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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BL15A1 蛋白質結晶學實驗站配備 Rayonix 
MX300HE CCD Area Detector 一台。由於 CCD 
十分脆弱且昂貴，請勿觸碰到 CCD 表面。同時，
CCD 受到直射光照射時容易損壞，請務必小心使
用。保護 CCD 不受損壞是所有用戶的責任。

• 實驗前請詳閱本手冊。

Specification of MX300HE 

Active Area 300mm x 300mm  

# of Pixels (2 x 2 binning) 4096 x 4096 pixels 

Pixel size (2 x 2 binning) 73μm x 73μm 

Spatial resolution FWHM 100μm (40μm thick phosphor) 

CCD Type Rayonix Back-illuminated CCD 

Dark Current 0.005e⁻/pixel/second (12keV) 

Readout noise (Full Resolution) High speed mode: 7.7e⁻/pixel 

Low noise mode: 3.5e⁻/pixel 

Dynamic range (Full Resolution)  In noise level High speed mode: 45000 A.U. 

Low noise mode: 34000 A.U. 

 In 12keV X-ray High speed mode: 31800 A.U. 

Low noise mode: 10900 A.U. 

Readout Times (2 x 2 binning) High speed mode: 1 sec 

Low noise mode: 3.5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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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紅色文字、圈圈或方框標出動作的位置或要注意

的地方

例：

1. 放置一空loop
於繞射儀上

Cold stream

操作時請小心不要撞倒周

圍裝置，如有嚴重碰撞發

生，請通知用戶支援人

員。

紫色對話框代表註解

例：

藍色對話框為操作動作，並會依序標上1, 2, 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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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A. 

安裝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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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進入 Hutch

1. 於hutch 外之控制箱按下
紅色 Close 按鈕

2. 將鑰匙由 Secured 轉至
Unsecured後，取下鑰匙

3. 將鑰匙插入門鎖，由 Lock 
位置轉至 Unlock 位置，將
門打開，即可進入hutch

此時指示燈顯示 “停機中”

若 hutch 上方指示燈顯
示 ”光源使用中”，請依
下列步驟進入hu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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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確認各硬體位置

MD2繞射儀，其beamstop、反光鏡皆未升起

Cold stream (與水

平方向約成 45°夾角)

Detector (MX300):
應位於600mm

Blu-Ice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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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調整 Sample Z位置

每個用戶的 loop長度並不相同，為避免樣品超出cold 
stream 範圍，建議於首次上晶前，先以用戶自己的空

loop調整sample z位置。

2. 至hutch 內的 Blu-Ice 視窗，點擊 Passiv，切
換為 以取得Blu-Ice控制權

1. 放置一空loop
於繞射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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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調整 Sample Z位置 (續)

MD2繞射儀有兩種
模式可切換:

(1) Transfer Mode: 放置樣品所需模式。
Beamstop 與反光鏡會下降，以提供足夠的
操作空間，故螢幕上無法清晰看到樣品。

1. 點擊 Center 將

beamstop、反光鏡升起

(2) Center Mode: center晶體所需模式。
Beamstop與反光鏡會上升，Zoom Level
會自動調到Low，螢幕上可清楚看到樣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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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調整 Sample Z位置 (續)

1. 用滑鼠左鍵點一下loop的中心

軟體會自動將剛才點擊的地

方移動到畫面上十字記號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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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調整 Sample Z位置 (續)

2. 點擊畫面上loop的中心

1. 點擊 ，將loop旋轉90度

3. 點擊 Center ，待 beamstop、反光
鏡下降完成後，將空loop拿下來

方才點擊處會移到十字記號
的位置，如此就完成
sample z 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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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Crystal Mounting

1. 確認 beamstop、反光
鏡皆已降下。若否，請

點擊

2. 用低溫鉗將晶體放至
繞射儀上

3. 確認 cryocap 正確地吸

在磁鐵上後，將低溫鉗

開口對著cold stream
並對稱打開，在不阻礙

低溫氮氣的情況下迅速

移開低溫鉗。

Goniohead

Cold stream nozzle

Camera

Aperture

操作時請小心不要撞倒周

圍裝置，如有碰撞發生，

請通知用戶支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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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Crystal Centering

