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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一蛋白质显色反应和氨基酸纸层析
（一） 蛋白质的显色反应
一、 目的要求：
1、 理解蛋白质具有双缩脲反应。
2、 理解蛋白质和α--氨基酸均能与茚三酮作用产生有色化合物。
3、 了解氨基酸、蛋白质的某些侧链功能基团能发生黄色反应、米伦氏反应
等显色反应。
二、 教学方法和教学学时：
1、教学方法：学生操作实验，教师指导。
2、教学学时：2 学时。
三、 实验内容：
蛋白质是由很多氨基酸通过特殊的结构而形成的，氨基酸以及这些特殊的结
构与化学试剂作用而产生颜色，称呈色反应。蛋白质的呈色反应非常灵敏，
常用作检验蛋白质和某些氨基酸的反应，也是定量测定的依据。
<一>、双缩脲反应：验证蛋白质具有双缩脲反应，能观察到蓝紫色的出现。
l．取小量固体尿素，故在干燥小试管中，在弱火上加热，此时尿素溶融并
放出氮，直到溶融物呈白色而坚硬的停止加热。
2．冷却后，加入 10％NaOH 溶液 1ml，摇匀溶解，再加入 1％CuSO4 溶液 5 滴，
摇匀，观察颜色。
3．取另一小试管，加入 10％NaOH 溶液 1ml 及 1％CuSO4 溶液 5 滴，后逐滴加
入 1％卵清蛋白溶液，观察溶液颜色的变化。
<二>、茚三酮反应：验证蛋白质能与茚三酮作用产生蓝紫色化合物。
l．取干净滤纸一小片，滴上 1％酪氨酸溶液 1 滴，酒精灯上小火烘干。
2．冷却后加 l～2 滴 0.1％茚三酮酒精溶液，待酒精蒸发后烘干(注意勿着
火)，观察出现颜色。
<三>、黄色蛋白反应: 验证蛋白质的某些侧链功能基团能发生黄色反应（与
浓 HNO3 反应）。
l、取 1％卵清蛋白 lml 于溶液中，加浓硝酸（3－5）滴，此时出现蛋白质沉
淀（为什么？），小心加热，观察沉淀颜色的变化。
2、用自来水冷却试管，逐渐滴人 40％NaOH 溶液使之成为碱性，观察沉淀颜
色的变化。
四、 作业：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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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氨基酸的纸层析法分离
一、目的要求：
1、 掌握分配层析分离技术的原理。
2、 掌握用纸上分配层析法分析氨基酸的方法。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学时：
1、教学方法：学生操作实验，教师指导。
2、教学学时：2 学时。
三、实验内容：
以滤纸及其结合水作为固定相，以有机溶剂（正丁醇：醋酸：乙醇：
水=4：1：1：2）作为流动相，分离混合氨基酸样品，并鉴定其成分。
四、结果与分析：
用铅笔轻轻描出显色斑点的形状，并用一直尺度量每一显色斑点中心与原
点之间的距离和原点到溶剂前沿的距离，计算各色斑的 Rf 值，与标准氨基
酸的 Rf 值对照，确定水解液中含有哪些氨基酸。
（一）实验结果
混合样品

标准氨基酸
亮 氨 谷 氨 酪 氨 组 氨
酸

酸

酸

酸

Rf
成
分
计算公式：
（二）分析结果：
五、注意事项
1．点样时要避免手指或唾液等污染滤纸有效面（即展层时样品可能达到的
部分）。
2．点样斑点不能太大（直径应小于 0.3cm），防止层析后氨基酸斑点过度扩
散和重叠，且吹风温度不宜过高，否则斑点变黄。
3．展层开始时切勿使样品点浸入溶剂中。
六、思考题
1．为什么点样时要避免手指或唾液等污染滤纸有效面？
2．影响物质移动速率 Rf 值的因素有哪些？
七、作业：完成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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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蛋白质的粗提及含量测定（考马斯亮蓝 G-250 法）

一、 目的要求：
1、 掌握蛋白质粗提方法。
2、 掌握考马斯亮蓝 G－250 法样品蛋白含量的原理。
二、 教学方法和教学学时：
1、 教学方法：学生操作实验，教师指导。
2、 教学学时：4 学时。
三、 实验内容：
1．蛋白质的粗提：
2．样品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1）标准曲线的制作
取 6 支具塞试管，编号后，按下表加入试剂。
管号

