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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登革熱(dengue fever)為一種流行於熱帶與亞熱帶地區的急性傳染病，

由埃及斑蚊 (Aedes aegypti)及白線斑蚊 (Aedes albopictus)傳播登革病毒

(dengue virus)所引起。近幾年登革熱疫情在台灣已逐漸增溫，因此，發展對

登革熱之快速、精確檢測技術是現今重要的課題 。 

本計劃擬開發免疫反應型陣列式登革熱生物感測器，預計使用壓電晶

體作為檢測系統，配合各型登革病毒之單源抗體作為生物識別功能性材

料，共同構築免疫反應型陣列式登革熱生物感測器。壓電晶體檢測系統因

具有高靈敏度、測試時間短、成本低、測試步驟簡易等優點，可提供四型

登革病毒快速且準確之診斷。 

    本計畫在本年度執行期間，已取得各種石英壓電晶體，除了進行穩定

性探討等晶片特性測試外，並依照各種壓電石英晶體特性建立適當之電極

表面淨化處理程序以及晶體表面修飾步驟。抗四型登革熱病毒表面抗原之

單株抗體可由國內廠商自國外進口供應實驗需求，目前已知可取得抗四型

登革病毒之單株抗體皆為 IgG。至於在抗體固定化技術方面，則試行採用包

括物理吸附法、cystamine-glutaraldehyde、及 3-Glycidoxypropyl trimethoxy- 

silane法等固定化方法，並以定性呈色法確認抗體能有效的固定於壓電石英

晶體之金屬電極表面，實驗結果顯示上述三種方法皆可將抗體有效固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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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盪石英晶體之金屬電極表面上，尤其是 cystamine-glutaraldehyde固定法之

鍵結效果強而且固定效果佳，可供本計畫採用作為有效之抗體固定化方法。 

 

 

關鍵詞：生物感測器、登革熱、出血性登革熱、單株抗體、壓電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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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ngue fever is an acute infectious disease chiefly spread in tropical and   
semitropical regions. It is caused by dengue virus transmitted by mosquitoes of 
the genus Aedes. In recent yea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dengue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Taiwan. Therefore, it’s an important assignment to establish 
a convenient and precise method for detecting dengue fever. 

In this project we aimed for establishing a multi-array immuno-biosensor of 
dengue fever. The piezoelectric quartz crystal microbalance （QCM） system is 
a well established sensitive system for detecting mass variation. It is expected to 
constitute the multi-array immuno-biosensor of dengue fever when four types of 
anti-dengue virus monoclonal bodies are cooperated as the bio-recognizable 
materials. The piezoelectric QCM system is advantageous in high sensitivity, 
rapidly detection, low cost and easy operation. It is very potential to construct a 
detection system for fast and correct diagnosis of four types of dengue virus. 
    In the past year various kinds of piezoelectric quartz crystal electrodes were 
obtained and the surface of their metallic electrodes were successfully modified. 
Besides probing and discussing the stability of piezoelectric quartz crystal 
electrodes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applicable steps of cleaning the surface of the 
electrodes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the imported four types 
of anti-dengue virus monoclonal antibodies have been provided to our lab. All of 
the four types of anti-dengue virus monoclonal antibodies are IgG. Three 
different immobilizing methods including the physical adsorption process, the 
cystamine-glutaraldehyde procedure and the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 
procedure were adapted to immobilize those antibodies. The qualitative chromo- 
genic assay was used to confirm that antibodies are well immobilized on 
electrode of piezoelectric quartz crystal.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btained, three 
of the above-mentioned immobilization methods can immobilize antibodies 
effectively, especially cystamine-glutaraldehyde procedure. The antibody 
molecules immobilized by the cystamine-glutaraldehyde procedure was found to 
have higher binded amount and better response. It is considered as a very 
potential process for conducing antibody immobilization in this study. 

 
 
 
 
 
 

Keyword: biosensor、dengue fever、dengue hemorrhagic fever、monoclonal 

antibody、piezoelectric quartz c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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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登革熱 

登革熱(dengue fever)為一種流行於熱帶與亞熱帶地區的急性病毒性傳

染病，俗稱斷骨熱，在我國又有斑疹或天狗熱之別稱。登革熱是由埃及斑

蚊(Aedes aegypti)及白線斑蚊(Aedes albopictus)傳播登革病毒(dengue virus)

所引起，原為地區性傳染病，近年來由於快速都市化、病媒防治困難、以

及交通便捷等因素影響，導致登革熱有全球流行的趨勢。復因登革出血熱

的發生與其高致死率(兒童約為 50%)，目前登革熱已成為東南亞國家十大兒

童死亡原因之一，也是人類極重要的節肢動物媒介病毒性疾病之一。登革

病毒依其抗原性之不同分為四種血清型，重複感染不同血清型之登革病

毒，不但不具交叉免疫保護的能力，反而會引起出血性登革熱。 

登革熱在台灣 

臺灣地區自 1901年起至 1987年曾有數次大流行，近來每年亦有病例

發生，經鑑定四型登革病毒均曾出現，顯示臺灣地區已成為出血性登革熱

發生之高危險地區。民國七十六年高屏地區爆發流行以來，登革熱已成為

本土性的疾病，而且自從民國八十四年臺北縣及臺中縣市出現本土性病例

以來，登革熱已籠罩全臺灣，不再只限於南臺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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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登革熱及登革出血熱登革休克症候群 

