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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

detect

predict

pinpoint

GE Healthc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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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Healthcare 在双向电泳研发各阶段的里程碑

LKB introduced Ampholine™, the first commercial carrier ampholyte

The first multiple separation system, ISO-DALT, was developed

Pharmacia Fine Chemicals introduced Pharmalyte™

LKB introduced Immobiline™

Pharmacia Biotech introduced Immobiline DryStrip

Pharmacia Biotech introduced ImageMaster™ suite

Pharmacia Biotech introduced IPGphor™

Pharmacia Biotech launched DALT II system

Amersham Pharmacia Biotech launched Typhoon™

Amersham Biosciences launched 
Ettan™ DIGE

The Multiphor™ flatbed electrophoresis unit is launched. In production for 30 years in 2003!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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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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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定义：

一种细胞、组织或生物体完整基因组所对
应的全套蛋白质。

蛋白质组分类：

• 比较蛋白质组 (differential proteomics)

• 表达蛋白质组 (expression proteomics)

• 功能蛋白质组 (functional prote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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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Sciences

Cyscribe
CyDyes
TempliPhi
GenomiPhi

Sample Prep & Labelling

Separation & Detection
DeCyder MS

Akta MDLC Akta PPF

DeCyder MS

Akta MDLCEttan MDLC

蛋白质组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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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寻找差异蛋白质

环孢素A处理前 环孢素A处理后

正常 组织 肿瘤组织

细
胞

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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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30th Anniversary

O’Farrell PH. 

High-resolution two-dimensional electrophoresis of proteins. 

J Biol Chem. 250 (1975) 4007-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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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电泳原理

1. 第一向：根据蛋白质的
等电点不同，在变性条
件下等电聚焦分离蛋白

2. 第二向：根据蛋白质的
分子量不同，在SDS-聚
丙烯酰胺凝胶电泳中分
离蛋白

双向电泳可分离数千个

蛋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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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聚焦电泳（IEF）原理

蛋白质是带有电荷的两性生物大分子，其正负电荷的数量随所
处环境酸碱度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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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场存在下的一定pH溶液中，带正电的蛋白分子将向负极移动而
带负电的蛋白分子将向正极移动，在某一pH时，蛋白分子在电场中不再
移动，此时的pH值即为该蛋白质的等电点。

等电聚焦电泳（IEF）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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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聚焦（IEF）电泳就是在凝胶中加入两性电解质，从而构成从正
极到负极pH逐渐增加的pH梯度，处在其中的蛋白分子在电场的作用下运
动，最后各自停留在其等电点的位置上，测出蛋白分子聚焦位置的pH值，
便可以得到它的等电点。

等电聚焦电泳（IEF）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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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凝胶
(支持膜上0.5 mm 厚凝胶)

丙烯酰胺缓冲液: Immobiline®

CH2=CH-CO-NH-R,
R ：羧基或叔胺基

固相 pH梯度 (I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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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系统中加入一定量的十二烷基硫酸钠（SDS），
则蛋白质分子的电泳迁移率主要取决于蛋白质的分子量大小，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原理

SDS：蛋白 =  1.4：1

断裂分子内和分子间氢键，破
坏蛋白质的二级和三级结构。

作为强还原剂能使半胱氨酸之
间的二硫键断裂。

改变蛋白质分子单体构象，使
之全部变成似雪茄烟形的长椭圆
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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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analysis

Image acquisition

Automated spot picking

Spot digestion

MALDI target spotting

LWS Laboratory workflow system

MALDI-ToF

Protein Separation

双向电泳经典技术平台

Sample Prep
Sample lab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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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pI and Mr 图
酵母细胞表达6,216种蛋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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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理论值)

M
r[

kD
a]

2DE 工作范围

注: 图片中没有特别强调蛋白丰度和疏水性

至今1,484个蛋白被鉴定 (Nat.Biotechnol. 17,676 and 19, 242)

From: Wildgruber et al. Electrophoresis 21 (2000) 2610-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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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MS 经典工作流程

细胞裂解

匀浆

预分级

除杂质

浓缩

定量

差异分析

双向电泳

第一向

第二向

图像获取

图谱分析

银染

考染

荧光

蛋白标记

样品制备 分离 染色 图谱分析
挖点
酶解
点靶

蛋白鉴定

体液

植物

微生物

组织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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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制备对于获得可靠、准确的2D电泳结果至关重要

• Ettan™ 样品制备试剂盒和试剂使样品制备变得：

- 可靠

- 易操作
- 重复性好

- 一致性高

样品制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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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to consider

Is the sample from cells or solid tissue?

