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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电泳仪校准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写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0 年国家计量技术法规计划立项，由中

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承担《平板电泳仪校准规范》的制定工作。 

 

二、规范修订的必要性 

平板电泳是利用带电粒子在电场的作用下，向相反电极方向聚集的原理实现

对混合物中的带电粒子（包括离子、高分子电解质、胶体粒子、病毒颗粒、核酸、

蛋白乃至活的细胞）的分离与鉴定。电泳技术被广泛用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

生物化学研究和食品卫生、进出口商品、医疗、法医及环境监测等诸多方面。 

目前平板电泳仪已经成为生物分析实验室最为常见的设备之一，已经广泛普

及到生物学相关的各个实验室，成为生命科学研究、临床检验、法医检验、食品

微生物检验、动植物物种研究与检验等实验室的必备仪器设备之一，在日常工作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进出口检验检疫、临床检验、药物质量检验等部门大量的

电泳数据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然而目前该类仪器的校准规范空缺，各检测实验室

采用自校验的技术要求、校验条件、校验项目、校验方法、校验结果的处理各不

相同。平板电泳校准规范制定的目的是为该类仪器的校准提供技术依据，为使用

该类仪器检测工作的各类实验室和分析测试中心，能够更好地为科研、社会、经

济建设和发展提供客观、可比、可溯源的检测数据提供计量支撑。 

 

三、《平板电泳仪校准规范》制定过程 

1、2010 年 10 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计量司批准全国生物计量技术委员

关于《平板电泳仪校准规范》的立项。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承担，南京市计量监

督检测院、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广州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参加起草，项目正

式启动。 

2、2011 年 8 月 北京国林宾馆《平板电泳仪校准规范》起草组就规范的架构设

定、校准项目、具体指标等广泛听取了与会专家的建议和意见。专家来自于生产

厂家、应用客户、仪器维修单位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http://baike.baidu.com/view/25110.htm


3、2013 年 8 月全国生物计量技术委员会年会，汇报了《平板电泳仪校准规范》

的起草工作，与会专家就《平板电泳仪校准规范》（草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4、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10 月，根据年会专家意见，对《平板电泳仪校准规范》

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送审稿，报全国生物计量技术委员会进行审定。 

 

四、规范制定的主要技术依据及原则 

4.1 技术依据 

[1] JJG 964-2001 毛细管电泳仪 

[2] 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3] GB/T 29248-2012 基础电泳装置 

[4] 临床电泳 康熙雄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4.2 制定原则 

4.2.1 架构 

  架构上按照引言、范围、引用文献、术语和计量单位、概述、计量特性、

校准条件、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校准结果表达 9 个部分制定《平板电泳仪校准

规范》。 

4.2.2 术语与计量单位的选择 

术语和计量单位、计量特性、通用技术要求与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原则上

与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GB/T 29248-2012 基础电泳装置

保持一致。  

4.2.3 计量特性确定原则 

  根据平板电泳仪在实际应用中的主要功能和性能指标，并结合一定数量、

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型号、不同厂家生产的平板电泳仪上的实验，形成本规范确定

的计量特性。 

4.2.4 电压/电流校准设备及标准物质选择的原则 

计量特性确定的实验研究过程中使用了经过校准的数字万用表校准专用设

备，DNA 标准物质，蛋白标准物质，经校准的游标卡尺。功率计或数字万用表



和游标卡尺设备现在市场上有售，经过计量校准后即可使用。DNA 标准物质和

蛋白标准物质是由中国计量科学院发布的有证标准物质，易于获得而且可以溯

源。 

 

五、规范制定说明 

《平板电泳仪校准规范》共分为引言、范围、引用文献、术语和计量单位、

概述、计量特性、校准条件、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校准结果表达 9 个部分。 

5.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平板电泳分析仪(Horizontal Electrophoresis Analyzer) 计量性能

的校准，对于其他类型的电泳仪，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5.2 引用文献 

《平板电泳仪校准规范》主要依据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1] JJG 964-2001 毛

细管电泳仪；[2] 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3] GB/T 29248-2012 

基础电泳装置；[4] 临床电泳 康熙雄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在术语和计量单位部分，主要对平板电泳仪输出电压、电流的示值误差、稳

定性；谱带迁移距离重复性等参数进行了定义。 

5.3 概述 

在概述部分，主要对平板电泳仪的用途、原理和仪器组成进行了简要介绍。 

5.4 计量特性 

在计量特性部分，主要针对平板电泳仪的特点，选择一定数量的、不同型号

的仪器进行试验测试。通过分析在一定数量、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型号、不同厂家

生产的平板电泳仪实验数据的基础上，综合平板电泳仪在实际应用中的主要功能

和性能指标，考虑其具体应用的要求，形成本规范确定的计量项目和校准方法，

如电压/电流示值误差、电压/电流稳定性、谱带迁移距离重复性等。 

5.4.1 电压/电流示值误差 

如图 1 方式连接电路，依次测定平板电泳仪电源示值为 50v，100v，150v，

300v 时的输出电压，重复测量 6 次，计算其算术平均值，按公式（1）计算输出

http://www.bio-rad.com/en-us/category/horizontal-electrophoresis-systems


电压示值误差。 

  s cV V V   （1） 

式中 

V ：平板电泳仪输出电压示值误差，V； 

sV ：平板电泳仪输出电压设定值，V； 

cV ：平板电泳仪输出电压测定平均值，V。 

 

