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 统 简 介 

ADVIA Centaur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临床免疫检查

的生产力及 佳的弹性。能够与任何自动化实验室系统匹配。 
该系统时刻处于准备状态：无需停机即可上载试剂和样本及消耗品，在所有

的临床免疫测定仪器中，ADVIA Centaur 是唯一有此能力的仪器；不必每天开

关机；可连续不断的样品加载，具有真正的急诊功能；19 分钟内即可提供急诊

标本的检测结果；24 小时随时待机，不必时刻照看它。 
全面而广泛的检测菜单对于各种疾病项目的检测：测试种类非常丰富，具有

生殖系统、甲状腺系统、肿瘤标志物、心血管系统、贫血、治疗药物浓度的监测、

骨质代谢、变态反应、肾上腺功能、传染病等重要指标的测定。 
载机容量：高达 30 种不同的试剂包或更多的过敏源测试方面的载机容量，

有特色是多达 300 以上的过敏源测试。 
灵活多样的样本加载方式：样本可以从仪器的前面介入，也可以从仪器的背

面的自动轨道架加载。独立的操作系统，即使是轨道系统没有运行，仪器仍然能

够独立动作。 

ADVIA Centaur 免疫分析仪各方面的设计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和测试结

果的可靠性及价值。样本可以列队自动进入仪器，具有血凝块的发现及管理，自

动稀释，自动反射检测，自动复检，不停机上载样本可大大缩短周转时间，急诊

试验通道可在任何时候进行急诊测试而不需打断正常工作流程，自动更换一次性

吸样头和反应杯，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换水和废料，更可直接连接净水器及废

水管。 
图像驱动用户界面，可用互动式软件，用的是美国 SUN 微软系统 SPARCII

程序。 
多种分析形式的设计，双向运行的 115 个位置的温育盆易于进行夹心法及其

他测定。 
优化的检测性能和生产力，所有的试剂探针和冲洗探针都是独立运行和快

速操作。 
没有潜在的样本沾滞，用一次性的样本吸头基本上根除了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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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定 原 理 
化学发光系统是利用化学发光技术和磁性微粒子分离技术相结合的测定方

法，用高敏感性的吖啶酯（Acridinium Ester）作为化学发光标记物，以极细的

磁性颗粒（PMP）作为固相载体，提供 大的包被面积。 

液相：吖啶酯（AE） 
化学结构： 
 

 

 

 

 

 

 

 

特点： 

1、直接化学发光使用吖啶酯（AE）作为标记物，无需附加催化剂，AE
氧化直接发光，氧化反应在 430nm快速发光并在 1 秒钟内达到峰值。发

光强度是I125 在 1 分钟内的发光强度的十万倍。因此系统具有高速度，且

产光强。 
2、吖啶酯（AE）有两个甲基，增加了试剂稳定性，使试剂的稳定性好，

有效期更长。 
3、吖啶酯（AE）作为化学发光标记物，无需附加催化剂，氧化直接发光，

同时对温度及 PH 等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敏感。使其具有高度的精密度。 
4、吖啶酯（AE）分子量非常小（MW 481），使它对结合的阻碍减少，增

加扩散率，提高灵敏度，可达 10-15摩尔。 
5、吖啶酯（AE）是以共价键结合抗体而不影响抗体结合抗原的特性，不

影响发光。 
6、吖啶酯（AE）加碱后，迅速发光是在一暗盒中进行，其光量植与浓度

有着良好的线性关系，且本底较低。 

固相：氧化铁（Fe2o3） 

特点： 

磁性微粒极小，比包被管或包被珠的反应面积增大 50 倍，减少了扩散时间，

增加了捕获效率。同时结合动力保证了较大的灵敏度。 

反应类型： 

双抗体夹心法 

竞争法 

抗体捕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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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抗体夹心法: 

双抗体夹心法使用的 AE 标记的抗体在液相试剂中。 

1、标记的抗体的液相试剂加到样品中，标记有 AE 的特异性抗体与样品中的相

应抗原反应。 

2、包被有对样品中的抗原有特异性的抗体的磁性颗粒，加入到比色杯中，在 

37℃孵育。磁性颗粒的抗体与结合有 AE 标记的抗体的抗原相结合，形成抗

原抗体复合物。 

3、当比色杯经过磁铁区时，磁粉颗粒被磁铁吸住，没有结合 PMP 的样品及试剂

被水冲洗掉。比色杯中剩下的是结合有 AE 的磁粉颗粒及多余的磁粉颗粒。 

4、酸和碱加入后，AE 立即发光，根据光量子数，对应曲线，系统马上计算出抗

原的浓度 

双抗体夹心法中，病人样品中的抗原浓度与光量值成正相关性。 

  