登革熱依臨床症狀表現可分為典型登革熱(classic dengue fever)及登革

出血 /登革休克症候群 (dengue hemorrhagic fever/dengue shock syndrom, 

DHF/DSS)，後者俗稱出血型登革熱。典型登革熱潛伏期約為 5-8 天，臨床

症狀頗似流行性感冒，常造成高熱，持續性頭痛及全身肌肉、關節等處酸

痛，淋巴結腫痛；高燒 5-7天後消退，此時手腳會出現彌漫性紅色皮膚丘疹

等主要症狀。有些患者會發生食慾不振、噁心、嘔吐等腸胃不適現象；另

外，有的伴有皮下紫斑、瘀血、流鼻血及牙齦、胃腸、子宮出血等出血情

形，全部病程約一週，帶給患者相當大的痛苦。出血性登革熱好發於 14歲

以下之兒童，其致病機轉迄今尚無定論， Halsted等學者依據東南亞流行病

學調查結果提出出血型登革熱是由於繼發性交叉感染所引起之理論，目前

被醫學界普遍接受認。Hasted認為在人體已感染過登革熱(第一次感染)，體

內有登革病毒的免疫記憶存在時，若再感染到第二種登革病毒(第二次感

染)，將大量激活前一種登革病毒的抗體反應，而伴隨著補體、cytokine、kinin

等的活化，但是這些免疫反應不但無法消滅新感染的登革病毒，反而將發

生過敏反應並釋放出一些因子如 histamine等，使血管擴張而造成出血、休

克症狀。通常出血、休克的症狀發生於第二次的高熱之後，此時若沒有妥

善的照顧，病患容易因此死亡。如果有一種檢測方法可於病患發生高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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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檢測該病患是否感染登革病毒？感染哪一型病毒？同時檢測患者血液

中是否存在不同型的登革病毒之抗體而有發生出血性/休克登革熱的可能，

如此則能對病患作妥善照顧，大為減少病患死亡的的機率。 

     

登革熱之實驗室檢驗方法

(www.cs.nthu.edu.tw/document/Medicine/top_001.html) 

依據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之檢驗方法為例，登革熱之實驗室檢驗方法包

括：  

    1．分離病毒： 

           於病人發病之七天內採取血液檢體，以蚊細胞株 C6-36﹙Ae. 

albopictus﹚於 28。、5%CO2恆溫培養箱中培養七天至一星期以上，

再以對抗登革熱病毒外套膜蛋白單株抗體鑑定病毒型別。本法診

斷率不高，發病五天內採的血，大約只有一半病例能分離出病毒。 

   ※ 蚊細胞株C6-36﹙Ae. albopictus﹚，AP-61﹙Ae. pseudoscutellaris﹚ 

      及 TRA-184﹙T. amboinensis﹚，是在登革熱病毒接種及研究上最常 

      被使用且相當簡單及經濟的方法。 

    2．MAC-ELISA(IgM capture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方法： 

          於病人發病之三天左右採取血液測血清中之 IgM抗體效價，二

至三個月後病人之血清即呈陰性反應。此法操作較易，特異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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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於急性期測得之陽性率不高；發病五天採的血，陽性率僅約

25%。 

    3．血液凝集抑制試驗﹙Hemagglutination Inhibition Test; HI﹚： 

            本法須有二次以上的採血，故在診斷的時效上，難以令人滿

意，不過它為傳統所用的方法，故可當作為輔助診斷。 

 

只要符合下面任何一項，即判為確定病例： 

         1．分離到登革熱病毒。 

         2．MAC-ELISA檢驗陽性。 

         3．HI抗體有四倍或更高的效價上昇或效價維持於≧320。 

 

國內某些研究單位也曾以 PRNT(plaque reduction neutralization test)方

法作為登革熱病毒感染的鑑定，但由於其材料成本太昂貴，並未被廣泛使

用。 

至今實驗室中檢驗登革熱病毒感染的方法及分離病毒技術仍然不盡理想，

最近幾年雖有反轉錄聚合酶鏈結反應﹙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技術的應用，但由於登革熱病毒屬於 RNA病毒，

其染色體 RNA序列﹙RNA sequence﹚容易產生突變，加上各型之登革熱病

毒 RNA序列分析不全，適當之引子﹙primer﹚不易設計，為反轉錄聚合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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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反應的技術於檢驗登革熱病毒感染仍不能有效應用之原因。 

 

生物感測分析技術與生物感測器 (Biosensing Technology and Biosensor) 

    生物感測分析技術 (Biosensor technology) 被譽為二十一世紀科技之新

寵，生物感測器則係應用生物感測分析技術構成之檢測分析系統，系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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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識別性材料與各種訊號轉換器 (transducer) 組合而成，如圖 1-2所示， 