4. 利用 改變phi的角度後重複步驟 3動作，直到晶
體在各個角度都位於十字記號上。

1. 點擊

3. 點擊畫面中晶體中心，
將晶體移到十字記號處

本實驗站有三種center 晶體的方法，分別介紹於下:

(1) Manual Centering 

2. 選擇適當的放大倍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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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Crystal Centering (續)

(2) Auto Centering 

1. 點擊

2. 點擊

3. 軟體會依據loop的輪廓，將loop的中心移至十字記號。
如有需要，可再用 “方法(1) Manual centering”進行微
調，將晶體移至十字記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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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Crystal Centering (續)

(3) 3-clicks Centering 

1. 點擊

2. 點擊

3. 點一下晶體中心

4. 待晶體自動旋轉90度
後，再次點擊晶體中心

5. 待晶體自動旋轉90度
後，第三次點擊晶體中

心

軟體會利用這三次點擊的位
置進行計算，自動將晶體移
到十字記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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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選擇適合的 Beam Size

1. 點擊Beam size的下拉選單，
可看到有三種beam size以供
選擇。除特殊實驗目的外，一

般建議beam size應比晶體略
大。此外，須注意光強度會隨

beam size變小而變弱。

如下圖所示，實際在15A1用四顆不同大小的晶體 (sample 1-4)以
不同beam size收集數據，可發現當beam size與晶體大小相近
時，可以得到較好的I/σ。

Beam size:
─ 200 µm
─ 100 µm 
─ 50 µm  

Sample 1: 
crystal size > 200µm

Beam size:
─ 200 µm
─ 100 µm 
─ 50 µm  

Sample 2: 
200µm >crystal size > 100µm

Beam size:
─ 200 µm
─ 100 µm 
─ 50 µm  

Sample 3: 
100µm >crystal size > 50µm

Beam size:
─ 200 µm
─ 100 µm 
─ 50 µm  

Sample 4: 
crystal size < 50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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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選擇適合的 Beam Size (續)

硬體欄位的數字若為黑色，表示與現在硬體實際位置相

符，若為紅色，代表數字的讀值與現在硬體實際位置不

同。

1. 根據晶體大小選擇適合的
beam size。畫面上的紅色圈
圈代表beam的大小，選擇不
同的beam size, 圈圈的大小也
會跟著改變。

2. 點擊 (beam size數
值會從紅色變成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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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Search，離開 Hutch

1. 由最後一位出 hutch 的人按下
Search Button。此時日光燈會暫
時關掉，警示燈亮起，請迅速離

開 hutch

2. 將門關上，把鑰匙由Unlock位置
轉至 Lock位置後取下

3. 將鑰匙插入控制箱上之鑰匙孔中，
並將鑰匙由Unsecured 位置轉到
Secured位置

此時 Hutch 上方指示燈顯示 ”巡視檢
查”

4. 按下 ”Search Complete” 按鈕，
等待警示燈號及聲響停止

此時 hutch 上方指示燈顯示 “巡視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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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Search，離開 Hutch (續)

1. 將 Photon Shutter 的綠色
“Open” 按鈕按下，若上方
綠燈沒有亮，請通知用戶

支援人員。

2. 確認下列事項無誤後，即
可進行實驗：

• hutch 上方指示燈應顯示
為 “光源使用中”

• 觀察Hutch外Blu-Ice電腦
上方的螢幕，應只會看到

beamstop升起

如果看到
beamstop沒升
起，或反光鏡沒下
降，請通知用戶支
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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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緊急逃生

1. 壓下 hutch 內緊急停機按鈕

2. 將 hutch 門上旋鈕由

關轉至開

3. 壓下把手即可將門推開

非緊急情況切勿按此按鈕，以免

造成所有用戶實驗中斷。

且須繳交實驗安全報告。

Hutch 內設有緊急停機按鈕，遇緊急情況，如開光時有
人員被鎖在 hutch 內，在 hutch 內的人可按緊急停機按
鈕關閉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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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

收集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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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輸入注意事項