1

2

3

4

5

6

蛋白质标准液（ml）

0

0.2

0.4

0.6

0.8

1.0

蒸馏水（ml）

1.0

0.8

0.6

0.4

0.2

0

考马斯亮蓝 G-250 试剂（ml）

5

5

5

5

5

5

蛋白质含量（μg）

0

20

40

60

80

100

盖上塞子，摇匀。放置 2min 后在 595nm 波长下比色测定（比色应在 lh 内完
成）。以牛血清白蛋白含量（μg）为横坐标，以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出标准曲线。
（2）另取 1 支具塞试管，准确加入 0.1ml 样品提取液，再加入 0.9ml 蒸馏
水，5ml 考马斯亮蓝 G-250 试剂，充分混合，放置 2min 后，以标准曲线 1 号试
管做参比，在 595nm 波长下比色，记录吸光度。
四、结果处理
根据所测样品提取液的吸光度，在标准曲线上查得相应的蛋白质含量（μg），
按下式计算：
样品蛋白质含量（µg / g鲜重）=

查得的蛋白质含量（µg）× 提取液总体积（ml）
样品鲜重（g）× 测定时取用提取液体积（ml）

五、注意事项
比色应在出现蓝色 2min～lh 内完成。
六、思考题
1．常用蛋白质的提取方法有哪些？各有何优缺点？
2．考马斯亮蓝 G-250 法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原理是什么？还有哪些蛋白质定
量法？
3．如何正确使用分光光度计？
七、作业：完成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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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还原糖和总糖含量的测定（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

一、目的要求：
1、掌握用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样品中总糖和还原糖含量。
2、掌握总糖和还原糖的提取方法。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学时：
1、教学方法：学生操作实验，教师指导。
2、教学学时：5 学时。
三、实验内容：
1、制作葡萄糖标准曲线
2、以面粉为材料，500C 水浴提取还原糖；用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出还原糖的
含量。
3、取食用面粉，酸解法制备总糖水解液；用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出总糖的含
量。
四、结果与分析：
（一）糖的定量测定结果
管号

还原糖测定管号

还原糖待测液（ml）

①

②

1

1

总糖待测液（ml）
蒸馏水（ml）
3,5- 二 硝 基 水 杨 酸

总糖测定管号
I

II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ml)
计算公式：
提取液总体积
测定时取用体积
× 100
样品质量（mg）

查曲线所得还原糖质量（mg）×
还原糖% =

总糖% =

查曲线所得水解后还原糖质量（mg）× 稀释倍数
× 100
样品质量（mg）

（二） 结果分析：
1、面粉中主要含有何种糖？
2、在提取糖时，其他杂质是否会影响到测定？
3、分析操作误差和偶然误差。
五、注意事项
标准曲线制作与样品含糖量测定应同时进行，一起显色和比色。
六、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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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用不同材料，以比较含糖量的差异。
2．面粉中主要含有何种糖？
3．在提取糖时，其他杂质是否会影响到测定？
七．作业：完成实验报告

实验五

过氧化氢酶活性的测定——碘量法

一、 目的要求：
掌握过氧化氢酶活性的测定的原理及方法。
二、 教学方法和教学学时：
1、教学方法：学生操作实验，教师指导。
2、教学学时：4 学时。
三、 实验内容：
1、 酶液的提取
2、 酶活力测定。
四、 结果与分析：
（一）

实验结果

用空白滴定值减去样品滴定值即可求出此期间酶所分解的过氧化氢量。
被分解的 H2O2 量(mg）＝[空白滴定值(ml)—样品滴定值(ml)]×硫代硫酸钠
物质的量浓度×34.02
被分解的H 2 O2 量（mg）
× 酶液总体积（ml）
测定时用酶液量（ml）
过氧化氢酶活性 =
样品质量（g）× 时间（min）
式中：34.02 为过氧化氢摩尔质量。
（二）

分析结果

五、 作业：实验报告。

实验六

维生素 C 的定量测定

一、目的要求：
掌握用 2，6—二氯酚靛酚滴定法测定样品中 VC 的原理及方法。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学时：
1、教学方法：学生操作实验，教师指导。
2、教学学时：4 学时。
三、实验内容：
以桔络、作实验样品，用 10 倍量的 1%盐酸抽提（研磨），制得 50ml 抽
提液；用 1%盐酸作空白液。脉动和鲜橙多饮料，离心后的清液，过滤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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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液；蒸馏水作空白液。
用 2，6—二氯酚靛酚滴定法测定该抽提液或样品液中 VC 的含量。
1、提取

