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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T061Ⅸ—次性使用医用手套》,由 下列部分组成 :

——第 1部分 :生物学评价要求与试验 ;

—— 第 2部分 :测定货架寿命的要求与试验。

本部分为 YY/TO616的 第 1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1.1— 2O09给 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YY/TO616— ⒛07《 一次性使用医用手套 生物学评价要求与试验》,与 YY/TO616—

2O07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修改了标准名称 ;

——修改并补充了
“3 术语和定义勹

———增加了勹。4 粉末、⒋5 可沥滤蛋白质和 4.6 标示
”

;

——修改了附录 B 天然橡胶胶乳过敏原的免疫学测定方法 ;

^丁修改了附录 C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 定氨基酸(AAA);

——删除了附录 D 术语。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济南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 :山 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江苏省医疗器械检

验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郝树彬、刘斌、刘肖帅、黄永富、林红赛、高静贤、金梦。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YY/TO616— 2007。

宀一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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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最近几年 ,常有报道胶乳产品由于含有胶乳蛋白质对医护人员和病人产生不良反应 ,由 于化学物

质、润滑剂、灭菌残留物(环氧乙烷)、 致热物等残留物产生的不良反应也在科学文献中有所描述。其中

报道最多的是天然橡胶胶乳手套产生不良反应 ,但其他聚合物制成的手套也可以引起一些不良反应。
GB/T16886系 列标准规定了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的要求和试验方法。但未涉及使用医用手套所

产生不良反应(如速发型超敏反应),这些不良反应主要是由手套中存在的特异性过敏原所引发 ,导致这

些反应风险的因素有 :

ω 皮肤接触手套的时间和频次 ;

ω 黏膜和皮肤(尤其是在不完好时)直接接触了过敏原《又称变应原)和吸人微粒 ;

● 手套使用过程中与皮肤贴敷的紧密程度。

美国 FDA认为 ,手套中的粉末也是一种危险源 ,可 能导致患者产生异物反应而形成肉芽肿 ,还可

能导致刺激性皮炎、Ⅳ型过敏等 ,且可作为天然乳胶的空气传播载体丽导致使用者过敏。

本部分给出了用 以评价医用手套生物学安全性 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作 为按 YY/TO316和
GB/T16886风险分析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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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使用医用手套

第 1部分 :生物学评价要求与试验

l 范围

YY/T0616的 本部分规定了一次性使用医用手套生物学安全性评价的要求 ,给 出了标签和公开所

用试验方法的信息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一次性使用医用手套生物学安全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6886(所 有部分)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GB/T21869 医用手套表面残余粉末的测定

YY/T0316 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YY/T0316-2008,1S014971:2007,IDT)

YY/T0466。 1 医疗器械 用于医疗器械标签、标记和提供信息的符号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

(YY/TO466。 ⒈-2009,IsO15223-1:2007,IDT)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主部⑿010年版 )

⒙07000 设备用图形符号 索引和一览表(Graphical symboh for use on equipment— Index and

synopsi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l

化学物质 chemicals

生产过程的任何工序 中或贮存期间加人或形成 的物质 ,这些物质可从最终产品中检出。

注:这些化学物质包括润滑剂、化学涂层和灭菌剂等。手套加工过程中常使用一些化学成分 ,它 们中—些成分已知

可导致Ⅳ型超敏反应。所加人的化学物质的类型和残留量以及最终存在形式是不确定的。

3.2

内毒素 endotox二 ns

来源于革兰氏阴性菌细胞膜外层结构的脂多糖 。

注:内 毒素是一种致热原。内毒素可来源于手套原材料、特别是生产过程中的工艺用水和手工处置过程中的细菌

污染。

3.3

粉未 powder

在该试验条件下 ,手套表面上能用水清洗去除的所有水不溶性物质 。

匚GB/T21869-2008,定义 3。 川

注:包括有意添加的粉末和其他加工助剂或非有意随机存在的物质 ,这些物质能容易地从手套表面分离。本部分

规定任何含有小于或等于 2mg粉末的手套为无粉末手套 ,大于 2mg粉末的为有粉末手套(要求见 4。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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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过程限值 process limit

某—确认过的加王过程可能出现的最大值 j

3.5

变应原性蛋自质  al】 ergeΠ二c protei⒒ s

能够引起 I型变应反应的蛋 白质 。

3.G

可沥滤蛋 自质  IeachabIe prote二 Ⅱε

从最终产品中溶出的不同分子量的水溶性蛋白质和肽。

3.7

热 原   pyrogens

使家兔发热的物质 ,这些物质也能使人体产生发热反应和其他不 良反应。

4 要求

4.l 总则

—次性使用医用手套应按照 GB/T16886进 行评价 ,GB/T16886.1描述了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的

一般原则并用于选择其他部分中描述的适宜试验。应按照 YY/T0316进 行风险管理。

4.2 化学物质

手套应不含有或不涂滑石粉末 (硅酸镁 )。

如技术上可行 ,应避免使用已知具有变应原性 的化学物质。只要可行 ,应使用 GB/T1G886。 17确

定可沥滤残留化学物的可允许限量 ,并符合这些限量。如不可行 ,该残留化学物水平应是
“
可行的最低

水平
”
匚ALARP(As Low As ReasoΠ ably Practicable)——见 YY/TO316彐 。

若有要求 ,制造商应说明生产过程中添加或产品中已知存在的化学成分 ,如促进剂、抗氧化剂和杀

菌剂等依据现有文献资料已知对健康有不 良影响的物质。

4.3 内毒素

如果手套标示
“
低内毒素含量

”
,制造商应按 5.1规定的方法监测无菌手套 内毒素污染。有这种标

示的手套 ,每副手套的内毒素含量应不超过 20EU。

4.4 粉未

对于无粉末手套 ,根据 5.2的试验方法测定的残留的粉末总量应不超过每只手套 2mg。 任何粉末

含量超过 2mg的手套为有粉末手套 。

4.5 可沥滤蛋自质

制造商应按 5.3规定的方法监测含天然橡胶胶乳成品手套中可溶出蛋 自质的过程限值。应倮留试

验结果的文件。应能按要求提供试验结果和所采用的试验方法。

该可沥滤蛋自水平应是
“
可行的最低水平

”(ALARP)。

注:变应原性蛋自质,本部分规定了测量变应原(如可沥滤蛋自质)的近似方法。可沥滤蛋自质与变应原之间无直

接相关性。附录B描述开发中的变应原性蛋白质的定量检测方法。

4.G 标示

除了 YY/T0466.1中 给出的相关符号之外 ,下列要求也适用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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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天然橡胶胶乳的医用手套其最小包装单元上应至少标有下列符号,见图 KISO7000的符号

″B5给出了泫符号应用的一般要求);

图 l 含天然橡胶胶乳产品的符号

b) 除符号外 ,标签中还应包括以下警示声明或等效警示声明 :