• Distance 範圍為 100 mm ~ 900 mm

• Vertical distance 範圍為 0 mm ~ 30 mm 

• 曝光時間不建議少於 0.1秒

• Frame width 不建議小於 0.1°

• 能量範圍5600- 15500keV ( 2.21 Å - 0.79 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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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Collect Test Images

2. 切換成 Collect分頁 3. 點擊 ，在 run “0”可

收集單張 image

1. 至hutch 外的 Blu-Ice 視窗，點擊 ，切

換成 以取得Blu-Ice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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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Collect Test Images (續)

若字體顯示為紅色，表示
顯示位置與硬體所在位置
不同

若字體顯示為黑色，表示
顯示位置與硬體所在位置
相符

根據所設定的 distance 和
energy 預測能收到的解析
度

Current 
Position 會即時
顯示目前硬體位

置

1. 按下 各欄位將顯示

現在所有參數的實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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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Collect Test Images (續)

1. 設定檔案名稱

2. 設定檔案儲存路徑

3. Distance設定為100

6. 設定曝光時間

5. 設 定 frame 
width

4. 設定減弱入射光的比例

7. 設定 image編號及
起始角度。以此圖

為例:編號為1，起
始角為0度。

9. 設定好參數後，按下

即開始收集 image

注意：當 detector 仍在移動時，如按下 Collect，BluIce 
會停止動作；請先確定所有硬體都停止移動後再開始收

集數據。

此處會列出 Image檔
名、起始角度、能量。

Image 檔名格式如下:

Prefix_第幾個 run_編號
8. 確認beam size是否為

A6步驟所設定的值，
不是的話請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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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Collect Test Images (續)

2. 將起始角增加90度以收
集第二張image。以此
圖為例，第一張image
是在0度收集，故這裡
將起始角設為90度。

1. 確認第一張 image 收集完成 (收完 image並結
束loading 後，紅框處會顯示影像路徑及檔名，
軟體左下方則顯示為 ，代表可以

繼續收集下一張image)

3. 按

為了觀察晶體繞射是否有anisotropy的現象，需收集兩張
起始角相差90度的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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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檢視影像

1. 待 image 收集完且loading 結束後，用中鍵在
圖上點擊一下，可顯示出 ADXV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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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ADXV視窗詳細檢視 image

B2. 檢視影像 (續)

將數字改小可增加對

比

在圖上壓住中

鍵可拖曳image

顯示游標所指之

處的強度與解析

度

在圖上按右鍵會出現

放大視窗 (如右)

在 Scale欄位可選擇 image 放大倍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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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放大視窗的放大倍率 (見上
圖)

在圖上按住左鍵拖曳，

可顯示兩繞射點間距離

B2. 檢視影像 (續)

列出該張image的最強與平均強度數
值、overflow pixel數量，以及含有
這些overflow pixel的繞射點數量。
如上圖所示，黃色代表overflow的
pixel ， 意 即 該 pixel 強 度 超 過
detector偵測的上限(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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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檢視影像 (續)

在image上可能會觀察到下列現象:

(1) 與硬體異常有關的現象，若出現下列現象，請通知
用戶支援人員來處理。

• Beamstop 異常

若beamstop受到碰撞而偏離
原本位置，便無法擋住

直射光，image上就會觀
察到如左圖的現象，由

於直射光強度很強，所

以image上會有大面積
saturated的pixel。

• Aperture或capillary
異常

若aperture或capillary 因受到
碰撞而偏離原本位置，x-
ray會照到aperture或
capillary，產生如左圖的
環狀繞射，其所在的解析

度和冰環不同，且數量較

多。

Aperture

Beamstop

Capil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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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檢視影像 (續)

(2) 與晶體品質有關的現象，請根據實驗需求自行判定
是否要收data

• Salt

樣品為鹽類晶體或含有鹽類結

晶，會看到類似左圖現

象。鹽類結晶產生的繞射

發生於較高解析度，繞射

點數量通常不多但強度很

強 (常saturated)，如與蛋
白質晶體的繞射點重疊，

會影響其強度。

• Ice ring

若晶體結冰會看到像左圖中

的環狀繞射，稱為 ”冰
環”。冰環只會出現在特
定解析度，是由不同晶形

的冰晶造成，如與蛋白質

晶體的繞射點重疊，會影

響其強度。

• Solvent ring

X-ray 照到mother liquid 的
部分會產生散射，使4Å
附近的背景值較高，故

在 image上會看到一圈
顏色較深的環狀背景，

稱為solvent ring，落在
此區域的繞射點，其背

景值會比較高。

←3.89Å

←3.66Å

←3.44Å

←2.66Å

2.25Å→

2.07Å→

1.95Å→

1.92Å→

1.88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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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axis

