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羟脯氨酸羟脯氨酸羟脯氨酸羟脯氨酸（（（（Hyp））））测试盒测试盒测试盒测试盒（（（（碱水解法碱水解法碱水解法碱水解法）（）（）（）（测动物血清测动物血清测动物血清测动物血清，，，，组织组织组织组织，，，，尿液尿液尿液尿液）））） 
                                                                      

说明书修订日期说明书修订日期说明书修订日期说明书修订日期：：：：2015.10.08 

Cat number：KGT030-2           

Store at 4  for six months℃  

For Research Use Only（科研专用） 

 

 

一一一一、、、、试剂盒说明试剂盒说明试剂盒说明试剂盒说明 

羟脯氨酸在氧化剂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氧化产物与二甲氨基苯甲醛作用呈现紫红色，根据其呈色的深浅可

推出其含量。 

 

 

二二二二、、、、试剂盒组成与配制试剂盒组成与配制试剂盒组成与配制试剂盒组成与配制：（：（：（：（50T）））） 

组分组分组分组分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配制与储存条件配制与储存条件配制与储存条件配制与储存条件 

粉末 A 1 瓶 

Buffer A-1 10ml 

Buffer A-2 20ml 

试剂一试剂一试剂一试剂一：：：：临用时将粉末 A 一瓶，先加 10ml 的 Buffer A-1 充分溶

解（从瓶口向内看，完全溶解完）。然后再加 20ml 的 Buffer A-2

充分混匀。配好后的试剂 4 ~8℃ ℃冰箱保存 3 个月有效。 

Buffer B 30ml 试剂二试剂二试剂二试剂二：：：：4℃冰箱避光保存 3 个月有效。 

粉末 C 1 瓶 

Buffer C-1 30ml 

试剂三试剂三试剂三试剂三：：：：临用时将粉末 C 一瓶，加到 30ml 的 Buffer C-1 中充分

溶解，配好后的试剂 4℃冰箱避光保存 1 个月有效。 

羟脯氨酸标准品 5mg*3 支 4℃冰箱保存 6 个月。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粉末粉末粉末粉末 A加加加加 Buffer A-1，，，，10ml后一定要完全溶解后才能加后一定要完全溶解后才能加后一定要完全溶解后才能加后一定要完全溶解后才能加 Buffer A-2，，，，20ml。。。。 

100µg/ml标准储备液的配制标准储备液的配制标准储备液的配制标准储备液的配制：：：：测试前将一支标准品用蒸馏水溶解后定容至测试前将一支标准品用蒸馏水溶解后定容至测试前将一支标准品用蒸馏水溶解后定容至测试前将一支标准品用蒸馏水溶解后定容至 50ml，，，，4℃℃℃℃冰箱保存冰箱保存冰箱保存冰箱保存 2周周周周。。。。 

5µg/ml标准储备液的配制标准储备液的配制标准储备液的配制标准储备液的配制：：：：取取取取 100µg/ml标准储备液标准储备液标准储备液标准储备液 1ml加蒸馏水定容至加蒸馏水定容至加蒸馏水定容至加蒸馏水定容至 20ml，，，，现用现配现用现配现用现配现用现配。。。。 

 

 

三三三三、、、、羟脯氨酸的测定羟脯氨酸的测定羟脯氨酸的测定羟脯氨酸的测定 

（（（（一一一一）、）、）、）、样本前处理试剂样本前处理试剂样本前处理试剂样本前处理试剂（（（（4℃℃℃℃保保保保存存存存）：）：）：）：(50T) 

1、水解液 60ml×1 瓶；     

2、指示剂 5ml×1 瓶；      

3、调整 PH 甲液 60ml×1 瓶； 

4、PH 调整乙液 30ml×1 瓶； 

5、活性炭×1 袋。 

（（（（二二二二）、）、）、）、样本前处理样本前处理样本前处理样本前处理：：：： 

1、样本水解： 

 ① 血清（浆）：取 0.5ml 血清（浆）准确加水解液 1ml，混匀。放试管中加盖后，95℃或者沸水浴水解 

   20 分钟。 

 ② 尿液（培养液）：取 1.0ml 尿液（培养液）准确加水解液 1ml，混匀。放试管中加盖后，95℃或者沸 

   水浴水解 20 分钟。 

      ③ 组织：精确称取组织湿重 30~100mg 放入试管中，准确加水解液 1ml，混匀。加盖后 95℃或者沸水 

        浴水解 20 分钟。（水解 10 分钟时混匀一次，目的是使水解更充分）。 

2、调 PH 值至 6.0~6.8 左右。 



  

  
 