乃藉由固定相分子 (ligand)與其相對應之流動相分子 (ligate) 結合所產生

之轉換器擴大為可偵測之訊號來進行分析與定量之工作。 

     用來偵測抗體與抗原間交互作用之生物感測器，稱為免疫感測器，其

原理與傳統固相免疫分析法(solid-phase immnoassays)原理相似，但抗體或抗

原係固定在感測器(sensor)之表面。免疫感測器可檢測分析物之種類範圍很

廣，例如醫學診斷標記（病毒、抗原或抗體、腫瘤標記、賀爾蒙等）、藥物

（醫療用或濫用之藥物）、細菌、毒素（霍亂毒素、金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

等）、環境污染物（殺蟲劑、除草劑等）等。與傳統免疫分析法比較，除了

有不需標示之優點外，亦可研究抗原與抗體之動力學分析，且固定相分子

可再生使用，能夠有效降低分析操作之成本。 

免疫感測器之敏感度及特異性乃決定於抗原抗體之鍵結親和力與特異

性以及訊號轉換系統之背景雜訊。過去十年來，免疫感測器之發展與設計

工作一直不斷進步，不同訊號轉換系統之開發研究以及微小化或大規模製

造之優點評估，是用以決定商品化之成功與生存力之關鍵。 

 

壓電晶體微量天平(Quartz cystal microbalance, QCM) 

1880 年 Curies 發現若對某些晶體如石英(quartz)、電石(tourmaline)、

Rochelle salt等施以機械應力，則在晶體兩側產生電位差，其大小與應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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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此現象稱為壓電效應(Piezoelectric effect) 。1920年 Cady發現在晶體

切面兩側表面施以電壓時，晶體會產生剪力變形，此壓電效應可用來建構

非常穩定之振盪迴路。晶體天然之振盪頻率稱為基本振頻或諧振頻率，主

要由其化學特性、大小、形狀、以及質量等因子決定。當晶體具有壓電性，

會使振盪迴路產生振盪電場，且晶體之振頻與電場相同。 

壓電石英晶體通常以兩片金屬電極如三明治般將石英晶體夾在中間。

其中金屬電極一般材料為金、銀、鋁或鎳，因金最為安定，所以用途最廣。

所用的壓電晶體大多為 AT-cut 之石英晶體，電極之作用為沿晶體垂直方向

導入一振盪電場，此電場迫使晶體內部結晶格子產生類似立波(standing 

wave)之機械振盪行為。假使石英片之厚度一定，此機械性振盪會以一定頻

率表現，而此諧振頻率很容易藉著導入一適當振盪路線而量測。此種由機

械與電子兩種振盪所產生之諧振頻率決定於溫度、密度、剪力係數等多項

因素。某些因素在正常情況下均為固定值，包括：石英晶體之厚度、密度

及剪力係數等，且在某些情況下，氣體或液體接觸時晶體表面之密度、黏

度及橫跨晶片兩面間之壓力差與溫度亦保持固定值等。因此改變晶體頻率

最大因素為電極之質量與附加在電極上之質量變化，此即為壓電石英晶體

微量天平的主要原理。 

1959 年 Sauerbrey 導出在石英晶體金屬表面之質量與頻率變化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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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用來描述氣相狀態下壓電晶體之質量變化與頻率應答關係： 

 

ΔＦ=-2.3×106Ｆ2△M/A6,7 

 

△Ｆ(Ｈz)：表示因質量負載所導致之頻率變化。 

Ｆ：為石英晶體之諧振頻率。 

Ｍ：為電極上所覆加之質量(g)。 

Ａ：表示金屬電極之面積。 

 

隨著質量負載(△Ｍ)增加，頻率衰減值(△Ｆ)越大。若將抗體固定在金

電極表面，再使固定化抗體與樣品接觸，則樣品中存在之抗原將與固定在

金電極表面之抗體結合，造成質量負載增加，導致石英晶體之諧振頻率降

低，而震頻降低之程度將與樣品中之抗原濃度呈比例。 

     

     本計畫在本年度執行期間，已取得各種石英壓電晶體，除了進行穩定

性探討等晶片特性測試外，並依照各種壓電石英晶體特性建立適當之電極

表面淨化處理程序以及晶體表面修飾步驟。抗四型登革熱病毒表面抗原之

單株抗體可由國內廠商自國外進口供應實驗需求，目前已知可取得抗四型

登革病毒之單株抗體皆為 IgG。至於在抗體固定化技術方面，則試行採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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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物理吸附法、cystamine-glutaraldehyde、及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 

silane法等固定化方法，並以定性呈色法確認抗體能有效的固定於壓電石英

晶體之金屬電極表面，實驗結果顯示上述三種方法皆可將抗體有效固定在

震盪石英晶體之金屬電極表面上，尤其是 cystamine-glutaraldehyde固定法之

鍵結效果強而且固定效果佳，可供本計畫採用作為有效之抗體固定化方法。 

    本計畫利用壓電晶體微量天平作為換能器，配合適當之石英晶體電極

與建立各種修飾方法將登革熱抗體固定於 QCM表面，可預期能發展出一套

登革熱快速檢測的工具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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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1. 壓電石英晶體感測器元件 

