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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視，突破盲點

突破重圍
ELISA 技倆大破解ELISA 技倆大破解（二）

突破

ELISA為一種利用抗原與抗體間高度專一結合的特性所發展出的分子生物技術，因其具有高敏感度及
高特異性，所以被廣泛的應用，不過我們常見到因為樣本因素、試劑因素、操作因素、甚至判讀儀
器的因素而產生錯誤的結果，以下為一些操作 ELISA 實驗常出現的問題，在這裏做一一分析。

1 一般 ELISA 試劑均保存於 4℃ 或 -20℃，因此在操作 ELISA 實驗前，必須將這些試劑組置於
室溫下約 20-30 分鐘進行回溫並且確認回溫後無結晶的產生，若試劑回溫後有結晶的產生

，尤其是濃縮包裝的清洗液，將該試劑做適當的混勻來溶解所有的結晶。以濃縮包裝的清洗液來說
，若没有將這些結晶溶解掉，則以此配製好的清洗液，其濃度將會較原始廠商所設定的還低而無法
達到預期的清洗效果，因此將導致背景值增高。

4 微孔盤須妥善保存，避免刮傷污損或手指直接碰觸，尤其是微孔盤底部，因為這是儀器偵
測光束會經過的地方，若有任何的髒污或刮傷必定會影響吸光值的判讀。

5 將微孔盤置放於儀器上進行判讀前，必須將微孔盤的上蓋移走，原因為大多數的 ELISA 判讀
儀只設計來判讀未加蓋的微孔盤，若連同上蓋一起進入儀器內部判讀，會因為增加了微孔盤

的高度而容易撞到儀器內部判讀樣本的光學元件而產生問題，而且微孔盤的上蓋，大多數的廠商因
為成本考量的問題，並不會做太多的光學處理，不管是透光度或光學均勻度方面均較微孔盤底部還
差，因而提高了孔洞的背景值及孔洞間的光學差異。

6 ELISA實驗的最後步驟為加注呈色試劑並產生可供吸光值判讀的顯色反
應，在加注呈色試劑時須避免氣泡的出現，因為氣泡會阻礙儀器偵測光

2 在 ELISA 實驗中，清洗步驟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它可以將反應過程中殘留於微孔盤內非專
一性結合於抗原或抗體的物質及干擾反應的物質清除掉，因此若任意減少清洗的次數，清

洗時間及清洗的體積將造成清洗不夠確實而大大提高背
景值。常有人使用單爪微量分注器或多爪微量分注器，
但手動方式常洗不乾淨而導致背景過高；建議使用自動
清洗儀（如 CAPPwash 為一方便的半自動清洗器，最適
合ELISA 量不大的實驗室）來進行微孔盤的清洗，同時必
須確認每一個孔洞所加注的清洗液體積是否相同，主要
是自動清洗儀很容易因為保養的疏忽而造成某些清洗頭
不同程度的阻塞，於是加注於每個孔洞的清洗液體積都
會不相同，另外加注清洗液的體積，以 96 孔微孔盤來說
，不要超過 300ul，雖然實際加注 300ul 的體積量並不會
溢出來，但是因為自動清洗儀在清洗過程中會有移盤的
動作，其移盤的加速度可能會使孔洞上緣的液體甩出來
而污染其他的孔洞。

3 使用 96 孔微孔盤進行 ELISA 測定時，過程中若需要將微孔盤加熱至 37℃ 或更高時，常發
生所謂的邊際效應，意即微孔盤外圍孔洞與中心範圍孔洞產生了熱力學梯度而造成外圍孔洞

與中心範圍孔洞的溫度差異，進而影響反應速率，因此最後導致兩者間的顯色不同，而不同的加熱
方式也會產生不同的熱力學梯度，一般來說，加熱方式若是使用加熱板接觸微孔盤底部，或像是 
ELISA 判讀儀內部上下兩片加熱板夾住微孔盤進行加熱，因為外圍孔洞較接近周圍的冷空氣而使得溫

