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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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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及成分血质量监测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全血及成分血质量的监测方法、检查结果分析与利用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对血站全血及成分血的采集、制备、储存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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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GB 18469 全血及成分血质量要求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全血及成分血质量监测 quality monitoring of whole blood and blood components 

对全血及成分血进行抽样，并对其质量特性进行检查的活动。 

 

4 监测方法 

4.1抽样方法 

4.1.1 全血每月抽取月供应量的 1%或至少 4袋，如全血每月供应量少于 4袋，由血站根据统计过程抽

样原则自行制定抽样频次。 

4.1.2 成分血每月抽取月制备量的 1%或至少 4袋，如该成分血每月制备量少于 4袋，由血站根据统计

过程抽样原则自行制定抽样频次。 

4.2 符合率的计算 

4.2.1 样本中单位全血及成分血相应质量检查项目是否达标，按GB 18469的规定进行判断。 

4.2.2样本符合率按式 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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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
N

n
P  ..................................... (1) 

式中： 

P ——符合率 

n ——样本中判定为达标的单位数 

N ——样本总单位数 

4.3检查方法 

4.3.1  标签检查 

标签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血站名称及其许可证号、献血编号或条形码、血型、血液品种、

采血日期及时间（制备日期及时间）、有效日期及时间、储存条件、容量、注意事项。 

4.3.2  其他质量特性检查 

全血及各类成分血的质量特性宜按表 1-表 19所述的方法进行检查。 

表1 全血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 100% 

血红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储存期末溶血率 见附录 D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2 去白细胞全血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红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白细胞残留量 见附录 E 符合率≥75% 

储存期末溶血率 见附录 D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3 浓缩红细胞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细胞比容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血红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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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浓缩红细胞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储存期末溶血率 见附录 D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4 去白细胞浓缩红细胞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细胞比容 见附录 H 符合率≥75% 

血红蛋白含量 见附录 H 符合率≥75% 

白细胞残留量 见附录 D 符合率≥75% 

储存期末溶血率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5 悬浮红细胞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细胞比容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血红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储存期末溶血率 见附录 D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6 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细胞比容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血红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白细胞残留量 见附录 E 符合率≥75% 

储存期末溶血率 见附录 D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7 洗涤红细胞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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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续）  洗涤红细胞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外观 目视检查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红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上清蛋白质含量 见附录 F 符合率≥75% 

溶血率 见附录 D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8 冰冻解冻去甘油红细胞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红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游离血红蛋白含量 见附录 D 符合率≥75% 

白细胞残留量 见附录 E 符合率≥75% 

甘油残留量 见附录 G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9 浓缩血小板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储存期末 pH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血小板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红细胞混入量 见附录 H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10 混合浓缩血小板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储存期末 pH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血小板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红细胞混入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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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单采血小板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储存期末 pH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血小板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白细胞混入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红细胞混入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12 去白细胞单采血小板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储存期末 pH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血小板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白细胞残留量 见附录 E 符合率≥75% 

红细胞混入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13 新鲜冰冻血浆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浆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Ⅷ因子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14 病毒灭活新鲜冰冻血浆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浆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Ⅷ因子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亚甲蓝残留量 见附录 H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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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冰冻血浆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浆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16 病毒灭活冰冻血浆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浆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亚甲蓝残留量 见附录 H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17 单采新鲜冰冻血浆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血浆蛋白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Ⅷ因子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18 冷沉淀凝血因子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纤维蛋白原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Ⅷ因子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表19 单采粒细胞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标签 目视核查 符合率 100% 

外观 目视检查,见附录 A 符合率 100% 

容量 见附录 B 符合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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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续）  单采粒细胞质量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符合性目标 