  

1.1.石英晶體(Quartz crystal)：規格為 AT-cut、諧振頻率 9 MHz，分別有 

   銀電極(YOKETAN CORPORATION )及金電極(日本精工公司代製)之 

   石英晶體。 

1.2.振盪線路如圖一，為本研究室參酌商業資料並經由中央研究院原分所 

   汪治平教授修改而成者。 

1.3.頻率計數器（Universal counter, 5313A HP）。 

1.4.電腦控制儀器與資料擷取分析： 

   採用 LabVIEW 6.0 (Labora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 

   之圖形化程式語言，是目前已被廣泛應用做為資料擷取分析的一套軟 

   體。 

 

2. QCM檢量線之製作： 

     依序進行下述步驟以建立 QCM之檢量線：(1)選擇 9MHz之石英晶 

  片、(2)電極表面清洗、(3)乾燥晶片並將晶片與振盪電路連接，觀察頻率    

  變化直到晶片頻率到達一穩定值，紀錄頻率值如圖三、(4)取定量已知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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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之蔗糖酒精溶液滴加塗抹在晶片之金屬電極表面上，紀錄不同重量之 

  蔗糖造成之振頻差值，作出振頻變化(△Hz)相對於重量(ng)之檢量線，如 

  圖四所示。 

        

3.抗體分離純化 

    四型抗登革熱表面抗原之單株抗體，其中Mab to dengue type 1、2、3、

4, isotype皆為 IgG1/IgG2κ，價格為 1.0mg大約 300US。此抗體由老鼠脾

臟細胞製備，抗體反應活性已經由美國 CDC所認可。  

 

4.抗體專一性測試 

  酵素免疫分析法 

  將抗原吸附於 ELISA plate 之底層，再加入所要偵測之抗登革病毒 

  單株抗體進行抗原抗體結合反應，最後加入二次抗體進行反應及呈色。 

  此方法適用於目標抗體之專一性的分析。 

儀器： 

    ELISA reader（Dynatech, MR5000） 

    ELISA plate（Nunc） 

    八爪自動吸管（Brand, transferpett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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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劑： 

明膠-NET： 

Gelatin                0.25%（Gibco BRL, 152-00022）               2.5 g 

NaCl                 0.15 M（Riedel, 31434）                      8.75 g 

EDTA‧2Na            5 mM（Riedel, 34549）                       1.8 g 

Tween 20              0.05%（Riedel, 63158）                       0.5 mL 

Tris                  50 mM（Pharmacia, 17-1321-01）               6.05 g 

   加水 800 mL 並加熱至 gelatin 溶解，調 pH 至 8.0，在加水至 1000 mL。 

 

PBS（phosphate buffer saline）5 ×： 

NaCl              0.13 M × 5（Riedel, 31434）                      38 g 

NaH2PO4           0.01 M × 5（Riedel, 04296）                     7.8 g 

加水 800 mL 溶解，用 NaOH 調 pH 至 7.0，加水至 1000 mL，成為 5 × PBS。 

 

PBST（phosphate buffer saline ＆ Tween）： 

PBS 5× 稀釋為 1× 並加入 0.05%（v/v）Tween 20，即成為 PBST。 

 

二次抗體連結體： 

    Peroxidase-conjugated goat IgG fraction to mouse immunoglobulin（IgG, IgA,    

    IgM），以明膠-NET 稀釋 1500 × 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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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 以 coating緩衝液將抗原稀釋為 1μg/100μL之濃度，在 96孔 ELISA 

    plate 每槽加入 100μL，置於 4℃ 作用過夜。 

(2) 每槽以 150μL PBS 清洗 2次。 

(3) 每槽加入 200μL gelatin-net 溶液，室溫下作用 1h 進行填塞。 

(4) 每槽加入 100μL 待測抗體溶液，室溫下作用 1h 進行抗原抗體反應。 

(5) 每槽以 150μL PBST 清洗 3次。 

(6) 每槽加入以 gelatin-net溶液稀釋 1000倍二次抗體酵素連結體 100μL，

室溫下作用 1h。 

(7) 每槽以 150μL PBST 清洗 4次。 

(8) 每槽加入 100μL TMB 呈色劑，再避光下進行呈色 20 min。 

(9) 每槽再加入 100μL 2 N H2SO4 終止反應。 

(10)呈色結果由 ELISA reader A410 判讀。 

 

5.抗體之固定化技術 

 

5.1晶片清洗處理 

 

    石英晶體之表面修飾過程，一般先進行金屬電極表面清洗。通常以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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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以及有機溶劑進行清洗處理，藉以去除電極上之氧化物及有機物。 

試劑： 

1 N NaOH、1N HCl、acetone 

方法： 

（１） 取晶片置於1N NaOH， 靜置 5分鐘。 

（２） 以去離子水洗淨。 

（３） 置於1N HCl，靜置 5分鐘。 

（４） 以去離子水洗淨。 

（５） 置於 acetone，靜置 5分鐘。 

（６） 以去離子水洗淨。 

（７） 真空乾燥20分鐘。 

（８） 待乾燥後測定晶體之震盪頻率（F0）。 

 

