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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抗体芯片数据读取及分析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将一孵育完全的抗

体芯片放置于一显影装置内，在所述抗体芯片的

实验膜的表面加入发光试剂；步骤2、使用所述显

影装置对所述抗体芯片进行拍照，获取复数个具

有不同曝光参数的照片；步骤3、选择一具有合适

曝光参数的所述照片，使用分析软件打开所述照

片；步骤4、使用所述分析软件在所述照片上选定

复数个信号点，并使用所述分析软件读取所述信

号点对应的光密度值；步骤5、对所述信号点及对

应的所述光密度值进行分析检测；其中，所述显

影装置为ChemiScope 6000，所述分析软件为

HLImage。其优点在于，通过使用ChemiScope 

6000和HLImage，对各种抗体芯片试剂盒进行数

据读取\分析，提高实验数据的精确性和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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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体芯片数据提取及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一孵育完全的抗体芯片放置于一显影装置内，在所述抗体芯片的实验膜的表

面加入发光试剂；

步骤2、使用所述显影装置对所述抗体芯片进行拍照，获取复数个具有不同曝光参数的

照片；

步骤3、选择一具有合适曝光参数的所述照片，使用分析软件打开所述照片；

步骤4、使用所述分析软件在所述照片上选定复数个信号点，并使用所述分析软件读取

所述信号点对应的光密度值；

步骤5、对所述信号点及对应的所述光密度值进行分析检测；

其中，所述显影装置为ChemiScope  6000，所述分析软件为HLImage。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体芯片数据提取及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2中，

使用所述显影装置对所述抗体芯片进行拍照前，调节拍照的曝光模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抗体芯片数据提取及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曝光模式为

自动曝光或手动曝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体芯片数据提取及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1中，

将所述抗体芯片放置于所述显影装置后，调节所述显影装置的焦距。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体芯片数据提取及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试剂为

ECL发光液。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体芯片数据提取及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3中，

选择具有合适曝光参数的照片的方法为根据所述抗体芯片上的质控点的显影情况，选择所

述质控点不出现爆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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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体芯片数据提取及分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分子生物学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抗体芯片数据提取及分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抗体芯片具有微型化、集成化、高通量等特点，能够用于检测某一特定的生理或病

理过程相关蛋白的表达丰度，主要用于信号转导、蛋白组学、肿瘤及其他疾病的相关研究。

[0003] 抗体芯片将能与不同抗原特异性结合的多种抗体高密度地固定在载体上，使待测

样品通过芯片表面，经过洗脱把非特异性结合的蛋白洗掉，从而对特异性结合在抗体芯片

表面的抗原进行检测。

[0004] 然而对于现有的抗体芯片检测试剂盒，由于各试剂盒试剂不同，检测方法不同，导

致检测过程中，实验数据不够精确，且无法较好的进行重复性实验。

[0005] 因此，亟需一种能够适用于不同抗体芯片检测试剂盒的检测方法，提高数据的精

确性以及重复性。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抗体芯片数据提取及分析方

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抗体芯片数据提取及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1、将一孵育完全的抗体芯片放置于一显影装置内，在所述抗体芯片的实验膜

的表面加入发光试剂；

[0010] 步骤2、使用所述显影装置对所述抗体芯片进行拍照，获取复数个具有不同曝光参

数的照片；

[0011] 步骤3、选择一具有合适曝光参数的所述照片，使用分析软件打开所述照片；

[0012] 步骤4、使用所述分析软件在所述照片上选定复数个信号点，并使用所述分析软件

读取所述信号点对应的光密度值；

[0013] 步骤5、对所述信号点及对应的所述光密度值进行分析检测；

[0014] 其中，所述显影装置为ChemiScope  6000，所述分析软件为HLImage。

[0015]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2中，使用所述显影装置对所述抗体芯片进行拍照前，调节拍

照的曝光模式。

[0016] 优选地，所述曝光模式为自动曝光或手动曝光。

[0017]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1中，将所述抗体芯片放置于所述显影装置后，调节所述显影

