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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使用保存過久的二抗也會有斑點型的背景產生，主要原因是因為 HRP 會聚集在一起，因此在呈色
時會有訊號不平均或是斑點型的高背景產生。通常解決的方式為將其抗體過 0.2um 的 filter，將其 HRP 分開，
或是直接購買新的抗體，一勞永逸。

圖 4 、 選 擇 合 適 的
Blocking buffer，才
能顯示最好的數據。

原因2: HRP聚集成團

或許讀者會覺得不可思議，洗劑這樣簡單的步驟怎會影響到背景呢? 然而事實證明，清洗步驟不夠確實時，
也會有高背景值的產生，建議可以增加清洗的體積與次數，或是在 wash buffer 中添加0.05% Tween-20，也
可增加其清洗之效果。但要注意的是，Tween-20濃度不宜過高，因為當它濃度過高時，也有可能會將膜上的
蛋白質洗掉。G-Biosciences針對不同的緩衝系統，分別推出 10X PBS (#R027)、10X PBST (R044)、10X 
TBS (#R029) 與 10X TBST (#R042)，讓客戶使用正確 pH 值與離子濃度的 buffer，以避免自行配製所產生的
批次品質不均和實驗誤差。

原因5:Wash不完全

這一個原因是壓片看到結果時最常被懷疑的，解決方法就如同你想像的『減少曝光時間』，這也是當下看到結
果，可以馬上修正的一個步驟喔!此外也可搭配 Swift™ Film Cleaner(#786-678)，直接處理 X光片，可有效降
低背景值，不用再重新壓片或重跑 WB。

原因3:過度曝光

Blocking 在 Western blot 的過程中扮演了實驗成敗的關鍵角色，但是有許多研究人員因為價格便宜的關係，
習慣使用脫脂奶粉，但是脫脂奶粉中的成分相當複雜，其中所含的biotin很容易造成高背景值的產生，尤其要
避免應用在 avidin-biotin 的緩衝液系統。此外，抗體也可能會與 Blocking buffer 產生 cross-reactivity，或
是 blocking buffer 作用不足，無法有效降低非專一性結合而造成很高的背景值，尤其是使用動物性來源蛋白
的 Blocking buffer 時，更容易發生高背景值的現象，但是如果作用太強的 blocking buffer 也可能造成抗原和
抗體間的作用被遮蔽，使得訊號值過弱。由此可見，blocking buffer的選擇十分重要。為了可以有效降低背景
值，並將非專一性結合降到最低，G-Biosciences 提供非動物性來源的 NAP Blocking buffer(#786-190)，因
無動物來源之蛋白，故不用擔心會與樣品或是抗體有 cross-reactivity 的現象發生。然而實驗室的 buffer 系統
可能不只一種，必須針對不同的 buffer 進行測試才能找到適合的 blocking buffer，原廠除了有通用型的 NAP 
Blocking buffer(#786-190) 外，也有針對 PBS 系統的#786-190P, NAP-Blocker™ [2X] in PBS 或是 TBS 系統 
#786-190PT, NAP-Blocker™ [2X] in TBS，可因應實驗室原有系統做選擇。

原因4:不適合的Blocking buffer

搞定 Western Blot 

常見六大問題
撰文:謝馨慧

西方墨點法 (Western Blot) 為常見的免疫學實驗技術之一，這項技術是由
美國史丹佛大學的 Towbin, et al. 於 1979 年提出此方法的雛形，主要是將 
polyacrylamide gel 上的蛋白質轉漬到 nitrocellulose 轉漬膜上的方法以
及應用，然而在 1981 年時，Burnette 將這種利用抗體與抗原之間高度專
一性結合去偵測蛋白質的方法命名為 Western blotting，又稱做 immu-
noblotting。其實驗原理相當簡單，先將跑完電泳的蛋白質轉漬到 PVDF 
或是 Nitrocellulose 膜上，利用阻隔劑 (Blocking buffer) 降低非專一性的
結合，並再利用有興趣的抗體去做後續的偵測(圖1)。然而，在這樣普及
的技術中，因過程繁瑣加上需準備物品多，因此影響結果呈現的變因也相
當的多，遇到問題的解決方式也都不同，以下為大家整理一些Western 
Blot 常見的六大魔王，如果每個讀者都可以打敗這些問題，相信一定都做
出無可挑剔的 Data。