“(产品)含有会引起过敏反应 (包括过敏性响应)的天然橡胶胶乳 ,” ;

● 标签应醒 目地给出该手套是否含有粉末的陈述 ;

d) 无菌有粉末手套应标有以下或等效文字说明 :

“
注意 :手术前应无菌去除表面粉末 ,以 使组织不良反应的风险降至最小。

”
;

注 1:该注意事项可在内包裹物上给出。

ω 对于任何含天然橡胶胶乳的医用手套 ,产品标签不应包含 :

— —任何表明具有相对安全性的描述 ,如低变应原性或低蛋白质 ;

——任何对存在的过敏原的不含理的描述 ;

o 制造商如标示含有蛋白质 ,应给出按 5.3规定测定的过程限值 。

注2:不允许标示蛋白质含量低于 50ug/g。 因预期的制造过程和实验室间的试验结果具有变异性,标称较低的蛋

白质含量被认为是不可信的。

5 试验方法

5.l 内毒素

除非鲎试剂 (LAL)试验中出现无法排除的干扰 ,应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以 下简称《中国药

典》)规定的细菌内毒素检查法对方法进行选择、确认和使用。结果应用每副手套含内毒素单位 (EU)

表示。

注 l:LAL试验中出现无法排除的干扰时,即 不能准确测出细菌内毒素水平。

推荐的供试手套最小副数 ,检验量根据批量确定。批量少于 30副时 ,取样量为两副 ;批量在 3O副 ~

100副之间时 ,取样量为 3副 ;批量超过 100副 时 ,取样量为 3%,但每批最大取样量为 10副 。

每副手套的外表面以确保手套的所有外表面与浸提介质接触的方式用 40mL无内毒素水 (《 中国

药典》中规定 的细菌内毒素检查用水)在 37℃ ~们 C下浸提 们 miΠ ~60mh。 必要时将浸提液以

2000g离心 151nh,以 除去微粒。离心后取出液体成分立即进行内毒素试验。

注2:其他现有公认的内毒素分析方法,只要经过确认并与本部分中所规定的基准方法具有相关性,也可用来进行

常规质量控制。

5.2 粉未

应使用 GB/T21869中 描述的方法进行粉末残留的测定。

L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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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可沥滤蛋自质

测定可沥滤蛋白质的方法应采用附录 A给出申改 良后的 Lowry法 ,或用该改良后的 Lowry法确
认过的方法。

洼 l:附录B中 的蛋自质的免疫学测定法目前还没经改良后的Lowry法 确认,但可与临床反应数据相关联。
注2:附录C给出了一个确认过的分析方法实例。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信息 :

——本部分编号 ;

——手套类型和生产批号 ;

——制造商或供应商和实验室●口果不同)名称和地址 ;

——试验 日期 ;

——
所用试验方法的描述 ;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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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用改良过的 Lowry分析法测定天然橡胶手套水溶性蛋自质的方法

A。 1 范围

本法用于天然橡胶制成的医用手套内水中可溶出蛋 白质量的测定 ,本法已经在实验室间进行的协

同试验中得到了确认。本法最低检出限约为每克手套 10ug(即每毫升浸提液 2ug蛋 白质),取决于手

套重量。

像表面活性剂、催化剂和抗氧化剂等在手套生产过程中添加到天然橡胶中的化学物质在测试过程

中会对显色过程有干扰作用 ,有些物质可能会降低显色 ,而有些物质可能会增强显色。如果在试验中因

干扰导致出现错误 ,则可以采用任何经确认过的氨基酸分析方法●日附录 C给 出的方法 )。

注:使用该方法的人员应熟悉实验室一般规程。该方法没有涉及到安全问题,如 使用方法涉及到该类问题,使用者

有责任建立相应的安全与卫生规程,并确保与国家规定的要求相—致。

A。2 原理

水溶性蛋白质被浸提到一种缓冲溶液中 ,然后加人脱氧胆酸钠 ,用酸使其沉淀、浓缩并将其从水溶

性物质 (可能对测定有干扰)中分离。沉淀出的蛋 白质重新溶解于碱中 ,并用改 良 Lowry法 比色定量。

分析的原理是基于蛋 自质与铜和 Folin试 剂在碱性介质 中反应呈现蓝色 的特征 ,用 分光光度计在

600Πm~750Π m波长范围内测量。

A。3 试剂

A。 3。 l 总则

试验用水应为二次蒸馏水或相同质量的水 ,所有试剂应为分析纯。

A。 3.2 浸提介质

A。 3.2。 l N-tHsˉ 匚Hydr。 xymethyl□ -methyl-2-amioethanesulfonk acid(TE⑶ ,N-三 (羟 甲基)甲 基 ⒉氨基

乙烷磺酸(TE⑴ ,半钠盐 (hemhodiumsal0。

A。3.2.2 浸提缓冲液 ,0.1血ol/L,用 水溶解 24g TEs(A。 3.2.1)并 稀释至 1L,任何能使手套浸提液的

pH值倮持在 7.4± 0。 2的等效的缓冲系统都可以使用。

注:制各足量的手套浸提液(A。 6。 ⒛、蛋白质标准液(A。 6.3。 幻和空自液。

A。3.2.3 染色液 ,溴酚蓝的钠盐溶液 ,用水溶解 100mg溴酚蓝并稀释至 1L,每 4周制备新鲜溶液。

A。3.3 Lowry蛋 自质分析试剂盒

注:该试剂盒可以采用现用的化学品制备ElE,也可以购买试剂盒。本部分的方法是用试剂盒1)进
行确认。

A。 3.3。 l 试剂 A,铜试剂 (碱性酒石酸铜或柠檬酸铜溶液)j

1) Lowry M妃 ro DC蛋 自质分析试剂盒 (分类号为 50⒐0116)可 从 BioRad实 验室购得 ,地 点 :2000Alfred Nobd

Drive,Hercules,CA9钙 65吐 7,UsA。 这一信息仅为本部分的使用者提供便利 ,并不意味着对这—产品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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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3.2 试剂 B,稀释的 Folh试剂。

A。3.4 氢氧化钠溶液

匚c(NaOH)=0。 1m° l//L彐 。

A。3.5 脱氧胆酸钠(DOC)

用水溶解 0。 15g脱氧胆酸钠并稀释至 100盅 L。 溶液制各后超过 4周不能再使用。

A。3.6 三氯乙酸(TCA)

4.在 mol//L水 溶液 ,用水溶解 ″ g TCA并稀释成 100mL即得。

A。3.7 磷钨酸(PTA)

