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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 detection sensitivityMuch wider dynamic range

圖、與的比較圖，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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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work

產品資訊 Array Q&A

貨號 樣品數
QAH-CAA-9000-1 1-8 samples

QAH-CAA-9000-2 16-24 samples

QAH-CAA-9000-4

QAH-CAA-9000-SW

32-50 samples

1 set

Quantibody Array 9000 ELISA *400 Kits

簡便，免疫反應即可 簡便，免疫反應即可實驗步驟

約 8-10 個小時 / 400 Targets 約 8-10 小時 / Target實驗時間

快速，有軟體可以搭配使用，可同時分析 400 個標的濃度 標準分析數據時間

400 個 單一蛋白每個樣品可定量蛋白數

pg or better pgSensitivity

Cell Media, urine, lysates, Serum, Plasma and others Lysate 需特別購買特定套組樣品型式

穩定，螢光訊號值可維持一年，保存容易 普通，無法保存訊號穩定度

便宜 昂貴每個樣品偵測一個 target 所需花費

約 0.5-1ml 體積即可做全部 400 targets

Or 最少 50-500 µg/ml 蛋白質檢體濃度

200 ul / target樣品體積

Q:  Array 看起來很厲害，樣品處理是否很麻煩?

A:  樣品製備如同一般做 ELISA 或是 Western Blot 
的樣品處理即可，適用樣品  Cell Media 、 urine 
、 Serum 、 Plasma、cell 或是組織 lysates 都可
以，只要依照原廠建議的濃度或體積即可。

是否有過這樣的感覺?想要做的實驗方向很多，但國科
會的預算每年越來越少，在任何方向都不想放棄的狀
況下，更顯得無力感。這時候 RayBiotech 抗體晶片
(Antibody array) 絕對是你的不二選擇，利用抗體與
抗原間高度的專一性的特性去偵測樣品中的蛋白質表
現，並可同時偵測上百種的蛋白質表現量，這樣 High 
throughput  的技術，既可偵測到所需要的蛋白，又可
以避免實驗做冤枉路，將經費花在刀口上，在這錙銖
必較的時候，Antibody array 更顯得經濟實惠。

Antibody array 的實驗原理是以 ELISA 的方式為基礎
，既然是以 ELISA 為基礎的實驗，是否可以去做到蛋
白質定量這件事呢?答案是肯定的，RayBiotech 早在
2000 年的時候就嗅到了這股趨勢，ELISA 可以做到蛋
白質定量，array 則是可以大量篩選蛋白，如果將這兩
項技術集合，必定能解決更多的實驗問題，Quanti-
body array 就在這樣的想法中誕生了。RayBiotech 
Quantibody Array 為三明治法(Sandwich)進行定量，
將抗體固定在玻璃晶片上去偵測樣品，最後再利用螢
光呈色的方式。2014年，RayBiotech 推出了 Human 

Human Quantibody array 9000 包含的 target 領域相當廣泛，包含 Inflammation、 Growth Factor、 
Chemokine、 Receptor 和 Cytockine 共 400 種蛋白，然而簡介看到這裡，大多數人都會有個疑問，同時定量
這樣多的蛋白質，那測定出來的準確度是否跟 ELISA 相同準確呢?為了消除大家的疑慮，原廠有特別做測試，
在做完 Quantibody array 後，隨機在選定幾個 target 同時去做 ELISA 並比較後發現，其算出來的濃度與趨勢
並無顯著差異(圖1)，因此 Quantibody array 這種偵測多組 sandwich ELISA 的方式，跟每次單做一組一組
ELSIA 比較更顯得有經濟效益，且線性範圍更廣，所測出的數值可信度更高。此外，可搭配 Quantibody array  
9000 分析軟體 (#QAH-CAA-9000-SW)，只要將原始數據輸入分析軟體中，即可一次完成 400 條標準曲線和
算出各樣品中所有蛋白質濃度，貼心的軟體設計更加能減少您寶貴的時間，詳細的更多資訊，請洽岑祥公司。

Quantibody array 9000，可以在一天內偵測 400 個蛋白質表現並定量，可以有效解決樣品不足的問題，更
可貴的是可大幅縮減論文發表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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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比 ELISA 更強，Q9000 同時定量 400 個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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