 

图1 测试电路示意图 

如图 1 方式连接电路，依次测定电泳仪电源示值为 10 mA，30 mA，50mA，

100mA 时的输出电流，重复测量 6 次，计算其算术平均值，按公式（2）计算输

出电流示值误差。 

s cI I I   （2） 

式中 

I ：平板电泳仪输出电流示值误差，mA； 

sI ：平板电泳仪输出电流设定值，mA； 

cI ：平板电泳仪输出电流测定平均值，mA。 

 

表 1 示值误差 

电压（V） 

显示值 50 100 150 300 

测定值     

电流（mA） 

显示值 10 30 50 100 

测定值     

5.4.2 电压/电流稳定性 

如图 1 方式连接电路，将电泳仪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设定为 150V(50mA)，



采用电压(电流)表监测其 30min 内的电压（电流）变化，记录电压表(电流表)显

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按公式 3 计算电压(电流)的稳定性 

稳定性=Xmax-Xmin（3） 

式中： 

xmax：最大的电压(电流)值，V(mA)； 

xmin：最小的电压(电流)值，V(mA)。 

 

5.4.3 谱带迁移距离重复性 

5.4.3.1 水平板电泳仪 

将琼脂糖凝胶和适量1×浓度的琼脂糖凝胶电泳缓冲液放入电泳槽，电泳缓

冲液以高出凝胶表面1~2mm为宜。称取浓度为10ng/μL DNA标准溶液16μL与5×

DNA上样缓冲液4μL均匀混合配制工作标准溶液。移取2.5μL工作标准溶液加载

到胶孔中，平行点样6孔。盖好电泳槽盖子，根据电泳槽大小按7V/cm的标准选

择适当的电泳电压，运行30min或当色素接近胶的先端，停止电泳。随后将凝胶

样品放在下相应的成像系统下成像。按公式4计算300bpDNA标准物质谱带的平

均迁移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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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300bpDNA标准物质迁移距离，mm； 

n：泳道数。 

按公式5计算电泳谱带迁移距离的相对标准偏差（R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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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式中 

d ：300bpDNA标准物质谱带的平均迁移距离，mm； 



d：300bpDNA标准物质迁移距离，mm； 

n：泳道数。 

5.4.3.2 垂直板电泳仪 

将聚丙烯酰胺凝胶放入垂直电泳仪，并加入适当1×浓度的Tris-Glycine电泳

缓冲液，以高出凝胶表面1-2mm为宜。将细胞色素C标准物质配制成1mg/mL的标

准物质溶液与蛋白上样缓冲液（0.1%溴酚蓝溶液）1:1混合，100℃加热5min，离

心10s，将细胞色素C标准溶液平行加入6个样品孔中，每孔10μL，加入过程中应

避免带入气泡。连接好电泳仪电源，选择200V电压开始电泳，运行30min或当色

素接近胶的前端时停止电泳，从电泳槽中取出凝胶，选择考马斯亮蓝染色法进行

染胶。将样品放在下相应的成像系统下成像 按公式4、5计算细胞色素C谱带的

迁移距离重复性。  

六、不确定度评定 

电压/电流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评定数学模型 

  

式中：Δx 为电压/电流示值误差，xs 为显示电压/电流， 为测定的电压/电流平

均值。 

6.1 不确定度来源 

1u 电压/电流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2u 电压/电流表引入的不确定度。 

6.2 不确定度分量的计算 

（1）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1 ixu  

在设定的电压/电流条件下，重复测定 6 次电压/电流数据，计算其标准偏差

S，根测量结果 6/)(1 Sxu i   

电压（V） 

显示值 50 100 150 300 

 50.5 101.1 150.3 300.1 



 

 

测定值 

50.6 101.3 150.4 300.3 

50.8 101.5 150.8 300.3 

50.9 101.4 150.2 299.8 

50.5 100.5 150.5 300.1 

 50.7 101.2 150.4 300.1 

V  50.7 101.2 150.4 300.1 

u1 0.07 0.15 0.08 0.07 

电流（mA） 

显示值 10 30 50 100 

 

 

 

测定值 

10.1 30.1 49.8 100.5 

10.3 29.8 50.3 100.8 

10.6 30.3 49.7 101.2 

10.5 30.8 49.8 101.3 

9.8 29.9 50.3 100.8 

10.6 30.6 50.7 101.2 

I  10.32 30.25 50.10 100.97 

u1 0.13 0.16 0.16 0.13 

 

（2）电压/电流表引入的不确定度 kuxu cc /)(2   

在本项目中所采用的电压表的不确定度为：2x10-4（V/V），（k=2） 

以 100v 电压为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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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不确定度 

取 k=2，则仪器示值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3.0)(2  uU  V 

七、计量器具控制 

在计量器具控制部分，主要对平板电泳仪的校准条件、标准物质、其他要求



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限制。 

 

《平板电泳仪校准规范》规范制定起草小组 

    2014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