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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其
包括将酸碱指示剂加入微孔板中；
将已知不同pH
值的pH标准溶液和待测样品各自加入含有所述
酸碱指示剂的微孔板中，
每孔加10~500μL，
振板
混匀，用仪器测各孔的OD值；
以pH标准溶液的pH
值为横坐标，
其OD值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计
算待测样品的pH值；
从而通过测试吸光度值的方
法检测样品pH值，
使得样品在检测时使用的样品
量少，
可批量检测、检测速度快、可准确定量，
并
且使用的仪器具有通用性，
从而实现临床上白带
pH值的批量快速测定，
解决目前临床上白带pH值
检测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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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1）将酸碱指示剂加入微孔板中；
（2）将已知不同pH值的pH标准溶液和待测样品各自加入含有所述酸碱指示剂的微孔板
中，
每孔加10~500 μL，
振板混匀，
用仪器测各孔的OD值；
（3）以pH标准溶液的pH值为横坐标，
pH标准溶液的OD值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4）计算待测样品的pH值。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中的酸碱
指示剂由5~100 mL的无水乙醇与0~ 0 .25 g的溴甲酚绿混合溶解，
再用水定容至100 mL制
成。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4）中，
是从所
述标准曲线中查出待测样品的OD值相应的pH值，
以便得到所述待测样品的pH值；
或计算出
所述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式，
再将待测样品的OD值代入所述回归方程式，
计算出待测样品
的pH值，
以便得到所述待测样品的pH值。
4 .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在微孔
板中每孔加入5~20 μL的酸碱指示剂。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中用酶标
仪在550~700nm的波长下，
测各孔的OD值。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中在620nm
或630nm的波长下，
测各孔的OD值。
7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中采用已
知不同pH值的柠檬酸-柠檬酸钠pH标准溶液。
8 .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柠檬酸-柠檬酸钠
pH标准溶液的pH值为3 .8~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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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pH值测量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pH值的测量方法主要有指示剂法、
电化学法及光学传感器法等；
其中，
pH试纸(卡)
测量属于指示剂法，
用pH试纸(卡)测试样品时，
显色结果通常与标准色块不会完全一致，
需
要检验者在显色最为接近的两个不连续标准色块间估计一个数值，
容易出现误差，
使得pH
试纸(卡)检测的精度低。而pH计是目前用以准确测量溶液pH值的仪器，
主要是通过电极测
量液体电位的物理量变化而测量pH值，
但其只能用于单样品测试，
所需样品量多，
不可批量
快速测定。
[0003] 因此，
目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仍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技术中的技术问题之一。
[0005] 需要说明的是，
本发明是基于发明人的下列发现而完成的：
[0006] 白带pH值测定是基本的阴道分泌物检查项目，
正常白带pH值约为4 .5，
pH值大于5
～6时，
在排除干扰因素后通常表示患有滴虫性或细菌性阴道炎，
因此白带的pH值测定可作
为阴道炎症辅助诊断手段。传统的阴道分泌物pH值测定是用普通精密pH试纸接触分泌物，
通过显色与标准色块对照读取pH值。然而临床应用常存以下问题：
[0007] 1、
临床上白带取样通常是以棉拭子的方式送检，
由于分泌物本身的半流体性状，
加上棉球的吸水作用，
棉拭子的湿润程度通常不能足够浸润pH试纸而使之充分显色，
送检
时间延长时尤为明显。
[0008] 2、
有些厂家通过改进，
缩小试纸面积做成测试卡，
从专门的加样孔添加样品液体，
从而减小检测所需的样品液量，
但也减小了色块生成面积，
从而影响视觉的判读。
[0009] 3、
用pH试纸(卡)测试样品时，
显色结果通常与标准色块不会完全一致，
需要检验
者在显色最为接近的两个不连续标准色块间估计一个数值，
鉴于对pH值准确读数的要求，
例如正常阴道pH值3 .8～4 .2与Amsel标准(细菌性阴道炎临床诊断的金标准)中的异常值
(pH>4 .5)接近，
故对pH值测定的灵敏度和准确度要求都很高，
但由于普通的精密试纸本身
灵敏度以及人眼的色觉误差，
造成实验误差通常在0 .5个pH以上，
常造成检测结果判定困
难；
[0010] 4、
目前有些厂家通过测试纸(卡)判读仪器进行辅助辨色判读结果，
但常因试纸表
面粗糙程度差别的干扰、试纸表面残留液体反光干扰、干湿纸卡读数差异较大等方面问题
而影响结果判读的准确，
而且结果为模拟数值，
不是准确定量。此外，
这些测试纸(卡)判读
仪器通常只能配套专门的测试纸(卡)使用，
不同厂家一般不通用，用户在更换测试纸(卡)
厂家时必须重新购买仪器会造成浪费。
[0011] 5、
pH计是目前常用以准确测量溶液pH值的仪器，
其主要通过电极测量液体电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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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量变化而测量pH值，
只能用于单样品测试，
使用前需要校准且易受温度影响，
而且还存
在电极清洁、消毒方面的问题，
不能用于白带之类微量样品pH值的批量快速测定。
[0012] 有鉴于此，
发明人利用化学试剂使样品显色，
再用仪器测量样品OD值的方法，
以检
测样品的pH值，