中性粒细胞含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红细胞混入量 见附录 C 符合率≥75% 

无菌试验 见附录 C 符合率 100% 

4.3.3  辐照血液 

4.3.3.1  经辐照后的血液制剂，其质量检查要求与原血液制剂的要求相同。 

4.3.3.2  每次血液辐照过程宜采用指示剂的方法来验证血液已受到适当剂量的射线辐照。 

5 检查结果分析与利用 

5.1全血及成分血的抽检结果分析时，对由于献血者个体差异引起的，且不影响血液安全性的指标，如

果检查符合率≥75%，可认为血液采集、制备和储存等过程受控。 

5.2抽检符合率结果不达标时，应增加抽检频率和数量，对涉及的全血或成分血质量进行评估，对不达

标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 

5.3趋势分析：血站应定期对血液质量监测结果进行趋势分析，出现异常趋势时，应对过程涉及的各要

素进行评估，分析原因，必要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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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血液乳糜程度检测方法 

A.1 材料 

外观为淡黄色透明的正常血浆2份以上，洁净的玻璃器皿一个，生理盐水，5mL质地均匀的一次性硬

塑料试管若干，1mL加样器一只，比浊用图片。 

A.2 检测方法 

A.2.1 将2份以上正常血浆等量混合于洁净的玻璃器皿中制成标准血浆，取至少2mL于试管中作为正常

标准管。 

A.2.2 将乳糜血离心分离出的血浆或上清液取至少2mL置于管中。 

A.2.3 取待测乳糜血样品定量加入试管内，然后取等量生理盐水稀释样品，分别取不同稀释比例的样

品管与标准管并列紧贴于比浊用图片上，置于光线亮处，操作人背向光源，使两管所受光线的亮度一致，

并将两管左右换位，反复对比，通过两管目测图片上图形清晰程度，判定样品管是否与标准管清晰度一

致，若某一稀释度待测样品管较标准管混，则取更高倍稀释样品管与标准管比较，直至两管后图片上的

图形清晰程度相同为止。 

A.2.4 将稀释倍数作为乳糜指数来评价血液乳糜程度，乳糜指数越大血液乳糜程度越重。将乳糜指数

≤2的乳糜血定为轻度乳糜， 2<乳糜指数≤5定为中度乳糜，乳糜指数＞5定为重度乳糜。 

A.3 其他 

可使用其他经验证可使用的方法进行血液乳糜程度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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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容量检测方法 

B.1 方法 

使用最小分度值为 0.1g的称量器具，称取全血或成分血质量，按式B.1计算容量： 

 


21 mm
V


  .................................... (B.1) 

式中： 

V ——全血或成分血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全血容量检测还应减去保养液容量； 

m1 ——全血或成分血质量，单位为克（g）； 

m2 ——空袋质量，单位为克（g）； 

ρ——全血或成分血比重，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B.2 全血及成分血比重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四部通则“相对密度测定法”，测定全血及成分血比重。或按以下比

重进行全血及成分血容量计算： 

a)全血比重：1.050； 

b)血浆比重：1.027； 

c)浓缩血小板和单采血小板比重：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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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其他质量检查项目检测方法 

C.1 无菌试验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三部通则“无菌检查法”。如使用细菌培养仪进行无菌试验，应参照

厂家说明书。 

C.2 储存期末pH 

在血小板储存期的最后24h取样。检测方法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三部附录“pH值测定法”。

如使用酸度计进行测定，应参照厂家使用说明。 

C.3 血红蛋白含量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血红蛋白测定”。如使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测定，应参照厂家

使用说明进行操作。血红蛋白含量的计算方法见式C.1。 

 VCHb Hb   .................................... (C.1) 

式中： 

Hb ——血红蛋白含量，单位为克（g）； 

CHb——血红蛋白浓度，单位为克每升（g/L）； 

V  ——全血或成分血体积，单位为升（L）。 

C.4 血细胞比容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红细胞比容测定”。如使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测定，应参照厂家

使用说明进行操作。 

此检测项目可用于单采粒细胞质量检查方法中“红细胞混入量”的检测。 

C.5 血小板含量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血小板计数”。如使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测定，应参照厂家使用

说明进行操作。血小板含量的计算见式C.2。 

 VPLTCPLT   .................................. (C.2) 