在購買抗體的時候，無論是一抗或是二抗，通常會特別
注意實驗的抗體稀釋倍數去做選擇，然而這樣的稀釋倍
數真的可信嗎?每一次的實驗都會因為使用的呈色試劑
、轉漬膜甚至是樣品的不同導致會有不同的結果，因此
沒有一定的”最佳濃度”，建議在實驗前先測試抗體適
用的濃度，再去做後續的實驗，尤其是利用高靈敏度的
呈色劑，例如 G-Biosciences 的 femto LUCENT PLUS
冷光呈色劑，是市面上最靈敏的呈色劑，更要稀釋抗體
濃度，才不會有背景全黑的現象，也可為實驗室節省抗
體用量。然而一旦發生這樣的現象，也可以先簡單稀釋
抗體濃度即可有效降低雜亂的背景值，避免黑漆漆的尷
尬data，也可以節省抗體用量達到節省經費的效果喔!

圖1、Western Blot 的基本原理

圖2、左邊為正常的結果，右邊則背景過高，無法分辨訊號

魔王一
背景值太高，無法分辨目標蛋白

原因1: 抗體濃度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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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增加抗體稀釋倍數可有效降低背景值。

封面故事 - 搞定 Western Blot 六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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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光系統中，是利用酵素催化冷光呈色劑，進而誘發冷光訊號，因此 HRP 或是呈色劑基質越多時，其作用反應
激烈，且訊號反應越快速就會有這樣的現象發生。大多的酵素反應會在作用飽和後，即消耗殆盡，導致呈色時
間短，因此二抗的濃度很重要，根據不同的呈色劑，給予適合的二抗濃度，避免訊號過強。尤其像是搭配 
G-Biosciences 的 femtoLUCENT™ PLUS-HRP(#786-056) 這種高靈敏度的呈色劑，因為靈敏度有到 10-15，因
此二抗的稀釋倍數更要降低到 2 萬倍或是 10 萬倍，才不會有這樣的現象發生。

圖7、利用 Swift Membrane Stain™ 確認蛋白
質是否有轉漬到轉漬膜上，並可退染進行後續
實驗。

原因:過多的酵素或是受質的含量

如果沒有將蛋白質成功 transfer 到轉漬膜上，無論最後如何
用高濃度的抗體去偵測都是徒勞無功的喔!因此建議在 
transfer 後可以先利用 Swift Membrane Stain™(#786-677) 
將轉漬膜染色，確認蛋白質轉漬狀況，此反應是可逆的，且 
Swift Membrane Stain™ 的靈敏度可達到 0.5ng，較傳統的 
Ponceau S 效果更好且容易退染，約 30 秒即可看出其轉漬
的效果(圖7)，退染後即可進行後續 Western Blot 的實驗。

以大分子的蛋白 (210kDa) 而言，因不易轉漬，所以需要較長
的時間，建議可搭配 SWIFT™ Medi transfer pad (#786-373) 
使用，可有效節省 50% 的轉漬時間；如果是小分子的蛋白
則建議使用小孔洞的轉漬膜。此外，在 transfer 緩衝液中添
加 20% 甲醇或是搭配 High Molecular Weight Transfer 
Buffer(#786-423) 也可改善 Transfer 的效果。

原因1:轉漬不完全，蛋白質未完全轉印到轉漬膜上

抗體濃度過高或過低都會發生訊號微弱或是沒有訊號的現象，相信讀者一定覺得奇怪，抗體濃度高不是應該是
訊號值高嗎?怎會跟微弱訊號有關係呢?前面提到冷光訊號是酵素反應，一旦反應飽和後，訊號就會開始下降，
如果給予過多的 HRP 抗體，一旦加入呈色劑後，訊號就有可能會瞬間爆發，如果是在這個時間壓片就可能會有
高背景或是 band 有中空現象，但如果是在反應完後才去壓片，因為整個酵素反應已經結束了，就有可能會測
到微弱或是沒有訊號。但是如果抗體濃度過低，也會降低1抗與2抗雜合機率，出現沒有訊號或是微弱之結果，
因此選擇合適的抗體濃度成為相當重要之課題。