该方法在检测时所需样品量少、
可批量测量、检测速度快、
可以准确定量测
量且仪器通用性强。
[0013] 为此，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其包括：
[0014]
(1)将酸碱指示剂加入微孔板中；
[0015]
(2)将已知不同pH值的pH标准溶液和待测样品各自加入含有所述酸碱指示剂的微
孔板中，
每孔加10～500μL，
振板混匀，
用仪器测各孔的OD值；
[0016]
(3)以pH标准溶液的pH值为横坐标，
pH标准溶液的OD值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0017]
(4)计算待测样品的pH值。
[0018] 根据本发明的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通过测试pH标准溶液的吸光度值，
绘制出pH
标准溶液的标准曲线，
再通过标准曲线和待测样品的吸光度值，
得出待测样品的pH值，
使得
样品在检测时使用的样品量少，
可批量检测、检测速度快、
可准确定量，
并且使用的仪器具
有通用性，
从而实现临床上白带pH值的批量快速测定，
解决目前临床上白带pH值检测存在
的问题。
[0019]
另外，
根据本发明上述实施例提出的一种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还可以具有如下
附加的技术特征：
[0020]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所述步骤(1)中的酸碱指示剂由5～100mL的无水乙醇与0～
0 .25g的溴甲酚绿混合溶解，
再用水定容至100mL制成。
[0021]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所述步骤(4)中，
是从所述标准曲线中查出待测样品的OD值相
应的pH值，
以便得到所述待测样品的pH值；
或计算出所述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式，
再将待测
样品的OD值代入所述回归方程式，
计算出待测样品的pH值，
以便得到所述待测样品的pH值。
[0022]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所述步骤(1)在微孔板中每孔加入5～20μL的酸碱指示剂。
[0023]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所述步骤(2)中用酶标仪在550～700nm的波长下，
测各孔的OD
值。
[0024]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所述步骤(2)中在620nm或630nm的波长下，
测各孔的OD值。
[0025]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所述步骤(2)中采用已知不同pH值的柠檬酸-柠檬酸钠pH标准
溶液。
[0026]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所述柠檬酸-柠檬酸钠pH标准溶液的pH值为3 .8～5 .8。
[0027] 本发明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
部分将从下面的描述中变
得明显，
或通过本发明的实践了解到。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pH标准溶液的标准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述技术方案，
下面将更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
应
当理解，
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发明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例所限制。相反，
提供这些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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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是为了能够更透彻地理解本发明，
并且能够将本发明的范围完整的传达给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技术或条件的，
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技术或条件或
者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
均为可以通过市购获得的常
规产品。
[0030] 需要说明的是，
本发明所述酶标仪不是特指某一型号的仪器，
而是泛指采用酶标
仪分析原理进行分析测试的一类仪器，
例如某些分光光度计、
微量分光光度计、
生化分析仪
也常具备有酶标仪的分析功能，
有些把酶标仪检测模块置入自动化仪器内，
或在此基础上
作些改进，
例如做成工作站，
也可以具有该检测功能，
这些都属本发明所述的酶标仪这类仪
器，
在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适用这些仪器可节约用户仪器的购置成本。
[0031] 本发明所述的微量，
是指相对可测量的样品液体积很少的范畴，
而不是指某个具
体的体积，
通常仅需0 .05-0 .1mL待测液即可用于本测试，
例如采用96半孔微孔板测试。操作
者可以根据选用的微孔板类型来调整试剂或测试液的量来获得理想效果，
而对于该类调
整，
仍属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2] 本发明的酸碱指示剂的方案适用于pH在3 .6-6 .6间的样品，
对于超过该pH范围的
样品，
可以通过更换合适的酸碱指示剂配套本发明的方法来实现测试，
但该调整仍属本发
明方法的保护范围。
[0033] 本发明所述快速检测，
不是特指某个时间，
具体取决于所选用测试仪器的读板速
度，
多数的酶标仪可在1分钟内完成，
例如选用伯腾Elx808系列酶标仪。不同型号仪器的检
测速度略有差别，
但对于通过优化采用不同的仪器，
来获得检测所需时间上的改进，
仍属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4] 本发明所述批量，
不是特指某个数值，
具体与操作者选用的微孔板型号和待测样
的复孔数有关，
以96孔板为例，
若每个测试样的复孔数为2，
则每次测试的批量可在四十个
样品以上。而采用384等高通量的板及其配套仪器则可获得更高单次测试的批量，
对于优化
检测载体而提升批量，
仍属本发明保护范围。
[0035] 实施例
[0036] 1、
酸碱指示剂：
参照以下表1配制(以100ml量为例)：
[0037] 表1酸碱指示剂配制方案
[0038]

