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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開發直接競爭型酵素連結免疫吸附法，期能精確、簡單及快速檢測禽畜水產品

中 ciprofloxacin (Cipro) 殘留之檢測試劑。實驗結果顯示利用 N-hydroxysuccinimide ester 法可成功

製備 Cipro-human serum albumin (HSA) 之結合蛋白，同時以相同的方法可以分別成功製備出藥物

-bovine serum albumin 結合蛋白和藥物-horseradish peroxidase 之結合體。另外，利用高效液相層析

法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搭配紫外光和螢光檢測器可以檢測藥物-HSA 結合

體。運用所製備之 Cipro-HSA 之結合蛋白以皮下免疫紐西蘭白兔六次後，可成功誘導產生多株抗

體，力價高達 65,536 倍以上。收集多株抗體並製備成直接競爭型 ELISA 盤後，在磷酸緩衝液 (PBS) 
中的最低檢測極限為 0.78 ppb，而在牛奶、fetal bovine serum、吳郭魚肉、猪肉、雞肉、蝦肉及牛

肉中分別為 1.08 ppb、1.37 ppb、0.83 ppb、1.1 ppb、0.88 ppb、1.32 ppb 及 1.14 ppb，故所開發試劑

的敏感度相當高，未來應可用於臨床 Cipro 殘留之檢測。在精確度方面，Cipro 檢測盤之組內 
(intra-assay) 與組間 (inter-assay) 檢測變異值分別為 5.82%和 7.38%，顯示 Cipro 檢測盤精確度高。

此外，本檢測盤對 enrofloxacin 和 norfloxacin 有較高的反應率外，對其餘抗菌劑皆小於 0.2%。 
 

關鍵詞：殘留、多株抗體、酵素連結免疫吸附法、環丙氟哌酸、氟喹諾酮類 
 
緒  言 

 
Quinolone 類之化合物 nalidixic acid 於

1962 年首次被合成，並成功應用於人類泌尿道

感染症 (Lesher et al., 1962)。由於廣泛地使用

quinolone 類抗生素，因而造成抗藥性細菌日益

增加，使得同類型的藥物如 oxolinic acid 
(OA)、pipemidic acid 及 cinoxacin 之抗菌效果

日益下滑 (Lesher et al., 1962)。1980 年起，第

二代的quinolone類抗生素norfloxacin (Nor) 被
開發出來，因其抗菌活性遠優於第一代

quinolone 類抗菌劑，至今已被廣泛應用於人類

和家畜禽之細菌性感染症治療上 (Eliopoulos, 
1995) 。 新 一 代 的 quinolone 類 藥 物 如

enrofloxacin (Enro)、ciprofloxacin (Cipro) 及
ofloxacin 等具有良好之生物利用率外，更提供

了較長的體內半衰期和較廣的組織分布性 
(Eliopoulos, 1995)，值得注意的是 Cipro 為准予

用於人體第一線防線的 quinolone 類抗菌劑 
(Eliopoulos, 1995)。由於 quinolone 類藥物氾濫

地使用已衍生出禽畜水產品藥物殘留之公共衛

生問題，近年來之研究成果顯示，由於廣泛使

用 Cipro，導致家禽的大腸桿菌對多種抗菌劑

之抗藥性有增加之趨勢，並造成 25%-51%的抗

Cipro 菌株產生 (Eliopoulos, 1995)，此情況應

重視之。因此，目前國內已正式宣佈 Cipro 於

禽畜水產品為不可檢測出之抗菌劑，可見其抗

藥性的問題已日漸嚴重。 
目前有許多方法可以用來檢測禽畜水產品

藥物殘留  (Hung et al., 2007; Wang et al., 
2006)。微生物檢測法雖具有快速篩檢藥物殘留

之特色，但因不具特異性且操作方法易有爭議

產生，故僅適合做快速大量之初步篩選 (Hung 
et al., 2007; Wang et al., 2006)。高效液相層析法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雖可以檢測到低濃度的藥物殘留，但較適合於

實驗室中操作，不適合田間和用於大量篩選樣

品，且花費較昂貴也較耗時 (Hung et al., 2007; 
Wang et al., 2006)。酵素免疫檢測法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具簡單、