 ① 将各试管流水冷却后各管加指示剂 10μl 左右，摇匀； 

 ② 各管准确加入调 PH 甲液 1.0ml，混匀（此时溶液应为红色）； 

 ③ 用 200µl 的加样器吸取调 PH 的乙液向各管内逐滴小心加入调 PH 的乙液，每滴加入后均要混匀*，

直至液体中指示剂的颜色变成黄绿色**。此时 PH 值在 6.0~6.8 左右（约加入调 PH 乙液 100µl~500µl

左右）； 

*加调 PH 乙液时，每加一滴均要混匀，为防止液体外溢，如果没有带盖的玻璃磨口试管，可用普通玻

璃试管代替，每次混匀时可用塑料薄膜或冰箱保鲜膜压住试管口，充分漩涡混匀即可。 

**若您的样本是细胞培养液，因其中含有酚红，所以液体中的混合指示剂在 PH 为 6.0~6.8 左右时为橙

黄红色，而不是黄绿色。 

 ④ 然后加蒸馏水至 10ml，混匀； 

 ⑤ 取 3~4ml 稀释的水解液加适量活性炭（约 20~30mg 左右，以上清液离心后澄清无色为准），混匀，

3500 转/分离心 10 分钟，小心取上清 1ml 作检测。 

注 1：样本碱水解法的参考取样量：皮肤组织湿重 0.03~0.05g，软骨湿重 0.08~0.1g，肝组织湿重

0.08~0.1g，细胞培养液 0.5ml，血清（浆）0.5ml。 

注 2：加水解液及调 PH 值甲液一定都要准确，否则较难调 PH 值。 

注 3：样本称重时，一定要很准确，以免影响测定结果。先将组织在保鲜薄膜上剪成湿重约 10mg 左右

的块状后再连同保鲜薄膜一起称重，称完后将样本放进试管中，再将保鲜薄膜称重，计算出组织净重量。 

注 4：如果您的样本量少，则可以从取样，水解，调 PH 均按比例减少，不影响结果。 

注 5：每次混匀时可用塑料薄膜或冰箱保鲜薄膜压住试管口，充分漩涡混匀，以免混匀过程中液体外溅。 

注 6：95℃或者沸水浴时可以用带盖的玻璃磨口试管，也可用普通玻璃试管代替，用抱保鲜薄膜封口扎

紧，用针头刺一小孔即可。我们建议用普通玻璃试管比带盖的玻璃磨口试管更安全。 

（（（（三三三三）、）、）、）、操作表操作表操作表操作表：：：： 

 空白管 标准管 测定管 

蒸馏水（ml） 1.0   

5µg/ml 标准应用液（ml）  1.0  

检测液（ml）   1.0 

试剂一（ml） 0.5 0.5 0.5 

混匀，静置 10 分钟 

试剂二（ml） 0.5 0.5 0.5 

混匀，静置 5 分钟 

试剂三（ml） 0.5 0.5 0.5 

混匀，60℃水浴 15 分钟，冷却后，3500 转/分离心 10 分钟，取上清在 550nm 处，1cm 光径，蒸馏水调零，

测各管吸光度。 

 

 

四四四四、、、、计算与举例计算与举例计算与举例计算与举例 

（一）、血清（浆）的计算与举例： 

1、计算公式： 

　　　
）取样量（

）水解液总体积（
）μ标准管含量（

空白管吸光度标准管吸光度

对照管吸光度测定管吸光度
）羟脯氨酸含量（μ

ml

ml
ml/g5ml/g ××

−

−
=

2、计算举例： 

准确吸取正常大鼠血清 0.5ml（样本量少，则可以从取样，水解，调 PH 均按比例减少。）按操作步骤进行检

测。测得空白管吸光度为 0.016，标准管吸光度为 0.587，测定管吸光度为 0.408。则计算结果为： 



  

  
 

　　　
）取样量（

）水解液总体积（
）μ标准管含量（

空白管吸光度标准管吸光度

对照管吸光度测定管吸光度
）羟脯氨酸含量（μ

ml

ml
ml/g5ml/g ××

−

−
=

                     　　　g/ml651.68
5.0

10
5

016.0587.0

016.0408.0
μ=××

−

−
=  

（二）、尿液的计算与举例： 

1、计算公式： 

　　　
）取样量（

）水解液总体积（
）μ标准管含量（

空白管吸光度标准管吸光度

对照管吸光度测定管吸光度
）羟脯氨酸含量（μ

ml

ml
ml/g5ml/g ××

−

−
=

 

2、计算举例： 

准确吸取正常人尿液 1.0ml（样本量少，则可以从取样，水解，调 PH 均按比例减少。）按操作步骤进行检测。

测得空白管吸光度为 0.016，标准管吸光度为 0.587，测定管吸光度为 0.128。则计算结果为： 

　　　
）取样量（

）水解液总体积（
）μ标准管含量（

空白管吸光度标准管吸光度

对照管吸光度测定管吸光度
）µ羟脯氨酸含量（

ml

ml
ml/g5ml/g ××

−

−
=

                     　　　g/ml807.9
0.1

10
5

016.0587.0

016.0128.0
μ=××

−

−
=  

（三）、组织的计算与举例： 

1、计算公式： 

　　　
）组织湿重（

）水解液总体积（
）μ标准管含量（

空白管吸光度标准管吸光度

对照管吸光度测定管吸光度
湿重）µ羟脯氨酸含量（

mg

ml10
ml/g5mg/g ××

−

−
=

 