序号
A
B
C

原料
剂量
备注
无水乙醇
5～100ml
作为溶剂，
优选体积20ml
溴甲酚绿
0～0 .25g
以无水乙醇溶解均匀，
优选0 .05g
H2O
0～95ml
把溶解后的混合物定容到100ml
[0039] 其中，
上述A和B混合溶解时若有沉淀，
可逐滴加入0 .1M氢氧化钠0～10ml溶解，
再
加水定溶到100ml。A和B溶解后的液体颜色应为蓝绿(略偏蓝)色，
若有较大色差，
可逐滴加
入0 .1M氢氧化钠调整溶液颜色，
符合时停止加入。
[0040] 使用该酸碱指示剂剂的pH值线性工作范围：
3 .6-6 .6。
[0041] 2、
pH标准溶液：
[0042] 本实施例中可配制pH标准溶液，
也可直接选购相应pH值的标准溶液。其中，
配制pH
标准溶液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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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0 .1mol/L柠檬酸溶液：
取柠檬酸(C6H8O7·H2O：
分子量210 .14)21 .01g溶解于
950mL纯水，
溶解均匀后定容到1L，
以便获得0 .1mol/L柠檬酸溶液。
[0044] 配制0 .1mol/L柠檬酸钠溶液：
取柠檬酸钠(Na3C6H5O7·2H2O：
分子量294 .12)29 .41g
溶解于950mL纯水，
溶解均匀后定容到1L，
以便获得0 .1mol/L柠檬酸钠溶液。
[0045] 依下表2方案配制(柠檬酸-柠檬酸钠)pH标准溶液：
[0046] 表2柠檬酸-柠檬酸钠pH标准溶液配制
[0043]

[0047]

[0048]
[0049]
[0050]

3、
采用酶标仪检测临床上白带样品pH值的方法：
(以150μL半孔96微孔板为例)
(1)将上述配制的酸碱指示剂分装于微孔板中，
每孔加5～20μL，
优选地，
每孔加10

μL。
(2)取已加入10μL酸碱指示剂的96半孔微孔板，
分别加入上述六个pH值的pH标准
溶液或待测样品，
每孔加10～500μL，
优选地，
每孔加100μL；
其中pH标准溶液各3个复孔，
待
测样品各2个或3个复孔；
加样完成后振板混匀，
用伯腾808型酶标仪测OD630值。经测试，
各pH
标准液的OD630如下表3所示。
[0052] 表3pH标准溶液的OD630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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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3)以pH标准溶液的pH值为横坐标，
其OD630值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获得的标
准曲线如图1所示，
经计算获得的回归方程如表4所示。
[0055] 表4pH标准曲线公式
[0056]

曲线公式
A
B
R值
Y＝A×X+B
0 .639
-2 .33
0 .9939
[0057]
(4)计算待测样品的pH值。选择加入的36个临床样品，
其中各类阴道炎患者(病患
组)12例，
健康者(正常对照组)24例。经计算正常对照组与病患组阴道分泌物测定结果分类
统计如以下表5。
[0058] 表5阴道炎患者与健康者阴道分泌物pH结果
[0059]

组别
数量
年龄
pH值
病患组
6
40 .0±8 .7
5 .41±0 .42
正常对照组
30
28 .6±6 .4
4 .18±0 .47
[0060] 从检测的结果看，
本方案检测pH值在3 .8-5 .8的范围线性良好，
可满足临床白带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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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检测需要，
病患组和正常对照组测定结果符合临床预期。
[0061] 由此，
相对现有的样品pH值的测量，
根据本发明的检测样品pH值的方法，
在检测时
使用的样品量少，
可批量检测、
检测速度快、
可准确定量，
并且使用的仪器具有通用性，
可实
现临床上白带pH值的批量快速测定，
解决目前临床上白带pH值检测存在的问题。
[0062]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
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
“一些实施例”、
“示例”、
“具体示
例”、
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
结构、
材料或者特
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
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
应理解为必须针对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
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
材料或者特点
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此外，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
以将本说明书中描述的不同实施例或示例进行接合和组合。
[0063]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
可以理解的是，
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
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
实施例进行变化、
修改、
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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