原因2:不適當的抗體濃度

魔王四
訊號微弱，甚至沒有訊號4

SwiftTM Membrane Stain Ponceau-S Stain

SwiftTM Membrane Stain Ponceau-S Stain圖5、非專一性的band導致在判讀上有障礙。

轉漬膜分成兩種: PVDF 與 NC membrane。如果是 PVDF membrane，在使用前需要先利用甲醇將膜活化，
方可進行後續實驗，然而如果 PVDF 膜未浸泡完全，也會有高背景的現象發生。另外在整個實驗過程，無論是 
NC membrane 或是 PVDF 都要特別注意，要確定轉漬膜是否都是濕潤的狀態，避免影響後續實驗結果。

原因6: 轉漬膜處理不佳

一旦發生這樣的狀況，建議所有buffer都換成新配置而成的，減少可能受到汙染的變因。此外做實驗的設備與
器具是否有受到汙染?在操作過程中是否有戴無粉手套?抑或是否有殘膠殘留在轉漬膜上?這些實驗環境的因素
也都會影響最後結果的好壞，故不可輕忽環境之因素。

SDS 為強烈的陰離子介面活性劑 (Detergent)，易與抗體結合形成非專一性的雜 band，然而一般在 running 
buffer 中都會有 SDS 的存在，因此在轉漬完後，需確實清洗轉漬膜，避免後續實驗中的緩衝系統有 SDS 干擾。

原因7: Buffer 汙染

魔王二
有許多非專一性的雜Band2

抗體為 Western blot 的最重要的角色，高品質的抗體
可以節省用量且訊號佳，相反地，劣質的抗體則會造成
高背景與非專一性結合的現象發生，因此選擇優良的抗

體廠商相當重要， RayBiotech 公司提供最全面的抗

原因1:抗體專一性不佳

原因2:有SDS的干擾

體產品線，即便是不常見的 target 都可以搜尋的到；另外，二抗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強力推薦美國知名大

廠-KPL，經過11道純化手續，生產出高專一性且經濟實惠的二抗，其抗體品質連美國 FDA 與 CDC 都愛不釋手

，指定使用喔!詳情請見 KPL 與 RayBiotech 官方網站。

圖6、Band有空洞現象或是轉漬膜上有咖啡色的訊號

魔王三   Band 的中間有空洞的現象
或是轉漬膜上有咖啡色的訊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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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抗的稀釋倍數更要降低到 2 萬倍或是 10 萬倍，才不會有這樣的現象發生。

圖7、利用 Swift Membrane Stain™ 確認蛋白
質是否有轉漬到轉漬膜上，並可退染進行後續
實驗。

原因:過多的酵素或是受質的含量

如果沒有將蛋白質成功 transfer 到轉漬膜上，無論最後如何
用高濃度的抗體去偵測都是徒勞無功的喔!因此建議在 
transfer 後可以先利用 Swift Membrane Stain™(#786-677) 
將轉漬膜染色，確認蛋白質轉漬狀況，此反應是可逆的，且 
Swift Membrane Stain™ 的靈敏度可達到 0.5ng，較傳統的 
Ponceau S 效果更好且容易退染，約 30 秒即可看出其轉漬
的效果(圖7)，退染後即可進行後續 Western Blot 的實驗。

以大分子的蛋白 (210kDa) 而言，因不易轉漬，所以需要較長
的時間，建議可搭配 SWIFT™ Medi transfer pad (#786-373) 
使用，可有效節省 50% 的轉漬時間；如果是小分子的蛋白
則建議使用小孔洞的轉漬膜。此外，在 transfer 緩衝液中添
加 20% 甲醇或是搭配 High Molecular Weight Transfer 
Buffer(#786-423) 也可改善 Transfer 的效果。