用水溶解 72g PTA并稀释至 100mL。 溶液制备后超过 4周不能再使用。

A。3.8 卯清蛋自

从冻干的鸡蛋
纱
中提取 ,无盐。

A。4 仪器

A。 4。 l 合成手套 ,无粉末。

A。 4。2 离心机 ,离心力至少可达到 6000g。

A。 4。3 离心试管,30mL或 50mL聚丙烯试管 ,试管的蛋白质吸附量每管不超过 10ug,不要使用玻璃
器具 ,因 其表面吸附蛋白质。

注 :A。 5给出了一种测定蛋自质吸附量的方法。

A。4.4 滤膜,一次性使用,孔径为 0。⒛ um,每个滤膜昀蛋白质吸附量不超过10ug。

注:A。 5给出了一种测定蛋白质吸附量的方法。

A。4.5 注射器 ,一次性使用 ,20mL,用 聚乙烯或聚丙烯材料制造。

A。 4。G 微型试管,2mL,用聚丙烯材料制造。

A。4.7 石英比色池 ,光路长 1cm。

A。4.8 酶标板,96孔 ,平底 ,用聚苯乙烯材料制造 ,或一次性板池《A。在。9)。

A。 4。θ 一次性板池 ,1.5mL半微型 ,光路长 1cm,用聚苯乙烯材料制造。

A。 4。 lO 酶标仪 ,波长范围 600nm~75o nm。

A。 4。 ll 分光光度计 ,波长范围⒛0Πm~75o nm。

A。 4。 12 涡旋式混合器。

A。 4。 i3 微量移液器 ,带有一次性聚丙烯吸头。

A。 4。 14 夹具 ,用于浸提过程中密封手套防止漏本。推荐使用衬有泡沫橡胶可旋紧的铝质夹具 (见

图 A。 ω,或 170mm长 的血液透析塑料夹具。

2) 该卵清蛋自是用鲜鸡蛋自通过在 pH瑛。5下用硫酸铵分馏和反复结晶制得。如 ⒏gma A55o3、 鸡蛋白,Ⅴ 级 ,可

从 ⒏gmar Chemkal Co。 P。 O。 Box H506,st Lou厶 ,M063178,UsA购得。这一信息仅为本部分的使用者提供便

利 ,并不意昧着对这一产品的认可。



说明 :

l——外手套(手套 l);

2——内手套 (手套 ⒛ ;

3——浸提缓冲液 ;

A。 4。 15 振荡器 。

⒋——染色溶液 ;

5——手套夹具 。

图 A。 1 手套浸提

YY/T0616。 l-2016

单位为毫米

⋯⋯⋯⋯⋯⋯⋯⋯⋯⋯ (A。 1)

A。5 蛋自质吸附量 (proteiⅡ

"nd二
ng capacity)测定

A。 5.1 总则

推荐使用一次性聚丙烯器具(聚丙烯被认为具有低蛋白质吸附量)。 在使用一批新的离心试管或过

滤装置以前 ,应使用下列方法检查其蛋白质吸附量。该试验应在 1d之内进行。

A。 5.2 离心试管的蛋自质吸附虽

A。 5.2。 l 在离心试管 (A。 4.3)中 加 30mL含 10ug/mL卵清蛋白的标准溶液 ,标准溶液的配制方法是用

浸提缓冲液(A。 3.2。⒛稀释蛋白质贮备液(A。 6.3.1)。

A。5.2.2 移取两份 10mL卵清蛋白溶液 (A。 5.2.1)至两只新的离心试管中,在振荡器 (A。在。⒗)上振荡两

个试管。确保试管所有表面被溶液浸润 ,静置 30mh后再将两管溶液移至另外两个试管中振荡。重复

以此步骤 ,直到每个 10mL溶液浸润 5支试管。贮备剩余的试验液。

A。 5.2.3 用 A。 6。 吐~A。 6.6所给方法分别测定标准溶液和两份试验液中蛋白质浓度 ,各测量三次。
A。 5.2.4 按式 (A。 1)计算每管卵清蛋自平均吸附量 :

。=10(R—
T)

=2(R~T)
式中 :

O——每只试管吸附的卵清蛋白量 ,单位为微克(uω
;

P——标准溶液卵清蛋白含量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单位为微克每毫升(ug/mω
;

T— -流过试管后的试验液中卵清蛋白含量的平均值 (即 ,六个测量值的平均值),单位为微克每

毫升(ug/mL)。

每只试管吸附的卵清蛋自量(O)应小于 10ug。 否则 ,这些试管不适合用于测量。

A。 5。3 过滤装置的蛋自吸附旦测定

A。 5.3.1 在离心试管 (A。吐。3)中加 30mL含 10ug/mL卵清蛋自的标准溶液 ,标准溶液的配制方法是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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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提缓冲液(A。 3.2。⒛稀释蛋自质贮备液(A。 6。 3。 1)。

A。5.3.2 准备两叠滤膜(A。 4.4),每 叠五张,每叠各过滤 10mL标准溶液至一离心试管中(A。 4.3)。

A。5.3.3 用 A。 6。 4~A。 6.6所给方法分别测走标准溶液和两份试骓液中蛋白质浓度 ,各测量三次。
A。 5.3.4 按球(A。⒛计算吸附的卵清蛋自平均吸附量 :

。=上丕R— T)
0    

¨
∶
·̈··⋯⋯⋯·◆····⋯⋯。(A。 2)

=贸R— T)
式 中 :

O——每只滤膜吸附的卵清蛋 白量 ,单位为微克 (ug);

R-— 标准溶液卵清蛋 白含量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单位为微克每毫升 (ug/111ω
;

T——流过滤膜后试验液中卵清蛋白含量的平均值 (即 ,六个测量值的平均值)” 单位为微克每毫
升(ug/mL)。

每只滤膜吸附的卵清蛋白量(O)应小宁 lO ug。 否则 ,这些滤膜不适合用于测量。

A。G 步骤

A。 6。 l 总则

步骤包括了手套浸提、然后以系数 5对浸提液提纯浓缩。用同法浓缩的标准蛋自质溶液制作校准
曲线 ,依据校准曲线测定浸提液中蛋白质含量。

采用的浸提程序是 ,取两只手套 ,一只浸提内部和另一只同时浸提外部。这可使浸提体积最小至
25mL,且由于浸提缓冲液只与手套接触 ,避免了与容器表面接触所引起的蛋白质损失。

注:其他浸提程序只要参比本方法经过确认也可以使用。在欧洲和美国与所选定的一些实验室中所进行的实验室
间的比对试验表明,按 AsTM D5712把手套剪成碎片再在pH值为 7。珏的TEs缓冲液中⒛℃下浸提2h的测
定结果与本法相当。

A。θ。2 浸提程序

A。 6.2。 l 戴合成手套 (A。 4。 1)操作用于浸提的手套样品。

取 8只 同规格、同批手套样品 ,并分成 4对 。若手套是分左右手的,则择选 4只右手样品、4只左手
样品,分成两对右手和两对左手。

先在每对手套中选一只自中指尖至腕部(200± 10)mm处 做一标记 ,对其称重(mn,精 确到 0.1g。

再将每对手套中的另一只手套插入到做了标记的手套内,使其完全吻合 ,如 图 A∶ Ia)所示。
注 :将一只手套插人另一只的方法对试验并不十分重要 ,但其操作要尽可能简化。为此可以先向内手套的拇指和