度偏低，當然也造成最後的顯色偏低，若是加熱方式是
採用空氣循環來加熱的方式，因為外圍孔洞與周圍的熱
空氣有較大的接觸面積，所以能夠更快速的達到所設定
的溫度，相較於中心範圍孔洞會有較高而正確的溫度，
因此在操作控溫於室溫以上且對於溫度較敏感的實驗時
，建議將操作的標準品及樣本置於中心範圍的孔洞，避
免加注在外圍孔洞即可大大降低邊際效應的影響。或是
您亦可選擇來自德國工藝的 BMG Spectrostar Nano，
不僅可做可見光全光譜掃描，且加大加熱板設計及獨特
「盤子8字法閒晃」模式，都可以有效降低溫差邊際效應
。BMG 原廠更直接測得微孔間實際液體溫差僅 0.3℃；
實為溫控實驗的最佳良伴。

束通過樣本的路徑而產生不正常的折射現象，使儀器誤判而出現偏高的吸光值，
建議在使用分注器進行人工加注呈色試劑時，只按壓分注器第一段來分注試劑即
可，無需再按壓第二段來排空殘留於 Tip 內的液體，如此便可避免氣泡的產生。
丹麥精品 CAPP 提供多爪分注器，從 8 爪、12 爪、16 爪到 64 爪都有，精準吸
排與人體力學設計，都深受市場喜愛。

7 在實驗各階段加注試劑時，因為時效及方便性的問題，通常會使用八爪
或十二爪分注器來加注試劑，在加注之前，須確認分注器上每支 Ti p 內

所吸取的試劑量是否一樣，這可由每支 Tip 內試劑的液面高度是否一樣來判斷，
會造成每支 Tip 的吸取量不同，較多情形是由於 Tip 未確實插緊於分注器上而漏
氣所形成的，不過若分注器未定時做確校亦可能發生這類情形。

8 確實依據試劑說明書所建議的方法來製作標準曲線，不少實驗操作者常會忽視說明書所
建議的方法而一律採用線性方程式來製作標準曲線，例如近年來試劑說明書常會建議

Four Parameter Logistic (4PL) 方程式，若忽視它而仍使用線性方程式，常會得到很差的迴歸係
數，當然由此線性方程式所運算出的樣本濃度值也就不足採信。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提及的 

圖1、CAPPwash 8 提供一般實驗室經濟且方便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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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就現有所能參考的資訊，儘可能地將樣本做適當的稀釋後再進行 ELISA 試驗，使樣本稀釋

後的最終濃度能落在標準曲線的偵測範圍內，即最低濃度標準品到最高濃度標準品的濃度

範圍之間，如此方能將計算樣本濃度的誤差降至最低。

10 一些廠牌的 ELISA 判讀儀，其操控軟體提供各種廠牌微孔盤的選項，主要原因是各種廠牌微

孔盤內部的每個孔洞，其相對位置距離有些微的差異，若能在操控軟體上正確的選擇相對應

廠牌的微孔盤，儀器將可自動針對這些孔洞位置上的差異來做調整，以確保讀取每個孔洞的相對位置

均能固定，如此能降低因不同廠牌微孔盤所造成的判讀差異，甚至也可降低孔洞間的相互差異，可整

體提高判讀的準確度及再現性。

Four Parameter Logistic，是近年來，試劑廠商相當愛用的方程式，因為它可以大大延申標準曲線的濃

度測定範圍，但是要注意的是 Excel 軟體並無法操作這種方程式，因此若要製作該方程式的標準曲線，

必須使用 ELISA 判讀儀的操控軟體內建的 Four Parameter Logistic 方程式來協助計算樣本的濃度 。

以上提供 10 點 ELISA 自我檢視要點，若發現 ELISA 數值出現問題時，研究人員不僅需要檢視試劑和
操作流程，一些硬體設備例如 ELISA 判讀儀等，都需要再次檢查喔！

