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謝馨慧

 每當辛辛苦苦做完實驗，尤其是經過一整天的實驗過程，對於最
後要開獎看結果時，總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當然希望會有好結
果，然而總是會擔心意外的發生，別擔心，實驗的事情就交給岑
祥小幫手來幫你破解吧!

     酵素免疫分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 s s a y , E L I S A ) 是 在 1 9 6 0 年 代 後 期 由 放 射 免 疫 分 析

(radioimmunoassay, RIA)發展過來的實驗，主要是將抗體或抗原標定在一固體上，其抗原或抗體仍
具有免疫活性，再利用抗原抗體之間專一性之特性，對樣品進行檢測，搭配酵素呈色反應，即可顯
示特定抗原或抗體是否存在，並可利用呈色之深淺進行定量分析，達到定量又定性的效果。ELISA 之
所以如此廣泛使用，最大的原因是可以用大量樣品進行篩選，且操作方便，價格便宜，此外已有許
多搭配 ELISA 的自動化設備，讓實驗進入 High-thoughput 的階段。然而這樣廣受人知的技術，還
是會有進入撞牆期的時候，如何突破實驗的瓶頸，就讓我們來告訴你吧! 

實驗室就能完成漂亮數據 不需再羨慕別人

瓶頸一 為什麼我的背景值總是太高?

破解1.  改善wash的步驟

破解2.  確認二抗稀釋濃度與品質

Wash 主要是為了將低親和性的非專一性鍵結去除，為避免破壞蛋白質活性與結構，都會選擇接近生
理值的緩衝液，然而當 wash 次數或是反應時間不足時，使得緩衝液無法作用完全，易造成高背景值
的發生，常見的流程為每次 wash 5-10 分鐘，重複 3-5 次即可。如果還是無法改善，建議可在 
Wash Bufffer 中添加 Tween-20 或是 Triton X-100，可有效降低背景值。另外也要確認 wash buffer 
是否有受到汙染，可選擇 KPL 的 20X wash Solution (#50-63-00) 或是每次實驗都是新鮮配置，減少
汙染的可能。

如果加入過多的二抗，且二抗專一性不好時就會發生二抗不專一的現象，導致背景值過高，因此建
議可先進行濃度測試，找到二抗適合的濃度，此外二抗的品牌也相當重要，KPL的二抗通過11道純
化手續(圖1)，並且通過正負篩選，純度較市面其他廠商高出許多，因此抗體稀釋倍數大，可節省抗
體的使用量，也不易有交叉干擾的現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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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KPL 純化2抗專業之純化工序，只為給研究員最乾淨的抗體。

瓶頸二  為什麼標準品曲線很漂亮，但樣品的訊號值一直都是這麼低?

瓶頸三  為什麼整盤訊號值都偏低?

破解1.  增加樣品反應時間

一般常見的樣品反應時間為常溫2小時，當樣品訊號弱時，可先拉長樣品反應的時間，建議可以將樣
品放在 4℃ 並反應 overnight，能改善訊號弱之困擾。

破解1.  確認capture antibody是否有完整coating在盤子上

常見於自製 ELISA 的實驗室，請確認所使用的盤子是否適合 coating 抗體，可測試不同的盤子選擇的
產品。另外 coating buffer 也是個關鍵，常使用的 coating buffer 有三種: 50mM carbonate pH 9.6、

破解2.  確認樣品濃度是否過低

如果拉長培養時間還是無法改善，請確認樣品濃度與體積是否足夠，有可能是樣品稀釋過度或是樣
品本身濃度過低，可搭配 G-Biosciences CB-X™ Protein Assay(786-12X) 進行蛋白質定量，原理跟
Bradford 相似，但可以更有效的去除樣品中的介面活性劑或是其他小分子的干擾，讓蛋白質定量更
準確。如果樣品濃度無誤，但是訊號值仍偏弱時，在不傷害樣品活性的前提下，建議搭配OrgoSol-
PROTEIN-Concentrate™ (#786-125) 來濃縮樣品，為市面上唯一可以 100% 保留蛋白質活性的優質
質產品，讓實驗最接近原始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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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四 如何改善數據間的變異係數大? 