小拇指插人一圆棒帮助将其括人外手套的相应的手指内,同样用圆棒将其他三个指插人。

A。 6。 2。2 将足量的染色液 (A。 3.2.3)充满内手套的五个手指内。在内外手套之间注人温度为(25± 5)C
的浸提缓冲液 (A。 3.2。ω25mL。 对于规格较大的手套 ,加人的缓冲液体积可增加至 50mL。 排出大多

数空气泡 ,并按图 A。 1b)所示用夹具 (A。 4。 ⒕)在 20cm标记处密封 ,以封闭液体。
A。 G。2.3 将手套置于振荡器 (A。 4。 15)上 于C5± 5)℃ 下振荡(120±ωmh。

A。 6。2.4 取下夹具 ,仔细分开手套。注意不要使染色液污染浸提液 ,如果浸提液呈蓝色 ,应弃之用新手

套重新浸提。

A。 6。2.5 将浸提液移人离心试管 (A。 4。 ω中,在不低于 2000g条件下离心 15mi⒒ ,或用一次性使用滤

膜《A。 4。ω过滤 ,也可两种方法并用 ,使之澄清。制得的清澈液可在 2℃ ~8℃下冷藏并在 吐8h内测定 ,

也可在分析前 -18℃ 以下冷冻 ,不超过两个月。

A。 G。 2。 θ 将浸提过的外手套 20cm标记以上的腕部切下 ,用 吸水纸擦去表面液体 ,窒温下晾干,称重
(″”,精确到 0.1g,按式 (A。ω计算该手套浸提部分的质量 :

勿=彻 1~″2      ⋯⋯⋯⋯⋯⋯。··⋯⋯⋯《A。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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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 蛋白质标准液

A。 6.3。 l 蛋自质贮备液

将 ⒛ mg卵清蛋白溶解于 25mL浸 提缓冲液 (A。 3.2。 ” ,制备标称浓度为 1mg/mL卵 清蛋 白溶

液。用 0。 ″ um滤膜 (A。在。ω过滤 ,用 UⅤ 分光光度计在 280nm处用石英池 (A。 4.7)测 定吸光度 ,计算

实际卵清蛋白浓度。吸光度除以 0.715卩
)即

是实际的浓度值 (mg/mL)。 该溶液在冷藏条仵下可稳定

2d,在 一18C以 下冷冻可稳定两个月。解冻需加在 Ⅱ C下加热 巧 min。

A。 6.3.2 蛋自质标准液

用浸提缓冲液 (A。 3.2.2)稀 释贮备液制成系列标准液 (A。 6.3。 ω。使溶液浓度约为 100ug/mL、

50ug/mL、 2o ug/mL、 10ug/mL、 5ug/mL和 2ug/mL。 用浸提缓冲液作空白。这些溶液在冷藏条件

下可稳定 2d,在 —18℃ 以下冷冻可稳定两个月。解冻需在 钙 ℃下加热 15mh。

A。 6.4 蛋自质的沉淀与浓缩

A。 6.4。 l 在⑿5± 5)℃ 下做平行试验。

A。 6.4.2 分别精确移取 1mL空 白液、蛋白质标准液 (A。 6.3。 幻和四个手套浸提液 (A。 6。 ?。 5)至 (6个 )微

型试管 (Λ。4.6)中 。(各管)加 0.1mL DOC(A。 3.5),涡 旋混合后放置 10mh,(各 管)加 0.11r【 L TCA
(A。 3.6)和 0.1mL PTA(A。 3.7),涡 旋混合后放置 30mh。

A。 6.4.3 在 6000g下离心 15mh。 倒出上清液 ,并将各离心管倒置于吸水纸上 5mh。
A。θ。4.4 向包括空白在内的各试管中(各 )加 0。 1m。l/L的氢氧化钠溶液 (A。 3。ω O。 2mL。 在涡旋混含

器上混合使沉淀出的蛋自质再次溶解 。确保使蛋自质完全溶解成清澈液。有些手套有时需在 (5± 3)℃

下过夜冷藏。如果仍有沉淀物 ,以 0.20mL为 单位 ,逐步加人标定过的氢氧化钠溶液 ,最多至总量为

1hL,以后步骤均用 0.2mL的整数倍。沉淀前稀释这种样品浸提液可能是有效的。

注:将蛋自质沉淀后再溶解的目的是使蛋自质纯化,排除干扰物。这一过程中难免会有一定量的蛋自质损失。本

试验假定蛋白质标准液损失与样品浸提液中损矢的百分比相同,但尽管如此,宜使损失为最小,因 为过量的损

失是不具有重复性的。

A。 6.5 显色

A。 θ。5。 1 本部分所描述的方法是采用市售的用于确认的试剂盒 ,其他试剂盒或 自行制备的试剂可能需

要采用不同的体积和孵育时间。

A。ε。5.2 向含有再次溶解的蛋白质溶液和空 白微型试管中各加 0。 125mL试剂 A(A。 3.3.1)。 充分混

合。加 1mL试剂 B(A。 3.3。幻 ,加盖。涡旋混合 30mh,使显色完全。这—阶段会产生沉淀 ,测量吸光

度前离心或滤除沉淀物。

A。 G。6 测量

A。 6。 G。 l 酶标仪

移取一定量的溶液 (A。 6.5。 ⒛至酶标板 (A。 4.8)的 孔 中 ,充满孔 ,如 500uL孔 中注人 490uL。 在

600nm~750nm规定波长范围内以空白作参比测量吸光度。

注:标准液和手套浸提液在显色稳定后 1h内进行分析,这样做的结果具有
一
致性。

A。 G。6.2 分光光度计

移取溶液 (A。 6.5.2)至 一次性板池 (A。 4.9),在 600Ⅱm~760Π血(译注 :按前面的原量和仪器 ,应该

3) 假定分子量为 胡 0O0D,28o nm和 307吐5的摩尔消光 (Ⅲolar extinctiOn),且在 pH7.吐 下 l cm比色池下 pH7。吐

的 0.1m。∨L TEs缓 冲液中 1mg/mL卵清蛋白的消光是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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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750Πm)规定波长范围内以空白作参比测量吸光度。
注:标准液和手套浸提液在显色稳定后 1h内进行分析。这样做的结果具有—致性j

A。7 结果表示

A。7.l 计算

A。 7。 i。 1 校准曲线法

计算平行测量的平均吸收度 。如果个值超出均值的 20%,重新测量。绘制平均吸光度对应于原蛋
自质标准液的实际浓度校准曲线 ,如 图 A。 2所示 。在蛋白质标准液含量为 0ug/ⅢL~10O ug/FnL的 范

围内校准曲线宜为线性。

注:在浓缩过程中损失工部分蛋白质,假定浓缩过程中蛋自质标准液损失与样品浸提液中损失的百分比相同。

y

1

o.9

o.8

o.?