若樣品的cell dimension越
大，繞射點之間的距離

便會越近，很容易造成

繞射點overlap的現象。

• Diffuse scattering

晶體中原子位置的變動會導

致繞射點附近產生條

狀、環狀等較高的背景

(藍色箭號標示處)。

B2. 檢視影像 (續)

• Cracked crystal

crystal handling的過程中，
可能會造成晶體裂開，形

成兩個夾角約2~3度的晶
格，這兩個晶格在低解度

的繞射點幾乎重疊，隨著

解析度越高兩個晶格的繞

射點會漸漸分開。

• High mosaicity

在crystal handling的過程
中，可能對晶體造成傷

害，使原本堆疊整齊的

晶格被破壞，故產生的

繞射點會有拖尾或變大

的現象，故可能容易發

生繞射點overlap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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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以 HKL2000 軟體判斷影像是否能被正確index。

2. 於新視窗輸入指令 :  cd △ <路徑>，
前往 raw data 所存放的資料夾

1. 於桌面空白處，點滑鼠右鍵，於選單中左
鍵按 Open in Terminal，開啟新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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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1. 建立 process 資料夾，輸入指令 :  
mkdir △ <資料夾名稱>

2. 前往 process 資料夾，輸入指令 :  
cd △ <資料夾名稱>

建立 process 的資料夾可包含 space group 或使用者資
訊以供區別不同的 process，例如：proc_P21 或
proc_eddie)

3. 開啟 HKL2000，輸入指令 :  HKL2000

於 process 資料夾路徑下開啟 HKL2000，可以確保
和處理同一組數據的人不會互相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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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如果不確定 detector 的型號，請詢問用戶支援人員。

1. 選擇正確的
beamline 及 detector

2. 按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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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2. 按此箭頭，程式會自動將
New Raw Data Dir 路徑填
上

1. 點選 raw data 所存放
的資料夾

3. 確認 New Output Data Dir 是否為我們建立的 process 資
料夾，若否，請結束程式，回到第34頁步驟 2，確實進入
process 資料夾後再開啟 HK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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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1. 選取 Show All Files

2. 按 Load Data Sets

3. 選取要 process 的 image

4. 將 Start 和 End 都改為要
process 的 image 編號

5. 按 Done，確定

成功建立之 data set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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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1. 點選 Index 分頁

2. 按下 Display，會開啟右邊 frame number 所指定
的 raw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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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這裡會顯示滑鼠所指

到地方繞射點的解析

度 及 強 度

(intensity)，但在給予
正確的距離及波長之

前，解析度是不準

的。

1. 按 dim 及 bright 能調整深淺以便清楚的看出繞射點



40

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1. 設定要 index 的解析度範圍，Min 是看 beamstop 遮住的
範圍，在BL15A1請設為 20Å，Max 則是視晶體繞射情
況，如果繞射點在視窗邊緣都很強，則可設為 Edge，如果
否，則需視情況調整，在有冰環的情況下應設為 4 Å。

2. Index Peaks Limit 為程式選來做 index 的繞射點數目最大
值，預設為 100。若 index失敗建議將此值改成1000，再
進行嘗試。

2. Sigma Cutoff Index 為程式選來做 index 
的繞射點之最小 I/Sigma ratio，預設為
5.0。若為 double lattice 則應提高 sigma 
cutoff，比如 20.0，來選擇比較強的繞射
點，以確保 index 的為單一 lattice。

Sigma Cutoff Refinement 則是程式進
行 profile fitting 時使用之繞射點的
I/Sigma ratio門檻，預設為 5.0。

