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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是GB/T XXXX—XX《酶制剂质量要求》的第1部分。GB/T XXXX-XXXX拟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蛋白酶制剂 

——第2部分：脂肪酶制剂 

…… 

本文件代替GB/T 23527-2009《蛋白酶制剂》，与GB/T 23527-2009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标准名称； 

——更改了范围，涵盖了植物组织来源的产品（见第1章，20009年版的第1章）；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09年版的第2章）； 

——更改了“蛋白酶活力”的定义（见3.2，2009年版的3.2），增加了“蛋白酶活力单位”、“蛋

白酶制剂”和“蛋白酶制剂比活力”的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9年版的第3章）； 

——更改了理化要求中的“酶活力”要求为符合声称（见5.2，2009年版的5.2）； 

——更改了“卫生要求”为“其他要求”（见5.3，2009年版的5.3）； 

——更改了“批次”（见7.1，2009年版的7.1）、“出厂检验”（见7.3，2009年版的7.3.1）和“判

定规则”（见7.5，2009年版的7.4）； 

——更改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删除了“保质期”（见第8章，2009年版

的第8章）； 

——删除了“国内常用蛋白酶制剂类别、代号与生产菌”（见2009版的资料性附录A），增加了“福

林法”中的其他缓冲溶液（见规范性附录A.3.7.4），增加了“紫外分光光度法”中的其他底物（见规范

性附录B.3，2009年版的资料性附录C.3），更改了“全自动生化分析法”的试剂（见资料性附录C.4，

2009年版的资料性附录D.4），增加了“微量比色法”（见资料性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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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4）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发酵分技术委员会（SAC/TC64/SC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XXXXXX。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XXXX。 

本文件及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9年首次发布版本为GB/T 23527—2009；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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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制剂质量要求：第 1 部分 蛋白酶制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蛋白酶制剂的产品分类、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微生物发酵和植物组织提取后，提纯制得的蛋白酶制剂的生产、检验和销售。本文件

不适用于动物组织提取的蛋白酶制剂，但本文件的技术要求可以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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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6003.1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 1 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蛋白酶 protease 

能切断蛋白质分子内部的肽键，使其变成小分子多肽或氨基酸的酶。 

3.2  

蛋白酶活力 protease activity 

蛋白酶催化蛋白质水解为小分子多肽和氨基酸的能力。以蛋白酶活力单位表示。 

注：在蛋白酶制剂产品中一般也指蛋白酶制剂比活力。 

3.3  

蛋白酶活力单位 protease activity unit（U） 

蛋白酶在一定温度和pH值条件下，每1 min水解酪蛋白产生1 µg酪氨酸所需蛋白酶量，即为1个酶活

力单位，以“U”表示。 

注：也可根据所采用的酶活力测定方法，另行约定相应的酶活力单位。 

3.4  

蛋白酶制剂 protease preparations 

为了便于贮存、销售、标准化、稀释或溶解，以蛋白酶为主要催化活性组分，加入各种辅料生产的

制剂化产品。 

3.5  

蛋白酶制剂比活力 protease (preparations) specific activity  

单位质量（或体积）蛋白酶制剂具有蛋白酶活力，表示为1 g固体蛋白酶制剂（或1 mL液体蛋白酶

制剂）含有的酶活力单位，以U/g（或U/mL）表示。 

4 产品分类 

4.1 按产品的应用领域 

食品工业用蛋白酶制剂和其它工业用蛋白酶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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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按产品形态 

