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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介绍 

A-1. 概览 

Magic Chemi 特别在化学发光成像捕捉功能方面进行了强化。软件功能包括在拍照模式下
的自动/手动曝光功能，在连拍功能下的梯度递增曝光时间功能，以及在图像处理中的信号增强
功能。通过暗室校正，图像轮廓与混合，像素合并，以及镜头镀膜校正，让捕捉的图像得以最清
晰饱满的呈现。图片将会得到可靠的光密度分析，并为用户提供最详尽的信息。 
 

A-2. 特点 

 简易的图像获取 
 支持多种成像格式：JPG, BMP, JPEG, DFN, TIFF, PCX, GIF, TGA 
 快速数据分析（1 分钟之内） 
 可追溯图像增强功能（允许用户追踪之前的操作） 
 重置分析功能 
 自动数据分析 
 泳道轮廓与泳道轮廓像校准 
 智能菌落计数 
 全面微孔板分析 
 精确点密度计算 
 精准鉴别微笑凝胶 
 专业的 X 轴条带分析方程 
 图像轮廓和 3D 显示 
 支持 GLP/GMP 
 图像混合方程 
 专门为化学发光检测设计的加强型图像捕捉功能 
 信号累积以加强结果信号强度 
 
 

A-3. 应用 

 凝胶图像分析：DNA 琼脂糖凝胶，测序胶，转印膜，蛋白质 SDS-PAGE 胶，X 光胶片和相
片等。 

 光斑图像分析：适用于不规则形状样本分析，包括 2D 凝胶样本和其他特殊目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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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软件和驱动安装 

Magic Chemi 软件不需要任何预备硬件系统的安装，但是我们推荐该软件和 KETA 成像系
统一起使用。该软件支持 KETA C 系列成像系统。更详细的有关硬件最低要求和安装的信息，参
见相关 KETA 成像系统硬件手册。 
注：请在安装软件之前，确保将电脑和 KETA 系列成像系统连接，并打开主电源。 
 

B-1. 最低电脑系统要求 

CPU 奔腾 IV 2.6 GHz 及 1G RAM，英文版 Windows XP/VISTA/7 系统或以上，支持 USB 
(2.0)。 

一款选配的数字热敏打印机或喷墨打印机也适用于该系统，可通过 Magic Chemi 软件由
PC 控制。 

推荐型号：索尼 UP-D897 数字图像打印机。 
 

B-2. Magic Chemi 软件及驱动安装 

1. 在 Windows 7 OS 系统里开始 Magic Chemi 软件以前，将“用户账户控制设置”变为如下
设置，或前往“控制面板”-〉“用户账户”-〉“更改用户账户控制设置”-〉“从不修改”-〉
“OK”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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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软件安装 CD 插入 CD 驱动。点击“安装程序”来启动安装向导，之后向导将引导安装步
骤来安装软件。点击“下一步”继续。 
 

 

 

3. 通过点击“浏览”键来选择软件安装文件夹，并选择对单一或多个用户的隐私选项。点击“下
一步”继续。 
注：默认设置为“C:\Program Files\Wealtec\Magic Chemi\”，单一用户隐私选项“只是我”
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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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下一步”再次确认并开始安装。 
 

 

 

5. 当下面的窗口弹出时，点击“下一步”来安装控制板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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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安装成功完成时，点击“完成”结束安装。 
 

 

 

7. 安装完控制板驱动之后，下列摄像头安装窗口会弹出。点击“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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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 Windows 安全窗口弹出时，点击“Install”。 
 

 

 

9. 当完成了摄像头驱动设置后，点击“不，稍后重启电脑”并点击“完成”。 

 
 
10. 点击“关闭”以结束整个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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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保存并关闭所有运行程序后，重启电脑以完成系统设置。 
12. 将密码狗（USB pro）插入电脑 USB 端口内。 
13. 将弹出一个硬件安装窗口，单击”Continue Anyway”以继续。 

 

14. 开始软件程序，双击 windows 桌面上的快捷键或前往“开始”-〉“Program File”-〉“Magic 
Chemi”-〉“Magic Chemi”。键入印在 key-pro 或 CD 套上的 Magic Chemi 序列号并单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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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 key-pro(密码狗)连接中断，一个警示窗口/会弹出 。单击“OK”

并在尝试启动软件前确保 key-pro 正常连接。 

C. 图像获取 

Magic Chemi 软件支持 KETA C 系列成像系统所采集的图像。 遵循适当的 KETA 成像系
统的步骤。 
注意：KETA CL 系列作为下方实例的参考。 如果你已购买除 KETA CL 外的成像系统。并有意
使用本手册，请在 KETA CL 的各个选项，选择适当的成像系统。 

C-1. 用 KETA 凝胶成像系统抓取图像 

1. 在快速指南中点击“Open”或“New Image from Peripheral”图标，然后选择并单击“Open 
K12CHS”，或从文件菜单单击“K12CHS”。 
注意：KETA CL 将作为以下实例的参考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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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像抓取窗口 

选择合适的 COM 口并单击连接。 

 

注：想要确定您的 USB COM 口，将鼠标光标至于“我的电脑”上。右击并选择“属性”，之
后左击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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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硬件”并单击“设备管理器”。 
 

 

 

打开“接口（COM & LPT）”。所有可用的 USB COM 口都会列出。您选择的 COM 口需
为列出的 COM 口之一。确保您的 USB 线适当的连接于所选的 COM 口。更详细的有关 USB 线
正确连接的信息，参见 KETA 凝胶成像系统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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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控制板未检测出 COM 口，如下窗口会弹出。(再次确认主机电源是否已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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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摄像头未被发现，如下窗口将会弹出并要求再次打开摄像头。 
 

  
 
4. 强制制冷（对于配置了冷 CCD 的系统） 

凝胶成像系统连接了电脑以后，强制制冷等待窗口可能会如下所示弹出。等待五分钟使 CCD
冷却。 

 
 
5. 暗室校准： 

在第一次将摄像机连接至计算机时，在强制冷却计时器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启动暗室校准如
下。用户也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重新校准系统。 
注意：如果影像系统已升级为“AS-100”自动样品台，请确保在校准前把台阶下降至距离底部
1cm 的位置。 
i. 开始校准前，确保将这台电脑的“电源方案”设置调为超过三个小时不操作则“关闭硬盘”并
进入“系统待机”状态，然后点击“是”继续。 或者点击“否”取消校准。 
ii. 同时调整变焦、光圈、焦点，以达到最优设置。 
iii. 总校准时间将超过 128 分钟。 点击“是”继续。 

 
iv. 该窗口会随之弹出，以显示校准进度。 

 
v. 在校准过程中点按软件窗口将会暂停校准操作并弹出窗口。 单击“否”继续校准, 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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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校准。 

 

6. 暗室校准完成后，便会弹出如同截面 C-2 中的捕获窗口。 
 

C-2. 捕获 

 

C-2-1. 综合控制面板 

Capture/从文件菜单处点击“Capture”： 

允许用户抓取显示的目标样本图像，退出抓取窗口，回到 Magic Chemi 主菜单窗口并进一步分
析、处理抓取的样本图像。 
 

Live Mode/从视图菜单处点击“Live”： 

允许用户在实况模式下观看样本图像。实时展示信号由凝胶成像系统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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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ew Mode/从视图菜单处单击“Preview”： 