3. 3D Window 的數字代表程式 index、refine 及
integrate 所使用的連續繞射圖張數。因為現在只
有單張image，所以3D Window 的數字要改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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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建議：按下 Peak Search 後，如果所選取的繞射點太少，可以按
More peaks 來增加選取的繞射點。如果有許多強的點沒有被選擇
到，可以按 Size peak up 或 Size peak down 來調整，以選取因為跟
預設 Spot Size 不合而沒被選中的繞射點。Pick (Add) 和 Pick 
(Remove) 亦可手動增減繞射點。

1. 按 Peak Search

2. 利用此處的 6 個調
整功能找出最適合

做 index 的繞射點
(請先不要按 OK 
鈕)

3. 在搜尋完適合的
繞射點後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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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1. 按 Index，完成後會跳出 Bravais 
Lattice Table (如下)

3. 按 Apply & Close

2. 選取 primitive triclinic
來進行 refine

可能的 Bravais lattice 
會以綠色字體表示，請

先確認這些 distortion 
index 較小的 lattice，
其 unit cell parameter
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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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在 refine 前，先確認圖上的這些綠圈是否真的圈在繞射點
上，若否，代表 index 失敗，應重新確認各項參數是否正
確，如 Distance、Wavelength、Frame Width、Beam 
Position 或調整 Integration Box 或 Peak Search參數後，
再 index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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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2. 按 Fit Basic

3. 按 Refine

1. 選取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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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Positional X-X2 為預測點與實際繞射點的垂直方向位置之誤

差，Positional Y-X2 為預測點與實際繞射點的水平方向位置

之誤差，Partiality X2為前後張實際繞射點位置之誤差。

確認以下三個值是否良好 : 綠色表示正常、淡綠色是指可接
受、橘色表示需要進一步 refine、紅色表示預測點和實測繞
射點位置誤差很大 (通常在晶體品質較差時會發生，若確認
預測點與實際繞射點吻合，則可繼續後面步驟)

代表 Crystal Rotation X, Y, 
Z 經過 refine 後的值。如
果 Crystal Rot Y 數字為紅
色 ， 表 示 需 要 使 用

Reference Zone 鈕來選用
另一較適合的 zone。

表 示 這 一 個 cycle 
refinement 的值跟上一個
cycle refinement 值的差，
0.000 代表收斂，如果沒有
收斂則應繼續 refine 直到收
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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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此圈就是 Profile Fitting Radius ，隨著滑鼠的移動，
在每個地方都應大約圈住 10~50 點繞射點，若否，則
應調整 Profile Fitting Radius 之大小。

2. 在此可以調整 Profile 
Fitting Radius 之大小，
不過要再執行過 refine
才能看出改變

1. 按 Prof fit R 可以開關 Profile Fitting Radius 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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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1. 按 Zoom wind 會出現右下圖這個放大視窗。在圖中想
放大的地方按中鍵，放大的情形就會顯示在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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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Box

Background

Spot

1. 在放大視窗上方按 Zoom in 
或Zoom out 可以調整拉近或
拉遠，按 Int. box 會出現如
下圖的框框，由外到內分別

代表 Box、Background、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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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2. 按 More Options

3. 選擇 mm 及 Elliptical

1. 按 Zoom in 鈕，直
到可以看見每個

pixel 的 count 
數，以免被對比及

深淺設定混淆了對

繞射點大小的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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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2. Background 的設定通常比 Spot 大 0.1 mm

3. Box XY 通常設定為 Spot 
的 3 倍左右，如此用來計
算背景的區域大小會跟用

來計算強度的大小差不多

大。 (註: X為垂直方向，
Y 為水平方向)

4. 按 Refine

1. HKL2000程式只容許一種
spot size 設定，故請選擇
中低解析度較大的繞射點

來決定 spot的大小，其大
小應該盡量涵蓋整個繞射

點。 (註: M. axis 為垂直方
向/ m. axis 為水平方向)



51

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1. 按 Fit All

2. 取消 Distance 和 Mosaicity 選
項，先不要 refine 這兩個參數

3. 按
Refine

4. 如前述檢查 refine 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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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3. 依前述方式檢查 refine 後的結果

2. 按 Refine
1. 選取 Mosa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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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4. 按
Refine

3. 若否，則選取 Edge 
鈕

1. 選取 Distance 2. 確定是否已 refine 到 edge

5. 如前述檢查 refine 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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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1. 按 Bravais Lattice開啟
Bravais Lattice Table