原因1:轉漬不完全，蛋白質未完全轉印到轉漬膜上

抗體濃度過高或過低都會發生訊號微弱或是沒有訊號的現象，相信讀者一定覺得奇怪，抗體濃度高不是應該是
訊號值高嗎?怎會跟微弱訊號有關係呢?前面提到冷光訊號是酵素反應，一旦反應飽和後，訊號就會開始下降，
如果給予過多的 HRP 抗體，一旦加入呈色劑後，訊號就有可能會瞬間爆發，如果是在這個時間壓片就可能會有
高背景或是 band 有中空現象，但如果是在反應完後才去壓片，因為整個酵素反應已經結束了，就有可能會測
到微弱或是沒有訊號。但是如果抗體濃度過低，也會降低1抗與2抗雜合機率，出現沒有訊號或是微弱之結果，
因此選擇合適的抗體濃度成為相當重要之課題。

原因2:不適當的抗體濃度

魔王四
訊號微弱，甚至沒有訊號4

SwiftTM Membrane Stain Ponceau-S Stain

SwiftTM Membrane Stain Ponceau-S Stain圖5、非專一性的band導致在判讀上有障礙。

轉漬膜分成兩種: PVDF 與 NC membrane。如果是 PVDF membrane，在使用前需要先利用甲醇將膜活化，
方可進行後續實驗，然而如果 PVDF 膜未浸泡完全，也會有高背景的現象發生。另外在整個實驗過程，無論是 
NC membrane 或是 PVDF 都要特別注意，要確定轉漬膜是否都是濕潤的狀態，避免影響後續實驗結果。

原因6: 轉漬膜處理不佳

一旦發生這樣的狀況，建議所有buffer都換成新配置而成的，減少可能受到汙染的變因。此外做實驗的設備與
器具是否有受到汙染?在操作過程中是否有戴無粉手套?抑或是否有殘膠殘留在轉漬膜上?這些實驗環境的因素
也都會影響最後結果的好壞，故不可輕忽環境之因素。

SDS 為強烈的陰離子介面活性劑 (Detergent)，易與抗體結合形成非專一性的雜 band，然而一般在 running 
buffer 中都會有 SDS 的存在，因此在轉漬完後，需確實清洗轉漬膜，避免後續實驗中的緩衝系統有 SDS 干擾。

原因7: Buffer 汙染

魔王二
有許多非專一性的雜Band2

抗體為 Western blot 的最重要的角色，高品質的抗體
可以節省用量且訊號佳，相反地，劣質的抗體則會造成
高背景與非專一性結合的現象發生，因此選擇優良的抗

體廠商相當重要， RayBiotech 公司提供最全面的抗

原因1:抗體專一性不佳

原因2:有SDS的干擾

體產品線，即便是不常見的 target 都可以搜尋的到；另外，二抗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強力推薦美國知名大

廠-KPL，經過11道純化手續，生產出高專一性且經濟實惠的二抗，其抗體品質連美國 FDA 與 CDC 都愛不釋手

，指定使用喔!詳情請見 KPL 與 RayBiotech 官方網站。

圖6、Band有空洞現象或是轉漬膜上有咖啡色的訊號

魔王三   Band 的中間有空洞的現象
或是轉漬膜上有咖啡色的訊號3

岑祥股份有限公司 www.thco.com.tw    台北02-2785-1156    新竹03-530-7592    台中04-2471-0255    高雄07-343-1735岑祥股份有限公司 www.thco.com.tw    台北02-2785-1156    新竹03-530-7592    台中04-2471-0255    高雄07-343-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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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利用不同的 
detergent 萃取小鼠
肝臟蛋白，比較處
理PAGE-Perfect™ 
前後的差異。