允许用户在预览模式下观看样本图像。在预设曝光时长之前连续预览抓取图像。 
注：如最低曝光时间导致样本图像过亮，确保调整 CCD。 
 

Freeze Mode/从视图菜单处单击“Freeze”： 

允许用户冻结样本图像。 
 

Saturation Warning/从设置菜单处单击“Saturation Warning”： 

允许用户观看饱和度警示。 
 

Full screen/从设置菜单处单击“Full Screen”： 

允许用户在全屏状态下观看样本图像。 
 

Video adjustment/从设置菜单处单击“Video adjustment”： 

允许用户在图像截取中调整增益和黑度数值。截取图像时，数值的调整将会导致不同的图像。 
 

Tools panel/从设置菜单处单击“Tools panel”： 

允许用户浏览电动镜头、电动样品台、光源、滤光片 ID 以及批量拍摄图。 
 

Manual exposure/从视图菜度处单击“Manual Exposure”： 

允许用户在浏览样本图像时手动曝光。在预设曝光时长之前展示样本图像。 
 

Automatic exposure/从视图菜单处单击“Automatic Exposure”： 

允许用户在浏览样本图像时自动曝光。自动监测物体以展示样本图像。 
 

Decrease exposure time/从设置菜单处选择“Exposure Time”并单击“Decrease”： 

允许用户减少曝光时间以手动浏览样本图像。 
 

Increase exposure time/从设置菜单处选择“Exposure Time”并单击“Increase”： 

允许用户增加曝光时间以手动浏览样本图像。 
 
注：在预览模式下，用户可以调整曝光时间。曝光时间会随着预览开始自动显示。需要调整时，
在曝光时间的图标处点击减少或增加或直接将数值键入“Exposure Time (sec)”处。由于不同
地域电源频率的不同，在预览模式下将曝光时间设置至低于 0.5 秒将会造成图像显示的细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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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冻结模式下，用户需要手动调整曝光时间。用户可以在曝光时间的图标处点击减少或增加或直
接将数值键入“Exposure Time (sec)”处。之后单击“Manual Exposure Icon”使改变生效。 
 

C-2-2. 控制者设置 

1. 控制者设置 

 
 
Stage - 样品台调整： 
允许用户纵向调整样品台高度。 
Light – EPI（反射光）及 UV： 
光源可以从下拉条中选择，并调至“On”或“Off”。 
Light Indicator - 安全开关和拉门： 
红色指示灯代表拉门打开或者安全开关关闭。绿色指示灯代表拉门关闭或者安全开关打开（更详
细的有关安全开关的信息，参见相关 KETA 凝胶成像系统操作手册）。 
 
2. Batch Capture 
允许用户预先设定参数以进行自动捕捉。 用户将能够从一组在不同累积时间捕获的图像中选择
最佳的图像。 在这之前，用户需选择“Number of capture”及“Start Int. Time(sec) “和”
Increment Time Interval (sec) “以设置参数。 在设置了所有的参数后，点击“开始”按钮，
将自动采集所需数目的图像，包括所期望的开始累积时间和间隔。 ”采集所需数目的图像“的
限制为，一次批量处理高达 99 张图片。 通过“批量捕捉”拍摄的图像将被自动保存到指定文
件夹。 （详情参见 D-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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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yna View 
允许用户在自动拍摄期间，在相同的曝光时间下累积多个拍摄信号。 在拍摄图像前，需键入
“Repeat exposure number”和“Exposure Time (sec)”。 设置所有参数后，点击“开始”
按钮，将根据设定，自动在设定的理想集成时间与间隔的所需数目的图像。 “Repeat Exposure 
Number”可设为 1 到 99。 使用”Dyna 视图“拍摄的图像将自动保存于指定文件夹。 （详
情请参见 D-6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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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化学发光图像的拍摄程序 

a). 打开 KETA 凝胶成像系统的暗室门。 
b). 打开主电源开关并将然后将荧光标尺或校准图表置于二级或自动级样品托盘上。 
注：对于所有可用于检测化学发光的成像系统，其 CCD 均需 5 分钟冷却。 请在执行操作 5 分
钟前打开系统电源。 
c). 五分钟后启动 Magic Chemi 软件。 
d). 在快速向导处点击“Open”并选择“K12CHS”（详情请参见“C-1：KETA 凝胶成像系统
的图像抓捕”的步骤）。 
注：KETA CL 系列在下列展示中作为一个例子。如果您购买了其他系列的凝胶成像系统，请在
本手册中每一个 KETA CL 处选择合适的凝胶成像系统。 
 
e). 选择”控制设置”模式。 

f). 单击“ ”来监控凝胶位置、透镜孔径、变焦及焦点的调整。 

g). 启动 KETA 成像系统暗室门，用采样滤膜替代标尺或校准图表。 
h). 调整样品位置、镜头光圈、变焦或对焦。 
i). 关闭柜门，确保关闭所有光源。 
j). 选择“Batch Capture”或"Dyna View“模式，然后键入所需参数。点击“开始”开始拍摄
图像。所有拍摄的图像将自动保存于指定文件夹。 （详情参见第 D-6 的细节） 
k). 为拍摄图像，用户选择预览图像，或点击”  “以保存。 
i). 强烈建议，若不使用摄像机超过 30 分钟，请从菜单“工具”中断开 KETA 成像系统与计算机
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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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图像增强 

图像可以从外部设备抓捕，或在启动 Magic Chemi 软件时从磁盘加载。一个带有工具栏的
窗口会弹出，提供必要工具以协助进一步的图像处理和分析。 
 
 

 

 
 
 
 
 
 
 
 
 
 
 
 
 

菜单 工具栏 
快速导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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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操作界面介绍 

菜单介绍:  

 

 
 
 
工具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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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外部设备工具的新图像： 

允许用户从 KETA 凝胶成像系统中获取图像。 
 

“ ”图像探测器 

允许用户预览从 Magic Chemi 或其他凝胶成像系统抓捕到的图像，如下面窗口所示。双击文件
在 Magic Chemi 软件中打开文件。 
 

 

 

“ ”打开图像工具： 

允许用户从硬盘、USB 盘或 CD-ROM 中打开图像。 
 

“ ”保存工具： 

允许用户保存文件。 
 

“ ”打印图像工具： 

单击打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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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铺窗口工具： 

允许用户在一个屏幕里面安排多个窗口。用户可以同时操作多个窗口，无需进行窗口间转换。 
 

“ ”快速向导工具： 

打开一个操作友好的工具窗口，其中包含所有必要的特定种类的分析工具。快速向导工具窗口将
在用户工作窗口的右侧显示。 
 

“ ”记录工具： 

在图像分析中追踪 7 个操作，用户可以通过双击“记录”图标并双击“历史记录”弹出窗口切
换至前面的动作。记录工具只追踪之前原始图像数据被修改的动作。 
 

“ ”文字工具： 

允许用户在图像上加文字作为注释。 
 

“ ”线条工具： 

允许用户在图像上加入线条或箭头作为注释。 
 

“ ”遮罩工具： 

允许用户在遮罩上加入文字或线条并用清理工具编辑。假设“Wealtec”被标记。在录入文字时
它会出现于图像上面，当点击“OK”键，“Show mask image tool”会自动被选中，显示遮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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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工具： 

允许用户选择以需要的放大倍数观察。 
 

“ ”显示遮罩图像工具： 

显示或隐藏在图像上被编辑的文字或线条遮罩。选择或者不选择此工具允许用户看到或隐藏在图
像上被编辑的选中文字或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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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选此工具会隐藏在图像上被编辑的选中文字或线条。 