快速及方便等特性，很適合第一線之檢驗工作

人員如動物疾病防治所、衛生稽查人員甚至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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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養殖業者等操作使用 (Wang et al., 2006)。由

於我國水產品大多外銷日本和歐洲各國，有鑑

於此，開發簡單快速方便檢測的 Cipro 藥物殘

留檢測試劑，來嚴格把關我國之禽畜水產品，

以提高產品的品質與安全，並可確保國民所消

費之禽畜水產品的安全性。 
 
材料與方法 
 
免疫抗原之製備 

本研究方法參考 Watanabe 等  (2002) 和
Szurdoki 等 (1995) 方法，稍加修改而實施。將

0.1 mmole ciprofloxacin (Bayer, Leverkusen, 
Germany)、0.5 mmole N-hydroxysuccinimide (NHS) 
(Sigma, Louis, MO, USA) 及0.5 mmole 1-Ethyl-3- 
(3-dimethylaminopropyl) carbodiimide (EDC) 
(Sigma) 一同溶解於 dimethylformamide (DMF) 
(Merck,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此溶液稱之

為 A 液。之後將 100 mg 人類血清白蛋白 (human 
serum albumin, HSA) (Sigma) 溶於 10 mL 0.01M
磷酸緩衝溶液 (PBS) 中，此溶液稱之為 B 液。

然後將 A 液緩慢地加入 B 液中，並於 4℃避光反

應 3 小 時 ， 而 後 再 將 其 置 於 透 析 膜 中 
(Molecularporous membrane tube 12000-14000, 
Spectrum medical industries, Houston, TX, USA)，
於 4℃以 PBS 進行 12 天透析，每天換液 2 次。

將透析後之溶液以 0.2 μm 濾膜過濾後，並以蛋

白質定量套組  (Coomassie plus protein assay 
reagent kit) (Pierce Biotechnology, Rockford, IL, 
USA) 測其蛋白質濃度，真空離心後置於-80℃保

存。此外，本研究以上述相同的技術來製備

Cipro-BSA (bovine serum albumin) 結合蛋白和

Cipro-HRP (horseradish peroxidase) 結合體。 
 
免疫抗原之檢測 

本試驗方法係參考 Wang 等  (2006) 之方

法，稍加修改而實行。欲評估所欲製備之

Cipro-HSA 螯合情形，利用 HPLC 搭配紫外光與

螢光檢測器加以檢測，原理乃利用 Cipro 可以被

螢光檢測器檢出的特性可與 HSA 加以區別。將

待測 Cipro-HSA 結合蛋白以 1X PBS 稀釋後，於

室溫下將 20 μL Cipro-HSA 結合蛋白 (700 μg/mL) 
以 HPLC 注射器注入 HPLC 中。HPLC 之移動相

先經超音波 (Degasys DG-1210, Uniflows, Tokyo, 
Japan) 除氣後，之後經輸液系統 (LC1022 Plus, 
Perkin-Elmer, Bridgeport, CT, USA) 的運送，通過

Cosmosil 5C18-AR-300 分離管 (4.6 × 250 mm) 

(Nacalai, Kyoto, Japan) 將檢品分離，最後以紫外

光檢測器 (UV/VIS detector LC295, Perkin-Elmer) 
和螢光檢測器  (Fluro-TEC A4-2100A, St. John 
Associates, Beltsville, MD, USA) 檢測，並透過積

分儀之分析。本試驗所用的移動相為 A 液：100% 
acetonitrile + 0.05% TFA (trifluoracetic acid) 
(Mallinckrodt Baker, Phillipsburg, NJ, USA);B
液：DDW + 0.05% TFA，流速為 0.8 mL/min。 
 
實驗動物免疫計畫 

將1 mg Cipro-HSA結合蛋白與Freund’s完全

佐劑 (Sigma) 等體積混合均勻，每隻紐西蘭白兔

採背部皮下注射 0.8 mL，總劑量為 1 mg。另外，

將 Cipro-HSA 結合蛋白與 Freund’s 不完全佐劑 
(Sigma) 等體積混合均勻以進行補強免疫，補強

方式與上述方式相同，每月補強一次。待力價達

到 65,000 倍，以 1 mg Cipro-HSA 結合蛋白注入

耳靜脈作為最終免疫，並於 7-10 天後將免疫兔子

以 CO2進行安樂死並收集血清置-80℃保存。 
 
ELISA 篩選抗體力價技術之建立 

Cipro-BSA 結合蛋白以 1X PBS 稀釋成 200 
μg/mL ，並以 1 ： 19 比例與 coating buffer 
(carbonate-bicarbonate buffer) 混合均勻，之後於