固体剂型蛋白酶制剂和液体剂型蛋白酶制剂。 

4.3 按产品的作用 pH 值范围 

酸性蛋白酶制剂、中性蛋白酶制剂和碱性蛋白酶制剂。 

5 要求 

5.1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    目 固体剂型 液体剂型 

色    泽 白色至黄褐色 浅黄色至棕褐色 

状   态  粉末或颗粒，无结块、无潮解现

象。 

液体，允许有少量凝聚物。 

气    味 无异味，或有特殊发酵气味。 

5.2 理化要求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1 理化要求 

项目 固体剂型 液体剂型 

蛋白酶制剂比活力（酶活力） a/（U/g或U/mL）≥                 符合声称 符合声称 

干燥失重b/%                               ≤ 8.0 — 

细度[0.40 mm(39目)标准筛通过率]b/%         ≥ 80 — 

a可按供需双方合同规定的酶活力规格执行，提供相应的测定方法条件。 

b不适用于颗粒产品。 

5.3 其他要求 

用作食品添加剂和饲料添加剂的蛋白酶制剂，除本标准的要求外，还需参照其他的法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 

称取样品10 g（或10 mL），观察、嗅闻作出判断，做好记录。 

6.2 蛋白酶制剂比活力（酶活力） 

酶活力测定可选择附录A、附录B、附录C或附录D规定的方法及反应条件之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应注明测定方法及反应条件。 

6.3 干燥失重 

6.3.1 仪器 

6.3.1.1 电热干燥箱。 

6.3.1.2 分析天平：精度为 0.0001 g。 

6.3.1.3 称量瓶：50 mm×30 mm。  

6.3.2 分析步骤 

用烘干至恒重的称量瓶称取酶样约 2 g，精确至±0.0002 g，置于 103℃士 2℃电热干燥箱中将盖取

下，侧放在称量瓶旁，烘干 2 h，取出，加盖，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 

6.3.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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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失重按式（1）计算： 

100
1

21
1 

−

−
=

mm

mm
X   …………………（1） 

式中： 

X1 —— 样品的干燥失重，%； 

m1 —— 干燥前称量瓶加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 —— 干燥后称量瓶加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m —— 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所得结果表示至一位小数。 

6.4 细度 

6.4.1 仪器 

6.4.1.1 分析天平：精度为 0.0001 g。 

6.4.1.2 标准筛：φ200×50—400/250，符合 GB/T 6003.1 的规定 

6.4.2 分析步骤 

称取固体酶样l00 g，精确至0.2 g。将标准筛装上筛底盘，然后把称好的样品全部转入标准筛上，加

盖，振荡筛分5 min（并不时敲打筛梆)。静置2 min，取下上盖，小心将筛上物全部转入到已知质量的烧

杯中，用天平称量。 

6.4.3 计算 

细度按式（2）计算： 

100
100

100 3
2 

−
=

m
X  …………………（2） 

式中： 

X2—— 样品的细度，%； 

m3—— 筛上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7 检验规则 

7.1 批次 

同原料、同配方、同工艺、同生产线连续生产的，质量均一的产品为一批。 

7.2 取样规则和样本量 

7.2.1 取样应均匀分布在整个灌装过程中，或均匀分布于灌装后的成品中。  

7.2.2 取样时应采用适宜的方法保证取样具有代表性，保证取样部位和取样瓶的清洁。 

7.2.3 抽样的样本量可按照表3执行，或由生产企业和（或）相关方确定。批取样量应不小于300 g（或

300 mL），不足按照比例适当加取。 

表2 抽样的样本量 

批量/桶（或箱） 样本量/桶（或袋） 

＜50 2 

51～500 3 

＞500 4 

注：批量是指批中所包含的单位商品数，单位为桶或箱。样本量是指样本中所包含的样本单位数，单位为瓶或袋。 

7.3 出厂检验 

7.3.1 产品出厂前，应由生产厂的质检部门负责按本标准规定逐批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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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检验项目：感官要求、酶活力、干燥失重（固体）、细度（固体）及其他法规要求的指标。 

7.4 型式检验 

检验项目：本标准中全部要求项目。一般情况下，同一类产品的型式检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有

下列情况之一者，亦应进行： 

a）原辅材料有较大变化时； 

b）更改关键工艺或设备； 

c）新试制的产品或正常生产的产品停产 3 个月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按有关规定需要抽检时。 

7.5 判定规则 

7.5.1 抽取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全部符合要求，判该批产品符合本文件要求。 