式中： 

PLT  ——血小板含量，单位为10
11
每升（10

11
/L）； 

PLTC ——血小板计数，单位为10
9
每升（10

9
/L）； 

V    ——血小板体积，单位为升（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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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红细胞混入量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红细胞计数”。红细胞混入量的计算方法见式C.3。 

 VRBCCRBC   .................................. (C.3) 

式中： 

RBC  ——红细胞混入量，单位为10
9
每升（10

9
/L）； 

RBCC ——红细胞计数，单位为10
12
每升（10

12
/L）； 

V    ——血小板体积，单位为升（L）。 

C.7 白细胞混入量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白细胞计数”。如使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测定（白细胞数量需在

该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线性范围内），应参照厂家使用说明。白细胞混入量的计算方法见式C.4。 

 VLCWBC   ................................... (C.4) 

式中： 

WBC ——白细胞混入量，单位为10
8
每升（10

8
/L）； 

LC  ——白细胞计数，单位为10
9
每升（10

9
/L）； 

V   ——血小板体积，单位为升（L）。 

C.8 Ⅷ因子含量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凝血因子Ⅷ（FⅧ:C）、Ⅸ（FⅨ:C）、Ⅺ（FⅪ:C）、Ⅻ（FⅫ:C）

的活性测定（一期法）”。如使用血凝仪测定，应参照厂家使用说明。 

C.9 血浆蛋白含量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血清总蛋白测定”。 

C.10 纤维蛋白原含量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测定”。如使用血凝仪测定，应参照厂家使

用说明。 

C.11 中性粒细胞含量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白细胞计数”和“白细胞分类计数”。如使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

应参照厂家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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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溶血率检测方法 

D.1 检测时间 

保存期为24h的洗涤红细胞，在储存期内取样，全血及其他成分血在储存期的最后一周取样。 

D.2 检测方法 

D.2.1 计算公式 

按式D.1计算溶血率 

 %100
C

CHct1

Hb

bFH





）（
P  ............................. (D.1) 

式中： 

P   ——溶血率； 

Hct ——血细胞比容； 

CFHb ——血浆或上清液游离血红蛋白浓度，单位为克每升（g/L）； 

CHb  ——血红蛋白浓度,单位为克每升（g/L）。 

D.2.2 血红蛋白检测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血红蛋白测定”。如使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测定，应参照厂家使

用说明。 

D.2.3 游离血红蛋白含量检测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游离血红蛋白测定”。或使用其他经验证可使用的方法。 

D.2.4 血细胞比容检测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红细胞比容测定”。如使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测定，应参照厂家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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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白细胞残留量检测方法 

E.1 材料 

大容量Nageotte血细胞计数板、显微镜、结晶紫染色液。其中结晶紫染色液配制方法是： 

a) 储存液配制：250mg结晶紫溶于 250mL的 50%醋酸溶液中。室温放置可保存 6个月。 

b) 使用液配制：1份储存液加 9份 3%的醋酸溶液，最终浓度为：结晶紫 0.01%（按质量浓度表述

换算），醋酸 7.7%（V/V，按体积分数表述换算）。然后使用 0.22μm孔径的过滤器过滤。 

E.2 计数方法 

50μL血液标本加入450μL使用液中，充分混匀。在Nageotte计数池中加入上述混合液，将计数池

置于带盖潮湿容器中，于室温放置10min～15min。在显微镜下对计数池中两个计数区（每区有20个长方

形格）的白细胞计数，40行相当于50μL。应在血液采集后48h内完成白细胞残留量的检测。 

E.3 结果计算 

按式E.1计算白细胞残留量 

 V1000
50

1021 



）（ LCLC

LR  ........................... (E.1) 

式中： 

LR   ——白细胞残留量，单位为个每袋； 

LC1  ——1区白细胞计数值； 

LC2——2区白细胞计数值； 

10   ——稀释倍数； 

50   ——计数池2个区的体积，单位为微升（μL）； 

1000 ——体积换算系数，1mL＝1000μL； 

V    ——成分血体积，单位为毫升（mL）。 

E.4 其他 

可使用其他经验证可使用的方法进行白细胞残留量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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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上清蛋白质含量检测方法 