 

“ ”插入工具： 

使图像边缘更为光滑。此工具仅会改变图像在屏幕上的显示情况，并不会改变图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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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饱和像素工具： 

饱和像素将会作为警告被显示，提醒用户潜在的不准确的结果。 
 

“ ”全部放大工具： 

放大整个图像以适合屏幕。用户可以选择水平或垂直放大图像。 
 

“ ”颜色调整工具： 

允许用户调整图像的亮度、对比度、柱状图、颜色及背景。点击该工具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从不
同的参数中选择以调整用户图像的颜色和形状。 
 

“ ”旋转工具： 

允许用户旋转或调整图像的角度。点击旋转图标并选择自定义旋转、顺时针 90 度、逆时针 90
度或 180 度旋转。通过选择“自定义旋转”工具，一个新的对话框会弹出，用户可以输入旋转
的数值或点击“grid”来手动旋转。该工具在 GLP/GMP 模式下无效。 
 

“ ”翻转工具： 

允许用户水平 180 度旋转图片（水平翻转工具）或垂直 180 度旋转图片（垂直翻转工具）。该
工具在 GLP/GMP 模式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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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提取工具： 

允许用户在图像上定义一个区域作为背景，并且从这个图像中提取出定义的背景强度。该工具在
背景强度均匀分布的情况下极为有用。该工具在 GLP/GMP 模式下无效。 
 

“ ”过滤工具： 

允许用户通过滤噪得到最优的图像。该工具在 GLP/GMP 模式下无效。 
 

“ ”选择工具： 

允许用户在图像上定义一个区域进行放缩或剪裁。点击“选择工具”并将小框拖动至要编辑的区
域。 
 

“ ”剪裁工具： 

允许用户剪切并保存图像上选定的区域。图像上未选定的区域会被删除。该工具在 GLP/GMP
模式下无效。 
（注：要使用该工具，首先用“选择”工具选中区域） 
 

“ ”选择放缩工具： 

放大选中的图像区域。点击放大工具，并选择水平或垂直来放大选中的图像区域。 
（注：要使用该工具，首先用“选择”工具选中区域） 
 

“ ”3D 地图工具： 

这会展示出选中图像区域的 3D 效果。 
（注：要使用该工具，首先用“选择”工具选中区域） 
 

D-2 图像注释 

在 Magic Chemi 中，共有三个可用的选择来加入注释：文字工具、线条工具及遮罩工具。
由文字工具添加的文字可以被移动和编辑。它更像一个图像上的贴片，允许图像在放缩中保持尺
寸不变。由线条工具添加的线条可以被移动。线条的方向和长度可以被编辑。遮罩工具更像在图
像上画出透明画纸。由遮罩工具添加的文字和线条相对于原图片的位置是固定的。它不可以被移
动和编辑，但是可以被删除或者用橡皮擦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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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 文字工具 

注：文字标签的尺寸不会随原图的伸缩而改变。文字标签可以被移动、编辑，也可以被删除。它
也可以被打印到原图上。 
 
 
1. 点击工具栏上的“ABC”图标 

 
 
2. 用鼠标指针点击图片。一个文字对话框将会弹出，文字标签会出现于图像上。在文字标签内
输入图像名称或其他相关信息。 
注：需要调整在图像上面的文字位置时，用鼠标点击并拖动文字框至合适的位置 
 
3. 选择文字的背景形式为“模糊”以突出在图像上的文字，将文字选择为“透明”以使文字透
明的显示在图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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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要突出文字时，选择背景颜色并从文字对话框处单击“BackColor”。 
 
5. 点击“Font”图标来调整字体、样式、尺寸、颜色和效果。 
注：文字会被固定在图像的某个特定位置上。当图片被拉伸或缩小时，文字在图像上保持位置不
变，同时字体和大小也不会变化。 
 
 

6. 需要编辑文字时，双击图像上的文字或右击文字并选择“编辑”或“删除”以删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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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 线条工具 

注：文字标签的尺寸不会随原图的伸缩而改变。文字标签可以被移动、编辑，也可以被删除。它
也可以被打印到原图上。 
 
1. 点击工具栏上的“line”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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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动图像上的指针并画一条线。一个线条对话框会如下显示。 

 

3. 从下拉菜单的“Line Style”和“Line Width”中选择线条形式和宽度 
注：需要调整图像上线条的位置和角度时，单击线条，拖动线条的两端（两端处为小方格）至合
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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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要使用线条时，在“Line Arrow”对话框内选择“Don’t Use”选项。需要使用箭头时，
从“Line Arrow”下拉菜单中选择箭头类型。 
 
5. 通过线条对话框内的“Color”图标选择线条颜色。 
 
6. 需要编辑线条时，双击图像上的文字，或右击文字并选择“编辑”或“删除”以删除文字。 

 
 

D-2-3. 增加遮罩 

遮罩工具是图像上文字标签、线条标签、签名、橡皮擦和全部清理遮罩标签的功能工具。图
像上文字标签和线条的尺寸可以随着图像尺寸的改变。他们不能被移动或编辑，但是可以用橡皮
擦擦掉。该选项允许用户在观看或打印图像时显示或不显示遮罩。 
 
1. 在遮罩上加入文字 
 

a). 单击工具栏上的  “mask”图标，遮罩工具窗口会弹出 

 

b). 单击遮罩工具窗口上的  “ABC”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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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用鼠标单击图像，一个文字对话框会弹出，文字标签会在图像上出现。在文字标签内输入图
像题目或其他相关信息，并单击“OK”以完成输入 

 

注：需要调整图像上文字的位置时，用鼠标单击并拖动文字至合适的位置，之后单击“OK” 
 
d). 选择文字的背景形式为“模糊”以突出在图像上的文字，将文字选择为“透明”以使文字透
明的显示在图像上。 
 
e). 需要突出文字时，选择背景颜色并从文字对话框处单击“BackColor”。 
 
f). 点击“Font”图标来调整字体、样式、尺寸、颜色和效果。 
 
2. 在遮罩上加入线条 

a). 单击工具栏上的  “mask”图标，遮罩工具窗口会弹出。 

 

b). 单击遮罩工具窗口上的  “line”图标，一个线条对话框会弹出。 

 

c). 从“Line Width”下拉菜单中选择线条宽度。 
 
d). 从“Color”按钮处选择线条颜色。 
 
e). 在图像上拖动鼠标箭头画出线条。 
 
 
3. 在遮罩上画图： 

a). 单击工具栏上的  “mask”图标，遮罩工具窗口会弹出。 

b). 单击遮罩工具窗口上的  “pen”图标，一个画笔对话框会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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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从“Pen Width”下拉菜单中选择画笔宽度。 

d). 从“Color”按钮处选择画笔颜色。 
e). 在图像上拖动鼠标箭头画出不规则线条。 
 
 
4. 在遮罩上擦去图像（文字、线条、画图） 

a). 单击工具栏上的  “mask”图标，遮罩工具窗口会弹出。 

 

b). 单击遮罩工具窗口上的  “eraser”图标，一个橡皮擦对话框会弹出。 

 
c). 从“Rubber Size”下拉菜单中选择橡皮擦尺寸。 
 
d). 在图像上拖动鼠标箭头擦去遮罩上的图像。 
 
 
5. 清除遮罩图像。 
 

a). 单击工具栏上的  “mask”图标，遮罩工具窗口会弹出。 

 

b). 单击遮罩工具窗口上的  “cls”图标，一个对话框会弹出。 

 

c). 单击“Yes”以清除遮罩图像，单击“No”离开对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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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图像修改 

