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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劉璿

一直以來，Western blot 都是以暗房壓片的方式來獲得結果。然而隨
著科技發展與數位化時代的來臨，人們開始思考如何減少反覆壓片所浪
費的時間以及環境污染。於是出現了冷光照相系統， 早期因價格昂貴
且靈敏度與底片有相當差距而接受度不高；經過十數年提升效能與壓低
售價使各實驗室皆能獨立負擔，現在已逐漸成為各大研究單位的標準儀
器設備，以其遠勝於底片的方便性及省時省力的特點佔有一席之地。

圖1、冷光發光原理

圖2、以冷光標準片進行連續訊號堆疊

圖3、多功能冷光照相系統配備總覽

冷光照相

哉問大

相信大家應該很想知道，究竟是什麼令冷光照相系統如此特別，能照到

冷光的英文為 chemiluminescence，意為由化學反應所放出的自發光，不需要外在光源進行激發，而中文因其
不放熱的特性而稱其為冷光。其作用原理如下：在 Western blot 操作過程中的二抗尾端通常帶有 HRP (horse-
radish peroxidase) 此一酵素，而我們通稱為 ECL 的冷光呈色劑則含有其受質（substrate）Luminol 與 H2O2O 
他們在 HRP 的催化作用下會形成不穩定的過氧化中間產物，隨即分解而能量以光的形式放出, 這便是我們所知
道的冷光。

冷光照相系統雖然與數位相機系出同門，但在設計目的與晶片特性上有很大的差別，想要使用一般的數位相機
拍攝冷光是很困難的。
首先，冷光照相系統的核心元件是高靈敏相機，更精確的說是高靈敏感光元件 (High sensitivity CCD)。顧名思
義，其光敏感度較一般感光元件高上許多；同時，色階分層也更加細膩（因冷光為單色光源，冷光照相系統大

多採用黑白晶片）。早期冷光照相系統之所以昂貴便是在於高靈敏感光元件製程要求高，製造不易。現在雖

說高靈敏元件製造技術成熟，成本依然較消費型數位相機所使用的感光元件高上許多，自然不會成

1.  呃…我其實不知道什麼是冷光耶。

2.  冷光照相系統與數位相機有甚麼差別?我可以拿數位相機拍冷光嗎？

3.  為什麼冷光照相系統都長得像個箱子？裡面裝些什麼？

為製造大眾用數位相機的首選；且數位相機大多優先要求晶片訊號輸出速度，靈敏度與色彩表現為其次，使數
位相機用晶片的設計方向與科學用有很大差別，這也造成了兩者的效能表現可謂天差地別。

再者，冷光屬於極端弱光環境，化學自發光相對其他外界光源是相當為微弱的，甚至大多時候是肉眼難以觀察
的；即使配備高靈敏感光元件依然需要長時間曝光以累積訊號。而數位相機大多只能曝光1分鐘以內，這對冷
光照相而言是完全不夠的；為了進行長時間曝光，冷光照相系統通常配有特殊設計的訊號堆疊演算法在軟體內
，這是各家廠商獨特的關鍵技術之一，能發揮感光元件的高靈敏度同時抑制雜訊產生，這也是消費型數位相機
所無法企及的。

冷光照相系統在設計上的確有外箱，能夠以其為基礎將諸多零件有

次序的加裝在箱體內部，最終組合成冷光照相系統；如此能盡量利

用空間，以較小的體積裝進多功能配件，如電動載台、電控鏡頭、

濾鏡輪以及各類光源模組等來滿足各類實驗需求。然而冷光照相系

統的外箱不僅僅有”裝東西”的功能而已。事實上，箱體本身作為

暗房的替代品這點是更為重要的。化學冷光所放出的光線強度微弱

，一旦有周遭光源的干擾（如日光燈），其訊號馬上就會被掩蓋掉

，因此需要由箱體遮蔽周圍光源，以形成暗房。同理，過去在暗房

中壓片的理由不僅僅是底片會曝光而已，還有冷光訊號相較之下十

分微弱這點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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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眼近乎不可見的冷光？為什麼冷光照相系統這麼大一箱，裡面究竟裝什麼？為什麼會在軟體介面上看到溫度
顯示？今天將一一為您揭開冷光照相系統的神秘面紗。