許多研究人員為了減少實驗時間，會增加電泳或是轉漬的電壓，然而過高的

電壓會釋放出許多熱能，導致膠體變形，因此在整個過程建議在低溫的環境

下進行，可以放置在 4℃ 冰箱或是在轉漬設備外放滿冰塊降溫。

原因1:在跑電泳或是轉漬時，溫度過高

大多數的實驗室都是自行鑄膠，然而在膠體製備時需確認是否充分混合均勻

，鑄膠設備是否已清洗乾淨，無殘膠的問題。如果膠體濃度分布不平均就會

有容易有扭曲的 band 出現，因此從鑄膠開始就要很注意每個實驗細節。

原因2:膠體濃度不平均

為了能夠完整的萃取出所需要的蛋白，因此都會在萃取蛋白質的試劑中添加Detergent，但是過高的Detergent 

存在容易出現歪七扭八的 band，因此在跑膠之前建議先去除過多的 detergent，避免這樣的現象發生。建議可

使用 G-Bioscienecs 提供的 PAGE-Perfect™ (#786-123)，可有效去除樣品中過多的鹽類、DTT 或 BME 等還原

劑與 detergent 等 (圖10)，除了讓蛋白質定量更準確外，更可使讓後續實驗更加順利。

只要將以上的問題克服，相信大家可以發表出超漂亮的 data，更多產品資訊也可以詢問當區業務或是

到岑祥官網查詢喔!!!

原因3: 樣品內的 Detergent 含量過高

終極大魔王     
跑電泳的 band 都歪歪的，壓出來的 Data 也都歪七扭八

圖9、歪七扭八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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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ium azide 雖為防腐劑，但也是 HRP 的抑制劑，因此要注意所有緩衝液系統皆不可含有 Sodium azide，避

免影響 HRP 的活性。

原因3:Buffer 內含有防腐劑

因為 Stripping 的過程中可能會造成抗原的損害，因此 stripping 過後的轉漬膜重新呈色，訊號會較原本的訊號

值弱，為了減少過程中對抗原的傷害，建議可使用溫和配方的 Western ReProbe™ [5X](#786-305)，可有效快

速 Strippng，且降低對抗原的傷害。

原因4:過度的stripping

在做實驗前須先確認所有試劑是否都在效期內，且保存溫度是否正確，建議都是保存在冷藏。如果想要確認呈

色劑是否還有活性，請務必在暗房內執行，將 working solution 準備好後，加入少許HRP，如果有發出冷光，

則表示呈色劑還有活性，反之，沒有訊號則不建議再使用此呈色劑。然而市面上充斥著許多不同的呈色劑，針

對不同濃度蛋白有不同靈敏度的呈色劑，那一個才是最適合你的呢?

通常會建議實驗室準備兩種靈敏度的呈色劑，一種為基本款，另一個為高靈敏的呈色劑，以備不時之需。

G-Biosciences 幫實驗室打造專屬的冷光呈色劑，基本款的部分推薦 picoLUCENT™ PLUS HRP Substrate(#786-264)

，為實驗室必備的呈色劑，靈敏度到 10-12，屬於經濟又實惠的商品，然而 femtoLUCENT™ PLUS-HRP(#786-056) 

為高靈敏度的呈色劑，可偵測到 10-15，彼此互相搭配，為實驗室打造最適合的 Western Blot 的環境。

原因5:冷光呈色劑沒有活性或是不適合

跑電泳膠時，樣品都可以搭配 G-Biosciences 的BCA kit (#786-845) 做蛋白質定量，找尋最適合跑膠的濃度，

雖然剛開始抓實驗條件時，總是希望蛋白濃度越多越好，但如果樣品濃度過高，則會有訊號過強，導致影響其

他訊號無法分析，因此還是建議找尋適合的蛋白質濃度為佳。

原因1:蛋白質濃度過高

魔王五  
Band 過粗，影響其他的訊號5

雖說高濃度的抗體可以增加訊號值，然而，一旦膜上的抗原與抗體結合達到飽和時，就有可能有這樣的現象發

生，建議可以減少抗體濃度，增加 band 的銳利度。

原因2:抗體濃度過高

圖8、Band不夠銳利，有擴散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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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利用不同的 
detergent 萃取小鼠
肝臟蛋白，比較處
理PAGE-Perfect™ 
前後的差異。