通过单击工具栏上的  “Record”并双击弹窗内的“History Record”，用户可以观看
之前的动作或历史纪录。在保存文件时，图形数据会永久性改变。该功能在 GLP/GMP 模式下
无效。 
 

D-3-1. 旋转 

1. 单击工具栏上的  “Rotating”图标。 

 
2. 选择“顺时针 90 度”、“逆时针 90 度”，或“180 度”来旋转，或选择“自定义旋转”来
做出任意角度的旋转。 

a). 通过输入角度数值来调整图像角度，或转动网格。 
 

             

 
b). 拖动滑动栏来调整背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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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击“OK”来旋转图像。 
 
 
 

D-3-2. 翻转 

1. 单击工具栏上的/“Flipping”图标。 

 
2. 选择“Horizontal Flip”或者“Vertical Flip”来翻转图像。 
 

a). 水平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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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垂直翻转 
 

          

 
 
 
 

D-3-3. 背景提取 

1. 单击工具栏上的  “Background Subtraction”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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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左击鼠标，并拖动鼠标在图像上画出一条线。 
 

 

 

3. “Background subtraction”窗口会弹出。选择“Box”，“Stripe”或“Line”来选择背
景的类型和轨迹宽度。之后单击“OK”继续。 

a. Box：该功能应用于均匀分布背景强度。它从整个图像中提取选中区域的背景强度。 
b. Stripe：该功能应用于从左至右的不规则背景。从左至右标出背景区域，并拖动滑动栏以调

整“轨迹宽度”。 
c. Line：该功能应用于从上至下的不规则背景。从上至下标出背景区域，并拖动滑动栏以调整

“轨迹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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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动背景选择窗口会弹出，选择背景类型并单击“OK”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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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到的背景提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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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4. 过滤 

1. 单击工具栏上的  “Filter”图标 

 
2. 选择“Median”，“Maximum”，“Minimum”，“Average”，或者“PowerMean”
来从图像中去噪。 
 

a). Median：此种过滤更多的保留了图像上主要物体的边缘和轮廓，同时去除了较多的非常
尖锐的边缘噪杂。该功能对去除斑点、椒盐噪声特别有效。该功能降低图像噪声的原理，是将每
个像素替代为周边像素值的中位数。 
 

b). Maximum：此种过滤放大较亮的像素并缩小较暗的像素。该功能使用灰度膨胀，将图像
中每一个像素替换成周围的最大像素值。 
 
 

c). Minimum：此种过滤放大较暗的像素并缩小较亮的像素。该功能使用灰度侵蚀，将图像中
每一个像素替换成周围的最小像素值。 
 

d). Average：此种过滤使尖锐的过渡更为温和（高频率），因此可以去除尖锐的噪杂，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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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会去除想要被保留的尖锐部分。该功能可以用于缓和图像中的噪杂，它也可以使边缘模糊，
移走边界，并减低对比度。 
 

e). Power Mean：此种过滤在抑制图像中的盐噪声和高斯噪声上有效（但它会使椒盐噪声恶
化）。它将处理中的像素替换成过滤窗口中像素值的幂平均值。 
 
 

D-3-5. 剪切 

1. 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定义图像上区域。 

2. 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删除未选中的部分。 

           
 

D-3-6. 图像混合 

用凝胶成像系统截取图片之后，图片可以用一个混合方程整合在一起。若要得到不同曝光时
间图片的精确比较，用户需确保图片的尺寸和灰层深度一致。混合图片的展示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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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前：                                                 混合后： 
             底层                 顶层                      

                        

 
1. 从凝胶成像系统截取图像，或打开要整合的文件。 
2. 从图像菜单处单击“混合”。 

 

若第一个打开的图像未被保存，提示窗口会弹出，要求用户在继续混合功能之前保存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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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合适的背景并单击“OK”继续。 
 

 

 

4. 选择要和打开的图像相整合的图像，所选的图像将被置于混合图像的上层。 
注：被整合的两张图像需要有相同的尺寸。 
 

 
5. 从“Image import options”窗口处选择合适的颜色，并单击“OK”产生一个混合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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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述图像是混合图像的预览，右侧控制面板上的功能如下所示： 
 

“Zoom”：单击选择图像的放大倍数。 

“ ”：单击通过调整“Auto ”、“Horizontal”或“Vertical”进行放大。 

“ ”： 单击放大或缩小图像。 

“Image Layer Visible”：勾选以改变预览图像的显示模式，选项有“Only Top Layer”，
“Only Bottom Layer”和“Show Both Layers” 

“Top/Bottom/Blending Layer base”：拖动每个选项的滑动栏调整层次的暴露情况，
单击“Reset”重置设置 
 
7. 单击“OK”按钮完成混合设定并得到混合图像，或单击“Cancel”按钮退出混合功能 

D-4. GLP/GMP 模式 

当 GLP/GMP 功能被激活时，图形会被锁定而无法被编辑。编辑功能如旋转、翻转、背景
提取、过滤等在 GLP/GMP 模式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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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1. 激活 GLP/GMP 模式 

1. 单击菜单内“File”并选择“GLP/GMP”，打开“GLP/GMP”对话框。 
2. 输入密码并再次输入，单击“Lock”激活 GLP/GMP 模式。 
 
注：只有管理员可以预设密码，因此请记住停用 GLP/GMP 模式的密码。没有密码时，管理员
和 Wealtec 都不可以停用 GLP/GMP 模式。 
 

 

 

D-4-2. 停用 GLP/GMP 模式 

1. 单击菜单内“File”并选择“GLP/GMP”，打开“GLP/GMP”对话框。 
2. 输入密码并单击“Unlock”以停用 GLP/GMP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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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待机模式设定 

为了延长 KETA 系列 CCD 摄像头的使用寿命，我们强烈建议用户开启待机模式。从控制面
板处单击“Tool”，并单击“Options”。 

 

 

 

勾选“Enable”，并选择进入待机模式需要的静止时间 
 

 

 
 

D-6. 自动保存设定 

当使用”Batch capture”与“Dyna View”模式时，文件会被自动保存在指定文件夹，格
式遵循”yyyy-mm-dd-001-001”。用户可按照以下指示修改保存路径。 
 
1. 点击控制面板中”Tool”并选择”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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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Batch Capture”或”Dyna View”并点击”Select”浏览自动保存文件夹。或点
击”Default”返回默认设置。 
 

   
 
3. 选择文件夹，更改自动保存文件夹，点击”OK”。 

 

 
4. 点击”OK”关闭设置窗口或“Cancel“放弃保存设定并且关闭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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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3D 图像 

E-1. 启用 3D 图像工具 

若要启用 3D 图像工具，单击“Select”图标，或从编辑菜单内选择“Select”下的“User”、
“Select All”或“Deselect”。 

 

 

单击工具栏上的  “Select”工具，并在图像上移动鼠标选择合适的图像区域。 

单击  “3D Map”工具并选择图像的背景颜色。3D 地图窗口会弹出。 

以下例子展示了凝胶图像所选区域的 3D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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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例子展示了光斑图像所选区域的 3D 地图 
 

      