1.吖啶酯（AE）                                1. PMP-抗体-抗原-抗体-AE 复合物

2.抗体  
3.样品中的分析物特异性抗原 4.其他抗原颗粒 
 

                

1.磁铁                                                 浓度—光量值 曲线图 

2.PMP-抗体-抗原-抗体-AE 复合物        

3.反应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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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争法: 

竞争法包括：AE 标记抗原、AE 标记抗体 

 AE 标记抗原 

1、液相试剂为 AE 标记抗原，固相试剂为包被有特异性抗体的 PMP，加入到

样品中，比色杯在 37℃孵育，AE 标记的抗原同病人样品中的抗原共同竞

争有限的包被有特异性抗体的 PMP。 

2、比色杯经过磁场时，吸住磁性颗粒，进行洗涤。 

3、加入酸碱后，AE 迅速发光。 

在 AE 标记抗原的竞争法中，病人样品中的抗原与光量值成反相关性。 

   
1.抗体                       1.PMP-抗体-抗原复合物         浓度—光量值 曲线图

2.磁性颗粒                   2.PMP-抗体-抗原–AE 复合物 

3.样品中的分析物特异性抗原 

4.AE标记抗原 
 

 AE 标记抗体 

1、液相试剂为 AE 标记抗体，固相试剂为包被有特异性抗原的 PMP，加入到

样品中，比色杯在 37C 孵育，PMP 上包被的特异性抗原同病人样品中的抗

原共同竞争有限的 AE 标记的抗体。 

2、比色杯经过磁场时，吸住磁性颗粒，进行洗涤。 

3、加入酸碱后，AE 迅速发光。 

在 AE 标记抗体的竞争法中，病人样品中的抗体与光量值成反相关性。 

  

1.AE 标记抗体              1.PMP-抗原-抗体-AE 复合物     浓度—光量值 曲线图 

2.PMP-标记抗原 

3.样品中的分析物特异性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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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体捕获法: 

抗体捕获法是指被测量样本中的物质是抗体。试剂是使用一种抗人的特种抗

体。抗体捕获法通常使用两次孵育和洗涤，第一次孵育和洗涤是为了除去样品中

过多的干扰物质。第二次孵育和洗涤是为了测量样品中的抗体。抗体捕获法主要

是检测人体内的 IgG 和 IgM 

下面以检测体内 IGM 为例来说明抗体捕获法。 

1、固相试剂，包括抗人 IGM 抗体结合的磁粉颗粒，加到样品 37℃孵育。样品中

的 IGM 抗体就会与结合了 PMP 的抗人 IGM 抗体以共价结合。 

2、经过磁场时，洗涤掉未反应的余物。 

3、液相试剂，包括有 AE 标记的抗原。加入到比色杯，37℃孵育，AE 标记的抗

原会与样品中的 IGM 抗体相结合。 

4、比色杯再次经过磁场时，多余的 AE 标记的抗原就会被洗掉。 

5、经过加酸和碱后，AE 快速发光。 

抗体捕获法中，病人样品中的抗体浓度与光量值成正相关性。 

             

1.PMP 上结合的抗人类 IgM 抗体              1.PMP-抗 IgM 抗体-IgM 抗体 复合物 
2.样品中的人类IgM抗体 

      

1. 对样品中人类 IgM 抗体具有亲和力的 AE 标记抗原（左图） 
2. PMP-抗 IgM 抗体-IgM 抗体-AE 标记抗原 复合物（中图） 

3. 浓度—光量值 曲线图（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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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A Centaur 操作 

开机程序： 

首先打开主机电源开关（位于仪器背面左下方），听到风扇声音后过约 10 秒

按主机绿键（位于仪器顶部左后方）。电脑启动后，输入 Centaur，按回车两

次，进入主菜单。（仪器平时不关机，24 小时待机） 

操作程序: 
1、 电脑屏上显示主窗口。 

 

关闭 日期 
时间 

供

应

品

样

品

架 

质控

状态 
登录 系统 

状态 
试

剂

盘

保

养

框 

事件

纪录 

工作 
菜单 

质控 
菜单 

定标 
菜单 

设置 
菜单 

打印 

 
2、单击 sign in 显示下图： 
 

 
1）输入用户名     2）输入口令：FS4BHC    3）点击 sign in 键 

3、编排病人样品：单击 Worklist 下 Schedule 显示下图： 

 