o。 6

o.5

o.△

o~3

o.2

o.1

o

说明 :

y__750nm处 的吸收度 ;

X——卵清蛋白浓度 ,单位为微克每毫升《ug/mL);
l——吸llA度

;

2——计算机生成的最佳曲线。

Y=一 吐E-0.5X2+0。 013X+o.o2攻 7

浓 度 吸收值

2.1

5.2

10.吐

20.8

52.0

10吐 。0

o。036

o。 099

0。 159

0.291

o。 583

o。 945

图 A。2 分光光度计用 1cm池在 750Ⅱm处测得的典型标准曲线

A。 7。 l。2 浸提浓浓缩

分别计算四份浸提液中两次平行测量的平均值 (见 A。 6.4.1)。 如果个值超出均值的 ⒛%,重新测

量。从曲线的线性部分直接读出浸提样晶中的浓度 (ug/mL)o

注:在校准曲线不是线性的情况下,其值可以用回归方程来计算。建议用适用的市售计算机曲线软件计算未知浓

度更具可操作性。

10



YY/TO616。 l-201θ

A。 7.2 结果

每个样品的蛋白质含量用武 (AⅢ硅)给出 :

P=(VCF)/m        ⋯¨̈ ¨̈ ¨̈ ∵̈∴·̈¨̈ (̈A。 4)

式中 :

P——手套可提取蛋白质含量 ,单位为微克每克(ug/g);

V——所用浸提介质的体积 ,单位为毫升(mω
;

C——浸提液的蛋白质浓度 ,单位为微克每毫升(ug/mL);

F——稀释系数 ;

注:F是再次溶解蛋白质所用的NaOH溶液的实际体积(单位为毫升)除 以 0.2。

m——被浸提手套的质量 ,单位为克 (g)(A。 6.2.6)。

报告四个手套浸提液测定的平均蛋白质含量。

A。 7.3 统计学信息

在 1996年到 1998年 间 ,9个 实验室参与了 EU主办的实验室间的协同实验研究 ,研究结果发表在

欧盟通用指令Ⅻ最终报告 MAT1⊥CT940060上 。在该实验中测试了 Lowry方法的精密度和整个浸提

过程的精密度。该方法还包含了手套之间蛋白含量的变异程度 ,在某些情况下它比该方法的变异程度

更高。结果汇总见表 A。 1。

表 A。 l 数据信息

供试物 测量数量 浸提液的数量 天数 平均值/(昭/mL)

重复性变异

系数/%
(实验室内)

再现性变异

系数/%
(实验室间)

手套浸提液
8组

一式三份 1

所有试验者共用

l 63.9

手套浸提液
15

—式三份
5

手套 A
5

一式三份
I 22.5

手套 A
5

一式三份

手套 B
3

一式三份

23.3

手套 C
3

一式三份

23.0

手套 D
3

—式三份

吐6.5

无浸提程序的平均浸提

整个程序 (手套 A到 D)的平均 2吐。2

蛋白质含量在 1ug/g~5ug/g之 间,取决于手套的厚度(重量)。 检出限设为 10u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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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天然橡胶胶孚L过敏原的免疫学测定方法

B。 1 引言

天然橡胶胶乳(NRL)蛋 白引起的速发型过敏反应是一个重要的医学和职业健康间题。胶乳手套

中提取出的蛋自质和多肽被认为是引发致敏反应的—个主要原因匚1□ 。

虽然手套中可浸提出总蛋白与用皮肤点刺试验(sPT)或人 1gE试验测量出的过敏性物质具有良好

的相关性匚2□匚3彐 m彐匚叫 ,但总蛋自法的检测结果中同时也包括了与 NRL致敏无关的非过敏性蛋自质。

因此 ,需要有专门针对 NRL手套中过敏原的准确测量方法。大家一致认为 ,专 门针对过敏原特定的试

验可为监管和加工过程监视提供更加准确和可靠的信息。但专门针对过敏原的试验方法一直很少。况

且 ,对 NRL过敏原广泛意义上的认知还不够全面 ,因此难以确定 NRL源材料中都存在哪些过敏原。

使用人 乇E抗体的半定量的方法 ,如 RAST抑制和 IgE ELISA抑 制 ,已 在研究实验室中使用多年。

这些方法的缺点是难以标准化并且因不易获取含有临床相关的胶乳特异性 1gE抗体的人血清雨易于推

广。另外 ,宜注意所使用的标准不仅仅适用于手套蛋白质。最近 ,欧盟匚6△ 7彐和美国匚8□ 的标准化工作

中已采纳并同意了评定 NRL制品过敏潜能的理想试验宜是基于只对过敏原定量的原则。

最近 ,专 门针对 NRL过敏原的量化的分析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匚9H10彐 。这些基于酶免疫分析
(E1A)原理并使用单克隆抗体和纯化/重组过敏原新的试验都是针对过敏原的;可使这些方法适当的标

准化并具有足够的灵敏度和再现性。本资料性附录中对 NRL过敏原测量的现行方法进行了评审。

B。2 橡胶制品中的天然橡胶胶乳过敏原

在 NRL源材料、橡胶树 (Hel/ea brasilien。 is)的 液态胶乳中有多达 ⒛0种不同的蛋白质或多肽 ,大

约 1/5~1/4显 示出可与 IgE结舍并表现为过敏原匚11□ 匚1凵 。源材料中植物蛋白混合物反映了橡胶树

对创口(采胶过程)的压力反应。这些蛋白质中的一些是防御性蛋白质 ,在植物的进化过程中被很好地

储存起来。这些蛋白质在结构上的异体同形性为胶乳过敏的患者的 IgE抗体对不同植物蛋自质发生一

般性交叉反应提供了分子基础。如上所述 ,在评定 NRL制品过敏特性中,液 态 NRL中可能存在的主

要过敏原与 NRL源材料中存在的多数蛋由和多肽可能是不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国 际免疫学联合

会的过敏原命名委员会列出了 13个 (2004年 3月 )表征到分子水平的 NRL过 敏原(www。 allergen。

org。 ),其 中多数已经被克隆并可通过重组 DNA技术获得。

最佳的试验宜设计成能准确测量橡胶制品中所有过敏原。这可能包括天然蛋自质上存在的表位 ,

以及由橡胶加工过程中切断面形成的新表位。迄今为止 ,已 经证实 NRL产 品中的过敏原数量有限。

当前的文献支持至少 Hev b1,Hev b3,Hev b5和 Hev b6。 029和 /或它们的碎片或聚合物携有能与

IgE结合的表位 ,会存在于制造的产品中 匚13□ ,叵川 ,匚 15彐 ,匚 16彐 ,匚 1叫 ,匚 18□ 。是否有其他的过敏原被

证明是重要的橡胶产品特异性过敏原 ,如 Hev b2,Hev b7或 Hev b13匚 19」 仍然需要确认。

B。3 天然椋胶胶乳过敏原的测定方法

B。 3。 l 定性方法

⒛ 世纪九十年代广泛使用的免疫电泳方法和免疫印迹技术 ,证明和技术性表征了几种与 NRL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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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性患者血清 IgE结合的 NRL蛋白质。然而 ,当今认为仅用这些方法识别过敏原是不够充分的 匚11彐 ,