7.5.2 检验项目如有小于等于 2 项指标不符合要求，应重新自同批产品中抽取两倍量样品进行复验，

以复检结果为准，若仍有不符合要求项，判该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检验结果如有 3 项及以上不

符合要求，判该产品不符合本文件。 

7.5.3 当供需双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委托有关单位进行仲裁检验，以仲裁

检验结果为准。 

8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8.1 标志 

8.1.1 销售包装使用标签时，还应标注产品类型和蛋白酶制剂比活力（蛋白酶活力）。 

8.1.2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要求。 

8.2 包装 

    包装容器应整洁、卫生、无破损。 

8.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和含有异味的物品混装、混运，应避免受潮、

受压、暴晒。装卸时，应轻拿轻放，不得直接钩扎包装。 

8.4 贮存 

应储存在通风、干燥、清洁的仓库内，严防日晒雨淋，严禁火种。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和

含有异味的物品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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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蛋白酶活力的测定 福林法 

A.1 原理 

蛋白酶在一定的温度与pH条件下，水解酪蛋白底物，产生含有酚基的氨基酸(如:酪氨酸、色氨酸

等)，在碱性条件下，将福林试剂(Folin)还原，生成钼蓝与钨蓝，用分光光度计于波长680 nm下测定溶

液的吸光度。酶活力与吸光度成比例，由此可以计算产品的酶活力。 

A.2 仪器和设备 

A.2.1 分析天平：精度为0.0001 g。 

A.2.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A.2.3 恒温水浴：精度±0.2℃。 

A.2.4 pH计：精度为0.01pH单位。 

A.3 试剂和溶液 

本方法中所用的水，在未注明其他要求时，应符合 GB/T 6682 中水的规格，所用试剂，在未注明其

他规格时，均指分析纯（AR）。分析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

注明其它要求时，均按 GB/T 601、GB/T 602、GB/T 603 的规定制备。 

A.3.1 福林（Folin）试剂 

于2 000 mL磨口回流装置中加入钨酸钠(Na2WO4·2 H20)100.0 g、钼酸钠(Na2MoO4·2H2O)25.0 

g、水700 mL、85%磷酸50 mL、浓盐酸l00 mL。小火沸腾回流10 h，取下回流冷却器，在通风橱中加

入硫酸锂(Li2S04)50 g、水50 mL和数滴浓溴水(99%)，再微沸15 min，以除去多余的溴(冷后仍有绿色需

再加溴水，再煮沸除去过量的溴)，冷却，加水定容至1 000 mL。混匀，过滤。制得的试剂应呈金黄

色，贮存于棕色瓶内。 

A.3.2 福林使用溶液 

一份福林试剂与二份水混合，摇匀。也可使用市售福林溶液配制。 

A.3.3 碳酸钠溶液（42.4 g/L） 

称取无水碳酸钠(Na2CO3)42.4 g，用水溶解并定容至1 L。 

A.3.4 三氯乙酸（65.4 g/L） 

称取三氯乙酸65.4 g，用水溶解并定容至1 L。 

A.3.5 氢氧化钠溶液（20 g/L） 

称取氢氧化钠片剂20.0 g，加水900 mL并搅拌溶解。待溶液到室温后续水定容至1 L，搅拌均匀。 

A.3.6 盐酸溶液：c(HCl)=1 mol/L及0.1 mol/L 

A.3.7 缓冲溶液 

以下各种缓冲溶液配制时需用pH计测定并调整pH值。 

A.3.7.1 磷酸缓冲液（pH7.5） 

分别称取磷酸氢二钠(Na2HP04·12H2O)6.02 g和磷酸二氢钠(NaH2PO4·2H20)0.5 g，加水溶解并定

容至1 OOO mL。 

A.3.7.2 乳酸钠缓冲液（pH3.0） 

取乳酸(80%～90%) 4.71 g和乳酸钠（70%）0.89 g，加水至900 mL，搅拌至均匀。用乳酸或乳酸钠

调整pH到3.0±0.05，定容至1 000mL。 

A.3.7.3 硼酸缓冲溶液（pH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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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硼酸钠9.54 g，氢氧化钠1.60 g，加水900 mL，搅拌至均匀。用1 mol/L盐酸溶液或0.5 mol/L氢氧