收集一顆不確定 Bravais lattice 的晶體時，最保險的策略是以
最低對稱性的 Bravais lattice 來收集，如此可以確保萬一晶體
是屬於別的 Bravais lattice 時，數據依然有足夠的完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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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1. 選擇正確的 Bravais lattice
(此例為 I centred cubic)

2. 按 Apply & Close

3. 按 R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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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1. 若此值為紅色，則需挑選
別的 Reference Zone

2. 按 Reference Zone

4. 按 Close

3. 任意選取一個新的
Zone，能使 Crystal 
Rotation Y的值不為
紅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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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dex Test Images (續)

3. 記下第一張 test 
image的 mosaicity 值

4. 依照前述步驟index與refine第二張test image，並與
第一張test image的 high resolution limit比較

1. 將滑鼠移到image上最高
解析度的繞射點附近

2. 記下第一張 test image
的 high resolution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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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最佳化收集數據參數

(1) 若無繞射點overlap狀況，請參考下列要點優化參數：

•Energy = 1Å (12.4 keV): 最佳distance = 150 & 350mm

•Energy = 2.1 Å (5.9 keV) : 最佳distance = 100 & 350mm

•將 frame width設定為 mosaicity的 0.5至1.1倍，可得到較高
解析度data (但注意不能小於0.1度)

(2) 若有繞射點overlap狀況，請依下列方法優化參數：

•以 resolution limit較高的那張test image為準，並利用
HKL2000的模擬功能來決定 distance與 frame width:

B4-2. 根據檢視影像與HKL2000處理影像的結果，來調整
distance 與 frame width。

1. 如前述進行index, refine後，
把 Integration Box 單位改為
pixels 並將 X Y值皆設為 36

2. 切換至Strategy分頁

B4-1. 請再次確認beam size的選擇是否與晶體大小相
近，若為否，則依據下列原則選擇適當的beam size，以
得到最好的I/σ。
•Crystal size >200µm：beam size 選擇 200µm

•200µm >crystal size >100µm：beam size選擇 200µm

•100µm >crystal size >50µm：beam size選擇 100µm

•Crystal size <50µm：beam size選擇 50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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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最佳化收集數據參數 (續)

1. 依個人需求輸入各項參數，進行預測：

• 調整distance，建議讓resolution limit落在edge的位置

• Phi Start/ End可先設為0/180度

• 若有繞射點overlap的現象，則將frame width變小 (但注
意不能小於0.1度)。

2. 按下 Simulate Run

由此可得知各角度繞

射點 overlap 的比例

由此可得知依照此參數進行資

料收集，預期得到多高之完整

度



BL15A1 有兩種beam divergence mode 可切換，假設調整distance
和frame width 後還是會發生overlap，可嘗試用Low divergence 
Mode收集image，若overlap 仍無法改善，請洽詢用戶支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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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igh flux Mode:光強度較強、divergence 較大，繞射點的
面積較大、形狀略呈橢圓。

2. Low divergence Mode: 光強度較前者弱一點、divergence 
較小，繞射點的面積較小、形狀較圓。

上圖是同一顆晶體於相同實驗參數、不同mode所得到之繞射
圖，可明顯看出使用Low divergence Mode的繞射點變得較圓
較小，故可減少繞射點overlap的情況 (但可能需要增加曝光時
間來補償強度)。

Low divergence ModeHigh flux Mode 

點 擊 Blu-Ice 視 窗 右 下 角

的 ， 便可切換成

來收集數據。

B4.最佳化收集數據參數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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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最佳化收集數據參數 (續)

B4-3. 以調整後的distance、frame width 收集第三張test 
image，以第三張image 決定曝光時間：

1.當frame width 等於 mosaicity

• 若1.5 Å resolution 附近的background低於150 
ADU/pixel (130 for Q315r)，請增加曝光時間

• 若1.5 Å resolution 附近的background高於150 
ADU/pixel (130 for Q315r)，請使用 attenuator或減
少曝光時間(但不能短於1° / 1秒)