匚12」 ,匚 20□ ,匚 21」 。

B。3.2 半定量方法

B。 3.2。 l 胶乳过敏受试志愿者中皮肤点刺试验

可用 sPT在具有统计意义数量的 NRL过敏患者中进行半定量评定 NRL浸提液的变应原性。反

应的大小取决于与患者 1gE抗体结合的变应原的数量并与其成比例匚2彐 。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SPT

是评定临床相关变应原性的理想试验 9但是出于伦理方面的限制 ,该方法不能常规用于监测 NRL手套

中的变应原。

B。3.2.2 1gE¨ ELIsA抑 制 (又称 RAsT-抑 制)测定法

ELISA抑制测定法(ELIS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因有市售或使用自行制各 ,可用于特异性 IgE抗

体的测定。以前常用的 RAST(放射性吸附试验)使用放射性标记代替酶标记检测抗体。

ELISA抑制测定法—直用来评价多种医疗产品和消费品中 NRL过敏原匚3△蚓匚2川匚2叫 。

在该方法中,最佳数量的 NRL过敏原结合于固相 (如纸或聚苯乙烯 )。 将未知样品和标准品与从

NRL过敏个体来源 IgE血清混舍并一起孵育。当 IgE抗体与该可溶性过敏原结含时,就阻止了其与固

相过敏原结合。孵育后 ,将该混合物转移至固定于固相上无结含 IgE抗体的过敏原的过敏原制剂中,用

酶标记抗 乇E抗体测量特异性结合。抑制的程度与浸提液中可溶性过敏原的量成比例。

关键试剂是固化过敏原、人混合血清和标准过敏原。

在参考文献叵彐的自制分析试验中,使用非氨化的 NRL覆盖并被作为过敏原标准品。标准品中浓

度为 10mg/mL的 蛋白被主观设定为 100000单位。将系列稀释度的手套浸提液和 NRL标准品与由

NR⒈过敏患者来源的经表征的高滴度血清组成的最适稀释度的 1gE血清混合物一起孵育匚吐□。

B。3.3 专用定量方法

B。3.3.1 对 NRL过敏原定量的捕获酶免疫分析(EIA)

B。 3.3。 l。 l 背景

已达成共识的原则是 ,最佳的试验宜设计成只检测那些制品中已知存在的 NRL过敏原。到目前

为止 ,在 NRL手套的浸提液中能得到确切证实的只有四个 NRL过敏原 ,即 Hev b1、 Hev b3、 Hev b5和

Hev b6。 02 匚1明匚1叫 E16」匚17彐 ″饲。成人受试者中两个最重要的过敏原是 Hev b5和 Hev b6。 02

(橡胶蛋白)匚 15△ 17△ 25」 。Hev b1和 Hev b3则 是患有脊柱裂的儿童的重要过敏原m6彐匚27彐 。最近

开发出的专门用于这四个 NRL过敏原的捕获酶免疫分析(HA)的方法已于近年开发出来。自⒛01年

⒓ 月以来 ,已 经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测量这些过敏原的试剂盒。试剂和设备也可单独购买。

B。 3.3。 l。2 捕获 EIA方法的描述·

捕获 EIA方法使用专用单克隆抗体和纯化的过敏原或用重组 DNA技术生产的蛋白质作为标准

晶。每个试验中,用专用单克隆抗体涂盖试验微孔 ,用其与待测样品中的期望的过敏原结合。孵育后 ,

通过清洗去除未结含的物质。在第二次孵育中,酶标记E通常是辣根过氧化物酶(HRP)彐 的过敏原特异

性单克隆抗体与第一次孵育中结含于微孔板上的过敏原分子相结合。清洗后 ,加 人该酶的底物。反应

4) 根据试剂盒厂商提供的信息 (FITk⒒ InseA kaflets,www。 quattromed。 com),过敏原的检出限的范围为 0.1ug/L

(Hev b6.0” 到 2。 3ug/L(Hev b3)。 重复性的变异系数范围为 2.8%~5.8%,再现性的变异系数范围为 2.6%~

7.6%。 该信息仅为本部分的使用者提供便利 ,并不意昧着 CEN对这一产品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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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后 ,在合适的波长处测量吸光度值。产生的颜色强度与样品中过敏原的浓度成正比:

B。 3.3。 l。3 捕获 EIA方法与 1gE过敏原分析之间的性能比较

现在已经开展了多组评定医用手套的过敏原性试验的系列研究。显然 ,最能反应给定浸提液过敏

潜能的试验是用对 NRL过敏的患者进行皮刺试验(SPT)。 在∵项系列研究中,″ 个 NRL手套的 4个

过敏原(用市售的捕获 EIA试剂盒测量)的总量与八 IgE抑制试验的结果相比较时 ,两者之间出现了高

度意义的相关性匚10彐 。在手套中该 4个过敏原的总量与 20位 NRL过敏性志愿者的 sPT试验间的相

关性为最高(r丰 o.95),其次是该总量与 IgE ELISA抑 制结果间的相关性 (r=o.90》 。改良后的 Lowry

法测量的总蛋白质(与 sPT)的 相关性非常低(r=— o。 H)。 在与⒎0彐相同的文献杂志中,报道了另一项

系列研究 ,58个 NRL手套的 在个过敏原的总量与 IgE ELISA抑 制试验的得出的总过敏原活性之间的

相关性为 0∶ 扭。最近的—项 FDA组织的国际间多中心研究″8彐 ,在七个试验室展开来测量 30个手套

中 NRL过敏原 ,结果显示 ,用单克隆 EIAs测量的 4个过敏原的总量与使用人 IgE RAsT/ELISA抑 制

测量的结果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性(r2丰 o.91-0.95)。 尽管还需要用大量手套开展进一步研究来进一

步确认过敏原特异性 EIAs方法的可适用性 ,但是 ,这 4个过敏原已经可以从生物学角度反映手套浸提

液中过敏原总含量。当前所开展的研究是想搞清楚是否还有其他过敏原以及它们是否影响评定的

结果。

B。4 结论

测量可浸提的总的蛋白质并非控制医用手套的 NRL过敏原的理想方法。然而 ,在本部分发布时 ,

用于测量过敏原的特异性人 1gE方法尚未得到确认 ,尚 未实现标准化 ,并且受限于所需试剂的缺乏。因

此”它仍然是本部分的规范性部分所描述的内容。用于 NRL过敏原定量的捕获 EIA法 ,通过使用经表

征的高纯度过敏原以及 NRL产品中已存在的 NRL过敏原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克服了先前方法的诸多