用分析天平准确称取洗净风干的桔皮 2g，放入研钵中研碎。加入

5mL 1％盐酸溶液仔细研磨。浆液经滤纸过滤到 50mL 容量瓶中。如此反
复提取 3－4 次。最后用 1％盐酸溶液定容至刻度并混匀。
2、滴定

将已标定的 2，6—二氯酚靛酚溶液装入微量滴定管（5mL）内。

取 3 只 50mL 锥形瓶，各加入 10mL 桔皮提取液。用微量滴定管内的染料溶
液进行滴定。当滴定至提取液呈淡红色，并保持 15 秒内不褪色时，即为
滴定终点。记录所消耗的 2，6—二氯酚靛酚溶液的毫升数。另取 3 只锥
形瓶，各加入 10mL 1％盐酸溶液如上作空白对照滴定。
3、计算

取滴定结果的平均值，按下式进行计算：
(Va − Vb) × W × 50 × 100
维生素C含量（mg / 100 g桔皮）＝
10 × 2
＝(Va − Vb) × W × 50 × 100

式中 Va 和 Vb 分别为滴定桔皮提取液和空白对照所消耗的染料溶液的平均毫
升数；W 为标定的每毫升染料溶液相当于维生素 C 的毫克数；50 为桔皮提取
液的总毫升数；10 为滴定时所取的提取液的毫升数；2 为桔皮的克数。
四、结果与分析：
五、注意事项
滴定过程应迅速，不要超过 2 分钟。因为在本滴定条件下，一些非维生素 C
的还原物质的还原作用较慢，快速滴定可以避免或减少它们的影响。
要使结果准确，滴定消耗的 2，6—二氯酚靛酚溶液应在 1－4mL 之间。若超
出此范围，则必须增减样品用量或者将提取液适当稀释。
六、 作业：实验报告。

实验七

葡聚糖凝胶柱层析法基本训练

一、目的要求：
1、

学习与掌握凝胶层析分离的一般原理和操作方法。

2、

了解蓝色葡聚糖、细胞色素 C、DNP—甘氨酸的基本性质。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学时：
1、教学方法：学生操作实验，教师指导。
2、教学学时：4 学时。
三、实验内容：
葡聚糖凝胶 G—50 或 G—100 加水，沸水浴溶胀 2hr，装柱，加样，
洗脱与收集，绘制洗脱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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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溶胀
2、装柱

洗净的层析柱应保持垂直位置，柱内先装入洗脱液，排除层析柱

滤板下的空气，关闭出口。柱内留下约 10mL 洗脱液，加入搅拌均匀的葡聚糖凝
胶 G－50 的浆液，打开柱底部出口，调节流速为 0.3mL/min。凝胶颗粒随溶液慢
慢流下而均匀沉降到层析柱底部。不断补入凝胶浆液，直到凝胶床高 15cm 为止。
床面上保持有少量洗脱液，关闭出口。操作过程中应注意不能让凝胶床表面露出
液面，并防止层析床内出现“纹路”。
3、加样

打开出口，使洗脱液凹液面恰好下降到床表面时，及时关闭出口。

然后吸取 0.5mL 样品液，小心加于床表面成一薄层，切勿搅动床表面。小心打开
出口，让样品液流入凝胶柱内。再用 0.5－1mL 洗脱液洗凝胶床表面 2 次，并使
之完全进入凝胶柱内。注意每当液面降至床表面时，都要小心及时地加入洗脱液，
以保持凝胶床面不露出液面。
4、洗脱与收集

当加样结束后，开始用洗脱液洗脱并收集流出液。调节洗

脱液流速为 0.3mL/min。先收集 4mL 后，再以每管 0.3mL（约 6 滴）分部收集，
观察并记录 3 种有色物质被分离的先后顺序和收集液颜色的深浅程度（以－、＋、
＋＋、＋＋＋等符号表示）。
5、绘制洗脱曲线

以洗脱管数为横坐标，洗脱液颜色深浅为纵坐标，在坐

标纸上绘制洗脱曲线。
四、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

图1

洗脱曲线

洗
脱
液
颜
色
洗脱管数
分析结果
五、注意事项
加样时，为了不让样品稀释，必须使洗脱液凹液面下降到与床表面相切。打开出
口不容易控制，也可用滴管从上面吸取多余的洗脱液。
六、作业：实验报告。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