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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yder 6.5 分析軟體組織圖：



1. Image Loader  膠片影像載入模組

(1) 雙擊桌面上DeCyder圖示。

(2) 輸入帳號與密碼，若無帳號密碼請洽系統管理員。

(3) 出現主畫面，雙擊Image Loader圖示

(4) 開啟Image Loader模組後，點擊Add 加入膠片影像至載入列表，
影像之命名格式為“Gel xx Cyx XXXXX.gel” (x為數字；X為任
何字元)。

(5) 點擊 增加新的分析專案(Project)。
(6) 點擊Import 將膠片影像載入置分析專案中。

(4) (5)(6)



(7) 增加新的專案分析時，可依需求命名與註解。若分析結果不願與其他使用
者分享，可將Public access勾選取消。



2. Batch Processor 全自動批次分析模組

(1) 點選軟體主畫面Batch Processor的圖示。

(2) 開啟Batch Processor模組後，執行 File -> Add DIA item，出現以下
畫面。

(3) 點擊Add 或Add all 將分析專案中的可分析影像加入至分析列表。

(4) 輸入蛋白質點數10000，以及過濾背景訊號Volume< 30000，如有需
要可再設定其他濾點參數。

(5) 設定完成後點擊OK，進行BVA分析設定。

(3)

(4)

(5)



(6) 點擊Add 加入分組組別，並將Unassigned資料夾中的膠片影像拖曳至適當
的分組組別中。

(7) 如要使用Paired test 統計分析，於Sample ID 欄位輸入樣品來源編號。

(8) 組別分組設定完成後，將Setup protein statistics and filterd勾選選取，點
擊Next 進行統計分析設定。

(6)

(6)

(7)

(8)



(9) 選擇統計分析種類：Independent tests 或 Paired tests。
若欲比較的樣品來源來自同一個體，則選擇Paired tests；反之則選擇
Independent tests。

(10) 為提供差別倍率計算目標，Population 1, 2中各選擇欲分析組別：
Population1為分母；Population2為分子。

(11) 勾選Average Ratio 以獲得平均差異倍數；勾選Student’s T-test 以獲得
兩組差異可信度數據；勾選One-way ANOVA 以獲得單一變因多組分
析可信度數據；勾選Two-way ANOVA 以獲得雙變因多組分析可信度
數據。

(12) 勾選False discovery rate (FDR) 以降低得到假真或誤報結果的機率。

(13) 點擊Next 進行 興趣蛋白質點篩選設定。

(9)

(10)

(11)

(12)

(13)



(14) 依照需求設定有興趣蛋白質的條件門檻，可依統計數據、差異倍數、在膠
片出現次數等條件設定，符合門檻的蛋白質標記成POI 或Pick。

(15) 執行 Process-> Run batch 後，選擇儲存的分析專案及分析結果檔案名稱。

(16) 選擇延遲分析時間或指定開始分析時間，如要立刻開始分析則直接點擊
Start。



(17) 分析狀態參閱下表：

(18) 直到出現Workspace saved 表示分析完成，此時可關閉Batch processor
模組，並可打開 DIA 或 BVA 模組以檢視分析結果。



3.  DIA 膠內差異分析模組

(1) 點選軟體主畫面Batch Processor的圖示。

(2) (A) 執行File -> Open Workspace開啟已有的DIA分析檔案，或是

(B) 執行File -> Create Workspace創建新的DIA分析。

(3) (A) 選擇欲開啟的DIA檔案，或是

(B) 選擇欲創建DIA分析的膠片影像。

(A) 開啟DIA檔案 (B) 創建DIA檔案



(4) 開啟分析畫面如下，分為膠片影像(Image View)、分析圖(Histogram View)、
3D立體圖(3D View)、分析數據表格(Table View)：

(5) 若要偵測蛋白質點，執行Process-> Process gel image，設定蛋白質點數，
建議值10000。

若此膠片影像已包含自動取點機所需之參考定位點，則可勾選Autodetect 
Picking references。



(6) 使用排除過濾器(Exclude filter)濾掉雜點，執行Process -> Exclude filter，依
蛋白質點的數值與分析需求來設定參數門檻，建議值Volume<30000。