 6



选择样品类型：Patient。 
选择编排方式：Schedule by SID 或 Schedule by Rack。 
在 SID 框下输入病人编号，在 Rack 框下输入试管架号，后加 A-E，按回车。 
若是急诊标本，选择 ! Stat (样品架从急诊通道放入)。 
选择测试项目或组合，按 SAVE 保存。 
样品稀释： 
若样品需要稀释，在选择架号和项目后，选择 Dilutions 键，显示下图： 

 
输入稀释倍数，选择 Continue，按 SAVE 保存。 
 
编排批量病人样品： 
选择样品类型：Batch。 
在 Starting Rack 框下输入开始试管架号，后加 A-E，按回车。 
在 Ending Rack 框下输入结束试管架号，后加 A-E，按回车。 
选择测试项目或组合，按 SAVE 保存。 

   
编排质控样品：单击 Worklist 下 Schedule 显示下图： 

 
选择样品类型：Control。 
选择编排方式：Schedule by SID 或 Schedule by Rack。 
选择需要做的质控批号，在 Rack 框下输入试管架号，后加 A-E，按回车。 
选择质控项目，按 SAVE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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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定标样品：单击 Worklist 下 Schedule 显示下图： 

 
选择样品类型：Calibrator。 
选择编排方式：Schedule by SID 或 Schedule by Rack。 
选择定标项目，选择需要做的定标液批号， 
在 Rack 框下输入试管架号，后加 A-E，按回车。按 SAVE 保存。 
在下列情况下需要进行定标： 
1） 定标间隔过期 
2） 定标是无效的 
3） 使用新批号试剂 
4） 质控超范围 
 

4、将样品放入试管架，将试管架放入装载区，按开始键装入样品，开始工作。 

 
1) 放置试管架，使试管架下凹槽与装载区突起部位吻合。 
2) 不要将试管架过于推向右恻，留一定空隙，使之自动排列。 
3) 按开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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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果查阅：单击 Worklist 下 Summary 显示下图： 

 
选择需要查阅的样品，单击 Result Details 显示下图： 

 
在此可查看结果的详细资料，可按 Repeat 键选择重做，按 Edit Result 键选择

编辑结果。 
若结果需要传送，可单击 Worklist 下 Summary，单击 LIS Communications： 

 
选择 Send All Results Except Results on Hold，选择 Continu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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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标 
1、定义试剂标准曲线 

单击 Calibration 下 Master Curve Definition 显示下列左图： 

       
单击 Scan Data 键，用扫描器扫描试剂标准曲线（右图），扫描后点击 Save 键

保存。（注意：用扫描器扫描时，不要停或回扫，一直扫完条码为止） 
2、定义定标液值 
单击 Calibration 下 Calibrator Definition 显示下图： 

 
单击 Scan Data 键，用扫描器扫描定标液值曲线，扫描后点击 Save 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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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排定标工作表进行定标 

详见操作中编排定标样品。 

 

4、 查阅定标数据 
单击 Calibration 下 Data 显示下图： 

 
在此可查阅定标的详细资料。（包括批号，有效期，RLU 值等） 
可按 Accept 键接受定标，按 Waive 键延长定标有效期。 
 
按 Evaluation 键显示下图： 

 
1） 曲线斜率值 
2） 曲线比值 
3） 定标高低值符合率 
4） CV 值 
5） 可接受 CV 值 
6）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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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控 
1、定义质控 

单击 Quality Control 下 Control Definition 显示下图： 

 
增加新质控：单击 Add 键，在 Control 下输入质控名称。在 Type 下选择质控类

型 Routine，在 Lot 下输入质控批号，在 Expiration 下输入有效期(DD MMM YY) 
在 Test 栏中选择一个项目，输入均值和 2SD 值，按 Save Test 键。 
重复选择另一个项目，直至输入所有项目后保存。 
编辑旧质控：选择需要编辑的质控名称和批号，单击 Edit 键，选择需要添加或

修改的项目名称，输入均值和 2SD 值，按 Save Test 键。选择要删除的项目名

称，按 Delete Test 键。 
 

2、编排质控工作表做质控 
详见操作中编排质控样品。 
 
3、查阅质控数据 
单击 Quality Control 下 Data 显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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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项目，质控名称，批号就能查看其质控结果。 
在此可去除个别失控点，再进行质控统计。 
 