許多研究人員為了減少實驗時間，會增加電泳或是轉漬的電壓，然而過高的

電壓會釋放出許多熱能，導致膠體變形，因此在整個過程建議在低溫的環境

下進行，可以放置在 4℃ 冰箱或是在轉漬設備外放滿冰塊降溫。

原因1:在跑電泳或是轉漬時，溫度過高

大多數的實驗室都是自行鑄膠，然而在膠體製備時需確認是否充分混合均勻

，鑄膠設備是否已清洗乾淨，無殘膠的問題。如果膠體濃度分布不平均就會

有容易有扭曲的 band 出現，因此從鑄膠開始就要很注意每個實驗細節。

原因2:膠體濃度不平均

為了能夠完整的萃取出所需要的蛋白，因此都會在萃取蛋白質的試劑中添加Detergent，但是過高的Detergent 

存在容易出現歪七扭八的 band，因此在跑膠之前建議先去除過多的 detergent，避免這樣的現象發生。建議可

使用 G-Bioscienecs 提供的 PAGE-Perfect™ (#786-123)，可有效去除樣品中過多的鹽類、DTT 或 BME 等還原

劑與 detergent 等 (圖10)，除了讓蛋白質定量更準確外，更可使讓後續實驗更加順利。

只要將以上的問題克服，相信大家可以發表出超漂亮的 data，更多產品資訊也可以詢問當區業務或是

到岑祥官網查詢喔!!!

原因3: 樣品內的 Detergent 含量過高

終極大魔王     
跑電泳的 band 都歪歪的，壓出來的 Data 也都歪七扭八

圖9、歪七扭八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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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ium azide 雖為防腐劑，但也是 HRP 的抑制劑，因此要注意所有緩衝液系統皆不可含有 Sodium azide，避

免影響 HRP 的活性。

原因3:Buffer 內含有防腐劑

因為 Stripping 的過程中可能會造成抗原的損害，因此 stripping 過後的轉漬膜重新呈色，訊號會較原本的訊號

值弱，為了減少過程中對抗原的傷害，建議可使用溫和配方的 Western ReProbe™ [5X](#786-305)，可有效快

速 Strippng，且降低對抗原的傷害。

原因4:過度的stripping

在做實驗前須先確認所有試劑是否都在效期內，且保存溫度是否正確，建議都是保存在冷藏。如果想要確認呈

色劑是否還有活性，請務必在暗房內執行，將 working solution 準備好後，加入少許HRP，如果有發出冷光，

則表示呈色劑還有活性，反之，沒有訊號則不建議再使用此呈色劑。然而市面上充斥著許多不同的呈色劑，針

對不同濃度蛋白有不同靈敏度的呈色劑，那一個才是最適合你的呢?

通常會建議實驗室準備兩種靈敏度的呈色劑，一種為基本款，另一個為高靈敏的呈色劑，以備不時之需。

G-Biosciences 幫實驗室打造專屬的冷光呈色劑，基本款的部分推薦 picoLUCENT™ PLUS HRP Substrate(#786-264)

，為實驗室必備的呈色劑，靈敏度到 10-12，屬於經濟又實惠的商品，然而 femtoLUCENT™ PLUS-HRP(#786-056) 

為高靈敏度的呈色劑，可偵測到 10-15，彼此互相搭配，為實驗室打造最適合的 Western Blot 的環境。

原因5:冷光呈色劑沒有活性或是不適合

跑電泳膠時，樣品都可以搭配 G-Biosciences 的BCA kit (#786-845) 做蛋白質定量，找尋最適合跑膠的濃度，

雖然剛開始抓實驗條件時，總是希望蛋白濃度越多越好，但如果樣品濃度過高，則會有訊號過強，導致影響其

他訊號無法分析，因此還是建議找尋適合的蛋白質濃度為佳。

原因1:蛋白質濃度過高

魔王五  
Band 過粗，影響其他的訊號5

雖說高濃度的抗體可以增加訊號值，然而，一旦膜上的抗原與抗體結合達到飽和時，就有可能有這樣的現象發

生，建議可以減少抗體濃度，增加 band 的銳利度。

原因2:抗體濃度過高

圖8、Band不夠銳利，有擴散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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