(7) 偵測出的蛋白質點資訊可參閱分析數據表格，表格內各欄數值代表意義如下：



4.  BVA 生物差異分析模組

(1) 點選軟體主畫面Batch Processor的圖示。

(2) (A) 執行File -> Open Workspace開啟已有的BVA分析檔案，或是

(B) 執行File -> Create Workspace創建新的BVA分析。

(3) (A) 選擇欲開啟的BVA檔案，或是

(B) 加入欲創建BVA分析的DIA檔案。



(4) 開啟分析畫面如下，分為膠片影像(Image View)、分析圖(Histogram View)、
3D立體圖(3D View)、分析數據表格(Table View)：

(5) BVA模組分析模式與功能如下所示，分析時依ST、MT、PT、AT順序分析：

(6) 在ST模式下，將膠片影像依實驗設計分組。按下Add加入新組別，再將未分
組膠片拖曳至適當組別。



(7) 在MT模式下，進行膠片間比對。可先執行View -> Display Multiple Gel 
Views 並將畫面轉換成只表現膠片影像模式，然後將膠片切換成Cy2 
Internal Standard的影像。

(8) 按著鍵盤的Ctrl選取不同膠片間相同的蛋白質點，點選Add Match加入地標
點(Landmark)。或是點選Break Match取消已比對到的蛋白質點。

(9) 執行Process -> Match 自動比對。選擇Match All 比對所有膠片蛋白質點，
包括已經比對過的；選擇Match Primary 將所選擇的膠片影像與Master
膠片相比對；選擇Match Pending and LandMarked 比對那些還未比對
過的膠片和那些有加入地標點的膠片。

(7)

(7)

(8)



(10) 在PT模式下，進行每個蛋白質點的統計學分析並找出有差異表現的蛋白質
點。執行Process -> Protein Statistics 設定所需的統計計算，請參考2. 
Batch Processor全自動分析模組中的第(9)~(12)項。

(11) 在Protein Table中可以T-test 或 ANOVA 排序，找出組別表現趨勢一致的
蛋白質點，T-test 欄位數值顯示 0.05代表具有95%的信心水準，數值月
小信心水準越高。有關T-test等統計數值詳細的意義與說明，請參閱操
作手冊User Manual。

(12) 再考慮Av. Ratio與Appearance等數值，找出有興趣的目標蛋白質。Av. 
Ratio 數值越大代表兩組表現差異倍數越大，建議倍數至少1.5 倍。

(13) 檢查過的有興趣蛋白質如要使用自動取點儀(Spot picker)取點，則在畫面下
方勾選 Pick，為蛋白質標記。



5. Export Pick List 
(1) 將欲取點之膠片，依照Spot picker操作說明貼上Pick Reference，並

用掃描器擷取膠片影像。

(2) 將膠片影像以Image Loader載入，並放入相同的分析專案中，請參考
1. Image Loader說明。

(3) 開啟DIA模組偵測蛋白質點，偵測時勾選自動偵測Pick Reference。偵
測後將欲取的蛋白質點標記成Pick。

(4) 執行 File -> Export Pick List 將取點列表輸出存檔。取點列表檔案即
可載入Spot picker 自動取點。

(5) 若欲取點膠片需要與之前分析過的DIGE結果比較後再取點，則將DIA
分析過的膠片先存檔。

(6) 開啟BVA 模組載入先前分析之DIGE 結果，然後執行File -> Add 
Template/DIA Workspace，載入欲取點膠片之DIA檔案。

(7) 將欲取點膠片指定成為取點膠片(Pick gel)。

(8) 執行 Process -> Match -> Match Pending and LandMarked，比對結
束後，所有標記上Pick 之蛋白質點皆會在欲取點之膠片上表現。

(9) 執行 File -> Export Pick List 將取點列表輸出存檔。取點列表檔案即
可載入Spot picker 自動取點。



需要更多資訊?

您可以參考：
1. 操作手冊
28-4010-06  DeCyder 
User Manual

2. 連絡 GE Healthcare 
產品專員。

3. 造訪網站 Healthcare 
website
www.gelifesciences.com
www.ettandig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