F.1 检测方法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脑脊液总蛋白测定”。 

F.2 计算公式 

上清蛋白质含量的计算方法见式F.1  

 
0

1 ）Hct1（CV

A

A
C pr


  ............................... (F.1) 

式中： 

Cpr  ——上清蛋白质含量，单位为克（g）； 

A1  ——样品吸光度； 

A0  ——标准品吸光度； 

C   ——标准品浓度，单位为克每升（g/L）； 

V   ——洗涤红细胞容量，单位为升（L）； 

Hct ——血细胞比容。 

F.3 其他 

可使用其他经验证可使用的方法进行上清蛋白质含量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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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甘油残留量检测方法 

G.1 过碘酸钠法 

G.1.1 原理 

根据过碘酸钠能氧化有机化合物中的羟基、胺基，使甘油氧化成酸和醛，以溴甲酚紫作指示剂，并

用氢氧化钠进行滴定。从消耗氢氧化钠的毫升数，即可算出样品中所含甘油的量。 

G.1.2 试剂 

G.1.2.1 16.5%钨酸钠溶液：称取16.5克钨酸钠，用适量蒸馏水溶解，再加蒸馏水稀释至100mL。 

G.1.2.2 0.5mol/L H2SO4：吸取30mL浓硫酸缓缓注入适量蒸馏水中，冷却至室温，加蒸馏水稀释至   

1000mL。 

G.1.2.3 0.1mol/L NaOH：配制方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二部  附录 “滴定液”。 

G.1.2.4 0.1%溴甲酚紫溶液：称取0.1g溴甲酚紫，溶入20mL NaOH溶液（浓度为0.02mol/L）中，再加

入蒸馏水稀释至100mL。 

G.1.2.5 14%过碘酸钠：称取14g过碘酸钠，先加入适量蒸馏水中溶解，再加入2mL浓硫酸使其完全溶解，

最后用蒸馏水稀释至100mL。 

G.1.3 血滤液制备 

精密量取15mL血样放入三角烧瓶中，依次加入蒸馏水75mL、16.5%钨酸钠溶液6mL、0.5mol/L H2SO4

7.5mL，用力振摇。待红细胞完全破坏后，使用定量滤纸进行过滤。取过滤后的上清液按表G.1测定。 

G.1.4 甘油残留量测定 

按表G.1进行测定 

表G.1  甘油残留量测定 

试剂 空白 样品 备注 

过滤后上清液（血滤液）  15 精密量取 

蒸馏水 100.0mL 100.0mL  

0.1%溴甲酚紫溶液 2 滴 2 滴  

0.1mol/L NaOH 溶液   滴定至蓝色 

14%过碘酸钠 10.0mL 10.0mL 精密量取 

38℃±1℃恒温   15min 

0.1%溴甲酚紫溶液 2 滴 2 滴  

0.1mol/L NaOH 溶液   滴定至蓝色 

G.1.5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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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1式计算甘油含量。 

 1000
15

5.103
V

1.0

C
00921.0VV 3

NaOH
21  ）（P  .................. (G.1) 

式中： 

P       ——甘油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V1      ——试验全程样品消耗NaOH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2      ——试验全程空白消耗NaOH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0.00921 ——换算系数，0.1mol/L NaOH溶液相当于0.00921g甘油； 

CNaOH     ——滴定NaOH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0.1     ——NaOH溶液浓度校正因子； 

V3      ——血滤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103.5   ——制备血滤液的所有血样和试剂的体积总量，单位为毫升（mL）； 

