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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硬體示意圖
A.高階Cooled CCD攝像機
高解析度:4.2百萬畫素
高敏感度:高階CCD chip及BioLens
低雜訊: 攝氏零下28度冷卻裝置
動態範圍:16 bit

D.全自動濾鏡轉盤
‧ 提供

1.Clear
2.513~557 nm
3.565~625 nm

C.內建抗UV觀景窗

E.隱藏式樣品置放平台
• 採用上掀式設計, 
• 平台高度可調整六段高度，以供
放置冷光樣品。
內建磷光板可供Coomassie Blue 
Gel或X-ray  film翻拍使用

F.穿透式光源

B.全自動表層光源
• 表層光源：365 nm UV

480 nm Blue  Light
White Light

• 表層光源可提供充分均質的照
度。

• 可應用於TLC, GFP等實驗分析

3.565 625 nm
4.607~682 nm

• 可即時觀察暗箱內部樣品狀態
。

• UV光源:單波長、雙波長、
三波長或平面式UV光源

• 150W BioLite光纖模組

藍色文字部分為選擇性配件，請參考實際購買內容。

軟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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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電腦，待電腦進入window畫面後，再啟動BioSpectrum 500 Imaging 
System（Power 鍵位於機器暗箱右側上方）。

點選螢幕上之VisionWorks LS預設
捷徑“啟動UVP影像系統＂，開啟
VisionWorks LS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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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正確的User名稱（如需要時) ，
輸入密碼，按下login鍵，跳下一個
畫面。

開啟VisionWorks LS軟體
之後，出現畫面如左。

在開始拍攝前，請溫機在開始拍攝前，請溫機
5~10分鐘

※ 若軟體畫面出現異常，請
確認主機電源已開啟後重
新啟動電腦。



4

Darkroom Control介面：

自動電腦整合介面，可直接控
制鏡頭光圈(Aperture)及對焦
(F )；各種激發光源切換(Focus)；各種激發光源切換
及各類濾鏡選擇。

在Template下拉式選單中可
選擇Western Blot 等預設模式
。

BioChemi HR Camera介面

可設定積分模式 (On-Chip、
Sequential 、Dynamic)，敏感
度 (Binning)，曝光時間，擷
取影像。

在Template下拉式選單可選
擇 Western Blot 或 Western
Blot-High。

Western Blot
點選右上方”Dynamic Integration”
選擇”Total Time Exposure”
設定5分鐘拍10張 每30秒擷取一設定5分鐘拍10張，每30秒擷取一
張。

或Western-High Sensitivity
點選右上方”Dynamic Integration”
選擇”Total Time Exposure”
設定20分鐘拍10張，每2分鐘擷取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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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將Immobilon Western HRP Kit
(A+B)兩溶液混合。

混合後的Substrate覆蓋在樣品
上 充份作用membrane上，充份作用。

將樣品擺放在視野正中央。

※ 請將樣品置放於硬質、平整之乘載
物(如Petridish之蓋子或玻璃片)上，
以維持substrate均勻分佈並便於維
護暗箱內之清潔。

Darkroom Control介面

1.按Preview功能鍵進入影像預

覽畫面。
2.調整樣品位置。
3.如無法看見影像可調整曝光

時間。

按Stop Preview ，將暗箱門關
閉。

按Capture功能鍵。

※ 如在P i 畫面中發現畫面模※ 如在Preview畫面中發現畫面模
糊，請通知本公司工程師，免
付費電話：0800-251302轉儀器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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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過程中，第二張影像出現之
後即可點選左下方Tile View功
能鍵，依序排列出所有完整影像
之縮圖，選擇欲分析之照片的縮之縮圖，選擇欲分析之照片的縮
圖可瀏覽完整影像。

再點選一次Tile View功能鍵，
貼圖會消失。

拍照過程中，畫面正上方顯示
出實際拍出之樣品及張數，並
可試用以下功能：

Hi t 介面Histogram介面

可隨時拉動圖中的小方塊以調
整影像灰階比，獲得最佳影像
結果。在Stretch Mode中選擇
None可將調整結果歸零。

Image Control介面

勾選Invert可反白畫面

Player介面

左下方會開啟Digital Video 
Player 功能，執行影像撥放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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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檔:
拍攝完成之後，點選左上方
File→Save ，以*.SQV檔案格
式先行存檔 此檔案包含整個式先行存檔。此檔案包含整個
影像序列，請妥善保存此高解
析度序列檔案。