96 well ELISA 檢測盤加入上述混合液  (100 
μL/well)，於 4℃反應 16 小時。之後以含 0.05% 
Tween 20 的 PBS (PBST) 清洗 3 次，並加入 250 
μL/well 的 1% gelatin-NET 溶液予以填補，置於

4℃反應 16 小時。最後再以 PBST 清洗 3 次，甩

乾後置 4℃保存備用。測定時，先加入已用 1X 
PBS 稀釋好的抗血清培養液 (100 μL/well)，於

37℃反應 1 小時。之後以 PBST 清洗 3 次，再加

入稀釋 3,000 倍之 goat anti-rabbit IgG-HRP mAb 
(Sigma) (100 μL/well)，於 37℃反應 1 小時後，再

以 PBST 清 洗 3 次 。 之 後 加 入 3, 3’ 5, 
5’-tetramethylbenzidine (TMB) (Sigma) 於 37℃反

應 10 分鐘以進行呈色，最後加入 0.5M H2SO4 
(Sigma) 終止反應並以波長 450 nm 之 ELISA 
reader 來判讀 O.D.值。 
 
抗體與酵素結合體最佳倍率之測定 

將經Cipro-HSA結合蛋白免疫後未經純化之

兔血清 (100 μL/well) 以 coating buffer 作連續 2
倍稀釋 (200-25,600 倍)，接著加入 100 μL/well
於 96 well 中，於 4℃反應 16 小時。之後以 PBST
清洗 3 次並加入 1% gelatin-NET (250 μL/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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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4℃反應 16 小時。最後再以 PBST 清洗 3 次，

甩乾後即製備成 ELISA 檢測盤並置於 4℃保存。

另外，將製備完成之 Cipro-HRP 結合體亦進行連

續稀釋  (200-25,600 倍 )。陰性組先加入 100 
μL/well PBS ， 再 加 入 稀 釋 之 100 μL/well 
Cipro-HRP 結合體;陽性組先加入 10 μg/mL Cipro 
(100 μL/well) ，再加入稀釋之 100 μL/well 
Cipro-HRP 結合體。之後於 37℃反應 2 小時後，

以 PBST 清洗 3 次，再加入 100 μL/well TMB 於

37℃反應 10 分鐘，最後加入 0.5M H2SO4於 37℃
反應 10 分鐘以終止反應，最後以波長 450 nm 之

ELISA reader 來判讀 O.D.值，並利用棋盤法來測

定抗體與酵素結合體的最佳稀釋倍率  (Chard, 
1987)。 
 
Cipro 藥物標準曲線之建立 

將高力價兔血清依最佳之抗體稀釋倍率以

coating buffer 稀釋並加入 96 well plate 中 (100 
μL/well)，於 4℃反應 16 小時。之後以 PBST 清

洗 3 次，並加入 1% gelatin-NET 溶液予以填補 
(250 μL/well)，於 4℃過反應 16 小時。最後再以

PBST 清洗洗 3 次，甩乾後置於 4℃保存備用。以

1X PBS 將藥物標準品稀釋成 16 ppb、8 ppb、4 
ppb、2 ppb、1 ppb、0.5 ppb、0.25 ppb、0.125 ppb 
及0.0625 ppb等濃度，再將稀釋完成之Cipro-HRP
結合體以 1：1與上述濃度混合均勻後加入 96 well 
plate 中 (100 μL/well)，於 37℃反應 2 小時，之

後以 PBST 清洗 3 次後，加入 TMB (100 
μL/well)，於 37℃反應 10 分鐘，最後加入終止液 
(0.5M H2SO4)，並以 ELISA reader 波長 450nm 判

