股形成切口。

在E. Coli DNA Polymerase I, E. Coli DNA 
Ligase, T4 DNA Polymerase的共同作用下，
合成cDNA的第二股。 

在T7 RNA Polymerase作用下，以cDNA
第二股為模板，體外轉錄為cDNA。

經Reverse Transcriptase的作用下，藉隨機
引子將cRNA再反轉錄為cDNA。

以此cDNA為模板，用隨機引子和Klenow
酶進行DNA股的標記。在DNA各股生成的
過程中入螢光物質。

4. Oligo晶片(寡核苷酸晶片)實驗基本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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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列生物晶片製備及分析系統全系列生物晶片製備及分析系統

Benchtop MicroarrayerBenchtop Microarrayer
CapitalBioCapitalBio

產 品 特 點

接觸式點樣針與非接觸式噴樣頭一體的生物晶片打點系

統

可將置放於96孔盤或384孔盤之樣品，點樣或噴樣至玻片

或其他介質表面

吸樣量/最小點樣量範圍：

接觸式點樣針：0.25~1.25µl/10-1~10nl
非接觸式點樣針：3~50µl/10~104nl
高效率清洗程序，包含超音波清洗、水清

洗、真空吸乾/正壓排空等步驟

具有漏點補點功能及跳點功能，同種樣品

可一次點出，節省樣品量與時間。

Personal ArrayTM 16

產 品 特 點

應用鐳射共軛焦技術

採用順序掃描，完全避免交叉干擾的掃描模式

鐳射強度和光電倍增管（PMT）的增益連續可調

完善的預設掃描方案功能，大大簡化掃描過程

智慧的自動尋點定位功能，更快速、更準確

雙通道圖像對齊功能，圖像的重合度更高

LuxScanTM 10K

cDNA chip Protein chip Oligo chip

接觸式點樣針 非接觸式點樣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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