點選工具列上Starfield 
subtraction亮點背景校正。
（如有出現雜訊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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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影像

在影像上按右鍵，選擇Copy 後，
在PowerPoint或小畫家中按Paste，
貼圖至P P i t或小畫家貼圖至PowerPoint或小畫家。

轉檔(16 bit → 8bit)，會降低影像品
質，不建議使用
點選工具列上
Image>Filters>Convert
16 bit → 8bit

永久改變影像並寫入影像變更紀錄

點選工具列Image>Filters>Burn 
changes to new image。
將新開出的影像另存新檔將新開出的影像另存新檔
File>Save>xxxxxxxx.TI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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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VisionWorks LS軟體

重疊影像

首先開啟已經過 Invert之單一影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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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rotein marker模式拍攝 membrane上之 pre-stain marker之後，在影像上按滑鼠
右鍵，選擇 ”Copy”

在已開啟的單張影像上按滑鼠右鍵，並選擇 “Paste Special” 將membrane的影像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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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像外圍的紫色框線外按一下滑鼠右鍵以確認變更，此時紫色框線會消失

再一次點選工具列 File → Save As…，將新產生的影像另存新檔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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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對影像深淺比例不滿意，可在以滑鼠右鍵確認變更之前選擇“Edit”→
“Paste Special Options”

在對話框中改變“Src(%,來源影像)”的數值以即時調整影像深淺比例，同時“Dest(%,目的
影像)”的比例也會隨之改變。調整結束後按“OK”並以滑鼠右鍵確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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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VisionWorks LS軟體

定量分析

定量分析

在視窗左側切換介面標籤
Darkroom Control→Area 
D itDensity
點選Start Area Density(左側
第一個小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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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列上依欲分析的區域形
狀點選＂□＂或” ○ ”圖形。

按住滑鼠左鍵以圈選欲分析
之範圍之範圍。

在圈選範圍內按滑鼠右鍵確
認分析區域。

使用滑鼠左鍵拖曳分析框(框
中任何區域皆可拖曳)，並按
滑鼠右鍵依序標定分析區域
(顯示阿拉伯數字)。
完成後按OK。

Result 計算結果

選擇Result (左側第二個小圖
示) 。
出現 畫出現Area Density Results畫
面。

“Total Density”即為分析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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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取樣方式變更

若要自行決定背景值取樣區域，
可 在 左 側 工 具 列 中 選 擇
“D fi U B k d”“Define User Background”。
以圈選分析區域相同方式進行
背景區域的框選，並可取數個
不同位置進行平均。

“Total Background”即為分析
結果

點選Data。
選擇Export to Excel，
即可將數據直接輸出至即可將數據直接輸出至
Excel進行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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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Region Total Density Total Background Total Raw Density Area (Px)

數值分析樣品影像

1 172969330.3 72206879.27 245075397 11970

2 36950319.35 68327659.4 105210197 11970
3 15172981.29 66614903.13 81759159 11970
4 13435488.35 66286765.53 79701832 11970

5 4279055.2 65681784 69931987 11970

200000000

量化比較

0

5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1 2 3 4 5

Region

Total Density

若分析結果與預期趨勢相反，
或有數據出現“0”的現象，可進
行以下步驟

將“I t”取消勾選將“Invert”取消勾選

選擇Intensity calibration 
curve 。
若影像是黑底白Band，在
視窗最上方選擇White 
Band Intensity
若影像是白底黑Band，選
擇Black Band Intensity 
Curve 
按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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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 Film翻拍影像分析