局限性。该方法具有高的特异性”不受其他蛋白质或 NRL产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化学物质的影响 ,并

具有高灵敏性。该试验在技术上相对容易操作 ,并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试验结果〈<2h)。 缺点有当前费

用高 ,并且至今尚不能对这几种已知的 NRL过敏原给出推荐和安全限量。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单克隆

抗体来确保检出所有相关过敏原。目前 ,可以购买用于捕获 EIA法 中测量四个 NRL过敏原的试验方

法和/或试剂。可以依据现有框架开发新试剂和试剂盒 ,用来检测橡胶制晶中存在的其他显著量的过

敏原。

2002年 9CEN/TC205/WG3进行了一项实验室间试验 ,用于评定医用手套中 NRL蛋白和过敏原

定量的三种试验方法。这三种试验方法是 :

——特异性过敏原的测量匚见 B。 3.3.3的脚注 4)⒈

——ASTM D6499(抗 原性蛋白)匚 29⒈

——氨基酸分析(总蛋白)。

本次试验未得出推荐以上方法作为本标准的规范性内容的结论。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收集目前欧洲市场销售的有代表性的手套和用对所含认定的过敏原浓度精确赋

值的标准样品来进一步确认该新的过敏原特异性试验方法的性能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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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 录 C
(资料性附录)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 定氨基酸(AAA)

C。 l 背景

通常蛋白质的测定是基于某些特殊结构基团的显色反应∵这些基团在不同的蛋白质中呈现出不规

则分布匚王彐匚纠

"彐

匚4彐

"彐

。因此 ,不 同蛋白质的显色反应有很大差异″△蚓。此外 ,有许多物质对显色

反应有干扰 ,其原因是它们与显色剂要么产生非特异性反应 ,要么抑制显色。

氨基酸分析可避免上述问题 ,这一结论已被欧沙H委员会
“
测定与试验

”
计划匚8彐 中一次性手套中过敏

原相关化学物-化学物、过敏原性和免疫学数据的关联的研究结果所证实。在这项研究中,采用氨基酸

分析法测量蛋白质的浓度 ,临床试验数据(p0ck tes● 与化学分析之间呈现出良好的一致性匚6Π 。

然而 ,在测定天然橡胶手套中蛋自质含量时,宜采用改良 Lowry法作为标准方法。因为氨基酸分

析法不常用 ,将其作为标准方法过于复杂 ,但可用于对改良 Lowry法 的结果进行验证。氨基酸分析法

虽然不宜作为蛋白质的标准测定方法 ,但有助于消除制造商在用标准方法测定蛋白质时导致错误测定

的物质。

C。2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 定蛋自质的原理

将蛋白质在 6m。l/L盐酸溶液中水解为游离的氨基酸 ,然后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匚 7」进行分离

并检测。通过一种内标物(正缬氨酸)并累加各种氨基酸来定量测定蛋白质总量。这一方法不受任何有

机聚合分子结构的影响,且至今未发现任何干扰物质 ,同 时 TES盐类的存在还可避免氨基酸的损失

(如 ,屏蔽效应)。

C。3 材料

C。 3。 l 左旋正缬氨酸

C。3.2 30%盐酸 ,高纯度

C。3.3 氨基酸标准品(含 L-丙氨酸、氯化铵、L-精氨酸、L-天冬氨酸、Lˉ谷氨酸、氨基乙酸、L¨组氨酸、L⋯

异亮氨酸、L¨亮氨酸、L-赖氨酸、L-甲 硫氨酸、L-苯基丙氨酸、L-脯氨酸、L¨丝氨酸、L-苏氨酸、L-色氨酸、

L¨酪氨酸、L-缬氨酸各 0.5mmol/L和 L-胱氨酸 0。⒛ mmol/L)

C。3.4 测序级甲醇蛋自(MethaⅡ ol protein seq刂 eΠciⅡg grade)

C。3.5 0¨酞二醛(OPA)

C。 3。0 硼酸

C。3.7 乙二胺四乙酸(E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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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8 磷酸二氨钾 (ΚH2P⒐ )

C。 3。
g 磷酸氨二钠 (Na2HPo4)

α3。 lO 磷酸二氨钠 (NaH2Po4)

C。 3.11 3-巯基丙酸

C。 3。 i2 分离柱 :海波西尔 oDs3um,⒗ 0× 4.0mm少用于 0PA的 预试验

C。 3。 i3 前置柱 :海波西尔 oDs3um,5× 4.6mm

C。 3。 14 超纯 (Mil】⒈Q)或 相同等级的水

C。 3。 15 0.2um孔径的滤膜

C。 3。 lG 用于液相级别的四氨呋喃(THF)

C。 3。 17 用于液相级别的氯乙腈

C。 3。 18 2111△ 螺纹盖聚丙烯容器

C。 3。 19 碳酸钠

C。 3.20 氨氧化钠或氨氧化钾片

C。4 缓冲液和溶液

用于 OPA-1柱 (Herrenberg” German” 的溶剂 1和溶剂 2。 如使用其他柱子 ,可能需要进行相应的

修玫。

C。 4。 l 缬氨酸-lOo

H。 7mg缬氨酸 (C。 3.1)溶 于 1mL水 中(C。 3。 ⒕)=100mm°l/L缬氨酸

C。4.2 缬氨酸⋯
l

100uL缬氨酸-100(C。 4.1)溶 于 10mL水 中=1mm。l/L缬氨酸 ,8℃条件下贮存不超过 4周 。

C。 4。 3 0¨酞二醛 (oPA)

50mg0-酞二醛 (C。 3.5),吐。5mL甲醇 (C。 3.4),5o uL巯 基丙酸 (C。 3.11)。

C。4.4 硼酸盐缓冲液

吐00mmol/L硼 酸 盐 ,5mmol/L EDTA,pH1o。在

将 1。 扭 g硼酸和 85mgEDTA溶 于 30mL水中(C。 3,H),用 2mo∨L NaoH调节 pH至 10.4,加水

(C。 3。 1ω定容至 50mL。 经 0.2um滤膜 (C。 3。 15)过滤”室温贮存不超过 2周 。避免冻存以防产生不溶

性沉淀物。

C。4.5 终止浓

将 1.36gKH2P04(C。 3.8)溶 于水 (C。 3。 14)中 ,经 0.2um滤 膜 (C。 3.15)过滤 ,室温贮存不超过 4周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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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6 磷酸盐缓冲液

将 7。 ⒕ g Na2HPO“ (C。 3.9)和 3。 屿 g NaH2PO刂 一H20(C。 3。 10)溶于 1.5L水 (C。 3.1吐 )中 。

C。 4.7 溶剂 1

20mL四氢呋喃 (C。 3.16)加 1L磷酸盐缓冲液 (C。 在。6)。

C。4.8 溶剂 2

250mL氯乙腈 (C。 3.17)和 1O0mL四氢呋喃 (C。 3.16)用 磷酸盐缓冲液 (C。 4.6)加 至 1L。

C。 4。θ 碳酸钠溶液 (0.1mol/L)