Is pre-fractionation desired?

What kind of interfering substances are present?

Quality of separation vs. total protein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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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制备

• 细胞破碎

• 蛋白沉淀

• 溶解

• 抑制蛋白酶活性

• 去除

- 核酸

- 脂类

- 盐，缓冲液，离子性小分子

- 不溶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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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MS 经典工作流程

差异分析

图像获取

图谱分析

银染

考染

荧光

蛋白标记

染色 图谱分析
挖点
酶解
点靶

蛋白鉴定

体液

植物

微生物

组织

细胞

Separation

双向电泳

第一向

第二向

细胞裂解

匀浆

预分级

除杂质

浓缩

定量

样品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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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凝胶
(支持膜上0.5 mm 厚凝胶)

丙烯酰胺缓冲液: Immobiline®

CH2=CH-CO-NH-R,
R ：羧基或叔胺基

固相 pH梯度干胶条----IPG 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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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pH范围胶条

• 不同长度、多种窄pH范围胶条可选，尤其是1个pH范围

• pH7-11NL碱性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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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 pH gradient: 3 – 11 NL

Mouse liver extract

IPG 24 cm, pH 3-11

run with IPGphor

From A. Görg

Proteomics Department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unich

pH 3 pH 11



23 /
GE  /

Narrow Range pH Gradient 5-6

Mouse Liver

1st dimension:
IPG 5-6, 24 cm on 
IPGphor

2nd dimension:
13 % SDS gel
In DALT System

From Görg et al.

pH 5                                                            p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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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

∑ 1564

∑ 218 ∑ 1429

Mouse liver proteins

From A. Görg et al. (1999)

IPG 4 - 5

IPG 4 - 7

IPG 5 - 6 IPG 5,5 - 6,7

Number of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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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长度的胶条

7 cm          11 cm              13 cm           18 cm
2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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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与非线形胶条

for most samples

Cell lysates

Tissue extracts

linear (L) nonlinear (NL)

for samples with                  
abundant  proteins in the 
range between pH 5 and 7

Serum proteins



27 /
GE Title or job number /

2009-03-23

pH 3-10 L and NL

from Prof. Angelika Görg, Technical University Munich

Tissue Proteins from Mouse Liver

linear (L) nonlinear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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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水化时加入样品， 此体积是加入样品后的终体积

IPG 胶条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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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化上样 VS 杯上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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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涨盘 VS 聚焦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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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F电泳

IPGphor 包括半导体温控系统
(20°C)和程序化电源(10000V)

可同时进行12根胶条的等电聚焦

聚焦效果以“Vh”数控制，可提高
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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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IPGphor 仪器运行参数：
1、水化：电压，温度和时间；
2、等电聚焦电泳：梯度电压和温度，完成 Vh

1. 30v          Step                12hr
2. 100 V      Step                1.0hr
3. 1000 V    Gra 1.0hr
4. 8000 V Gra 2.0hr 
5. 8000 V    Step  42000vhr

IEF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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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G 胶条的平衡——两步平衡

• SDS 电泳前, 平衡母液:

2% SDS, 50mM Tris-HCl pH 8.8,
6M urea, 30% glycerol + 

蛋白与SDS结合

甘油和尿素降低电内渗作用

• 第一步DTT平衡：

(1 x 15min) 1% DTT

• 第二步碘乙酰胺平衡：去除多余的 DTT ，防止拖尾

(1 x 15min) 4% iodoacetam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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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PAGE电泳-----胶条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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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PAGE电泳-----胶条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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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PAGE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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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PAGE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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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MS 经典工作流程