 

 

 

 

 

 

 

 



52 
 

E-2. 3D 图像工具 

“ ”View front tool： 
允许用户将 3D 图像转换为 2D 图像 
 
“ ”View custom tool： 
允许用户恢复默认的 3D 图像 
 
“ ”Use color table tool： 
允许用户以多个颜色或单一颜色展示 3D 图像 
 
“ ”Show frame tool： 
允许用户在图像上显示坐标 
 
“ ”Show small coordinate tool： 
允许用户在右下窗口处显示图像的 3D 坐标轴 
 
“ ”Move tool： 
允许用户在窗口内用鼠标移动 3D 图像 
 
“ ”Rotate tool： 
允许用户用左键旋转 3D 图像。通常情况下，以其他任何工具旋转 3D 图像需要使用右键 
 
“ ”Map zoom tool： 
允许用户放大或缩小 3D 图像。保持左键处于单击状态，将光标向右移动会放大图像，将光标向
左移动会缩小图像 
 
“ ”Level zoom tool： 
允许用户放大或缩小单一纬度的 OD 轴。保持左键处于单击状态，将光标向右移动会放大图像
的 OD 轴，将光标向左移动会缩小图像的 OD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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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3D 图像的颜色 

1. 单击工具栏上的  “Color Adjustment”工具“”，选择“Pseudo”界面并勾选“Enable 
Pseudo” 

 

2. 单击 3D 图像窗口内的  “User Color Table”得到颜色模式。 
 
 

E-4. 单条带剖面的 3D 图像 

1. 单击工具栏上  “Select”工具，并在图像上移动鼠标选择合适的单条带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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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3D Map”工具，3D 图像窗口会弹出。单击  “Use Color Table”以彩色模
式显示 3D 图像。 
 

 

 

3. 若要以 2D 模式观看单频剖面，单击  “View front”选择 2D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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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凝胶图像分析 

该章节将描述 Magic Chemi 软件的凝胶分析工具。该工具允许用户分析凝胶、转印膜及 X
射线胶片。DNA 和蛋白质的凝胶图像在如下工具描述的例子中作为一个参考。 
 

F-1. 抓取/导入图像 

1. 若要从 KETA 凝胶成像系统（如 KETA CL）中抓取图像，从快速向导处单击“Open”或“New 
Image from Peripheral”图标，之后选择并单击“Open K12CHS”，或从文件菜单出单击“Open 
K12CHS”（详情参见第三章）。 
注：KETA CL 在如下例子中作为一个参考。若您购买了其他凝胶成像系统，请选择正确的凝胶
成像系统。 
 
2. 对于硬盘中保存的图像，从快速向导处单击“Open”并选择“Open File”，或单击“Open”
或“Image Explorer”图标，或从文件菜单处选择“Open File”并选择图像后单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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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凝胶图像功能 

1. 从快速向导处单击“Analysis”并选择“Gel Image”，或单击“Gel”图标，或从编辑菜单
内选择“Gel Image”来打开凝胶分析功能。 
 

 

 

2. 选择合适的背景并单击“OK”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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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序将自动定义凝胶图像、泳道轮廓及凝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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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泳道分析 

从快速向导处单击“Lane”或“Lane Tool”图标，或从分析菜单处选择并单击“Lane Tool”
使用泳道识别工具。 

 

F-3-1. 泳道工具 

 

 
“ ”箭头工具： 
允许用户选择感兴趣的泳道并调整泳道的宽度和角度。泳道框可以被调整来定义感兴趣的区域。 
 
“ ”定义感兴趣区域的工具： 
允许用户画出一个泳道来定义图像上感兴趣的区域。每次只能定义一个感兴趣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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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泳道寻找工具： 
允许用户在定义的兴趣区域内用 Magic Chemi 软件自动检测泳道。 
 
“ ”加入泳道工具： 
允许用户在定义的兴趣区域内手动加入泳道。 
 
“ ”删除泳道工具： 
允许用户在定义的兴趣区域内手动删除泳道。 
 
“ ”加入节点工具： 
允许用户沿泳道在不同位置加入节点。 
 
“ ”删除节点工具：允许用户删除不需要的节点。 
 
“ ”泳道宽度：允许用户在泳道工具菜单的泳道宽度对话框中键入所需
数值，以调整泳道宽度。 泳道宽度可指定的最小值为 2。 

       

注：所指定的泳道宽度值将被应用于所有在图像中被定义的泳道。 不能对单个泳道指定不同的
宽度值。 
 
 

F-3-2. 定义泳道 

a). 蓝色边界, 单个泳道以绿柱标示泳道边框。 点击感兴趣的泳道，将高亮显示为一红色柱。 
 
b). 泳道边框以图像每一个边角上的锚点进行标识, 用户可以用鼠标指针按住并拖动锚点对泳道
边框作出调整。 所有与泳道边框相连的泳道都会相应地移动。 
注：用户可选择“ROI”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新的感兴趣领域作为泳道边框。 然后，用户可使用
“泳道搜索”工具或“添加泳道”工具在感兴趣区域中定义出泳道。 
 
c). 每个泳道都由上下边界的三个锚点进行标识。 按住并拖动中间的锚点，则可调整每个泳道
的位置和角度。 
 
 



60 
 

d). 为调整凝胶和泳道的偏斜度，在“泳道工具”对话框中选择“添加节点”，然后在偏斜区域
中单击泳道。 然后使用“泳道工具”对话框左上角的“箭头指针”工具，根据偏斜区域的形状
来拖动和调整泳道。 
 
e). 为调整微笑凝胶，在”泳道工具“对话框的”“编辑模式选择”中选择 “IOR（微笑凝胶）”
模式。 选择“添加节点”，然后单击歪曲区域中的凝胶板。 使用“泳道工具”对话框左上角的
“箭头指针”工具，根据歪斜区域的形状拖动和调整凝胶板。 
 

 
f). 定义泳道后，点击“确定”。 
 
 

F-4. 条带分析 

Magic Chemi 软件自动识别凝胶图像上的所有条带。用户可以进一步用条带工具菜单编辑
图像上的条带。从快速导航栏单击“Band”或者“Band Tool”图标，或者选择并从分析菜单
单击“Band Tool”调用条带识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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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1. 条带工具 

 
“ ”箭头工具： 
单击箭头工具选择并分析所需条带。 
 
“ ”条带寻找工具： 
允许用户自动识别泳道上的条带。单击条带选择按钮会出现两个选择。选择“Selected Lane”
命令意味着只检测选定条带上的条带，或选择“All”命令检测感兴趣区域内的所有泳道条带。 
 
“ ”条带移动工具： 
单击条带移动工具调整或重定位泳道上的条带。 
 
“ ”添加条带工具： 
允许用户添加没有被 Magic Chemi 软件识别的条带。 
 
“ ”删除条带工具： 
单击删除条带工具删除条带。 
 

F-4-2. 谱带高度与平滑参数 

Magic Chemi 软件会自动检测您的图像中所有的谱带。 谱带高度和平滑因子功能允许用
户定义谱带检测的敏感度。 
 
“ ” 谱带高度： 

增加谱带高度会降低检测的敏感度。 这对于强而且轮廓清晰的谱带特别有用。 减小谱带高
度会提高检测的灵敏度。 这在谱带变弱时特别有用。 谱带高度指的是在泳道轮廓窗口中谱带可
检测到的峰值高度。 如该图所示，上方的线穿过最高点。 变弱的谱带由两个低于可被检测范围
的小端突表示出来。在峰下方经过的线代表背景噪音。 降低谱带高度值会增加检测的灵敏度。 如
下图所示，上方的线通过这些小端突。 目前，Magic Chemi 软件可检测到变弱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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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滑因子： 