单击 Quality Control 下 Charts 显示质控图如下： 

 
 
单击 Quality Control 下 Statistics 显示下图： 

 
在此选择一个项目，质控名称，批号就能查看其质控每月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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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养 
单击仪器状态栏中保养框按键显示下图： 

 
列表中为仪器的保养记录。若有黄色记录，则表示仪器需要做此项保养程序。 
若有红色记录则表示此项保养未完成，必须完成后才能做标本。 
 
选择一项保养程序，单击 Procedure 键，可以查看此项保养程序的具体执行方

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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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项保养程序，单击 Definition 键，显示下图： 

 
在此可编辑保养程序的设置： 
1） 单击 Edit 键 
2） 编辑保养程序名称 
3） 选择是否自动执行 
4） 选择间隔单位 
5） 输入间隔频率 
 

1、日保养： 
    a.每日清洗程序： 

每天工作完成后，大约需花 35-60 分钟让系统完成清洗程序。 
1． 倒空废液瓶 
2． 确保水瓶中有超过 1/4 的水，大约 2.5L 
3． 单击保养框按键，单击 Daily Cleaning Procedure 一栏，单击 Perform

键执行清洗程序。 
 

    b.交替使用蒸馏水瓶： 
每日交替使用水瓶，有利于预防细菌污染。 
1． 拉出水瓶和废液瓶抽屉，打开水瓶盖，拔出接头管，换上装满蒸馏

水的备用水瓶，接上接头管。 
2． 换下的水瓶用蒸馏水冲洗干净后，倒立让其风干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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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保养： 
a.清洗水瓶和储水瓶： 
1. 确保备用的水瓶和储水瓶是干净的。 
2.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ff 键。待仪器关

机。 
3. 拉出水瓶和废液瓶抽屉，移去感应器夹子，小心地拿出感应器，把它们

放在一边的纱布上。(注意：取出感应器时应小心，因为感应器是易碎的

玻璃制品)移去水管配件，把它放在一边。移去储水瓶。 
4. 拿出储水瓶，拧开盖子倒空里面的水，放在一边。换上干净的备用储水

瓶。 
5. 用蘸有清洗液的纱布清洗感应器，再用蘸有蒸馏水的纱布清洗感应器，

使之表面无清洗液残留，再用干净纱布擦干感应器。 
6. 小心地装入感应器，扣上感应器夹子，连接上水管。 
7. 打开水瓶盖，拔出接头管，换下原水瓶，换上装满蒸馏水的备用水瓶，

接上接头管。 
8.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n 键。待仪器开

机。 
9. 单击保养框按键，单击 Prime Water Reservoir 一栏，单击 Perform 键执

行灌注程序。灌注完成后，系统进入 READY 状态。 

 
1） 储水瓶盖 
2） 感应器 
3） 水管接口 
4） 感应器 
5） 多样体 
6） 储水瓶 
7） 蒸馏水瓶 

 
10. 用螺丝刀卸下换下的储水瓶上三颗螺丝，取下多样体，换上清洗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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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用移液管清洗此处管道   2）多样体 

11. 清洗储水瓶：在储水瓶中装入大约 1L 清洗液，盖上清洗盖，反复颠倒摇

动瓶子，倒转浸泡约 5 分钟，再反复颠倒摇动瓶子，直立浸泡约 5 分钟。

倒空清洗液，彻底洗刷储水瓶，瓶盖和清洗盖至少三次，直至无清洗液

残留。倒入蒸馏水，盖上干净的清洗盖，反复颠倒摇动瓶子，直立浸泡

约 3 分钟，取下清洗盖，倒空储水瓶，倒置晾干备用。 
12. 清洗水瓶：拧开水瓶盖，将换下的水瓶倒空，装入大约 1L 清洗液，盖上

盖子。反复颠倒摇动瓶子，直立浸泡约 5 分钟。再反复颠倒摇动瓶子，

倒空清洗液，用蒸馏水彻底洗刷水瓶和瓶内管道至少五次，直至无清洗

液残留。倒空水瓶，倒置晾干备用。 
13. 清洗多样体：用移液管移去多样体管道里面的水，加入清洗液，将整个

多样体放在清洗液中浸泡 5 分钟。取出后用蒸馏水清洗干净，用干净的

移液管移去管道内的清洗液，加入蒸馏水清洗至少五次，直至无清洗液

残留。用干净的纱布擦拭干净后，装回干净的储水瓶备用。 
 
   b.倒空真空管道存水瓶： 

1. 拉出水瓶和废液瓶抽屉，取下存水瓶。 
2. 旋开存水瓶，倒干残留水，用干净纱布擦干浮球和存水瓶，旋紧瓶盖。

（注意浮球和瓶盖内垫圈不要丢失，瓶盖必须旋紧以防漏气） 
3. 装回存水瓶，推回水瓶和废液瓶抽屉。 

 
（1） 存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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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保养： 
a.清洗试剂针和辅助试剂针外壁及冲洗站: 