讀 O.D.值，以 S 型藥物標準曲線的直線最高點減

去 2 個標準偏差作為試劑敏感度 (Chard, 1987)。 
 
組內(intra-assay)與組間(inter-assay)變異值計算 

為了評估所開發試劑之準確度，本研究一次

操作並重複做 5 次於不同濃度 (0.5、1、2、4 及

8 ppb) 下之 Cipro，以測得其 O.D.值、B/B0平均

值、標準偏差及變異係數，可得組內變異值。爾

後任選 5 天以測試不同濃度 (0.5、1、2、4 及 8 ppb) 
之 Cipro，以求平均值、標準偏差及變異係數，

可得組間變異值。根據組內與組間變異值，來評

估本研究所開發之 Cipro ELISA kit 的準確度。 
 
試劑特異性檢驗 

Cipro 、 danofloxacin (Dano) (Bayer) 、

norfloxacin (Nor)、orbifloxacin (Orbi) (Dainippon 

Pharmaceutical Co., Osaka, Japan)、oxolinic acid 
(OA) (Sigma) 、 enrofloxacin (Enro) (Bayer) 、
amoxicillin (Amo)、penicillin G (Pen)、ampicillin 
(Amp)、oxytetracycline (OTC) 及 sulfadimethoxine 
(SDM) (Sigma) 等抗菌劑，各自配製成標準溶

液，並利用 1X PBS 進行連續稀釋，以建立各藥

物標準品之標準檢測曲線。接著以各藥物標準曲

線結合百分比 50%作用點之濃度除以待評估藥

物之標準曲線結合百分比 50%作用點，稱之為各

藥物之交叉反應率 (cross-reactivity) [交叉反應率 
= 藥物標準品在 50%結合百分比的濃度/待評估

藥物在 50%結合百分比的濃度] (Chard, 1987)。 
 
結  果 
 
免疫抗原之檢測 

利用 N-hydroxysuccinimide ester 法所製備的

Cipro-HSA 結合蛋白、HSA 及 Cipro 以 HPLC 搭

配紫外光與螢光檢測器進行分析，利用不同的檢

測波長，可以清楚的了解所製備的 Cipro-HSA 結

合蛋白具備高純度，並無出現 HSA 的波峰。此

外，可見Cipro-HSA結合蛋白與Cipro各於 13.073
和 10.023分鐘出現，HSA於 12.163分鐘出現 (Fig. 
1)。此外，藉由 HPLC 的層析圖顯示出，除了待

測的樣本外，無其他明顯波峰，可證實藥物透析

成功無其他雜質混入以確保免疫原的純度，由此

上述之結果得知，我們對藥物免疫抗原的製備是

相當地成功。 
 

 
圖一、環丙氟哌酸、人類血清白蛋白、環丙氟哌酸-
人類血清白蛋白螯合蛋白於 HPLC 下以紫外光和螢光

進行檢測。 
Figure 1. 20 μg/mL ciprofloxacin1 (20 μL), 10 mg/mL 
HSA2 (20 μL), and 700 μg/mL Cipro-HSA conjugated 
protein3 (20 μL) were detected by using HPLC with UV 
(upper curve) and fluorescence (lower curve) detectors. 

UV 

F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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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 篩選抗體力價技術之建立 
利用間接競爭型 ELISA 檢測 Cipro 抗體力價

變化，實驗結果顯示，經皮下免疫後，抗體力價

於免疫第三次即可達到 8,192 倍，於免疫第六次

即達到 65,528 倍，免疫過程中抗體力價並無下降

的情況發生。 
 
抗體與酵素結合體最佳倍率之測定 

實驗結果顯示，利用直接競爭型 ELISA 檢測

anti-Cipro Ab 和 Cipro-HRP 結合體在稀釋 3,200
倍時，陰性組的 O.D.值為 1.089，陽性組的 O.D.
值為 0.053，此時表示抗體可以有效地辨識

Cipro，因以此稀釋倍數作為未來試驗的最佳稀釋

倍數。在此稀釋倍數下可以獲得最經濟的抗體與

酵素結合體的使用量，且吸光值差異最大，可使

未來在測定藥物標準曲線時有較好的反應效

果，並降低測試時的標準偏差。 
 
Cipro 藥物標準曲線之建立 

依上述最佳稀釋倍率製備 ELISA 檢測盤，並

依最佳酵素結合體稀釋倍率在 PBS 基質中進行

競爭反應以建立標準曲線。實驗結果顯示，Cipro
在 PBS 基質標準曲線的範圍均在 8-0.5 ppb 之

間，最低檢測敏感度為 0.78 ppb，而在其他基質 
(牛奶、FBS、魚肉、猪肉、雞肉、蝦肉和牛肉) 均
可在 8-0.5 ppb 之間被檢測出 (Fig. 2)，其敏感度