装置的焦距。

[0018] 优选地，所述发光试剂为ECL发光液。

[0019]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3中，选择具有合适曝光参数的照片的方法为根据所述抗体芯

片上的质控点的显影情况，选择所述质控点不出现爆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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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技术效果：

[0021] 本发明的一种抗体芯片数据提取及分析方法，通过使用ChemiScope  6000和

HLImage，能够对现有的各种抗体芯片试剂盒进行的实验进行数据读取和分析，提高了实验

数据的精确性和重复性，同时使数据读取及分析更加快捷方便。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现有技术中的抗体芯片的照片。

[0023] 图2是本发明的抗体芯片的照片。

[0024] 图3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抗体芯片的信号点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抗体芯片的信号点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

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作为本发明的限定。

[0029] 实施例1

[0030] 本发明的一种抗体芯片数据读取及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步骤1、将一孵育完全的抗体芯片放置于一显影装置内，在抗体芯片的实验膜的表

面加入发光试剂；

[0032] 步骤2、使用显影装置对抗体芯片进行拍照，获取复数个具有不同曝光参数的照

片；

[0033] 步骤3、选择一具有合适曝光参数的照片，使用分析软件打开照片；

[0034] 步骤4、使用分析软件在照片上选定复数个信号点，并使用分析软件读取信号点对

应的光密度值；

[0035] 步骤5、对信号点及对应的光密度值进行分析检测；

[0036] 其中，显影装置为ChemiScope  6000，分析软件为HLImage。

[0037] 进一步地，在步骤1中，将抗体芯片放置在显影装置的曝光装置内后，调节显影装

置的焦距。

[0038] 进一步地，在步骤1中，加入的发光试剂为ECL发光液。

[0039]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在显影装置对抗体芯片拍照前，对显影装置的拍照的曝光

模式进行调节，以获取不同曝光参数的照片。

[0040]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曝光模式为自动曝光或手动曝光。

[0041] 进一步地，在步骤3中，选择具有合适曝光参数的照片的方法为根据抗体芯片的质

控点的显影情况，选择质控点不出现爆点的照片。

[0042] 在本发明中，显影装置选择ChemiScope  6000(上海勤翔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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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成像速度快、线性范围宽；分析软件选择HLImage可以自动识别分析结果以及自动整