5.2 直接吸附法 

 

    利用抗體與電極間之凡得瓦爾力將抗體固定於石英晶片上。 

試劑： 

     PBS緩衝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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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１） 取清洗過的石英晶片（F0）。 

（２） 在石英晶片電極上均勻的塗佈上10μL 的 0.5 mg/mL抗體溶液。 

（３） 置於37℃培養箱（溼度 100%）中，靜置 1小時。 

（４） 分別以 PBS 緩衝液、去離子水清洗。 

（５） 自然風乾，測量頻率（Fab）。 

（６） 在石英晶片電極上均勻的塗佈上5μL 的抗原溶液。 

（７） 置於37℃培養箱（溼度 100%）中，反應 1小時。 

（８） 分別以 PBS 緩衝液及去離子水清洗。 

（９） 自然風乾，測量頻率（Fag）。 

（10）將（Fab）-（F0）即為固定上抗體之頻率差。 

（11）將（Fag）-（Fab）即為結合上抗原之頻率差。 

 

5.3 Cystamine-glutaraldehyde法 

 

    利用 Cystamine 和 QCM 電極長時間作用形成硫-銀/金鍵結，再以戊

二醛一端之醛基與 Cystamine 間之胺基形成 Shiff base，戊二醛之另一端醛

基再與抗體分子上之胺基進行結合，將抗體固定於 QCM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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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劑： 

50µM Cystamine 溶液 

Cystamine                                                 （Sigma, C-7255） 

先以去離子水配製成 1mM 的 Cystamine 溶液在稀釋成 50µM。 

2.5% Glutaraldehyde 溶液 

Glutaraldehyde 25 %                                         （Sigma, G-6257）              

取 1 mL 的 25 % Glutaraldehyde 以去離子水稀釋成 10 mL。 

方法： 

（１） 取清洗過的石英晶片，測量頻率（F0）。 

（２） 將石英晶片浸泡在50μM的 Cystamine 溶液 12小時。 

（３） 取出晶片以去離子水清洗。 

（４） 將晶片浸泡在2.5% Glutaraldehyde 溶液中 1小時。 

（５） 以去離子水清洗，自然風乾，測頻率 (Fm)。 

（６） 在石英晶片電極上均勻的塗佈上5μL 的 0.5 mg/mL抗體溶液。 

（７） 置於37℃培養箱（溼度 100%）中，反應 1小時。 

（８） 分別以PBS緩衝液、去離子水清洗，自然風乾，並測量頻率(Fab)。 

（９） 在石英晶片電極上均勻的塗佈上5μL 的 0.1 M Glycine 溶液中 1

小時。 

（10）以 PBS 緩衝液及去離子水清洗，自然風乾並測量頻率（F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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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在石英晶片電極上均勻的塗佈上 5μL 的抗原溶液。 

（12）置於 37℃培養箱（溼度 100%）中，反應 1小時。 

（13）分別以 PBS緩衝液、去離子水清洗，自然風乾，並測量頻率(Fag)。 

（14）將（Fab）-（Fm）即為固定上抗體之頻率差。 

（15）將（Fag）-（Fblock）即為結合上抗原之頻率差。 

 

5.4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 固定法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 在高溫 70℃時，其 silane 端會在

QCM 上形成一網狀層，而另一端有 epoxy group 可以和抗體分子上的胺基

型成鍵結，利用此原理將抗體固定於 QCM 上。 

試劑： 

5 %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 異丙醇溶液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                           （Aldrich, 440167） 

取 0.5 mL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加入 9.5 mL異丙醇中。 

方法： 

（１） 取清洗過的石英晶片，測量頻率（F0）。 

（２） 在石英晶片電極上添加上5μL 的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 

       silane 異丙醇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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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置於70℃ 烘箱中，作用 30分鐘。 

（４） 以去離子水清洗，自然風乾，並測頻率 (Fm)。 

（５） 在石英晶片電極上均勻的塗佈上5μL 的 0.5 mg/mL抗體溶液。 

（６） 置於37℃培養箱（溼度 100%）中，反應 1小時。 

（７） 分別以PBS緩衝液、去離子水清洗，自然風乾，並測頻率 (Fab)。 

（８） 在石英晶片銀電極上均勻的塗佈上5μL 的 0.1 M Glycine 溶液 1  

       小時。 

（９） 分別以PBS緩衝液、去離子水清洗，自然風乾，並測頻率 (Fblock) 

 (10)  在石英晶片電極上均勻的塗佈上 5μL 的抗原溶液。 

（11）置於 37℃培養箱（溼度 100%）中，反應 1小時。 

（12）分別以 PBS緩衝液、去離子水清洗，自然風乾，並測頻率 (Fag)。 

（13）將（Fab）-（Fm）即為固定上抗體之頻率差。 

（14）將（Fag）-（Fblock）即為結合上抗原之頻率差。 

 

 

6.間接呈色法 

    分別在經上述三種不同固定修飾法處理後之時應電極表面，以 TMB Kit

進行呈色反應 5 min。其中實驗組為加入固定濃度抗體溶液者，對照組則僅

加入 PBS緩衝液取代抗體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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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目前第一階段性計畫，大致包括取得各式石英晶體電極、取得四型抗