化钠溶液（B.3.5）调整pH=10.5±0.05，定容至1000 mL。 

A.3.7.4 其他缓冲溶液 

生产者和使用者还可以探讨使用以下缓冲溶液或其他适用的缓冲体系。 

缓冲体系 参考配制方法 

乙酸钠缓冲液 

（pH=4.7） 

称取4.10 g无水乙酸钠于900 mL水中，充分溶解后，加入3.00g 冰醋酸。再用

1 mol/L醋酸溶液或0.5 mol/L氢氧化钠溶液（B.3.5）调整pH=4.7±0.05，定容至

1000 mL。 

磷酸盐缓冲液 

（pH=6.0） 

称取十二水合磷酸氢二钠(Na2HP04·12H20) 17.9g于800mL水中，充分溶解后，

0.1mol/L盐酸溶液调节pH至6.0±0.05，在加水定容至1000 mL。 

Tirs 缓冲液 

（pH=8.5） 

称取6.06g 2-氨基-2-(羟甲基)-1,3-丙二醇（Tris碱）于800mL水中，充分溶解后，

1mol/L盐酸溶液调节pH至8.5溶0.05，再加水定容至1000 mL。 

 

A.3.8 底物溶液（10.0 g/L） 

称取蛋白酶制剂专用酪蛋白底物1.000 g，精确到0.001 g，加入相应的缓冲溶液约80 mL，在沸水

浴中加热煮沸30 min，期间不断搅拌至酪蛋白全部溶解。冷却到室温后转入100 mL容量瓶中，并用相

应pH缓冲溶液定容。定容前检查并调整pH至相应缓冲液的规定值。此溶液在冰箱内贮存，有效期为三

天。使用前重新确认并调整pH值至规定值。 

不同来源或批号的酪蛋白对试验结果有影响。如使用不同的酪蛋白作为底物，使用前应该与以上

标准酪蛋白进行结果比对。 

A.3.9 L-酪氨酸标准储备溶液（l00 µg/mL） 

精确称取预先于105℃干燥至恒重的L-酪氨酸（0.1000±0.0002）g，用l mol/L盐酸溶液（B.3.6）

60 mL溶解后定容至l00 mL，即为l mg/mL酪氨酸溶液。 

吸取l mg/mL酪氨酸溶液10.00 mL，用0.1 mol/L盐酸溶液（B.3.6）定容至100 mL，即得到l00 

µg/mL的L-酪氨酸标准储备溶液。 

A.4 分析步骤 

A.4.1 标准曲线的绘制 

a) L-酪氨酸标准溶液：按表 A.1 配制。 

表 A.1 L-酪氨酸标准溶液 

管号 酪氨酸标准溶液的浓度 

µg/mL 

酪氨酸标准储备溶液（B.3.9）的体积 

mL 

加水的体积 

mL 

0 0 0 10 

1 10 1 9 

2 20 2 8 

3 30 3 7 

4 40 4 6 

5 50 5 5 

b) 分别取上述溶液各 1.00 mL（须做平行试验），各加碳酸钠溶液（B.3.3）5.00 mL、福林试剂使用

溶液（B.3.2）1.00 mL，振荡均匀，置于 40℃±0.2℃水浴中显色 20 min，取出，用分光光度计于波长

680 nm，10 mm 比色皿，以不含酪氨酸的 0 管为空白，分别测定其吸光度。以吸光度 A 为纵坐标，酪

氨酸的浓度 c 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c) 利用回归方程，计算出当吸光度为 1 时的酪氨酸的量(µg)，即为吸光常数 K 值。其 K 值应在 95～

100 范围内。如不符合，需重新配制试剂，进行试验。 

注：L-酪氨酸稀释液应在稀释后立即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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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样品的测定 