2.當frame width 不等於 mosaicity，則background 強度依比
例調整，例如： frame width為mosaicity的1/2，則
background應為75 ADU/pixel (65 for Q315r)

3.Overflow的 spot建議不要超過10個，若有太多爆點，請使
用 attenuator或縮短曝光時間(但不能短於1° / 1秒)

4.於15A1進行實驗，在相同曝光劑量(曝光時間x光強度)下，
降低光強度讓每度曝光時間大於 7秒，可得最佳I/σ數據

Background around 1.5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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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決定實驗策略

1. 以優化後的參數再收集一張test image，並如前述用
HKL2000 依序index、refine該張test image。

2. 按下integrate 以得到 .x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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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決定實驗策略 (續)

1. 在存放 .x file的資料夾
下輸入指令 strago

2. 輸入號碼選擇正確的 .x  file

3. 按 Enter 使用 .x file內記錄
的 space group 或直接輸
入已知的 space group

4. 按 Enter 使用 .x file 
內記錄的 resolution 
limit 或直接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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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決定實驗策略 (續)

1. 輸入 vi Stra.log 以開啟Stra.log 檔案檢視軟體
計算結果 (如下圖)。

輸入完上述資訊後，將

會自動執行 Strategy 
軟體並得到 Stra.log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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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決定實驗策略 (續)

注意：若晶體對稱性較低，即使數據總收集度數為

360°可能也無法收到100% complete data set。

1. 搜尋文件，找到 “List of possible starting spindle angles 
for a 100% complete data set.” 表格 。表格會列出欲收
到 100% complete data set 可採用的起始角與總收集度
數組合。

表格最後會列出最少的總收集度數與其相對應的起始角，

一般會選擇此計算結果作為實驗收集策略，但建議實際收

數據時，比軟體建議的總收集度數再多收個 5~2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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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Collect Data Set

B6-1. 收集一整組data

1. 以左鍵點擊 ，可新增一個 run 來收集一整組數據，
如圖所示 run 1 ( )為點擊後新增的分頁。接著就可

在 run1 分頁輸入剛才最佳化後的收集數據參數。

若需繼續增加一個 run， 再次點擊 即可。請注意最

多只能增加 16個run (run1 , run3…ru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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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定檔案名稱
2. 設定檔案儲存路徑

(可直接建新資料夾)

3. 設定 Distance

5. 設定每張圖的
旋轉角度

6. 設定曝光時間

7. 設定起始、結束檔案編
號與起始、結束角度

B6. Collect Data Set (續)

4. 設定減弱入射
光的比例

8. 按下 ，即開始收集 data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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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Collect Data Set (續)

B6-2. 暫停收集數據以及續收數據

灰色字體表示已經收完的 img，
紅色的字體表示正在收的 img，
黑色字體表示還沒收的。

2. 請記住停在哪張 image；
如果該事件會影響數據品
質，也請記住哪些 image
受到影響。

1. 若遇到某些事件 (如: beam down)需中途暫停數據收

集，請按 ， Blu-Ice會將正在收的那張
image 收完才停止收集數據。

以此圖為例，假設 image
停在 #13，但 #9~12皆受
事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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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Collect Data Set (續)

1. 按

2. 所有image 會變成未收過
的狀態。以左鍵對著受事

件影響的 image 點兩下

(以此圖為例是#9)

3. #9會變成紅色，按下

，Blu-Ice
會從#9 開始重新收集

當事件解除後，若不影響數據品質，請按 ，

軟體會從剛才停下的那張 image起接著收集數據。
如果數據受到影響，請依下列步驟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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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Collect Data Set (續)

1. 若不想繼續收這個data set，可

按下 ，軟體會將正

在收的那張 image收完才停止。

B6-3. 中途停止收集數據

停止後，請依照前述步驟
進入hutch將樣品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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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Collect Data Set (續)

若此 data set 已收完，但仍

想沿用這個 run (如 run1)，

點擊 Reset即可重新設定檔
案名稱及參數 (請務必重新
設定檔名，以免將之前的檔

案覆蓋)。

如果沒有要沿用這個

run ，可點擊 增

加新的 run。

如果要刪除這整個 run，請先點擊
Reset，再點Delete，軟體會將這個 run 
的頁面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