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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比色法测试盒(双试剂直接法) 

货号: E-BC-K205-M 方法: 比色法 

检测仪器: 酶标仪(530-570 nm) 规格: 96T(92 samples) 

注意事项:  1. 标准品和样本的加入要触板底加液。 

2. 测定OD值时，酶标板孔中不能有气泡。 
 

基本信息 

用途 本试剂盒适用于检测血清（浆），组织及细胞样本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 

技术参数 
 

检测范围：0.04-12 mmol/L               灵敏度：0.04 mmol/L 

平均批间差：10 %                        平均批内差：5.5 % 

检测原理 
 

HDL、CM和VLDL等脂蛋白（除LDL）首先在表面活性剂作用下改变结构并解离，所

释放出来的微粒化胆固醇分子与胆固醇酶试剂反应，产生的过氧化氢在缺乏偶联剂时

被消耗而不显色，此时LDL颗粒仍是完整的，再加入含有偶联剂的试剂，它可使LDL

颗粒解离释放胆固醇，胆固醇在胆固醇酯酶(CE)、胆固醇氧化酶 (CO) 催化下，产生过

氧化氢，过氧化氢在4-氨基安替吡啉（4-AA）和酚(T-OOS)存在时，经过氧化物酶

（POD）催化，反应生成苯醌亚胺非那腙的红色醌类化合物，因其他脂蛋白的胆固醇

分子已除去，色泽深浅与LDL-C量呈比例。 

本试剂盒检测组织和细胞样本时，需测定总蛋白浓度，推荐使用BCA法（货号：E-

BC-K318-M）。 

 

 

提供试剂及物品 

编号 名称 规格（96T） 保存方式 

试剂一 

(Reagent 1) 
酶工作液1 

(Enzyme Working Solution 1) 
18 mL×1瓶 

2-8°C避光 

保存6个月 

试剂二 

(Reagent 2) 
酶工作液2 

(Enzyme Working Solution 2) 
6 mL×1瓶 

2-8°C避光 

保存6个月 

试剂三 

(Reagent 3) 

标准品(Standard) 

（浓度见试剂三标签） 
粉剂×1支 

2-8°C避光 

保存6个月 

注：试剂严格按上表中的保存条件保存，不同批次试剂盒中的试剂不能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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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准备 

① 实验开始前将所有试剂平衡至室温。 

② 试剂三工作液配制： 

取200 μL的双蒸水加入到试剂三中，混匀，即为试剂三工作液。 

 

样本准备 

血清血浆样本：可直接测定。 

组织或细胞样本：匀浆介质是生理盐水（0.9% NaCl）或PBS（0.01 M，pH 7.4），匀浆离心后取上清进

行测定，留取部分上清测蛋白。 

 

操作步骤 

① 空白孔：取5 μL双蒸水，加入酶标板对应孔中； 

标准孔：取5 μL试剂三工作液，加入酶标板对应孔中； 

样本孔：取5 μL待测样本，加入酶标板对应孔中。 

② 向步骤①中的各孔加入180 μL试剂一。 

③ 混匀，37°C孵育5 min。 

④ 酶标仪546 nm波长，测定各孔OD值，记录为A1。 

⑤ 向步骤④中的各孔加入60 μL试剂二。 

⑥ 混匀，37°C孵育5 min。 

⑦ 酶标仪546 nm波长，测定各孔OD值，记录为A2。 

 

结果计算 

血清（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的计算公式： 

L L  含量

(     L)
   

  测定

  标准

         

组织、细胞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的计算公式： 

L L  含量
(          )

  
  测定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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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Δ 测定：测定孔Δ 值-空白Δ 值，Δ ：A2- A1 

Δ 标准：标准孔Δ 值-空白Δ 值，Δ ：A2- A1 

c：标准品的浓度，其浓度见试剂三标签 

f：样本加入检测体系之前的稀释倍数 

Cpr：待测样本蛋白浓度（gprot/L） 

 

实例分析 

取5 μL的小鼠血清，按操作表操作，结果如下：空白孔平均A1值为0.043，空白孔平均A2值为0.071，标准孔平

均A1值0.061，标准孔平均A2值0.394，测定孔平均A1值为0.052，测定孔平均A2值为0.120，计算结果为： 

L L  含量   
（0 120 0 052） （0 071 0 043）

（0 394 0 061） （0 071 0 043）
 2 75      L 0 36      L 

按照操作过程，测定小鼠血清（加样量5 μL）、人血浆（加样量5 μL）、小鼠肾组织（10%组织匀浆的蛋白含

量7.43 gprot/L，加样量5 μL）及HepG2细胞（蛋白含量5.20 gprot/L，加样量5 μL）中的LDL-C含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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