理分析数据。

[0043] 将同一抗体芯片使用现有技术以及本发明的方法进行拍照对比，如图1～2所示，

现有技术拍摄的图1中的阳性点过曝，导致无法较好的读取相应的数据，而本发明的拍摄的

图2则无过曝现象，能够较好的读取相应的数据。

[0044] 实施例2

[0045] 本实施例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

[0046] 步骤1、将一孵育完全的抗体芯片(抗体芯片的型号为RnD-Ary005B)放置于

ChemiScope  6000内，在抗体芯片的实验膜的表面加入ECL发光液；

[0047] 步骤2、使用ChemiScope  6000对该抗体芯片进行拍照，选择的曝光模式为自动曝

光以及选择高像素模式，获取多个具有不同曝光参数的照片；

[0048] 步骤3、选择一个具有合适曝光参数的照片，即选择抗体芯片上的质控点不出现爆

点的照片，使用HLImage打开照片；

[0049] 步骤4、使用HLImage在照片上自动选定复数个信号点，并使用HLImage自动读取每

个信号点对应的光密度值；

[0050] 步骤5、对每个信号点及对应的光密度值进行分析检测。

[0051] 具体的，步骤1的抗体芯片的孵育处理如下：

[0052] 样本量确定：细胞培养上清体积700ul；

[0053] 封闭蛋白芯片：每张膜需要用2ml的Array  Buffer  4做封闭处理，在摇床上孵育1

小时；

[0054] 样本的处理：需要用1ml  Array  Buffer  4稀释0.5ml样本至1.5ml，若体积不足

1.5ml，则需要用Array  Buffer  5调整至1.5ml；

[0055] 每个样品中加入15ul的检测抗体，孵育1小时，孵育温度为4℃；

[0056] 吸去Array  Buffer  4，分别对应加入制备的样本；

[0057] 摇床上过夜孵育，温度在2-8℃；

[0058] 用20ml的1*洗涤缓冲液清洗抗体芯片的实验膜3次，每次清洗10min；

[0059] 加入2ml的链霉亲和素-HRP，孵育30min，室温条件下摇床振荡；

[0060] 再次用20ml的1*洗涤缓冲液清洗抗体芯片的实验膜3次，每次清洗10min；

[0061] 将实验膜上的大部分洗液吸去，孵育上1ml的ECL发光液，孵育时尽量减少气泡产

生，孵育约1min；

[0062] 吸去ECL发光液。

[0063] 具体的，HLImage分析的具体过程为：

[0064] 将照片的格式转换成bmp格式，然后将转换格式后的照片导入；

[0065] 在HLImage的分析模块内选择对应的抗体芯片类型(即RnD-Ary005B)，然后进行自

动识别；

[0066] 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对识别光圈进行适应性调整，最终的图像如图3所示；

[0067] HLImage读取每个信号点的光密度值，并将所有数据导出，导出文件为excel格式

文件；

[0068] 对信号点及对应的光密度值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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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实施例3

[0070] 本实施例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

[0071] 步骤1、将一孵育完全的抗体芯片(抗体芯片的型号为RnD-ARY026)放置于

ChemiScope  6000内，在抗体芯片的实验膜的表面加入ECL发光液；

[0072] 步骤2、使用ChemiScope  6000对该抗体芯片进行拍照，选择的曝光模式为手动曝

光以及选择高像素模式，获取多个具有不同曝光参数的照片；

[0073] 步骤3、选择一个具有合适曝光参数的照片，即选择抗体芯片上的质控点不出现爆

点的照片，使用HLImage打开照片；

[0074] 步骤4、使用HLImage在照片上自动选定复数个信号点，并使用HLImage自动读取每

个信号点对应的光密度值；

[0075] 步骤5、对每个信号点及对应的光密度值进行分析检测。

[0076] 具体的，步骤1的抗体芯片的孵育处理如下：

[0077] 样本量确定：每张膜样本500ul；

[0078] 封闭蛋白芯片：每张膜需要用2ml的Array  Buffer  6做封闭处理，在摇床上孵育1

小时；

[0079] 样本的处理：需要用1ml  Array  Buffer  6稀释0.5ml样本至1.5ml；

[0080] 吸去Array  Buffer  6，分别对应加入制备的样本；

[0081] 摇床上过夜孵育，温度在2-8℃；

[0082] 用20ml的1*洗涤缓冲液清洗抗体芯片的实验膜3次，每次清洗10min；

[0083] 对于每张膜，用Array  Buffer  4/6稀释30ul检测抗体至1.5ml，并加入每张膜孵

育，摇床孵育1h；

[0084] 加入2ml的链霉亲和素-HRP(Array  Buffer  2/3按照稀释度稀释)，孵育30min，室

温条件下摇床振荡；

[0085] 再次用20ml的1*洗涤缓冲液清洗抗体芯片的实验膜3次，每次清洗10min；

[0086] 将实验膜上的大部分洗液吸去，孵育上1ml的ECL发光液，孵育时尽量减少气泡产

生，孵育约1min；

[0087] 吸去ECL发光液。

[0088] 具体的，HLImage分析的具体过程为：

[0089] 将照片的格式转换成bmp格式，然后将转换格式后的照片导入；

[0090] 在HLImage的分析模块内选择对应的抗体芯片类型(即RnD-ARY026)，然后进行自

动识别；

[0091] 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对识别光圈进行适应性调整，最终的图像如图4所示；

[0092] HLImage读取每个信号点的光密度值，并将所有数据导出，导出文件为excel格式

文件；

[0093] 对信号点及对应的光密度值进行分析。

[009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及保护范

围，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应当能够意识到凡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及图示内容所作出的

等同替换和显而易见的变化所得到的方案，均应当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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