A.4.2.1待测酶液的制备 

称取蛋白酶样品1.0g，精确至0.0001 g。加入80mL相应缓冲溶液，搅拌溶解不少于30min，随后转

移至100mL容量瓶中，用相应缓冲液定容并混匀。移取适量酶液加入相应缓冲液稀释到一定浓度，推

荐浓度范围为酶活力10 U/mL～15 U/mL。 

A.4.2.2测定 

a 先将酪蛋白溶液放入 40℃±0.2℃恒温水浴中，预热 5 min； 

b 按下列程序操作: 

 

试管 A(空白) 试管 B(蛋白酶样品，需作三个平行试样) 

加酶液1.00 mL, 40℃±0.2℃，2 min 

加三氯乙酸2.00mL(摇匀) 加酪蛋白溶液1.00 mL(摇匀) 

40℃±0.2℃,10 min 

加酪蛋白溶液1.00 mL(摇匀) 加三氯乙酸2.00 mL(摇匀) 

取出静止10 min，过滤（慢速定性滤纸） 

取l.00 mL滤液，加入碳酸钠溶液5.0 mL，福林使用溶液1.0 mL，40℃±0.2℃，显色20 min 

以试管A为空白，680 nm波长处，用l0 mm比色皿测定试管B的吸光度。 

         

A.4.3 计算 

从标准曲线上读出样品最终稀释液的酶活力，单位为U/mL。样品的酶活力按式（A1）计算： 

10

14

4

111
3




=

m

nVA
X …………………（A1） 

    式中： 

    X3 —— 样品的酶活力，单位为U/g； 

A1 —— 由标准曲线得出的样品最终稀释液的活力，单位为U/mL； 

V1 —— 溶解样品所使用的容量瓶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n1 —— 样品的稀释倍数； 

m4 —— 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4 —— 反应试剂的总体积，单位为毫升（mL）； 

1/10 —— 反应时间10 min，以1 min计。 

    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A.5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平均值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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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蛋白酶活力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B.1 原理 

蛋白酶在一定的温度与pH条件下，水解酪蛋白或血红蛋白底物生成酪氨酸，然后加入三氯乙酸终

止酶反应，并沉淀未水解的底物，滤液中的酪氨酸使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在275 nm下进行测定。根据吸

光度与酶活力的比例关系计算其酶活力。 

不同的蛋白酶制剂其紫外法结果与福林法结果的换算系数不同。如需要，相关方可根据试验结果

统计，确定两个方法的换算系数。 

B.2 仪器和设备 

同 B.2。 

B.3 试剂和溶液 

同 B.3。 

根据蛋白酶不同性质，除B.3中使用的酪蛋白底物，也可选用下表中规定的血红蛋白底物或其他适

宜底物。 

底物 参考配制方法 

血红蛋白 

称取血红蛋白4.0 g，精确至0.001g，加入100mL水后搅拌10min。用0.1mol/L

盐酸溶液调节pH至1.70。搅拌10min至全部溶解后，0.5mol/L乙酸钠溶液

调节pH至4.70，转入200mL容量瓶，水定容并混匀。 

 

B.4 分析步骤 

B.4.1 求K值 

按福林法的表B.1配制不同浓度的L-酪氨酸标准溶液，然后，直接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吸光度

(A)，并计算K值。K值应在130～135范围内，如不符合，需重新配制试剂，进行试验。 

B.4.2 待测酶液的制备 

同B.4.2.1。样品稀释液最终的浓度应该在10 U/mL～20 U/mL范围之内。 

B.4.3 测定 

操作同B.4.2.2中的取液、反应、静止沉淀，直至过滤。滤液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275 nm波长