圖4、(上)未降溫之熱雜訊 (下)降溫-40℃之熱雜訊

這是科學照相系統中一項獨特的裝置-晶片冷卻系統。不只在冷光照相系統中出現，
其實需要長時間連續的曝光的照相系統中都會用到，最常見的例子是顯微鏡的螢光
照相系統。晶片冷卻系統一般由熱電致冷晶片 (Peltier Cooler)、散熱塊(片)與風扇組
成；熱電致冷晶片由 P 型及 N 型半導體組合而成，通電後能將熱由晶片一側傳至另
外一側，配合感光元件周圍抽真空，能使內部溫度降低到 -40～-50℃。一般而言，
感光元件周圍溫度每降低 5～7℃ 雜訊能減少一半，而長時間曝光產生的熱雜訊（噪
點）多寡是影響冷光照膠系統成像品質的重要關鍵，與室溫相差 60℃ 變意味著雜訊
減少 1024 倍，不只數字上看起來非常可觀，實際影響也很大。由此可知晶片冷卻系
統在冷光照膠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重要性甚至不遜於高靈敏感光元件喔！

4.  軟體介面上為什麼會有溫度顯示?代表甚麼意思呢?

封面故事 - 冷光照相大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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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左)以 EtBr 進行染色的 DNA 樣本  
(右)以 safe dye 進行染色的 DNA 樣本

其實兩者是在儀器結構上是類似的，但由於應用需求的差別，其中選用的配件便會有所不同。以感光元件而言

，如前文所述，冷光照相系統需長時間曝光連續堆疊訊號，高靈敏感光元件是必要的， 因此通常選擇靈敏度高

的 CCD，並且會配備晶片冷卻系統；核酸照膠就不同了，由紫外線激發的 EtBr（Ethidium Bromide）會產生很

強的光訊號，選擇便宜、快速的 CMOS 感光元件便能滿足需求。其他配件方面，冷光照相系統通常需要密閉良

好的暗箱，以及一盞白光燈進行定位外，便無其他需求；核酸照膠同樣也有暗箱，但並非絕對必要；更重要的

是照度均勻且強度夠的紫外燈箱，能有效激發 EtBr，現在因 Safe dye 興起，也有不少人選用藍光板取代紫外燈

箱，但現今的技術仍以紫外燈激發效果較強且泛用性廣。另外，為去除紫外燈強光對成像品質的影響，許多核

酸照膠系統會加上對應的濾鏡，使照片背景更乾淨。

一台冷光照膠系統的品質大多取決於其成像品質，符合實驗需求的高靈敏感光元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同

時也決定了機器的價位。晶片冷卻則是必須有的配備，訊號微弱的樣本需要更低的溫度進行拍攝；其餘軟體部

分各家則大同小異，操作流暢順手即可。

岑祥提供 SAGE 系列冷光照相、核酸照膠系統，從極簡化的 Mini 系列，內建平版電腦的 Smart 系列，到完整擴

充功能的 Champ 系列，皆搭載業界高規格配件，多樣化選擇，滿足各類實驗需求。 “沒有最好，只有最適合”

，歡迎洽詢岑祥當區業務，找到適合你的照相系統，輕鬆揮別暗房壓片時代。

5.  我老是分不清楚冷光照相系統與核酸照膠系統有什麼不同耶？

6.  那我應該如何選擇一台好的冷光照膠系統呢？

圖6、(左) Mini 系列冷光照相系統、(中) Smart 系列冷光照相系統、(右) Champ 系列冷光照相系統

專業定量分析軟體
Western Blot / 免疫分析最佳幫手

Western Blot 定量總是困擾您？讓專業的定量軟體來幫您！

TotalLab 提供專業影像定量分析軟體，廣泛應用在分子生物相關領域上的各種實驗影像分析。操作簡
單，人性化的教學導引介面，可選擇多種手動精準定量或自動化快速定量，帶領研究人員一步步完成
影像分析。

TotalLab Quant多功能定量分析軟體

多種應用: 1D DNA gel、1D protein gel (SDS-PAGE等) 、Western Blot、 protein array、菌落
計數等。

自動化定量:條帶偵測、強度曲線計算、扣除背景、分子量計算皆能自動完成，降低人為誤差，
提高再現性。

精準手動定量:多點偵測框架扭曲、自訂條帶偵測範圍、多種去背景模式、強度曲線校正等，不
論多麼歪的樣本，皆能精準定量！

分析結果可匯出成多種影像 (.bmp, .tiff, .jpeg, .png, .gel等) 與報告格式 (Word、Excel、Power-
Point、Photoshop、剪貼簿等)，利於研究者進行後續的編輯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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