登革熱病毒表面抗原之單株抗體、建立石英晶體電極表面清淨及修飾方

法、建立抗體純化方法、以及已試行多種抗體之固定化處理方法及步驟等，

各項目之實際結果及數據圖示則如下列各圖所示。 

一、壓電石英晶體： 

目前實驗室已購入各種石英壓電晶體，電極部分可披覆不同之金屬

材質，目前採用金電極與銀電極之壓電石英晶體進行本計畫相關實驗。

為了維持最佳檢測操作環境，經刻意設計配合所使用壓電石英晶體之金

屬套蓋，並維持操作環境之固定相對溼度為 100%。壓電石英晶體金電

極與銀電極之穩定度如附圖一、附圖二所示，而附圖三、附圖四為壓電

石英晶片加上金屬套蓋之穩定性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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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壓電石英晶體之金電極之穩定性圖示 

 

 

 

 

 

 
             

         圖二： 壓電石英晶體之銀電極之穩定性圖示 

 

 26



 

           

     三：壓電石英晶體之金電極加上金屬套蓋後之穩定性 

 

 

 

 

 

 
       

      圖四：壓電石英晶體之銀電極加上金屬套蓋後之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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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震盪電路： 

本計畫目前採用之震盪線路如圖五所示。該震盪電路係本研究室

酌商業資料構築完成後,再經由中央研究院原分所汪治平教授修改而成

者。 

 

                 

                 圖五： 振盪迴路線路圖 

 

 

三、電腦控制儀器與資料擷取分析系統： 

採用 labview之圖形化程式語言。圖六為進行震頻測量時由個人電

腦螢幕上所顯示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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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 石英晶片頻率測量過程之顯示圖形 

四、QCM檢量線製作： 

        紀錄不同重量之蔗糖溶液對壓電石英晶體頻率影響之關係，如圖七所

示。製作震頻差值(ΔHz)相對於蔗糖重量(ng)之檢量線，其中 r2 0.9974。 

 
蔗糖檢量線 y = 2.5475x - 429.92

R2 = 0.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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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在石英晶體電極表面沾附蔗糖造成振頻變化之檢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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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型登革熱抗體與抗登革熱抗體之取得： 

        四型抗登革熱病毒表面抗原之單株抗體須經由國外廠商進口，四

型抗登革病毒之單株抗體皆為 IgG。 

 

六、抗體專一性測定 

        實驗室目前已建立 ELISA標準操作程序，可測定抗體與抗原間之

間的專一性。 

 

七、抗體之固定化 

     試行採用之固定化方法包括物理吸附法、cystamine-glutar- 

aldehyde、以及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法等，並以定性呈 

色法確認抗體能有效的固定於壓電石英晶體之金屬電極表面。 

 

1.物理吸附法： 

 

以 PBS作為吸附緩衝液，在抗體濃度約 0.5mg/mL時，達最大

頻率變化。因此以固定 0.5mg/mL的抗體濃度作為物理吸附法採用之

抗體固定量，其中頻率變化由圖八所示，其頻率變化量為 562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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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抗體濃度與頻率變化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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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 以物理吸附法固定抗體之結果 

 

 

 

 

2. cystamine-glutaraldehyde法： 

    當抗體濃度為 0.4mg/mL時,其頻率變化最大量為 320Hz。採用

固定0.4mg/mL的抗體濃度作為 cystamine- glutaraldehyde法之抗體固

定量,其中頻率變化與抗體濃度對應關係,由圖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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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 以 cystamine-glutaraldehyde 法固定抗體之結果 

 

 

3.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法： 

       抗原濃度為 0.5mg/mL時,其頻率變化最大量為 290Hz,如圖十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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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以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 法固定抗體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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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性呈色分析法： 

    如圖十一、十二、十三所示， (A)為有添加抗體之晶片、(B)為

對照組，未添加抗體。利用定性呈色分析法可觀察到(A)晶片呈現深

藍色、(B)則並未呈色，可確認抗體可利用目前使用之固定技術固定

在石英晶片上。 

 

 

 

 

 

     圖十

        

 

 

 

 

 

 

        圖十二、

        

 

一、 利用物理吸附法進行晶體修飾 

      (A)添加抗體(B)未添加抗體 

利用 cystamine-glutaraldehyde法進行晶體修飾 

       (A)添加抗體(B)未添加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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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三、利用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法進行晶體修飾 

               (A)添加抗體(B)未添加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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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一、 壓電石英晶體之取得與修飾 

壓電石英晶體免疫感測器主要由壓電石英晶體與震盪線路結合構

成量測系統，用以測量在晶體表面進行免疫反應所產生物理或化學訊號。 

  