分別為 1.08 ppb、1.37 ppb、0.83 ppb、1.1 ppb、
0.88 ppb、1.32 ppb 及 1.14 ppb，其中以在魚肉中

藥物檢測之敏感度最高。 
 
組內 (intra-assay) 變異值計算 

由五種不同的 Cipro 濃度連續作 5 個孔槽之

重複添加，求其結合百分比的平均與標準偏差， 
 

並可求得變異係數。其變異係數值介於 1.94%- 
12.22%，平均為 5.82%，組內變異數值低於 10% 
(Table 1)，顯示出本實驗製備之檢測盤穩定性非

常高。 
 

 
 
圖二、於各種基質 (磷酸緩衝液、牛奶、胎牛血清、

吳郭魚肉、牛肉、猪肉、雞肉及蝦肉) 中檢測環丙氟

哌酸的標準曲線。 
Figure 2. The standard curves of ciprofloxacin residue in 
(A) PBS, (B) milk, (C) FBS, (D) tilapia meat, (E) beef, 
(F) pork, (G) chicken, and (H) shrimp meat were 
detected. B/B0 was indicated as the percentage of 
conjugation. ‘B’ was the optical density of the tested 
sample. ‘B0’ was the optical density of negative control. 
All samples were detected for triple repeats. 

表一、環丙氟哌酸之組內變異值計算。 
Table 1. The coefficient variation value of intra-assay for ciprofloxacin. 
 
Conc. (ppb) The percentage (%) of conjugation (B/B0) Average SD CV (%) 

 1st 2nd 3rd 4th 5th    
8 47.91 42.12 39.23 51.29 52.21 46.55 5.69 12.22 
4 53.52 51.54 58.86 51.89 53.97 53.96 2.93 5.42 
2 70.58 73.46 75.77 68.07 62.82 70.14 5.01 7.14 
1 76.73 73.65 67.59 68.30 81.15 73.48 1.43 1.94 
0.5 81.15 76.15 76.92 85.63 83.13 80.60 1.94 2.40 
Average         5.82 

B/B0 was indicated as the percentage of conjugation. ‘B’ was the optical density of the tested sample. ‘B0’ was the 
optical density of negativ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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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環丙氟哌酸之組間變異值計算。 
Table 2. The coefficient variation value of inter-assay for ciprofloxacin. 
 
Conc. (ppb) The percentage (%) of conjugation (B/B0) Average SD CV (%) 

 1st 2nd 3rd 4th 5th    
8 42.73 49.25 40.11 45.73 48.75 45.31 3.91 8.62 
4 56.01 50.11 57.26 49.78 52.86 53.20 3.38 6.35 
2 66.92 71.52 71.92 66.82 63.72 68.18 3.48 5.10 
1 78.52 75.13 66.41 70.28 85.07 75.08 7.24 9.64 
0.5 80.45 71.22 75.81 82.43 85.72 79.12 5.69 7.19 

Average         7.38 

B/B0 was indicated as the percentage of conjugation. ‘B’ was the optical density of the tested sample. ‘B0’ was the 
optical density of negative control. 
 
組間 (inter-assay) 變異值計算 

任選五天不同日子來進行藥物結合百分比

的實驗，實驗結果顯示，Cipro 檢測盤之變異係

數值介於 5.10%-9.64%，平均為 7.38% (Table 2)，
組間變異數值均低於 10%，可知本研究操作過程

之穩定性相當地高。 
 

試劑特異性檢驗 

實驗結果顯示，Cipro 檢測盤對同類型的藥

物如 Enro 與 Nor，其交叉反應率為 58.2%和

37%，而在 Dano、Orbi、OA 的交叉反應率均低

於 1，此結果顯示本實驗所製備之 Cipro 檢測盤

在同類型的藥物中，除了 Enro 和 Nor 具有較高

的交叉反應率，其他 quinolone 類藥物均呈現較

低地交叉反應。此外，在非 quinolone 類藥物 
(Amo、Pen、Amp、OTC 及 SDM) 中，其交叉反

應率皆低於 0.01 (Table 3)。由此可知，本研究所

開發之 Cipro 檢測盤具有相當高之特異性及其專

一性亦相當佳。 
 
討  論 
 

目前 fluoroquinolone 類抗菌劑的檢測法有高

效液相層析法 (HPLC) (Hung et al., 2007)、微生

物檢測法  (microbiological assay) (Choi et al., 
1999) 及酵素連結免疫吸附分析法  (ELISA) 
(Wang et al., 2006) 等。法定檢測抗生素殘留可用