1.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ff 键。待仪器

关机。 
2. 打开仪器顶部罩盖，打开试剂针罩盖(下左图)，将三根试剂推到相应的

位置 1、2、3，注意要推试剂针马达(5)，不要推针(4)(下右图)。 

   
3. 用蘸有清洗液的纱布自上而下轻轻地擦拭试剂针表面，然后再用蘸有蒸

馏水的纱布清洗针的表面，直至无清洗液残留(特别是试剂 2 针)，注意

不要将针弄弯。 
4. 将样品架推向右侧，拉住辅助试剂针架顶部(1)(下左图)，将辅助试剂针

拉向前方，用蘸有清洗液的纱布自上而下轻轻地擦拭辅助试剂针表面，

然后再用蘸有蒸馏水的纱布清洗针的表面，直至无清洗液残留，注意不

要将针弄弯。然后将针推向冲洗站后方。 

                 
5. 在三个试剂针冲洗站和一个辅助试剂针冲洗站中滴入 0.5-1mL 清洗液，

用小刷子清洗冲洗站，然后用移液管移去冲洗站中清洗液。用蘸有清洗

液的纱布擦拭冲洗站表面，然后再用蘸有蒸馏水的纱布清洗冲洗站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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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清洁抽吸分离针外壁： 
1. 用手将抽吸分离针臂抬至 高，将抽吸分离针夹子(1)向后推，向上取

出抽吸分离针(见下图)。 
2. 用蘸有清洗液的纱布擦拭抽吸分离针表面，然后再用蘸有蒸馏水的纱布

清洗抽吸分离针表面。 
3. 装回抽吸分离针，将抽吸分离针夹子(1)向前推，卡住抽吸分离针，使

之不能活动。同样方法清洁所有抽吸分离针。 

 
 
c.清洗试剂仓盖： 

1. 取出所有主试剂，放入冰箱。 
2. 从马达(1)上取下试剂仓盖臂(2)，向左拉出至缺口位置，向上提起，取

出试剂仓盖(3)。 

 
3. 将仓盖放入清洗液中浸泡几分钟，取出用水冲洗干净，用蘸有清洗液的

纱布擦拭仓盖表面，然后再用蘸有蒸馏水的纱布清洗仓盖表面。 
4. 晾干后装回仪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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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清洁试剂仓： 
1. 打开试剂仓门，用纱布擦干试剂仓内多余的凝结水。 
2. 用蘸有蒸馏水的纱布清洗试剂托架(3)表面。 

 
3. 擦干试剂仓后，放回主试剂，关上仓门。 
4.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n 键。待仪器

开机。 
 
e.清洗空气过滤网： 

1. 取下仪器背面的空气过滤网架(1)。 
 

 
2. 取下空气过滤网，换上干净的滤网，装回滤网架。 
3. 换下的滤网用水冲洗干净，晾干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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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执行月清洗程序： 
大约需要 30 分钟来完成月清洗程序。 
1. 单击保养框按键，单击Perform Monthly Cleaning一栏，单击Perform