平滑因子具备“谱带曲线图的噪声滤波器”的功能，平滑因子的值是一个“过滤器敏感度的
参数”。 现有的默认值对于正常操作是足够的，但也提供可调选项，以满足特殊的要求。 
 
 

F-4-3. 重叠校正 

重叠校正使用“高斯模式”操作模式来核算相邻谱带。 
 
 

F-4-4. 定义条带 

a). 选择条带工具菜单中的“箭头指针”工具并在图像上选择一个泳道。 每个泳道中的谱带从
上往下进行编号。 被添加至同一泳道中任何位置的其他谱带将会接着原有谱带进行编号。 
 
b). 通过移动对应于谱带高度功能的滑动杆来调节待检测的敏感度。选择能最大程度检测图像上
的所有谱带的谱带高度参数。 
 
c). 在调整谱带高度参数后仍然检测不到的谱带，可通过点击“添加条带”按钮来添加。 
 
d). 点击“删除条带”按钮以删除您确定为误判的谱带。 
 
e). 选择“移动带”工具以调整谱带标记的位置。 
每个谱带都由一条穿过谱带的线以及该线中央的一个方框进行标识。 要调整谱带标记的位置，
选择“移动谱带”功能工具，然后点击谱带上的方框。 接着拖动方框来调整谱带标记的位置。 
注：条带标记表明条带的迁移率。 
要更准确预测条带的分子量，用户可把条带标记与谱带曲线的最高点重叠。 选择要在哪一泳道
中进行条带标记调整。 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  “泳道轮廓”图标。 会弹出一个泳道轮廓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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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当中列出该泳道中每个谱带的曲线图。每一频带曲线图都由三条线记组成。 曲线图左右各
有一线标记峰底，中线标记的是曲线的最高点。 从带工具菜单中选择“移动条带”工具, 并拖
动条带标记，直到它与曲线峰部的中央或峰尖重叠。 
 

 
 

F-4-6. 基线设定 

Magic Chemi 软件允许用户编辑不同的背景参数，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图像的背景噪音。 在
“条带工具”对话框中单击背景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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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6. 背景基线 

背景基线是由一条在泳道轮廓窗口中穿过峰底的蓝线表示。 允许用户从基线对话框中选择
不同的基线设置： 

 

 
a). 滚盘：滚盘功能自动为图像选择最佳的背景基线。 
b). 最低功能：最低功能选择最低峰值基线作为背景。 
c). 零：零功能不为背景设置任何基线。 

 
注意：如果用户对默认背景设置做了任何更改，请务必选中“重叠校正”，高斯建模对话框才会
弹出，然后点击高斯建模对话框中的“自动调整”使更改生效。 
 
 

F-5. 分子量/质量分析 

在确定图像的泳道、条带和最佳背景参数后。用户可以使用 MW/MASS（分子量/质量）工
具来分析图像。要使用分子量和质量计算工具, 点击快速指南中的“MW/MASS”或“MW / 
MASSStd.”图标，或者选择并点选分析菜单中的“MW/MASSS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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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1. 分子量工具 

 

 
“ ”图像上显示数值工具： 

允许用户在图像上显示谱带的分子量标准数据。请从 MW Std. 下拉菜单中选择一分子量标
准，并在图像中单击一个或多个泳道。此软件会自动为泳道中的谱带指定分子量标准，并在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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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显示这些标准。 
 
“ ”编辑工具： 

点击编辑工具来编辑任何现有的已储存分子量标准数据。通过在泳道上点击鼠标来选择或取
消选择图像上的标准泳道。可选择一个以上的标准泳道。通过把光标指向蓝色节点并用鼠标点击
条带, 这个操作允许用户选择或取消选择标准条带，然后其余的条带将更新标准的排名。 

 

“ ”新建工具： 
如果图像上已载入的标准不在标准列表中, 用户可以创建并添加新的分子量标准的数据。点

击“新建”工具在对话框中建立一个分子量标准。 
 

i. 输入新的标准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ii. 输入标准的值，然后点击“添加”把它加入到左侧列表中。 
 
iii. 要删除错误的值，从左边的列表中选出要删除的值，然后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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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点击“保存”和“确定”返回到“分子量/质量”窗口。 

 
注：名称：为分子量标准给定一个“名称”。 

注释：对这个分子量标准的具体说明或注解。 
单位：标准值单位，例如 DNA 的单位为“bp”，蛋白质的单位为“KDa”等。 
添加/删除：在新的分子量标准清单中添加或删除一个标准值。 

 
“ ”删除工具： 
单击以从列表中删除分子量标准。 
 
“ ”标准曲线工具： 

使用"标准曲线"工具为图像上的标准曲线选择最佳的曲线拟合。在图像上选择分子量标准泳
道，然后单击"标准曲线"按钮。从标准曲线下拉菜单中为特定的标准选择最佳的曲线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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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2. 质量工具 

F-5-2-1. 质量泳道标准 

 

 
“  “在图像工具上显示数值： 

单击以在图像显示条带的质量标准数据。 
 
“  “编辑工具： 

点击编辑工具，则编辑任何已储存的分子量标准数据。用鼠标点击泳道以选择或取消选择图
像上的标准泳道。可选择超过一个标准泳道。将光标指着蓝色节点后，用户可使用鼠标单击谱带，
以对标准谱带进行选择或取消选择，其余谱带将会更新标准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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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工具： 
如果在图像上加载的标准不存在于标准列表中，用户可创建并添加新的质量标准数据。 在"

质量泳道标准"对话框中点击“新建”工具。 
 

i. 输入新标准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ii. 输入标准的数值，然后单击“添加”将该值添加至左侧列表中。 
iii. 要删除错误数值，从左边的列表中选择一数值并单击“删除”。 
iv. 点击“保存”和“确定”返回“分子量/质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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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名称：为质量标准给定一个“名称”。 

评论：对这个质量标准的具体说明或注解。 
单位：标准值的单位，例如 DNA 的单位为 “bp”，蛋白质的单位为 “KDa” 等等。 

添加/删除：在新质量标准清单中添加或删除一个标准值。 
插入：在新质量标准清单中插入一个新的标准值。 
 
“  “删除工具： 

单击以从列表中删除质量标准。 
 
 

“  “标准曲线工具： 

允许用户为图像上的质量标准选择最佳的曲线拟合。选择图像上的质量标准泳道，然后单击
标准曲线按钮。从曲线选择下拉菜单中为特定的标准选择最佳的曲线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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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2-2. 质量条带标准 

从质量标准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并点击“Mass Band 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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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导入的图像中点击"Mass Band Std.",然后在"Mass Band"窗口中更新该质量值。点击鼠
标左键，选择"Mass Band"，点击鼠标右键，取消对"Mass Band"的选择。 

ii. 输入文字说明、单位和评论, 然后在"Mass Band"窗口的曲线选择下拉菜单中为这些特定
的标准选择最佳的曲线拟合。 
  iii. 单击“确定”，以返回到“分子量/质量”窗口。 
 