将 2。 ⒓ g碳酸钠 (C。 3.19)溶 于 1O mL水 中 (C。 3。 1吐 )。

C。5 水解

C。 5。 l 样品溶液

在O0uL浸提液 (溶 于 TEs缓 冲液)+10uL缬 氨酸△(C。 4.2)+700uL盐 酸 (C。 3。 ⒛。

C。5.2 标准溶液

3sO uL水 (C。 3.1吐)+20uL氨 基酸标准品 (C。 3。 ω+10uL缬氨酸-1(C。4.2)+700uL盐酸 (C。 3.2)。

C。5.3 孵育(水解 )

将样品溶液和标准溶液密封于螺纹盖聚丙烯容器 (C。 3。 18)中 ,同 时在 100℃ 条件下孵育 48h。 聚

丙烯容器宜用一个螺栓固定架固定 ,以 避免盖子的破裂。为了得到相同的温度和时间条件 ,同时对标准

溶液和样品溶液水解非常重要。

冷却样品溶液和标准溶液 ,并将其在真空浓缩离心机或在干燥器中置于 NaOH或 KOH上 方真空

干燥。

盐酸需完全去除 ;否则硼酸盐缓冲液对衍生物的缓冲能力可能不充分。

C。5.4 游离氨基酸

从每—浸提液和标准溶液中制备一个非水解样品溶液 :

——吐00uL浸提液+10uL缬氨酸-1(C。 4。⒛ ;

——380uL水 (C。 3.14)+⒛ uL氨基酸标准品 (C。 3.3)+10uL缬 氨酸-l(C。 4。⒛。

C。G 分析(HPL⑴

C。 6。 l 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包括以下步骤 :

——在干燥后的样品中加人 20uL碳酸钠溶液 (C。 4.9)。

——充分混含或超声乳化处理样品。

——室温孵育 15min,再 次混含去除 CO2。

——加人 180uL硼 酸盐缓冲液 (C。 4。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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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2 衍生

衍生步骤依据时间和温度 ;宜使用 自动加样器在 20℃ ~25℃ 温度条件下进行试验。

将 25uL硼酸盐缓冲液 (C。 4。ω、″ uL OPA(C。 吐。ω 和 8uL样品混合。

2.5mh后 ,加人 25uL终止液 (C。 4.5)终 止反应。

C。 G。 3 HP△C

可使用具有分级系统和荧光检测器的任一 HPLC设备进行 HPLC分析。

下面举出了一个成功的实例 ,但是这些条件需要与所使用的系统和柱子相适应。

o min~2.5min     O%溶剂 2        100%溶 剂 1

2.51111Π~3.0miⅡ     0%~12。 5%溶剂 2    87.5%~100%溶剂 1

3。 0mh~9.0mh    12.5%溶 剂 2       87.5%溶剂 1

9.O miΠ~13.0min    ″。5%~妮 %溶剂 2   58%~87.5%溶剂 1

13.0min~加 。0mh   ″%溶剂 2       58%溶 剂 1

24.O miΠ ~26。 O min   妮%~80%溶剂 2    2O%~58%溶 剂 1

⒛。0min~30.0miΠ    80%溶 剂 2       20%溶 剂 1

30.O mh~31。 O mh   0%~80%溶 剂 2     20%≈ 100%溶剂 1

C。 6。4 计算

应使用一个内部的标准方法通过减去游离氨基酸来计算各氨基酸的浓度。氨基酸的总量等于总蛋

自含量。

C。7 实例

C。 7。 l 标准溶液

含有 19种 氨基酸的等摩尔浓度标准水解液的典型色谱图如图 C。 1a)所示 ,这些预期出现的氨基酸

列于表 C。 1中 。完全转化成天门冬氨酸和谷氨酸的天门冬酰胺和谷氨酰胺不包含在该标准溶液中,正

缬氨酸(不能自然形成)被用作内标物质。色氨酸和胱氨酸存在于未水解的标准液中,但可被盐酸水解

破坏。脯氨酸因缺少初级氨基基团而不会与 OPA/MPA发生反应 ,因此在这些衍生过程条件下不能检

出。赖氨酸常有双峰出现 ,因 为它的一个或两个氨基基团可能会与 OPA/MPA反应。这些双峰出现的

几率受反应条件(温度和 OPA溶液的放置时间)的影响而导致各检测之间有所变化 ,但若用双峰面积

就不会影响检测结果。

C。 7.2 手套浸提液

经水解的手套浸提液(按附录 A进行制备)的色谱图如图 C。 1b)所示。这种胶乳蛋白质水解液的分

析结果与表 C。 1中列出的所预期出现的氨基酸完全吻合。在 H。 ⒛ mh和 扭。08mh时发现另外两个

色谱峰 ,被鉴定为是 TEs的衍生产物 ,这两个峰与所有氨基酸的峰都能完全区分开 ,因此不会影响分析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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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1 标准溶液匚图 C。 1a)□ 与经水解的手套浸提液匚图 C。 1b)彐

的液相色谱分析中发现的氨基酸-览表

氨基酸
保留时间/Ⅲh

注 释

标准溶液 样品分析溶液

天门冬氨酸(AsP) B。 52 2.52

天闩冬酰胺 (AsN) 转化成 AsP

谷氨酸(GLU) 3.23 3.24

谷氮酰胺 (GLN) 转化成 GLU

丝氨酸(SER) 6.83 6.85

组氨酸 (HIS) 8.60

甘氨酸(GLY) 9.25 9.25

苏氨酸(THR) 9.84 9.82

精氨酸(ARG) 11.24 ll。 21

丙氨酸(ALA) 12.30 12.29

l4.23 TEs(浸提缓冲液)

酪氨酸(TYR)

缬氨酸(VAL) 20.95 21.07

甲硫氨酸(MET) 21.75 21.90

正缬氨酸(NORⅤAL) 22.吐2 22.55 内标物

2珏。08 TEs(浸提缓冲液)

异亮氨酸 (1LE〉 25.15 25.32

苯丙氨酸 (PHE) 25.48 25.64

亮氨酸 (LEU) 26.61 26.7珏

赖氨酸(LYs)
28.吐 l

30.65

28.4吐

30.60

色氨酸(TRY) 水解消失

胱氨酸 ,半胱氨酸(CYs) 水解消失

脯氨酸(PRo) 检测不出

C。8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的优缺点

C。 8。 l 优点

优点如下所示 :

——不受蛋白质聚合结构的影响。

——与临床数据(pHck teso有 良好的一致性。

——没有干扰物质。

——较比色法更加灵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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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蛋白质有针对性。

C。
g。2 缺点

缺点如下所示 :

——不普及 ,只 有少数实验室配备。
——用时较长。
——对数据进行评估时需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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