下，测定其吸光度。 

注：如结果不平行，可以考虑将加入三氯乙酸的试样溶液返回到水浴中保温30 min，然后再测定吸光度。 

B.5 计算 

从标准曲线上读出样品最终稀释液的酶活力，单位为U/mL。样品的酶活力按式（C1）计算： 

102

18

5

222
4




=

m

nVA
X …………………（C1） 

式中： 

X4 —— 样品的酶活力，单位为U/g； 

A2 —— 由标准曲线得出的样品最终稀释液的活力，单位为U/mL； 

V2 —— 溶解样品所使用的容量瓶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n2 —— 稀释倍数； 

m5 —— 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8 —— 反应试剂的总体积，单位为毫升（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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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吸取酶液2.00 mL； 

1/10 —— 反应时间10 min，以1 min计。 

结果保留至整数位。 

B.6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平均值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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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碱性蛋白酶活力的测定 全自动生化分析法 

 

C.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碱性蛋白酶活力的测定方法。 

在本试验条件下样品中所有能够分解底物的蛋白酶在本试验中均会被测定，导致结果偏大。反应体

系中的外源伯胺会导致结果偏大。 

C.2 原理 

蛋白水解酶可以水解N-琥珀酰-丙酰氨-丙酰氨-脯酰氨-苯丙氨酸对硝基苯胺底物。此过程中释放出

的黄色的对硝基苯胺在405nm处产生吸收，通过测定单位时间内吸光度的变化计算酶活力。 

C.3 仪器和设备 

C.3.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要求带有进样/搅拌系统、温度控制系统（精度±0.3°.）和检测系统。检测

系统要求在405 nm下连续检测吸光度的变化。 

C.3.2 分析天平：精度为0.0001 g。 

C.3.3 pH计：精度为0.01pH单位。 

C.4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分析纯试剂和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或相当纯度的水。 

C.4.1 柠檬酸钠缓冲液（50 mmol/L，pH6.0） 

准确称取10.50 g一水合柠檬酸和0.74 g二水合氯化钙于1L容量瓶中，加入450 mL水溶解后，加入

5.33g氢氧化钠，继续加水至980mL左右。全部溶解后，加入0.76 g 30%聚氧乙烯月桂醚（Brij L23）。最

后使用4 mol/L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至6.0±0.05后，水定容至刻线。 

C.4.2 CHES缓冲液（100mmol/L，pH9.0） 

准确称取2.07 g CHES（N-环己基-2-氨基乙磺酸）于100mL容量瓶中，加入70mL水溶解。再加入73.5 

mg二水合氯化钙和76.2mg 30% Brij L23（聚氧乙烯月桂醚）。最后使用4 mol/L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至

9.0±0.05后，水定容至刻线。 

C.4.3 底物储备液（50 g/L） 

精称50mg N-琥珀酰-丙酰氨-丙酰氨-脯酰氨-苯丙氨酸对硝基苯胺底物（精确至0.1mg）于10mL烧杯中，

加入大约1 mL的DSMO，搅拌至全部溶解。转移至离心管中避光保存。 

C.4.4 底物使用液（0.3 g/L） 

移取 120uL 底物储备液（C.4.3）于 20mL 容量瓶中，CHES 缓冲液（C.4.2）定容至刻线并混匀。 

C.5 分析步骤 

C.5.1 标准曲线的制备 

标准储备液：称取一定量的已知活力蛋白酶标准品（精确至0.1mg）于500 mL的容量瓶中，柠檬酸

钠缓冲液（C.4.1）溶解并定容得到标准储备液。标准品称取的量要使标准储备液中蛋白酶的活力为0.0

047 U/mL。 

标准曲线的范围宜在0.12 mU/mL～0.47 mU/mL。在此范围之内方法的使用者可以选择6个不同的浓

度配制标准曲线工作溶液。根据产品特性的不同，方法的使用者可以选择其他的标准曲线范围，但应满

足以下的标准曲线线性相关系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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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储备液和标准曲线使用前配制。 

C.5.2 标准对照品的制备 

如可能称取另一个批次已知活力的蛋白酶作为标准对照。 

标准对照品在溶解时使用柠檬酸钠缓冲液（C.4.1）。稀释液中的酶活力约为0.29 mU/mL。 

标准对照溶液使用前配制。 

C.5.3 样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一定量的蛋白酶样品，用柠檬酸钠缓冲液（C.4.1）溶解及稀释。稀释的倍数要使得最终稀释液