键，单击Yes，执行月清洗程序。 

2. 第一次提示：仪器自动排空废液储瓶。 

3. 第二次提示：拉出水瓶和废液瓶抽屉，倒空水瓶，用2瓶浓缩清洗液配

4L蒸馏水，倒入水瓶中。取下储水瓶上管道和感应器，倒空储水瓶，装

回管道和感应器。将水过滤器(下左图)下方管道(3)和除泡器右侧进口处

管道(2)分别拔出，然后两者对接，如下右图所示： 

     
如此短接水过滤器和除泡器后，按 Continue 继续。 

4. 第三次提示：取下水瓶，用蒸馏水彻底清洗水瓶，在水瓶中加入 2L 蒸

馏水，放回水瓶。按 Continue 继续。 
5. 第四次提示：取下水瓶，取下储水瓶上管道和感应器，取下储水瓶，用

蒸馏水彻底清洗水瓶和储水瓶，使之无清洗液残留。放回储水瓶，装回

管道和感应器，在水瓶中加入 2L 蒸馏水，放回水瓶。按 Continue 继续。 
6. 第五次提示：取下水瓶和储水瓶，装上空的备用储水瓶和装满蒸馏水的

备用水瓶。将原先短接的管道接回水过滤器和除泡器，如下图所示： 

 
推回水瓶和废液瓶抽屉，按 Continue 继续。灌注完成后，系统回到

READY 状态。 
7. 换下的水瓶和储水瓶用蒸馏水彻底清洗后，倒置晾干备用。 

 21



g.清洁废杯区域: 
1. 打开废杯区域门(图 1)，拔出(2)(3)处卡销，取下门(1)。 
2. 取出废样品吸头板盒(1)和废杯盒(2)。(图 2) 
3. 旋转从磁铁装置处取下废杯滑槽(1)。(图 3) 

   
           图 1                     图 2                        图 3 

4. 将废杯滑槽放在清洗液中浸泡五分钟，然后用大刷子清洗干净，冲洗后

擦干。用蘸有清洗液的纱布擦拭废杯储盒，再用蘸有蒸馏水的纱布清洗

废杯储盒，然后擦干。 
5. 依次装回废杯滑槽、废样品吸头板盒、废杯盒和门。 

 
h.清洁废样品吸头区域： 

1.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ff 键。待仪器

关机。 
2. 打开仪器罩盖，将样品针(3)向里推，松开旋钮(4)，取下样品吸头卡口

(2)和样品吸头管(1)。(图 1) 
3. 打开废样品吸头区域门，拉出清洗液瓶架，拿掉清洗液瓶，取出废样品

吸头盒。将样品吸头滑槽(1)向上抬起后取下。(图 2)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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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样品吸头卡口、样品吸头管和样品吸头滑槽放在清洗液中浸泡五分

钟，然后用大刷子清洗干净，冲洗后擦干。用蘸有清洗液的纱布擦拭废

样品吸头储盒(1)，再用蘸有蒸馏水的纱布清洗废样品吸头储盒(1)，然

后擦干。(图 3) 
5. 依次装回样品吸头滑槽、样品吸头卡口和样品吸头管。装样品吸头滑槽

时注意要将滑槽突起(3)卡在卡口(4)中，不要卡住后面的电线(5)(图 3)。
放回清洗液瓶和废样品吸头盒，关门。 

 
图 3 

 
i.清洗废液针和废杯推出杆： 

1. 打开仪器左侧试剂针罩盖，拧去照度计上螺母(1)，取下照度计盖(2)。 

 
2. 用蘸有蒸馏水的纱布擦拭废液针(3)和废杯推出杆(4)，再用干净纱布擦

干。 
3. 装回照度计盖和试剂针罩盖。 
4.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n 键。待仪器

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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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维护： 
a.备份和恢复数据： 

1. 单击 Setup 键，单击 Data Administration 键显示下图： 

 
2. 选择所需要备份的项目，插入磁盘，选择 Format Diskette 键，格式化

完毕后选择 Back Up 键，完成后取出磁盘，做上标记。 
3. 若需恢复数据则在此处选择所需恢复的项目，放入对应的备份盘，按

Restore 键。注意恢复前确认磁盘是正确的和完好的。 
 
b.执行数据库保养： 
数据库保养可防止数据库错误，6 个月至 1 年做一次。 
1. 中断通讯：单击 Setup 键，单击 Summary 键，单击 LIS Communications

键，在 Protocol 下选择 No LIS，按 Save 键保存。关闭窗口。 
2. 单击保养框按键，单击 Perform Database Maintenance 一栏，单击

Perform 键，执行数据库保养程序。 
3. 根据数据库的大小，此程序需执行 30-60 分钟。完成后出现提示，按

Turn System Off，待仪器关机。 
4. 重新开机后，恢复通讯：单击 Setup 键，单击 Summary 键，单击 LIS 

Communications 键，在 Protocol 下选择 ASTM，按 Save 键保存。关

闭窗口。 
 
 
 
 
 
 
 
 
 
 
 
 

 24



 
 
 
 
 
 
 
 
 
 
 
 
 
 
 
 
 
 
 
 
 
 
 
 
 
 
 
 
 
 