(一) 壓電石英晶體： 

為了執行本計畫之需求，陸續由國內外各種管道取得數種壓電石英

晶體電極以配合構築免疫感測器。再由其中選定金電極與銀電極各一

種，用來執行本計畫。由於壓電石英晶體為對質量變化具備高敏感性之

檢測工具，對於環境中溼度、聲波等因子具備顯著反應性。為達成更佳

檢測效果，特別刻意設計能夠配合壓電石英晶體檢測操作之金屬套蓋，

並且隨時維持操作環境之相對溼度為 100 % 。壓電石英晶體金電極與

銀電極之穩定度如附圖一、附圖二所示，而附圖三、附圖四為壓電石英

晶片加上金屬套蓋之穩定性圖示。結果顯示，無論是金電極或銀電極之

壓電石英晶體，外加金屬套蓋均能提升壓電石英晶體震盪頻率之穩定

性，且能有效維持操作環境之溼度。 

 

(二)震盪電路： 

目前本期計畫使用之震盪線路如圖五所示。該震盪電路係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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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參酌商業資料構築完成後，再經由中央研究院原分所汪治平教授修改

而成者。 

 

(三)電腦控制儀器與資料擷取分析系統： 

採用 Labview之圖形化程式語言，能配合頻率計數器將壓電石英晶

體震盪頻率之類比訊號轉為電腦WINDOWS 系統可瓣識之數位訊號，

可方便在個人電腦進行石英壓電晶體中頻率變化之數據閱讀及操作。此

分析系統已廣泛應用做為資料擷取分析的一套軟體。圖六為進行震頻測

量時，在個人電腦顯示螢幕上所顯示的圖形。 

 

(四)壓電石英晶體震盪器表面修飾： 

       石英晶體之表面修飾過程，一般先進行金屬電極表面清洗處理。

其標準製程通常以酸、鹼及有機溶劑進行清洗處理，藉以去除電極表

面上之氧化物及有機物。在清洗處理過程中，對銀電極之處理步驟僅

進行鹼處理，再浸泡於丙酮，經由去離子水充分清洗後即進行真空乾

燥。未進行酸處理之主因為銀本身易氧化且化性較金活潑，且銀電極

晶體之鍍膜層與石英晶片間的結合會因酸性溶劑處理而減弱，導致不

易進行後續抗體固定操作等問題之故。雖然銀電極有必須避免酸性環

境下操作之限制，但基於價格以及取得之容易度考量，仍擬選用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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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電極之石英壓電晶體電極進行實驗。此外，為建立標準操作程序而

進一步進行對鍍金之石英壓電晶體進行標準清洗製程之檢討。由於金

本身之化性相當安定，因此在清洗處理過程中先以酸、鹼溶液處理進

行氧化還原反應去除電極上之雜質，再利用丙酮洗淨，即可達成有效

的清洗效果。 

 

(五)QCM檢量線製作： 

            紀錄不同重量之蔗糖溶液對壓電石英晶體頻率影響之關係,如圖

七所示。製作震頻差值(ΔHz)相對於蔗糖重量(ng)之減量線,其中 r2為

0.9974。 

 

(六)四型登革熱抗體與抗登革熱抗體之取得： 

        四型抗登革熱病毒表面抗原之單株抗體可經由國內廠商自國外進

口，四型抗登革病毒之單株抗體皆為 IgG。 

 

(七)抗體專一性測定 

        實驗室目前已建立 ELISA標準操作程序，可隨時用來測定抗體與

抗原間之專一性與親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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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抗體之固定化 

       試行採用之固定化方法包括物理吸附法、cystamine-glutaraldehyde、  

    以及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法等，並以定性呈色法確認抗

體能有效的固定於壓電石英晶體之金屬電極表面。 

     

1.物理吸附法： 

以 PBS作為吸附緩衝液，在抗體濃度約 0.5mg/mL時，達最大

頻率變化。因此以固定 0.5mg/mL的抗體濃度作為物理吸附法採用之

抗體固定量，其中頻率變化如圖八所示，其頻率變化量為 562Hz。 

     

2. cystamine-glutaraldehyde法： 

震頻變化與抗體濃度間呈現性關係，且具高度正相關性。當抗

體濃度為 0.4mg/mL時，其頻率變化最大量為 320Hz，但抗體濃度再

提高其頻率反而下降，顯示頻率變化已呈負載，若超過此範圍則頻

率變化相對於質量變化將不再是成正比關係。採用固定 0.4mg/mL的

抗體濃度作為 cystamine-glutaraldehyde法之抗體固定量，其頻率變

化與抗體濃度對應關係如圖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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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Glycidoxypropyl-trimethoxysilane法： 

            與 cystamine-glutaraldehyde法之結果類似，隨抗體濃度上升其

頻率變化愈大，抗體濃度與頻率變化形成線性相關，且具有高度的

正相關性。抗原濃度為 0.5mg/mL時，其頻率變化最大量為 290Hz，

但抗體濃度再提高時頻率反而下降，亦呈現質量負載的現象如圖十

所示。 

 