的酶活力在0.29 mU/mL左右。 

样品的最小稀释倍数为25。 

C.5.4 自动分析步骤和参数 

C.5.4.1 自动分析步骤 

——将160 μL的底物加入到比色杯中； 

——底物保温480 s，温度达到37℃； 

——分别加入20 μL的空白、标准、标准对照品和样品到比色杯中； 

——反应63 s后开始第一次测量，然后每隔18 s测量一次。每个样品共测量9个吸光度。 

C.5.4.2 参数 

C.5.4.2.1 加入底物 

温度：37℃； 

保温时间：480 s； 

底物加量：160 μL； 

C.5.4.2.2 酶反应周期 

温度：37℃； 

时间：63 s； 

样品：20 μL； 

C.5.4.2.3 测定周期 

测定模式：动力学法； 

波长：405 nm； 

曲线类型：非线性； 

时间：150 s； 

读数：9 次； 

间隔：18 s。 

C.6 计算 

C.6.1 标准曲线的计算 

标准曲线应为平滑下凹的曲线。其中Y 轴单位为OD/min，X 轴单位为标准点的酶活力mU/mL。 

C.6.2 样品酶活力的计算 

从标准曲线上读出样品最终稀释液的酶活力，单位为U/mL。样品的酶活力按照式(D1)计算： 

𝑋5 =
𝐴3×𝑉3×𝑛3

𝑚6×1000
…………………（D1） 

式中： 

X5 —— 样品的酶活力，单位为U/g； 

A3 —— 由标准曲线得出的样品最终稀释液的活力，单位为mU/mL； 

V3 —— 溶解样品用的容量瓶体积，单位为毫升（mL）； 

n3 —— 稀释倍数； 

m6 —— 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1000——U/mL和mU/mL的转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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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3 结果的确认 

当标准对照的试验值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且标准曲线为平滑下凹的曲线时，样品的试验结果有效，

可计算平均值。 

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R2应大于0.9945。 

C.6.4 结果的表示 

样品的测定结果用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3位有效数字。 

C.7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平均值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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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蛋白酶活力的测定 微量比色法 

D.1 原理 

蛋白酶在一定的温度与pH条件下，水解底物（N-琥珀酰-丙酰氨-丙酰氨-脯酰氨-苯丙氨酸对硝基

苯胺），产生黄色的对硝基苯胺，用分光光度计于波长414nm下测定溶液的吸光度。酶活力与吸光度

成比例，由此可以计算产品的酶活力。 

D.2 仪器和设备 

D.2.1 分析天平：精度为0.0001 g。 

D.2.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配有200uL微量比色杯。 

D.2.3 恒温水浴：精度±0.2℃。 

D.2.4 pH计：精度为0.01pH单位。 

D.3 试剂和溶液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分析纯试剂和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或相当纯度的水。 

D.3.1 氢氧化钠溶液（10 mol/L） 

称取氢氧化钠40.0 g，加水90 mL并搅拌溶解。待溶液到室温后续水定容至100 mL，搅拌均匀。 

D.3.2 盐酸溶液：c(HCl)=1 mol/L及0.1 mol/L 

D.3.3 HEPES缓冲溶液（0.1mol/L，pH=7.5） 

生产者和使用者还可以探讨使用其他适用的缓冲体系。 

准确称取5.98g 4-羟乙基哌嗪乙硫磺酸于200mL水中，搅拌溶解后，10 mol/L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溶