F-6. 泳道轮廓 

单击“Lane Profile”图标，或从分析菜单选择并单击“Lane Profile”，以查看所选定的
泳道轮廓。 对于蛋白质分析，泳道轮廓会显示与泳道对应的光密度（英文简称 OD）。而对于
DNA 分析, 泳道轮廓会显示与泳道对应的灰度（英文简称 G.L.）。 

 

 
下面是被选定泳道轮廓的一个 DNA 分析图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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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被选定泳道轮廓的一个蛋白质分析图像示例。 
 

 

 



74 
 

F-7. 泳道对比 

要在 3D 环境下查看该图像完整的泳道轮廓, 请点击“泳道轮廓对比”图标，或从分析菜单
选择并单击“泳道对比”。 

 

 
默认模式下, 泳道轮廓对比窗口将用 3D 形式显示该图像的所有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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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视工具： 
单击此工具，以将图像从三维图谱转化为二维图谱。 
 
“  “视图订制工具： 
点击此工具，以使图像返回到默认的三维图谱图像。 
 
“  “显示框架工具： 
选择此工具，以在图像中显示坐标系。 
 
“  “显示小坐标工具： 
选择此工具，以在窗口右下方显示图像的三维坐标轴。 
 
“  “移动工具： 
选择此工具，以在窗口中使用光标移动三维图谱图像。 
 
“  “旋转工具： 
选择此工具，以通过点击鼠标左键旋转三维图谱图像。 一般来说，在使用任何其他工具来旋转
三维图像时，可同时点击鼠标右键。 
 
“  “图谱变焦工具： 
选择此工具以放大或缩小三维图谱图像。 点击按住鼠标左键，然后向右移动光标，以放大三维
地图图像，向左移动光标，以缩小三维图谱图像。 
 
“  “程度变焦工具： 
选择此工具来放大或缩小光密度轴的单一维度。 点击并按住鼠标左键，然后向右移动光标，则
放大三维地图图像的光密度轴，向左移动光标，则缩小三维图谱图像的光密度轴。 
 
“  “显视泳道： 
在“显示泳道”对话框中键入一个或多个泳道号以选定一个或多个感兴趣的泳道。。 
注：键入多个泳道号时请在每个泳道号之间使用逗号分隔。 
 
 

F-8. 条带柱状图 

为查看谱带图柱状图，点击“谱带柱状图”图标，或者从分析菜单中选择并点击“谱带柱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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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任何谱带轮廓或者泳道，以查看谱带图柱状图的图像。 谱带柱状图中的“容限”是相

对片段位置（Rf.） 值在参考谱带中的百分比（推荐百分比：0.2％〜10％）。对于蛋白质分析
带直方图显示 OD（光密度）vs.泳道，DNA 分析则显示 G.L.（灰度）vs.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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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 参考图像 

在使用“Lane Tool”或“Band Tool”时，用户可以用参照图像以帮助确定该样本的位置。 
点击菜单中的“Analysis”，然后选择“Reference Image”和“Load Image”。 

 

 

 

由于载入了参考图像，对泳道分析或条带分析的调整会更加精确。 如需关闭参考图像，取
消选中图像上方的“Visible”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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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 报表 

为查看全部条带信息，可从快速指南中点击“ 报表”，或者点击“报表”图标，又或者
从分析菜单中选择并单击“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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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窗口的默认设置为分八列进行显示，前两列分别显示泳道信息和条带信息。 后面的六
列分别为相对片断、光密度、积分光密度、放大光密度、分子量和条带质量。 
 

 RF：相对片段的位置。它计算出从泳道起始点（0.0）到泳道末端之间的距离，泳道末
端位于凝胶的端部。使用泳道工具调整此距离值，从而调整标准点。 

 OD：光密度。该值是通过从黑到白的 4096 个分区来设置。 
 Int. OD：条带区域光密度的积分值。 
 Ampl. OD =光密度 - 背景光密度 
 MW：条带分子量 
 Mass：条带分子质量 

 
注：标准曲线范围以外的条带信息被显示为“不可用”，以尽量减少误算的情况。 
 
“  “设置工具： 

为更改条带信息的显示方式，请点击报表窗口左上角的“设置”图标。然后在“设置”对话
框中选择，并点选要在报表窗口中显示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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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到 Excel 工具： 
允许用户将报表导入至 Excel。 

 
“  “保存报表工具： 

允许用户将报表保存为 Excel 文件格式（.xls）或纯文本文件格式（.txt）。 点击此图标，
会弹出一保存文件窗口。 输入文件名，选择文件格式，然后单击“保存”以保存文件。 
 
“  “打印报表工具： 

允许用户打印报表。 点击此图标会弹出一打印报表窗口。 选择并输入打印的格式和参数。 
然后单击“打印”前往打印报表。 
 
“  “显示泳道： 

允许用户在“显示泳道”对话框中键入一个或多个泳道号以选定一个或多个感兴趣的泳道。 
注：键入多个泳道号时，请在每个泳道号之间使用逗号分隔。 
 
“  “小数点： 
允许用户从“Decimals”下拉菜单中选择在结果中显示多少个小数数位。 默认小数位数为 3，
可选择的最大小数位数为 5。 
 
“  “报表窗口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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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选择以“纵向”或“横向”的格式显示结果窗口。 默认设置为纵向格式。 使用纵向
格式显示时，所有分析结果将显示并排列在六个不同的列中。 使用横向格式显示时，请从弹出
菜单中选择要显示的结果参数。请点选横向格式窗口右上侧的“组合显示”选项以显示凝胶图像
上的分子量或质量值。 
 
 

F-11. 打印与保存 

为打印图像，可从快速指南中点击“Print Image”，或者点击“Print Image”图标，又或
者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并点击“打印图像”。 为保存图像，可从快速指南中点击“保存”，或者
点击“保存”图标，或者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并点击“保存”或“另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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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印图像或报表，在点击图标后会弹出一个“打印图像”或“打印报表”窗口。 输入并
选择打印参数，然后点击“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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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印或保存泳道轮廓、泳道轮廓比较图或 3D 图谱，可先关闭快速指南，把图像最大化，

然后按下键盘上的“PrtSc”键，再把图像粘贴到微软画图软件中。 （开始→程序→附件→画图）。 
使用画图软件对图像进行打印或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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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光斑图像分析 

本章介绍Magic Chemi软件的光斑图像分析工具。 此工具允许用户分析二维凝胶图像。 在
下列例子中，二维凝胶图像充当工具说明的引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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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捕获/导入图像 

1. 为从 KETA 成像系统中捕获图像，（例如， KETA-ML）从快速指南中点击“打开”或者点
击“从外部打开新图像”图标，然后选择并单击“打开 K12CHS”；或者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并
单击“打开 K12CHS”。 （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3 章）。  
注意：KETA CL 在下列例子中被用作实例参考。 如果您购买了 KETA-ML 以外的凝胶成像系统
并打算使用该系统，请于本手册内每一个关于 KETA-ML 的选项选择中选择合适的凝胶成像系统。 
2. 要获取已储存图像，在快速指南中点击“打开”，然后选择“打开文件”，或者点击“打开”
图标，又或者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打开文件”，然后选择图像文件并单击“确定”。 

 

 

 

 

G-2. 斑点图像分析功能 

1. 为启用斑点图像分析功能，请从快速指南中点击“分析”，然后选择“Spot Image“，或者
单击“Spot”图标，又或者从编辑菜单中选择“Spot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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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合适的背景，然后单击“确定”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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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斑点图像分析定义 