4.定性呈色分析法： 

       利用二抗連接體(與 HRP連結)與抗體專一性結合，利用商品化

之 TMB Kit 呈色套組，間接以定性分析觀察抗體是否有效固定。如

圖十一、十二、十三所示， (A)圖為有添加抗體之晶片、(B)圖則為

未添加抗體之對照組。利用定性呈色分析法可觀察到(A)圖之晶片呈

現深藍色而(B)圖並無呈色。可確認抗體固定可利用目前使用之固定

技術固定在石英晶片上。 

    實驗結果顯示上述三種方法皆可將抗體有效固定在震盪石英晶體之金

屬電極表面上，尤其是 cystamine-glutaraldehyde固定法效果最佳，其鍵結效

果強而且固定效果佳，將可供採用作為執行本計畫之有效固定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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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1. 壓電石英晶体電極之取得與修飾：壓電石英晶体電極(Piezo-electric 

Quartz Crystal Electrode)是由一定厚度的石英晶片及附著於兩側之金屬

電極所構成。對電極兩側之金屬電極加掛震盪線路後可誘發固定頻率

之諧震，而其諧震頻率會因為表面沾附物質而降低，且其降低程度與

沾附物質之質量成正比。目前有例如9MHz供電子器材使用之石英震盪

晶片電極元件可供直接應用，但市售品多為銀電極，由於銀在抗體固

定化之處理過程容易進行氧化還原等反應，並不適合生物感測器使

用，需再經更安定之金屬鍍著處理或直接以未經處理之石英片鍍上更

安定之金屬後使用。常用之安定金屬包括Pt、Pd、Au等。 

2. 目前壓電石英晶體金電極與銀電極之穩定度如附圖一、附圖二所示, 由

於壓電石英晶體為對質量變化具備高敏感性之檢測工具，若未加金屬

套蓋容易受環境中溼度、聲波等因子影響，導致頻率測量出現干擾背

景。裝置金屬套蓋後振頻變化如圖三、圖四所示，可觀察到頻率變化

在短時間內達到穩定值，且可降低外在環境之影響。 

3. 本實驗室已建構一套QCM偵測系統，其震盪線路系統為TTL-SN7400，

穩定度尚稱良好，可配合構築單一項目檢測用途之免疫反應型生物感

測器。但在本計劃執行過程中仍將隨時留意改進震盪電路系統，目前

已初步對震盪線路系統進行改良，發現新震盪線路之偵測範圍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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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進行進一步系統穩定性及靈敏性探討，以提升QCM偵測系統的深

度(靈敏性)及廣度(頻率變化範圍)之優勢。 

4. 四型登革病毒單株抗體與抗四型登革病毒抗體之二次抗體之取得：抗

四型登革熱病毒的單株抗體與抗四型登革病毒抗體之二次抗體，預計

購買生產單株抗體的細胞株，在本實驗室進行細胞培養及抗體的分

離、純化，以有效取得所需之各種抗體；或者直接購買具備滿意專一

性之市售單株抗體供用。無法直接購得單株抗體或生產單株抗體之細

胞株的項目，則預定委託適當廠家生產所需之單株抗體以配合構築生

物感測器之需求。 

5. 抗体之分離純化：若購入融合細胞株並在本實驗室進行細胞培養以生

產單株抗體，則培養液中生成之抗体可採用硫銨鹽析、膠体過濾層析、

離子交換層析、親合性層析等方法進行抗体之純化，以製取純度與效

價較高之抗体供構築生物感測器。 

6. 抗体之專一性測試：自行分離純化製得或直接購入之抗体，亦可採用

雙向免疫擴散法及免疫電泳法等方法測試其專一性。 

7. 建立抗体之固定化技術：抗體固定於石英晶體電極表面之良否會影響

生物感測器的靈敏度、保存安定性及偵測極限。當抗體應用於免疫偵

測時，由於抗體是利用變化區結合抗原，故在固定抗體以檢測抗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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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慮抗體的方向性，並需考慮抗體與界面結合的狀況、抗體的安定

性等。目前在電極上做表面處理，使之與抗體蛋白結合的方式例如： 

a. 利用 protein A的固定：將電極酸鹼處後加熱，可有效的將 protein A

固定在電極上，protein A本身和免疫球蛋白有非常好的親和力，

因此可利用修飾在電極表面上的 protein A膜來捕捉抗體，更進一

步檢測抗原。 

b. 金(Au)與蛋白雙硫鍵間的化學性吸附：利用含硫化合物，如雙硫

鍵化合物 (disulfides)(R-S-S-R)、硫化物 (sulfides)(R-S-R)、以及硫

醇 (thiol) (R-SH)等，與金電極表面發生強烈吸附，此時含硫化合

物會極有次序地排列在金屬表面形成單層(36)，在甲烯基

(methylene groups)間之凡得瓦力會使該單層方向化及穩定化。 

c. 具胺基高分子材料的使用：在電極表面先覆蓋一層如 PEI、γ

-APTES 或 GOPS 等 具 胺 基 的 高 分 子 修 飾 膜 ， 再 藉

glutaraldehyde(GA)將之活化後固定抗體。 

此外，一般用來進行蛋白質固定化的方法,例如吸附法、共價結合

法、架橋法、包埋法等,都能採用來固定抗体。在目前實驗室建立之不

同抗體固定法中，以cystamine-glutaraldehyde法效果較佳，能有效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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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目前採用此修飾法為主要方向，並預備後續配合構築免疫反應型

生物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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