HPLC 或 TLC 等，檢測極限雖較為低，但侷限於

機器較貴且檢測較費時，主要以實驗室使用為

主。ELISA 法具有快速檢測之條件，其檢測極限

雖高於 HPLC，但可運用於非實驗室或野外臨床

之需要。因此，本實驗嘗試建立 Cipro-ELISA 檢

測試劑來檢測禽畜水產品中 Cipro 藥物殘留。 

表三、環丙氟哌酸檢測試劑對不同抗菌劑之交叉反應

率。 
Table 3. The cross-reaction percentages (%) of the 
developed ciprofloxacin kit for each studied antibiotics. 
 

Agents The cross-reaction percentage (%) 
Cipro 100 
Enro 58.20 
Nor 37 

Dano 0.18 
Orbi 0.14 
OA 0.12 
Pen <0.01 
Amo <0.01 
Amp <0.01 
OTC <0.01 
SDM <0.01 

The abbreviations used are as follows: oxolinic acid 
(OA), enrofloxacin (Enro), norfloxacin (Nor), 
danofloxacin (Dano), orbifloxacin (Orbi), ciprofloxacin 
(Cipro), penicillin G (Pen), amoxicillin (Amo), 
ampicillin (Amp), oxytetracycline (OTC), and 
sulfadimethoxine (SDM). 
 

Lesher 等 (1962) 指出，免疫抗原製備中最

大的問題便是接合的部位會影響到日後所產生

的抗體特異性。由於 fluoroquinolone 類抗菌劑於

C-3 位置皆有羧基，因此以此羧基當作連接處可

減低日後抗體交叉反應性的產生。本實驗結果顯

示，所製備的 Cipro-ELISA kit 的抗體特異性非常

高，因此可能與Cipro和HSA鍵結處有極大關係。 
Watanabe 等 (2002) 的研究，並未強調 pH

值在 fluoroquinolone 類抗菌劑製備藥物-蛋白結

合物上是否佔有重要因素 ?因此本實驗採用

N-hydroxysuccinimide ester 法進行藥物與蛋白螯

合中，在初始反應環境下，將反應溶液之 pH 值

修改設定在 pH 7-8 之間，之後將所得之蛋白質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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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弱鹼性的環境下 (pH 7.4)，最後再將中間產物

加入蛋白質溶液中進行反應以提高螯合成功率。 
螯合物分析的方法有多種，包括膠質過濾層

析法  (gel-filtration chromatography) 、電泳法 
(electrophoresis)、超高速離心法 (ultracentrifuge- 
tion)、免疫擴散法 (immunodiffusion)、化學分析

法 (chemical analysis) 及同位素標定法 (isotope 
labeling analysis) 等 (Wang, 1991; Lesher et al., 
1962) 。 本 實 驗 室 已 建 立 以 HPLC 檢 測