点击快速指南“斑点实验工具”或“斑点工具”图标，或从分析菜单中选择并点击“Spot 
Conc. Tool”打开斑点实验工具窗口。 

 

 

 

G-3-1. 斑点工具 

 

 
“ ”指针工具： 
在使用任何斑点区域选择工具时，将光标对准并点击二维图像中任何未选定区域，将自动选择此
箭头工具。 将光标对准任何已选定区域或范围并点击鼠标右键，将删除对斑点的选择。 
 
“ ”添加斑点轨迹工具： 
用户只需点击属意的斑点边界，便能自动选择和定义斑点区域或范围。 将光标对准属意的斑点
边界并点击鼠标左键，将定义出一个以蓝线标识的斑点区域。为确认所选定的斑点区域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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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击鼠标指针, 随后蓝线将转换为带斑点标记的红线。 
 
“ ”画图添加斑点工具： 
允许用户绘制或选择每个斑点的区域或范围。 点击并按住鼠标左键，然后绘制出斑点区域。 已
绘制的点线为蓝色线。为确认所选定的斑点区域或范围，请右击鼠标指针，随后蓝线将会转换为
以斑点号作标记的红线。 
 
“ ”形状斑点添加工具： 
允许用户定义属意的形状，包括圆形和矩形。 左键点击对斑点进行定义，右键单击进行中止操
作。 
 
“ ”复制/粘贴添加斑点工具： 
允许用户选择已定义的斑点，并把同一形状复制粘贴于相关的未定义斑点上。点击“ ”，
然后选择先前定义的斑点，以获得同一个选取的形状。左键单击未定义斑点以对其进行定义，右
键单击以中止。 
 
“ ”删除斑点工具： 
允许用户删除任何选定的斑点。 
 

G-3-2. 定义斑点 

a). 从斑点工具菜单中选择“ ”工具，然后单击斑点的边界。 每个斑点的选定区域将以蓝
色边界标示。 鼠标左击斑点以确认对斑点的选择。 完成选择后，边框颜色会从蓝色转换成红色，
斑点将被标上编号。以相同操作在图像选择其他属意的斑点。 
 
b). 从斑点工具菜单中选择“ ”工具，然后单击斑点的边界。每个点的选定区域将以蓝色边
界进行标识。鼠标右击斑点以确认对斑点的选择。完成选择后，边框颜色会从蓝色转换成红色，
斑点将被标上编号。以类似方法在图像上选择其他斑点。用户还可从斑点工具菜单中选择"手动
框"选择各斑点的选择区域。 单击并按住鼠标指针，以将线拖动至斑点属意的区域。划出每个斑
点选择区域后，右键点选所选择的斑点，以对其进行确认。 经确认后, 蓝线将转换为带斑点标
签的红线。 
 
 
c). 使用固定形状定义斑点，点击“ ”并设置尺寸参数，以获得相同尺寸的圆形和矩形。 左
键点击对斑点进行定义，右键单击进行中止操作。 
 
d). 要定义具有相同形状的斑点，点击“ ”选择定义的参考点，然后左键点击所要定义的其
它斑点。 
 
e). 如果不满意于任何斑点的标记，请从“斑点工具菜单”中选择“ ”工具，然后单击所定
义的斑点，以将它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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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点击“确定”完成斑点的定义。 
 
 

G-3-2. 定义背景水平 

 

 
定义斑点后，用户可能需要定义背景水平, 以获得精准的分析数据。 点击各个图标以定义

不同类别的背景水平，然后点击“确定”以进行确认。 
 

“ ”用户定义： 
用户可以通过拖动图像定义背景区域。软件将计算出具有平均数据定义为背景水平的限定区
域。 
 
“ ”最小值： 
定义所有最小值的像素强度为背景的水平。 
 
“ ”零： 
定义背景水平为零。 

 

G-4. 斑点标准 

点击快速指南中的“Mass Std.”，或点击“Mass Std.”图标，又或者从分析菜单中点击
“Standard”，以打开斑点标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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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1. 斑点标准窗口 

 

 
“ ”删除工具： 
允许用户删除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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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序工具： 
允许用户通过 MicroID，IntOD（>），IntOD（<），Mass（>）和 Mass（<）对标准进行排
序。 
 
 

G-4-2. 设定质量标准 

a). 在图像上点击已知的质量标准斑点 , 并在"Std. Value"对话框中输入它们的值。点击
“Update”按钮将标准值添加至列表中。 
注：要编辑质量标准值, 用户可点击"Std. Value" 在质量栏中, 然后重新输入新的值。用户也可
使用对话框中的“删除”图标对质量标准进行删除。 
 
b). 点击质量标准窗口中的排序，选择质量标准按 “MicroID”，升序或降序 “积分光密度” 
或是“质量” 以进行排序。 
 
c). 在对话框中输入不同标准的标题、单位和注释。 
 
d). 从“曲线选择”下拉菜单中为不同标准选择最佳的曲线拟合。 
 
e). 点击“确定”完成质量标准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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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 报表 

1. 要显示该报告，可单击快速指南中的“ 报告”，或单击“报告”图标，又或者从分析菜
单中选择并单击“报告”。 

 
 
2. 报告窗口将会弹出。 用户可在下拉菜当中选择用 “质量”、“积分光密度”或者“积分光
密度，质量”来显示报表。 
 

 

 
“ ”保存到 Excel 工具： 
允许用户导出报表至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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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报表工具： 
允许用户以 Excel 文件格式（扩展名为 .xls）或者文本文件格式（扩展名为 .txt）保存报告。 点
击图标会弹出一文件保存窗口。 输入文件名，选择文件格式，然后单击“保存”以保存文件。 
 
“ ”打印报表工具： 
允许用户打印报表。 点击图标会弹出一打印报表窗口。 选择并输入打印格式和参数。接下来，
单击“打印”即可打印报告。 
 
“ ”显示工具： 
允许用户从“Show”下拉菜单中选择要显示在表格中的报告。 默认设置将显示“Mass”。 下
拉菜单中的其他可选项为“Int.OD”，“Int.OD, Mass”，“Area”或“Int.OD, Mass, Area”。 
注：“Area”是每个斑点被选定的区域或范围。 
 
“ ”小数点工具： 
允许用户从“Decimals”下拉菜单中选择在结果中显示的小数位数。 默认小数位数为 3，可供
选择的最大小数位数为 5。 
 
3. 用户可通过点击  “Save to Excel”把报告导入至 excel 当中，也可通过单击报告窗口中
的  “Save Report”图标把报告保存为 excel 格式或文本文件格式。在“Save Report”时
会弹出一个文件保存窗口，输入文件名，选择文件格式，然后点击“保存”以保存文件。 
 
 

G-6. 打印与保存 

可点击快速指南中的“Print Image”，或点击“Print Image”图标，又或者从文件菜单中选
择并点击“Print Image”以打印图像。从快速指南中点击“Save”，或点击“Save”图标，又
或者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并点击“Save”或“Save as...”以保存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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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印图像或报表，在点击图标后会弹出一个“Print Image”或“Print Report”的窗口。

输入并选择打印参数，然后点击“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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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或保存下列图片：关闭快速指南并把图像扩至最大限度以获得 3D 地图图像，然后按下键
盘上的“PrtSc”，接下来把图像粘贴到微软画图软件当中（开始→程序→附件→画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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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软件打印或保存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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