2、计算举例： 

准确吸取正常大鼠肝组织湿重 61.4mg（样本量少，则可以从取样，水解，调 PH 均按比例减少。）按操作步

骤进行检测。测得空白管吸光度为 0.015，标准管吸光度为 0.538，测定管吸光度为 0.161。则计算结果为： 

　　　
）组织湿重（

）水解液总体积（
）μ标准管含量（

空白管吸光度标准管吸光度

对照管吸光度测定管吸光度
）µ羟脯氨酸含量（

mg

ml10
ml/g5ml/g ××

−

−
=

                     　　　肝湿重μμ g/g227g/mg227.0
4.61

10
5

015.0538.0

015.0161.0
==××

−

−
=  

 

五五五五、、、、测定意义测定意义测定意义测定意义 

羟脯氨酸在胶原蛋白中占 13.4%，在弹性蛋白中占极少量，其它蛋白中均不存在。而胶原蛋白大多分布

在皮肤，腱，软骨，血管等处，因此羟脯氨酸的量能反映结缔组织疾病的胶原代谢情况。 

有人把皮肤中羟脯氨酸的测定作为筛选抗衰老药物的一个指标。在发育阶段随年龄的增长，其羟脯氨酸

在尿中排泄增加，而发育停止后稳定。老年人的羟脯氨酸比年轻人要少。 

    鼠患有自发性高血压及继发性高血压时，尿中羟脯氨酸含量增加。 

手术创伤会导至尿羟脯氨酸排泄量的增加，因高脂、低蛋白、酒精中毒及毒物、营养不良，或肝细胞变

性坏色，通过炎症使纤维增加，分割肝小叶，导致肝硬化。肝纤维化时，肝内主要增加的成分为胶原纤维，

羟脯氨酸为胶原纤维所特有，测定肝羟脯氨酸的含量，可换算成肝胶原蛋白的含量，以反映肝纤维化程度。

胶原纤维分解主要依赖胶原酶和其它蛋白酶的作用，其分解产物羟脯氨酸从尿中排出，测定尿羟脯氨酸的含

量，可反应胶原降解的情况。通过测定组织及尿中羟脯氨酸的含量，一方面可以判断纤维化程度，同时可以

筛选预防与治疗的药物。 

 

 



  

  
 

凯基相关产品凯基相关产品凯基相关产品凯基相关产品 （（（（详见凯基网站详见凯基网站详见凯基网站详见凯基网站 http://www.keygentec.com.cn）））） 

细胞株细胞株细胞株细胞株、、、、细胞提取物及细胞培养产品细胞提取物及细胞培养产品细胞提取物及细胞培养产品细胞提取物及细胞培养产品 

� 人类肿瘤细胞株   动物肿瘤细胞株  正常细胞株  肿瘤耐药细胞株 

� 细胞培养相关产品 

细胞凋亡细胞凋亡细胞凋亡细胞凋亡 

一一一一、、、、细胞凋亡研究试剂盒细胞凋亡研究试剂盒细胞凋亡研究试剂盒细胞凋亡研究试剂盒 

� Annexin V-FITC/ EGFP/PE 细胞凋亡检测试剂盒 

� TUNEL 凋亡原位检测系列试剂盒 

� Caspase(2、3、6、8、9)系列细胞凋亡检测试剂盒 

� 线粒体膜电位检测试剂盒（JC-1） 

� DNA Ladder 检测试剂盒 

二二二二、、、、细胞凋亡相关抗体细胞凋亡相关抗体细胞凋亡相关抗体细胞凋亡相关抗体 

三三三三、、、、凋亡诱导剂凋亡诱导剂凋亡诱导剂凋亡诱导剂、、、、抑制剂抑制剂抑制剂抑制剂 

四四四四、、、、氧化应激损伤检测试剂盒氧化应激损伤检测试剂盒氧化应激损伤检测试剂盒氧化应激损伤检测试剂盒 

五五五五、、、、细胞细胞细胞细胞凋亡研究辅助试剂凋亡研究辅助试剂凋亡研究辅助试剂凋亡研究辅助试剂 

细胞增殖细胞增殖细胞增殖细胞增殖/毒性毒性毒性毒性/活力与细胞周期活力与细胞周期活力与细胞周期活力与细胞周期 

� 凯基细胞周期检测试剂盒 

� MTT、XTT、WST-1、CCK-8 等系列细胞增殖及细胞毒性检测试剂盒 

细胞染色产品细胞染色产品细胞染色产品细胞染色产品 

□   活细胞/凋亡细胞/坏死细胞鉴别试剂盒（AO/EB 法.荧光显微镜） 

� 凯基细胞凋亡形态学检测试剂盒 

� 罗丹明 123、DAPI、PI、7-AAD 、Hoechst 33258、EB、吖啶橙染色试剂盒 

亚细胞组分制备亚细胞组分制备亚细胞组分制备亚细胞组分制备 

� 细胞核、线粒体制备试剂盒   

� 细胞悬液制备试剂盒（组织消化试剂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