fluoroquinolone 螯合蛋白之快速檢測方法，利用

HPLC 搭配紫外光與螢光檢測器進行檢測 (Hung 
et al., 2007)，實驗結果顯示可成功螯合 Cipro 與

HSA，並進行簡單和快速檢測螯合狀況與確認螯

合蛋白的螯合程度。 
本研究主要在利用皮下免疫之方式，經六次

免疫後，其抗體力價均可達到 65,528 倍以上，此

結果顯示不使用脾臟內進行免疫亦可得到良好

的效果。脾臟內免疫有可能會造成免疫原經傷口

而流失、外科手術操作不當造成抗體力價下降或

實驗動物緊迫死亡 (Harlow and Lane, 1988)，故

本實驗選擇使用一般傳統的皮下免疫方式來進

行動物免疫。 
由於以 Cipro-BSA 結合蛋白當免疫原，對於

最後以所產生抗 Cipro 抗體檢測牛肉或牛奶中之

Cipro 殘留，可能會有干擾，為了避免這些干擾，

本實驗免疫抗原採用 Cipro-HSA 結合蛋白。此

外，除非所製備的 ELISA 檢測盤欲檢測人類相關

樣品，否則以 Cipro-HSA 結合蛋白免疫後所製備

的 Cipro-ELISA kit 便可去除動物檢體干擾之疑

慮。 
ELISA 檢測盤的製備，一般可分為競爭型 

(competition)、非競爭型 (uncompetition) 及三明

治型 (sandwich) 三種 (Watanabe et al., 2002)。
Das 和 White (1998) 利用三明治法來製備

thioredoxin 檢測盤，其檢測極限可達 0.15 ppb，
而Watanabe等 (2002) 則使用直接競爭型ELISA
法製備 Enro 檢測盤，其檢測極限在牛奶中可達 1 
ppb。本實驗室亦利用 fluoroquinolone 類抗菌劑

藥物酵素連結法檢測 fluoroquinolones (Enro、
Dano、Orbi 及 Ofloxacin) 殘留，其檢測極限均低

於 1 ppb (Wang et al., 2006)。根據本研究室之前

製 備 檢 測 試 劑 經 驗 ， 本 研 究 所 製 備 之

Cipro-ELISA 檢測盤，其最低檢測極限在 PBS 為

0.78 ppb，其最低檢測極限非常低，實為成功的

藥物檢測試劑研發。 
由本實驗的結果顯示，Cipro 檢測盤其組內

變異係數值介於 1.94%-12.22%，平均為 5.82%；

組間變異值介於 5.10%-9.64%，平均為 7.38%，

組間與組內變異係數值兩者皆低於 10%，顯示出

本研究所製備之 ELISA 檢測準確度高。另外，在

同類型藥物間的交叉反應率中，最高者為 Enro
和 Nor，分別為 58.2%與 37%，不同類型藥物中

皆低於 0.01%，可見本試驗所開發之檢測試劑在

非同類型藥物中具有極低的交叉反應，可避免在

檢測中有偽陽性的情況發生。因此，本研究之結

果在未來應可提供第一線的檢疫人員和養殖業

者對禽畜水產品之安全性進行評估與藥物殘留

進行檢測，以防止不當使用藥物之禽畜水產品為

害人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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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simple, rapid, and reliable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for detecting the residues of ciprofloxacin in the edible animal tissues. By the 
N-hydroxysuccinimide ester method, ciprofloxacin was conjugated with carrier proteins, HSA and HRP,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we successfully used HPLC with UV and fluorescence detectors to detect 
ciprofloxacin-HSA conjugated protein. In the production of ciprofloxacin polyclonal antibody, the 
antibody titer was reached over 65,536 fold after subcutaneously injected ciprofloxacin-HSA conjugated 
protein into New Zealand rabbits. After six boosters with ciprofloxacin-HSA conjugated protein, we 
collected antisera and detected antibody sensitivity. The lowest detection limit (LDL) in PBS was 0.78 
ppb. Overwhelmingly, our developed ciprofloxacin ELISA kit seemed to have very high sensitivity. At 
the same time, ciprofloxacin ELISA kit appeared to their sufficient sensitivity for ciprofloxacin residue 
detection in differnet biological matrices. The coefficient variation values of the intra-assay and 
inter-assay of the ciprofloxacin ELISA kit was 5.82% and 7.38%. In the other matrix (milk, FBS, fish, 
pork, chicken, shrimp, and beef), the LDL was 1.08, 1.37, 0.83, 1.1, 0.88, 1.32, and 1.14 ppb, respectively. 
In the 50% cross-reactivety for non-Cipro antibiotics was below 0.2%, except the  to enrofloxacin and 
norfloxacin. Therefore, our developed ciprofloxacin ELISA kit had very good precision.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our developed ciprofloxacin ELISA kit seemed to be a simple, rapid, and reproducible tool 
for ciprofloxacin residue detection for the different animal productions. 

 
Key words: residue, polyclonal antibody, ELISA, ciprofloxacin, fluoroquino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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