瓶頸五  為什麼自己製造的ELISA靈敏度總是不高？

破解1.  確認pipette是否有準確

在做這種微量體積的實驗時，pipette 的準確度相當重要，稍微不準確就會
影響後續的實驗數據，因此要確認是否有定期校正。此外岑祥現推出 
Capp Bravo 單爪與 8 channel pipette 系列 (圖2)，微量體積採雙 O 環接
頭設計，不挑 Tips，更確保精確度。

破解2.  確認ELISA製造過程到做實驗的流程是否有誤

不是所有抗體與樣品都適用相同的實驗流程，因此當發生此現象時，可再
針對實驗流程進行微調，檢視出問題的步驟細節為何。

破解3.  購買現成的Pre-coating ELISA

CV 值不固定這是自製 ELISA 無法克服的問題，一般實驗室也不會特別針對這部分進行檢驗，畢竟花
時間又花人力，這種事情當然就交給專業的 RayBiotech 幫你解決，每個出廠的 kit 幫你確認好 CV 
值，保證 CV 值皆小於 15％，讓你不再為 ELISA 基本試劑配備傷腦筋。

10mM, Tris pH 8.5或是 10mM PBS pH 7.2，且不可含其他蛋白或是介面活性劑，然而看似簡單的試
劑 pH 值卻會影響抗體的 coating 效果，實驗室每次配製的 coating buffer 酸鹼值都會有些許落差，
這樣的落差就有可能會影響到抗體的 coating，因此建議可搭配 KPL coating buffer (#50-84-00)，
符合 ISO9001 規範，且皆經過確效認可，產品的品質穩定可靠。

破解1.  抗體濃度太低或是coating效率不佳

詳細的原因如前所述，建議須重新檢視抗體濃度或是 96 孔盤種類是否正確。

破解2.  ELISA保存在不適當溫度

因為 ELISA 上面 Coating 了抗體，因此建議製造好的 ELISA 盤及試劑須保存在 4℃，如果是標準
品則建議放置-20℃，減少蛋白質降解，而影響到靈敏度。

破解3.  確保是否都要加Stop solution終止反應

有時候呈現的數值有問題，是因為未統一終止反應，反應時間的不同就會影響最後的讀值判讀，因
而誤判了kit的靈敏度，常見的 stop solution 皆為強酸，因此強烈建議買現成的 KPL stop solution 
系列 ，減少配製溶液時可能產生的危險和差異性。

破解4.  選擇高靈敏度的呈色劑

一般市面上常見的呈色系統為 HRP，並搭配 TMB 呈色劑，然而現在 KPL SureBlue Reserve 
TMB(#53-00-03) 較一般常見的 TMB 靈敏 50%，且背景值跟一般 TMB 相同 (圖3左)，因此可知不
會因為高靈敏度而增強了背景值，為市面上最靈敏的 TMB，這樣的優勢可幫您節省抗體使用量，節
省下來的經費可再多買一隻抗體喔! 此外穩定度高，可穩定儲存 24 個月 (圖3右)，並不含 DMSO，
不用擔心是否有安全性問題。

ELISA 的數據不漂亮可能的原因還有很多，包含機器判讀問題或是人為操作手法等等，這邊提到的是
幾個比較常見的項目，希望能夠幫忙大家解決一般 ELISA 實驗常遇到的問題。即使是自製的 ELISA 
kit，KPL 也有提供整組 ELISA 的試劑套組，KPL 的 Protein Detector ELISA kits 包含所有會用到的試
劑與二抗，把自製 ELISA 的變因降到最低，大家只要準備好一抗與 96 孔盤即可自己製造 ELISA 囉! 詳
情請洽岑祥公司

破解2.  抗體濃度過於稀釋

需確認抗體濃度是否正確，必要時需要重新再抓抗體稀釋倍數條件。

破解3.  確認反應時間與溫度

可重新檢閱實驗過程中，是否有確實遵守每個步驟的反應時間，另外台灣的氣候溫度，隨著季節變化
，溫差也較劇烈，如果是在夏天溫度較高的季節中，在常溫反應時間可能較短；但到寒流入境的冬天
時，則會建議拉長反應時間，讓反應可以完全，通常在冬天時，會較常發生訊號值偏低的現象。

