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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生化分析仪部分生化项 目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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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 VITROS 250干式化学生化分析仪与 HITACHI 7600-020型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部分生化项 目检测结果。方 

法：50份样本，分别在两台仪器上测定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碱性磷酸酶(ALP)、L一 一谷氨酰 

基转移酶(GGT)、总蛋白(TP)、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并记录数据。结果：两种分析方法测定 

AST、GGT、TP和 TBIL的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均具有较好相关性；而 AIJrr、ALP、ALB、DBIL的测定结果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同一实验室有两台或者两台以上的生化分析仪开展相同的检验项 目时，定期对不同分析 

仪结果之间进行比对和校准，是保证测定结果准确性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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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compare the test resuhs of partial biochemical items verified by VITROS 250 dry chemical analyzer and 

HITACHI 7600-200 automatic biochemistry instrument．Methods：The parameters including ALT，AST，ALP，GGT，TP，ALB，TBIL and 

DBIL in fifty samples were analyzed and recorded with these two instruments．Results：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sults 

of AST，GGT，TP and TBIL detected by these two analytical methods(P>0．05)，and these results had preferable correlation．While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ults of A ，ALP，ALB and DBIL with these two analytical methods(P<0．05)． 

Conclusions：If there are two or more biochemical analyzers to detect the same testing items．it is necessary to compare and calibrate the 

different testing results regularly to insure the accuracy of test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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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实验室有两台或者两台以上的生化分析仪 

开展相同的检验项目时，应定期进行仪器间的比对， 

特别是一般生化分析仪与干式生化分析仪测定结果 

的比对。我科原有 HITACHI 7600-020型全 自动生 

化分析仪及 VITROS 250型干式化学生化分析仪， 

由于方法学上的差异和部分项目参考值范围的不统 
一

，临床上对检验数据产生困惑，也给检验科对临床 

的解释带来一定的难度。为了提高这两种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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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分析仪问测定结果的可比性，笔者对肝功能常 

见组合项目进行检测 ，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收集 50份新鲜、无溶血、无脂浊样 

本，其中20份来 自我院2007年就诊患者当天血清， 

30份来自2007年我院职工当天健康体检标本。 

1．2 仪器与试剂 HITACHI 7600-020型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日本)，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为 日本世诺公司产品， 

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试剂为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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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公司产品，总蛋白(TP)、白蛋白(ALB)、L． ．谷 

氨酰基转移酶(GGT)和碱性磷酸酶(ALP)为中生北 

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VITROS 250型干式生化 

分析仪(美国)及原装配套试剂；Roche Preeinoml U 

(批号 172104)和 Roche Preeipath(批号 171368)用 

于 HITACHI 7600-020每天的质量控制，各项 目间质 

控变异系数(CV)值符合要求；Vitros Performance 

Verifiers I(批 号 G5659)和 Vitros Perforrnanee 

Verifiers 11(批号H5661)用于VITROS 250的质量控 

制。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 

1．3 方法 HITACHI 7600-02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使用 Roche C．f．a．s．多功能标准血清进行校准 

(批号 10759350)；VITROS 250干式生化分析仪使 

用该公司提供的原装校准液校正。50份样本分别 

在两台仪器上测定 ALT、AST、ALP、GGT、TP、ALB、 

TBIL、DBIL，记录数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和直线相关与回归 

分析。 

2 结果 

干化学试纸法与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酶法测定 

AST、GCT、TP和TBIL的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且均具有较好相关性；ALT、ALP、ALB、 

DBIL的测定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者也均具有高度相关性(见表 1)。 

表 1 不同指标干化学法和全 自动酶法测定结果比较(n 

=50， ±s) 

检测项目 干试纸法 全自动酶法 t P r2 ：aX+b 

ALT(u／L) 29．04±4．67 26．46±4．53 2．80 <0．05 0．758 0．932 1+4．266 1 

~T(u／L1 34．22±12．29 3o．92±12．79 1．54 >0．05 0．965 0．944 1+5．027 8 

ALP(u／L) 72．88±8．90 67．56 4-9．99 2．81<0．05 0．778 0．785 4+19．81【90 

DGT(u／L) 21．44±9．27 19．62±8．51 1．02 >0．05 0．935 1．053 4+0．771 6 

n'(g／L) 75．24±6．71 73．73±6．59 1．13 >0．05 0．875 0．952 9+4．968 5 

ALB(g／L) 46．71±4．47 们．23±3．61 3．51<0．05 0．834 0．913 3+5．921 9 

TBIL(岬 l／L)12．56±4．54 l1．94±4，42 0．69 >0．05 0．g52 0．947 2+1．251 8 

0BIL(~ol／L)4．16±2．06 5．01±2．38 2．36 <O．05 0．899 0．817 7—0．146 7 

3 讨论 

干化学又称干试剂化学，属于固相化学，指的是 

将液体样品(血清、血浆、全血、尿液)直接加到已固 

化于特殊结果的试剂载体即所谓干式化的试剂中， 

以样品中的水为溶剂，将固化在载体上的试剂溶解 

后再与样品中的待测成分进行化学反应，从而进行 

分析测定的一种方法_】 J。至于为大家所熟知的在 

J Ben~bu Med Col1．November 2010．Vo1．35．No．11 

反应容器中加入液态试剂和样品，混合后发生的化 

学反应则相对称为“湿化学”，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 

中常用酶法 。 

HITACHI 7600-020和 VITROS 250分别代表了 

不同的分析方法(参见仪器操作手册)。HITACHI 

7600-02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的是经典的湿化 

学方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套理论完善的成 

熟的全 自动分析方法；VITROS 250是美国强生公司 

的干化学分析技术，利用多层膜干化学技术，进行快 

速的检验，多层膜试纸其独特的优点不仅能掩盖待 

测物的有色物质并提供背景，选择性地阻留或去除 

干扰物质，而且还将等同于湿化学反应原理的各种 

物理、化学反应在各层中分别进行，使某一层中的产 

物可进入另一层中进行反应，从而引导反应序列，其 

各层可以给出特定的环境用以控制反应序列和反应 

时间，测定试剂单一、稳定，而且其用于检测的吸头、 

样品杯、干片均为一次性使用，无专用比色杯及管道 

系统，因此无需蒸馏水冲洗 ，完全避免了样品间、干 

片问的结果干扰。 

在本次实验中发现，干化学纸片全自动酶法两 

种分析方法测定的部分生化项 目中，ALT、ALP、 

ALB、DBIL的测定结果存在差异，与报道 不符，这 

可能与酶法所使用的试剂不一样有关。但相关回归 

分析发现两种方法的结果高度相关，说明两者的差 

异为系统误差，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分析原理不同 

及试剂加人方式不同引起。由于误差来源于系统误 

差，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以常规使用的湿化学法分 

析作为参照来对干化学法进行校准。具体方法用同 
A 

一 校准品每周同步进行校准，利用线性方程 = 

+b，设定 a或 b，可获得一致的结果。该法简单 

而实用，在不改变分析试剂的情况下，可使不同分析 

仪测定的结果一致。因此，定期对不同分析仪结果 

之间进行比对和校准，是保证测定结果准确性的必 

要措施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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