差异分析

图像获取

图谱分析

蛋白标记

图谱分析
挖点
酶解
点靶

蛋白鉴定

体液

植物

微生物

组织

细胞

分离

细胞裂解

匀浆

预分级

除杂质

浓缩

定量

样品制备

双向电泳

第一向

第二向

银染

考染

荧光

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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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检测方法
 Sensitivity  

limit 
Quantitation Living cells Linear Dynamic 

Range 
   

Coomassie Blue 
staining 

100 ng +++ no 3    

Negative staining 15 ng + no 3    

Silver staining 200 pg + no 7    

Fluorescent 
staining 

400 pg ++++ no 104    

Fluorescent 
labelling 

250 pg ++++ no 104    

Radioactive 
labeling: 

       

X-ray film 1 pg +++ yes 20    

Phospor-imager 
plates 

0.2 pg ++++ yes 105    

Stable isotope 
labelling 

< 1 pg ++++  
(with MS) 

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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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的染色及检测

1）考马斯亮兰染色法；
2) 银染法；
3）负染法；
4）荧光染色法；
5）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法等。

目前最常用的是银染法和考染法。

考马斯亮兰染色:
经典的考马斯亮兰染色程序：
1 固定 20% TCA 1h
2 染色 0.1% CBB in 40% EtOH/10% acetic acid 2h
3 脱色 40% EtOH,10% acetic acid 2x 30 min
4 强化 1% acetic acid overnight
5 清洗 deionized H2O 30 min

局限：灵敏度低（≈1μg protein/spot）



41 /
GE Title or job number /

2009-03-23

Neuhoff 胶体考染法：
1 固定：12％（w/v）三氯醋酸（TCA） 2h
2 染色：200ml 染色液混合50ml 甲醇 16-24h
染色液：在490ml 含2％（w/v）的H3PO4中加50g (NH4)2SO4直至完全溶解

再加0.5g CBB G-250（已溶于10mlH2O中）, 搅拌混合。
无需过滤，使用前摇匀。

3 漂洗：
(1) 0.1 mol/L Tris-H3PO4缓冲液（pH 6.5）漂洗两分钟；
(2) 25％（v/v）甲醇漂洗不超过1min

4 稳定：在20％的(NH4)2SO4中稳定蛋白质－染料复合物。
优点：背景低，灵敏度高，可达到200ng protein/spot。

热考马斯亮兰染色：
1 染色： （0.025%(w/v) 考马斯亮兰R350） 将1 片 Phast Gel Blue 药片溶入
1.6L 10%醋酸，将染色液加热到90 °C倒入凝胶染色盘，振荡10min；
2 脱色：10%醋酸室温振荡脱色2h，期间需多次更换脱色液，脱色液可通过铺
有活性炭的滤纸层过滤回收；
脱色液和染色液可重复使用。

凝胶的染色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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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银染色：
银染的方法种类有100多种。
大致原理：银离子在碱性pH 环境下被还原成金属银，沉淀在蛋白质的表
面上而显色。可染出胶上低于1 ng/蛋白质点。

凝胶的染色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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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染注意事项：

1). 使用戊二醛（glutardialdehyde）

优点：提高银染的灵敏度和染色结果的重复性，

缺点：修饰蛋白质，影响质谱鉴定和分析；

2). 保证所有的染色器皿绝对的干净，可使用玻璃或塑料做染色器皿；

3). 至少要用双蒸水（导电率<2μS），有条件的可使用Millipore water ；

4). 染色过程中避免手去接触凝胶，必须戴上一次性手套或无粉乳胶手套；

5). 所用的化学试剂一定是要分析纯（ AR ） 。

凝胶的染色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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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MS 经典工作流程

差异分析

蛋白标记

挖点
酶解
点靶

蛋白鉴定

体液

植物

微生物

组织

细胞

分离

细胞裂解

匀浆

预分级

除杂质

浓缩

定量

样品制备

双向电泳

第一向

第二向

图像获取

图谱分析

银染

考染

荧光

染色 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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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canner III图像扫描系统

•灰度校正功能

•平台具有防水功能，可直接扫描SDS-PAGE
湿胶。

•3.7OD高动态范围，保证高、低丰度蛋白的

准确定量。

•扫描平台大，A3扫描面积，一次可扫描2
块24cm凝胶。

Gray 256 scale
Transmissive
30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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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SIB, GeneBio和GE Healthcare合作开发，
为SwissProt推荐分析软件。