破解4.  購買現成的Pre-coating ELISA

Pre-coating ELISA 的好處在於減少 ELISA 前置備時間，且 kit 中的任何條件都已經確認，只要遵守實
驗流程，大都可以有效得到數據，不易發生突發狀況。RayBiotech用蛋白質晶片的規格篩選抗體對
，並研發 ELISA kit，每組kit皆可偵測到 picogram，且 CV 值小，RayBiotech 皆為 GMP 工廠，並經
過 ISO 13485 的認證，若有標準曲線 R 值低於原廠保證的情形，可再補償客戶一組，讓客戶用得安
心，也無後顧之憂。

圖2、丹麥精品 8 channel 
pipette 系列

圖3、KPL SureBlue Reserve TMB 經過測試靈敏度較 TMB 高且可穩定保存 24 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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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ELISA 上面 Coating 了抗體，因此建議製造好的 ELISA 盤及試劑須保存在 4℃，如果是標準
品則建議放置-20℃，減少蛋白質降解，而影響到靈敏度。

破解3.  確保是否都要加Stop solution終止反應

有時候呈現的數值有問題，是因為未統一終止反應，反應時間的不同就會影響最後的讀值判讀，因
而誤判了kit的靈敏度，常見的 stop solution 皆為強酸，因此強烈建議買現成的 KPL stop solution 
系列 ，減少配製溶液時可能產生的危險和差異性。

破解4.  選擇高靈敏度的呈色劑

一般市面上常見的呈色系統為 HRP，並搭配 TMB 呈色劑，然而現在 KPL SureBlue Reserve 
TMB(#53-00-03) 較一般常見的 TMB 靈敏 50%，且背景值跟一般 TMB 相同 (圖3左)，因此可知不
會因為高靈敏度而增強了背景值，為市面上最靈敏的 TMB，這樣的優勢可幫您節省抗體使用量，節
省下來的經費可再多買一隻抗體喔! 此外穩定度高，可穩定儲存 24 個月 (圖3右)，並不含 DMSO，
不用擔心是否有安全性問題。

ELISA 的數據不漂亮可能的原因還有很多，包含機器判讀問題或是人為操作手法等等，這邊提到的是
幾個比較常見的項目，希望能夠幫忙大家解決一般 ELISA 實驗常遇到的問題。即使是自製的 ELISA 
kit，KPL 也有提供整組 ELISA 的試劑套組，KPL 的 Protein Detector ELISA kits 包含所有會用到的試
劑與二抗，把自製 ELISA 的變因降到最低，大家只要準備好一抗與 96 孔盤即可自己製造 ELISA 囉! 詳
情請洽岑祥公司

破解2.  抗體濃度過於稀釋

需確認抗體濃度是否正確，必要時需要重新再抓抗體稀釋倍數條件。

破解3.  確認反應時間與溫度

可重新檢閱實驗過程中，是否有確實遵守每個步驟的反應時間，另外台灣的氣候溫度，隨著季節變化
，溫差也較劇烈，如果是在夏天溫度較高的季節中，在常溫反應時間可能較短；但到寒流入境的冬天
時，則會建議拉長反應時間，讓反應可以完全，通常在冬天時，會較常發生訊號值偏低的現象。

破解4.  購買現成的Pre-coating ELISA

Pre-coating ELISA 的好處在於減少 ELISA 前置備時間，且 kit 中的任何條件都已經確認，只要遵守實
驗流程，大都可以有效得到數據，不易發生突發狀況。RayBiotech用蛋白質晶片的規格篩選抗體對
，並研發 ELISA kit，每組kit皆可偵測到 picogram，且 CV 值小，RayBiotech 皆為 GMP 工廠，並經
過 ISO 13485 的認證，若有標準曲線 R 值低於原廠保證的情形，可再補償客戶一組，讓客戶用得安
心，也無後顧之憂。

圖2、丹麥精品 8 channel 
pipette 系列

圖3、KPL SureBlue Reserve TMB 經過測試靈敏度較 TMB 高且可穩定保存 24 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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