引發光學判讀儀
革命的新技術 創新設計

無限可能

專利技術－分光光度計擁有高穿透度

漸變式光柵，零迷光的設計

，除了擁有自由選擇波長，更可以將激發

光（）或發散光（）的

頻寬連續調整到 。使

不僅僅是展現出波長與頻寬組合的無限可

能，更打造與濾鏡模組媲美的靈敏度。

不只擁有的設計，同時

可安裝如偏極化螢光、延遲性螢光

、、技術等特殊實

驗專屬最佳化的濾鏡模組，達到最好的實

驗結果。濾鏡模組更可與  分光光度

計混搭使用，提供您最高規格的實驗自由

度、精確度與靈敏度。

LVF 分光光度計專利零迷光、與超高靈活度設計

螢光全波長加上 8-100nm 連續可調整頻寬，
隨心打造屬於你的濾鏡







Wavelength

Bandwidth

Assay

BMG LABTECH利用專利技術結合德國工藝，開發出超越傳統的全功能全波長判讀儀- CLARIOstar。

圖4、BMG操控軟體可提供多種廠牌微孔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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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就現有所能參考的資訊，儘可能地將樣本做適當的稀釋後再進行 ELISA 試驗，使樣本稀釋

後的最終濃度能落在標準曲線的偵測範圍內，即最低濃度標準品到最高濃度標準品的濃度

範圍之間，如此方能將計算樣本濃度的誤差降至最低。

10 一些廠牌的 ELISA 判讀儀，其操控軟體提供各種廠牌微孔盤的選項，主要原因是各種廠牌微

孔盤內部的每個孔洞，其相對位置距離有些微的差異，若能在操控軟體上正確的選擇相對應

廠牌的微孔盤，儀器將可自動針對這些孔洞位置上的差異來做調整，以確保讀取每個孔洞的相對位置

均能固定，如此能降低因不同廠牌微孔盤所造成的判讀差異，甚至也可降低孔洞間的相互差異，可整

體提高判讀的準確度及再現性。

Four Parameter Logistic，是近年來，試劑廠商相當愛用的方程式，因為它可以大大延申標準曲線的濃

度測定範圍，但是要注意的是 Excel 軟體並無法操作這種方程式，因此若要製作該方程式的標準曲線，

必須使用 ELISA 判讀儀的操控軟體內建的 Four Parameter Logistic 方程式來協助計算樣本的濃度 。

以上提供 10 點 ELISA 自我檢視要點，若發現 ELISA 數值出現問題時，研究人員不僅需要檢視試劑和
操作流程，一些硬體設備例如 ELISA 判讀儀等，都需要再次檢查喔！

引發光學判讀儀
革命的新技術 創新設計

無限可能

專利技術－分光光度計擁有高穿透度

漸變式光柵，零迷光的設計

，除了擁有自由選擇波長，更可以將激發

光（）或發散光（）的

頻寬連續調整到 。使

不僅僅是展現出波長與頻寬組合的無限可

能，更打造與濾鏡模組媲美的靈敏度。

不只擁有的設計，同時

可安裝如偏極化螢光、延遲性螢光

、、技術等特殊實

驗專屬最佳化的濾鏡模組，達到最好的實

驗結果。濾鏡模組更可與  分光光度

計混搭使用，提供您最高規格的實驗自由

度、精確度與靈敏度。

LVF 分光光度計專利零迷光、與超高靈活度設計

螢光全波長加上 8-100nm 連續可調整頻寬，
隨心打造屬於你的濾鏡







Wavelength

Bandwidth

Assay

BMG LABTECH利用專利技術結合德國工藝，開發出超越傳統的全功能全波長判讀儀- CLARIOstar。

圖4、BMG操控軟體可提供多種廠牌微孔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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