 
 
 
 
 
 
 
 
 
 
 
 
 

 25



系统简易故障处理 

1、检查系统状态： 

a.单击 键，可查看供应品状态，见下左图： 

            
右图为各项供应品在仪器上的 大可供应量。 

b.单击 键，可查看样品状态，见下图： 

 
1. 显示样品的状态信息 
2. 按 Summary 进入 Worklist 下的 Summary 窗口 
3. 按 Remove Rack 退出样品架 
4. 按 Enter SID 输入样品的 SID 号 
5. 按 Exit Queue 查看退出的样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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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单击 键，可查看试剂状态，见下图： 

 
1. 号码为试剂在主试剂仓内的位置 
2. Status 栏下显示为试剂的状态 
3. 若试剂可用，此处会有颜色显示 
4. 按 Details 键可查看试剂详细信息 
 
单击试剂状态栏下Ancillary Reagent键可查看辅助试剂状态： 

 
1. 此处显示辅助试剂仓内试剂信息 
2. Status 栏下显示为辅助试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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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单击 键，可查看保养状态，见下图： 

 
1. 当 View 栏选择 Schedule 时，Data 栏下为到期日期； 

   当 View 栏选择 Log 时，Data 栏下为工作日期。 
2. 按 Perform 键执行仪器可自动进行的保养程序。 
3. 按 Procedure 键可查看保养操作详细步骤。 
具体保养内容请查看保养一章 

 
 
 

e.单击 键，可查看事件记录，见下图： 

 
1. 在 View 下选择查看方式，在 Sort 下选择排序方式查看事件记录 
2. 按 Details 键可查看事件详细信息 
3. 按 Comments 键可查看事件注解 
4. 按 Procedure 键可查看事件代码和解决方法的详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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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事件记录： 
单击 Event Log 键，显示下图： 

 
此处显示系统事件记录。无色为一般正常操作，黄色为警告信息，红色为错误信

息。Code 下显示为事件代码。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1）按 Procedure 键出现对话框，2）按 Search 键出现 
Simple Search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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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Simple Search 对话框中输入事件代码(包括空格)，按回车键即可看到详

细信息。2）为事件引起原因，3）为解决问题方法。 
 

3、使用诊断工具： 
单击 System Status 下 Diagnostic Tools 键，打开诊断工具菜单： 

 
选择所需要执行的操作，按 Perform 键执行。 
注意：使用诊断工具时不要被机器误伤到自己。诊断工具可对仪器各部分进行单

独操作和手工操作，以便找出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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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工具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1. Cuvette Handling 比色杯处理 

a. Empty Ring 清空轨道 
仪器操作：检查废杯盒能否装满 115 个杯子；复位相关部件；升降机将杯子

推入照度计且轨道环前进一步，重复此步骤直至清空轨道环内所

有的杯子。此项测试中推杯器不工作。此过程约需 12 分钟。 
人工检查：打开罩盖，观察升降机、轨道环、照度计的运动，若发生卡杯，

则查看事件记录，找到卡杯原因。 
b. Empty & Fill Ring 清空并装满轨道 
仪器操作：检查废杯盒能否装满 115 个杯子；复位相关部件；升降机将杯子

推入照度计，轨道环前进一步，推杯器将新的杯子推入轨道，重

复此步骤直至清空轨道环内所有的杯子并装满新杯子。此过程约

需 12 分钟。 
人工检查：观察升降机、轨道环、照度计和推杯器的运动，若发生卡杯，则

查看事件记录，找到卡杯原因。 
c. Prime Cuvettes 装载比色杯 
仪器操作：运输带将比色杯装入垂直滑道中。此项测试中推杯器不工作。 
人工检查：观察比色杯运输带的运动，可用手感觉离子风扇是否工作，若发

生卡杯，则查看事件记录，找到卡杯位置，手工排除。 
 

2. Reagent & Ancillary Probes 试剂和辅助试剂针 
a. Dispense Test 分配(打水)测试 
仪器操作：复位相关部件；复位所有针到冲洗站上方；打开真空泵和水泵；

打开冲洗站真空阀；将水打入冲洗站；根据所选的重复次数重复

打水。 
人工检查：选择所需测试的针和次数进行打水测试，观察打出的水柱是否笔

直和稳定，没有滴水现象。若水柱倾斜或滴水，检查是否堵针，

电磁阀或管道是否漏水。 
b. Home Probes 复位探针 
仪器操作：试剂针复位：垂直复位；比色杯方向水平复位；试剂盒方向水平

复位；水平复位至冲洗站位置；复位相应的稀释器。 
辅助试剂针复位：垂直复位；比色杯和试剂盒方向水平复位；水

平复位至冲洗站位置；复位辅助试剂稀释器。 
人工检查：观察试剂针和辅助试剂针的运动，若针运动不正确，则查看事件

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3. Sample Probe 样品针 
a. Home Probe 复位探针 
仪器操作：垂直复位；试管架至比色杯方向水平复位；水平移至轨道方向；