15      ——精密量取的血样体积，单位为毫升（mL）； 

1000    ——体积换算系数。 

G.2 渗透压测定法 

正常血清渗克分子浓度为 289mmol（289mOsm），甘油含量为 1%（10g/L）质量浓度时，其渗克分

子浓度为 420mmol（420mOsm），因此渗透压测定法可作为一种检测去甘油红细胞甘油残存量的参考方

法，操作方法应参照渗透压仪器生产厂家使用说明书。 

G.3 折射仪测定法 

使用折射仪是测定渗克分子浓度的一种筛选方法。折射仪读数到28（如折射仪型号为10401，折射

指数或比重<1.3384T.S.）与甘油水平不高于1%（10g/L）相关。折射仪测定法可作为一种检测甘油含量

的参考方法。方法参见生产厂家使用说明书。 

G.4 GPO-PAP法 

G.4.1 试剂 

20%三氯醋酸溶液：称取20克三氯醋酸，用适量蒸馏水溶解，再加蒸馏水稀释至100mL。 

G.4.2 样品处理 

吸取血液1mL于试管中，加20%三氯醋酸溶液1mL，沉淀10分钟（破坏红细胞并使血红蛋白沉淀）。

于3500r/min离心5min，取上清液。按GPO-PAP法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G.4.3 计算 

按G.2式计算甘油含量 

 100009.922C
A

A

0

1 P  .............................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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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甘油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A1    ——样品吸光度； 

A0    ——标准品吸光度； 

C     ——标准品浓度，单位为毫摩尔每升（mmol/L）； 

2     ——样品稀释倍数； 

92.09 ——甘油分子量； 

1000  ——体积换算系数。 

G.5 其他 

可使用其他经验证可使用的方法进行甘油残留量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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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亚甲蓝残留量检测方法 

H.1 试验仪器、试剂 

H.1.1 试验仪器 

固相提取柱
1)
、配套固相提取装置、分光光度计、离心机。 

H.1.2 试剂 

亚甲蓝标准品、甲醇、乙酸。 

H.2 操作步骤 

H.2.1 标准品配制与制备 

H.2.1.1 亚甲蓝标准浓缩储备液配制 

精密称取亚甲蓝对照品粉末38.0mg，用蒸馏水溶解并稀释至100mL，配制成1.0mmol/L的亚甲蓝标准

浓缩储备液，避光保存。 

H.2.1.2 标准品制备 

精密量取1.0mmol/L亚甲蓝标准浓缩储备液50μL，置50mL容量瓶中，用血浆稀释至刻度，配成亚甲

蓝浓度为1.0μmol/L的亚甲蓝标准品。取3mL Waters Oasis小柱，置于固相提取装置上，取6mL甲醇活

化，加入6mL标准品，提取亚甲蓝；用30%甲醇6mL清洗，随后用含1％乙酸的甲醇溶液6mL洗脱，于3500rpm

离心洗脱液10min，取上清液作为标准品溶液。 

H.2.2 样品制备 

取 3mL Waters Oasis 小柱，置于固相提取装置上，取 6mL 甲醇活化，加入 6mL 供试血浆，提取亚

甲蓝；用 30%甲醇 6mL 清洗，随后用含 1％乙酸的甲醇溶液 2mL 洗脱（样品浓缩 3 倍），于 3500rpm

离心洗脱液 10min，取上清液作为样品溶液。 

H.2.3 测定 

用含1%乙酸的甲醇溶液做试剂空白，在654nm±2nm处测定吸光度。亚甲蓝残留量的计算参见式H.1。 

 
1.0320

DWR1WP

A

3A

0

1









）（
X  ............................ (H.1) 

式中： 

X   ——血浆中亚甲蓝残留量，单位为微摩尔/升（µmol/L）; 

                                                        
1) 本标准起草者使用 Waters Oasis 小柱。本标准中提及的具体的公司或制造商的产品，不代表本标准起草者认

为其优于其他同类未提及的产品而对其进行支持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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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样品吸光度； 

3   ——样品浓缩倍数； 

A0  ——标准品吸光度； 

W   ——亚甲蓝标准品质量，单位为毫克（mg）； 

P   ——亚甲蓝标准品纯度，单位为%； 

DWR ——亚甲蓝标准品干燥失重，单位为%； 

320 ——亚甲蓝分子量； 

0.1 ——体积换算系数。 

H.3 其他 

可使用其他经验证可使用的方法进行亚甲蓝残留量的检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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