• 高效能参数自动找点，全自动蛋白定量计
算方法，不受背景影响。

• 在原始数据上进行分析，结果可靠。界面
窗口可随意设计，界面极其友好。

• 全自动凝胶匹配，采用先进的算法。根据
点的相关因素、形状、位置、周围情况，
胶间匹配效率高。

• 多种统计学分析工具，快速找到胶间蛋白
表达差异。

• 可直接链接到ExPASy® 和 SwissProt® 数
据库，进行网上检索。

• 全部操作过程都可以撤销/重作操作，每
一步骤都附有说明，使用方便。

• 全面支持DIGE技术，源自DeCyder 2D软件。

ImageMaster 2D双向电泳分析软件



ImageMaster Platinum 软件分析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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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MS 经典工作流程

差异分析

蛋白标记

蛋白鉴定

体液

植物

微生物

组织

细胞

分离

细胞裂解

匀浆

预分级

除杂质

浓缩

定量

样品制备

双向电泳

第一向

第二向

图像获取

图谱分析

银染

考染

荧光

染色 挖胶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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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A

自动斑点切取——Spot picker

切点针头

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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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差异 VS 试验误差

由于疾病状态，药物处理，生命周期而引起的
差异

生物学变化与差异

—--检测的目的

系统偏差

(凝胶之间的差异)

实验的因素
IEF/SDS-PAGE电泳条件的偏差
凝胶失真
实验者的操作误差

数据分析
操作者各自对数据的编辑和理解

遗传性生物学差异
在种群间固有的个体差异

例如动物与动物之间，植物与植物之间，或者培养
物和培养物之间，在同一条件下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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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双向电泳面临的挑战

n 重复性

n 定量精确性

n 灵敏度

n 线性动态范围

n 质谱兼容与否



55 /
GE Title or job number /

2009-03-23

EttanTM DIGE 荧光差异双向电泳

--------功能蛋白质组学的有力工具功能蛋白质组学的有力工具

Ettan DIGE 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用于检测蛋白表达中真实的生物学

差异，并对差异进行精准定量。

常规检测到小于10%的蛋白表达差异而统计学可信度达到95%。

DIGE技术结合了蛋白质组学研究中传统的双向电泳技术和特有的多

重荧光分析技术。

不同的样品分别由电荷和分子量匹配的CyDyeTM DIGE荧光标记物预

标记，随后再混合并在同一块胶上跑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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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anTM DIGE 试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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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DIGE ：内标

什么是内标?

内标为实验中的每张胶上的每个蛋白质都提供了一个参考点。理想情况
下，内标中最好含有来源于所有样本的每一个蛋白质。最好的办法就是
将所有的样本等量混合来形成内标。

C1           C2        C3        T4           T5        T6

Pooled sample (intern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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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DIGE: without internal standard
Internal standard

Gel A

Gel B

Sample 4 (Cy5)Sample 3 (Cy3)

Sample 2 (Cy5)Sample 1 (CyTM3)

Conclusion

Samples 3 and 4 
show increased 

abundance to each 
other and over the 

same protein in 
samples 1 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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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DIGE: with the internal standard
Internal standard

Sample 2 (Cy5)Sample 1 (Cy3)

Gel A

Sample 3 (Cy3) Sample 4 (Cy5)

Gel B

Standard (Cy2)

Standard (CyTM2)

Virtual elimination of gel:gel variation reveals induced biological change
with statistical accuracy capable of revealing differences in abundance of 
less than 10% between samples

Without internal standard

With internal standard

Conclusion

expression decrease

in samp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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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anTM DIGE components
CyDyeTM DIGE fluors

• Highly fluorescent dye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this 

application

• Sensitive, photostable and spectrally distinct

DIGE enabled TyphoonTM Imager or EDI

• Meets the exacting needs of this unique technology

DeCyderTM software Version 6.5

•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this multiplexing 

technology 



GE医疗集团

Product Specialist 于少洋

M.13601729531
E.shaoyang.yu@g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