液pH至7.5±0.05，再用水定容至250 mL。 

D.3.4 底物储备液（2.0 mmol/L） 

称取10.0 mg N-琥珀酰-丙酰氨-丙酰氨-脯酰氨-苯丙氨酸对硝基苯胺（CAS 70967-97-4）于离心管

中，加入HEPES缓冲溶液8 mL，密封并避光处理后，在60℃水浴中加热30 min~90min。待底物全部溶

解后，转移至冰水浴5min。此时底物溶液应为半透明均匀液体，如出现溶液变黄，则表明底物已分

解，需重新配制。此溶液使用时应保存在冰水浴中。-20℃可保存30天，不可反复冻融。 

D.3.5 蛋白酶标准储备溶液（40 u/mL） 

称取适量已知酶活力的蛋白酶标准品，精确至0.0001g，用HEPES缓冲溶液（D.3.3）溶解后定容至

10 mL，使得蛋白酶标准溶液的浓度为40 u/mL。 

D.4 分析步骤 

D.4.1 底物溶液的稀释 

向底物储备液（D.3.4）中分次加入一定量HEPES缓冲溶液（D.3.3），再吸取20uL稀释后的底物溶

液加入980uLHEPES缓冲液，混匀后在313nm波长下测定吸光值在0.38-0.40之间。 

D.4.2 标准曲线的绘制 

a) 蛋白酶系列标准溶液：按表 F.1 配制。 

表 F.1 蛋白酶系列标准溶液 

管号 蛋白酶标准溶液的浓度u/mL 蛋白酶标准储备溶液（D.3.5）的体积µL 加缓冲液（D.3.3）的体积µL 

0 0 0 1000 

1 1.4 35 965 

2 1.8 45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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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号 蛋白酶标准溶液的浓度u/mL 蛋白酶标准储备溶液（D.3.5）的体积µL 加缓冲液（D.3.3）的体积µL 

3 2.4 60 940 

4 3.6 90 910 

5 4.4 110 890 

6 5.8 145 855 

b) 预热：先将蛋白酶系列标准溶液放入 70℃±0.2℃恒温水浴中，预热 90 min，使溶液中的其他

蛋白酶失活； 

c) 按下列程序操作: 

试管A（空白） 试管B（样品溶液，需作三个平行试样） 

45uL 蛋白酶系列标准溶液 45uL 蛋白酶系列标准溶液 

120uL 底物溶液 120uL 底物溶液 

/ 70℃±0.2℃，准确反应20 min； 

迅速转移至冰水浴中，保持2min； 

分别吸取100uL至l0 mm微量比色皿中，以试管A为空白，414nm处测定试管B的吸光度； 

以吸光度纵坐标，酶活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D.4.3 样品的测定 

D.4.3.1待测酶液的制备 

称取蛋白酶样品1.0g，精确至0.0001 g。加入80mL相应缓冲溶液，搅拌溶解不少于30min，随后转

移至100mL容量瓶中，用相应缓冲液定容并混匀。移取适量酶液加入相应缓冲液稀释到一定浓度，推

荐浓度范围为酶活力1.5U/mL～5 U/mL。 

D.4.3.2测定 

a) 对于耐高温蛋白酶样品，测定步骤前先将样品溶液放入 70℃±0.2℃恒温水浴中，预热 90 min，

使溶液中的其他蛋白酶失活； 

b) 按下列程序操作: 

试管A（空白） 试管B（样品溶液，需作三个平行试样） 

45uL 样品溶液 45uL 样品溶液 

120uL 底物溶液 120uL 底物溶液 

/ 70℃±0.2℃，准确反应20 min； 

迅速转移至冰水浴中，保持2min； 

分别吸取100uL至l0 mm微量比色皿中，以试管A为空白，414nm处测定试管B的吸光度。 

D.4.4 计算 

从标准曲线上读出样品最终稀释液的酶活力，单位为u/mL。样品的酶活力按式（B1）计算： 

𝑋5 =
𝐴3×𝑉3×𝑛3

𝑚6
……………………………………（B1） 

    式中： 

    X5 —— 样品的酶活力，单位为U/g； 

A3 —— 由标准曲线得出的样品最终稀释液的活力，单位为U/mL； 

V3 —— 溶解样品所使用的容量瓶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N3 —— 样品的稀释倍数； 

m6 —— 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D.5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平均值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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