選擇Intensity calibration 
curve 。
勾選勾選Standard Optical 
Density Curve 。
按OK 。

1D analysis (含Dendrogram Analysis)
利用VisionWorks LS軟體分析



18

用ROI(Region Of Interest) selection toolbar框選欲分析區域

v

Analysis→1D analysis →Master tools →Find lanes and b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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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Lanes and bans＂→按下＂Use auto-detected parameter values＂，並從Image 
background選項中選擇影像的背景色

若自動辨別的結果不符合，可調整Lane sensitivity的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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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還有軟體未辨識出來的band，可以用“Add bands＂自行添加

如果想修改lane的寬度，或是band的位置，可以開啟“Edit objects＂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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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將每條band定量，可選擇“Analysis＂→“1D analysis＂→“Master
tools＂→“Concentration＂

選定已知量的bands作為參考，輸入數值(可輸入多個參考點自動計算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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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Analysis＂→“1D analysis＂→“Master tools＂→“Data explorer＂

點擊“CONCENTRATION＂旁的“+＂展開，再以同樣的方式展開“CONCENTRATION 
SUBGROUP＂，取得數據並轉為Excel格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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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預計算每條band的分子量，可開啟“Edit objects＂工具，在marker lane上點一下

選擇“Molecular weight＂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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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預設的選項中選擇所使用的marker，或是點＂Add＂增加個人常用的marker

1.輸入marker名稱

2.選擇marker的類型(DNA/RNA/Protein)

3.選擇marker的單位(bp/kb/kDa)3.選擇marker的單位(bp/kb/kDa)

4.點擊“Add＂
5.輸入數值

6.點擊“Sort asc.＂或＂Sort desc.＂自動排序

7.點擊“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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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後點＂Next＂

如果marker的每條band都已經被辨認出來並標示了，點擊＂Tag all＂→OK
或直接拖動左側的分子量標示以對準對應的bands(顯示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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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Analysis＂→“1D analysis＂→“Master tools＂→“Data explorer＂

點擊“MOLECULAR WEIGHT＂旁的“+＂展開，取得數據，並可將之輸出為 Exce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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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進行Dendrogram分析，可在軟體辨識出所有lanes與bands後，選擇
“Analysis＂→“1D analysis＂→“Master tools＂→“Dendrogram＂

在新開啟的視窗中，可改變“Lane Formula＂及“Linkage Formula＂以調整分析方式
分析完成後可按滑鼠右鍵後，選擇“Save screenshot＂後將分析結果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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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VisionWorks LS軟體分析
Colony count

注意事項

盡可能不要在plate的底面上寫字盡可能不要在plate的底面上寫字

拍照時可以稍微拍亮一些，讓影像對比更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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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Analysis＂→＂Colony count＂→＂Start Colony Count＂

1
2

出現對話框詢問是否：1按照下拉式選單中已存檔的設定進行分析，或是 2進行新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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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選擇1，在分析完成後點選＂Show Results Window＂叫出分析結果

分析結果，“No. of colonies＂數值的總和即為軟體所計算的colony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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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選擇2，手動設定對話框會開啟，此時先點選“Define Counting Region＂，將
colony的區域調整在綠色的框內後，再按一次“Define Counting Region＂

以滑鼠右鍵點選數個不同大小的colony。若Plate中有兩種以上的菌落，可在點選完一種
菌落之後，按一下“Add class＂，再點選另一種菌落以進行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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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完畢後點擊對話框右下角的“Count＂，此時軟體會詢問是否要儲存這個設定
(點選colony時可開啟Zoom/Pan工具列將影像放大以便點選)

colony計算的結果會預覽於影像上，此時可調整軟體對colony邊緣平整程度的辨識能力以
及對colony大小辨識的敏感度，完成之後按“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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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Show Results Window＂叫出分析結果

“No. of colonies＂的數值即為軟體所計算的colony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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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計算結果有些微誤差，可在＂Colony Count＂工具列中找到增加/刪減(以滑鼠左鍵點選
操作)、分開計算(劃線切開)與合併計算(點選後選擇“Merge＂)的選項

結束

點選工具列上＂Exit ＂。

關主機右上電源。

關電腦。

以乾淨的軟布沾濕後將樣
品載台擦拭乾淨，並勿將
暗箱門完全關閉，以保持
暗箱內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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