下降至去除 Tip 头位置；水平移至 Tip 头去除口；上升停在 Tip
头去除口上；样品稀释器复位。 

人工检查：观察样品针和内部样品架列的运动，若针运动不正确，则查看事

件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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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oad Tip Tray 装载 Tip 头板 
仪器操作：复位样品针、内部样品架列、样品架装载器、样品架退出器、急

诊样品架装载器和样品 Tip 头装载器；检查装载器上的 Tip 头板

上是否没有纸带；去除当前的 Tip 头板；安装一块新的 Tip 头板。 
人工检查：打开罩盖，手工将内部样品架列拉出，将样品 Tip 头板向左拉动，

取下 Tip 头板，然后执行此测试。仪器会重设计数器以决定下次

取哪个 Tip 头。观察样品 Tip 头装载器装载一块新的 Tip 头板。

看锁定卡销是否卡在板的正确位置。若装载不正确，则查看事件

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1)样品 Tip 头板 2)板上的卡孔 3)锁定卡销 4)内部样品架列 

4. Luminometer 照度计 
a. Dark Count with Cuvette 有比色杯的暗计数 
仪器操作：复位相关部件；打开真空和水但不使用；根据所选的重复次数检

查是否有足够的空杯；装载一个空杯子进入照度计；移动空杯至

PMT 前读取数据。在此测试中，排出 后一个杯子后，照度计保

持空的状态，新的杯子不加入轨道，但系统记住空位。 
人工检查：测试完成后出现下图，记录下 Total Mean 的数据。此数据与无比

色杯的暗计数的 Total Mean 值相差应小于 25，若大于 25 则表示

有漏光。 

 
1) 选择 8 个比色杯时，只有 RLU1 数据 
2) 选择 16 个比色杯时，有 RLU1 和 RLU2 数据 
3) 选择 24 个比色杯时，有 RLU1、RLU2 和 RLU3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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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ark Count without Cuvette 无比色杯的暗计数 
仪器操作：复位相关部件；排出照度计中所有比色杯；打开真空和水但不使

用；PMT 在空的位置读取数据。在此测试中升降机和轨道不工作。 
人工检查：测试完成后出现下图，记录下 Total Mean 和 Total SD 的数据。 

 
1) 选择 8 个比色杯时，只有 RLU1 数据 
2) 选择 16 个比色杯时，有 RLU1 和 RLU2 数据 
3) 选择 24 个比色杯时，有 RLU1、RLU2 和 RLU3 数 
检查 Total Mean 数据应小于 600，若大于 600 则表示 PMT 坏、

照度计内脏或潮湿、有电子干扰或漏光。 
检查 Total SD 数据，看 Total Mean 对应的 Total SD 数据是否在

下图的曲线下。 

 
c. Home Luminometer 复位照度计 
仪器操作：检查并复位升降机至底下位置；复位废液针；移动照度计至下一

装载位置；转动照度计至余下 7 个位置同时废杯推出杆将废杯推

出；复位照度计。 
人工检查：打开罩盖，观察照度计的运动，若照度计运动不正确，则查看事

件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5. Aspirate Probes 抽吸分离针 
a. Home Probes 复位探针 
仪器操作：上升抽吸分离针至初始位，若探针已在初始位，则探针稍微下降

后上升至初始位。 
人工检查：观察抽吸分离针的运动，若针运动不正确，则查看事件记录，找

到错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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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ispense Wash Fluid & Aspirate 分配冲洗液和抽吸 
仪器操作：复位相关部件；打开真空泵；将内部样品架列移至右侧；移动轨

道环；打开液路阀；复位稀释器；通过相应的液路和分配口将所

选的液体打入比色杯；所选的抽吸分离针下降吸空比色杯中液体

后复位；轨道环移动将比色杯送至升降机处；升降机将比色杯推

入照度计；若有需要，轨道环将一个新的比色杯移至所选的抽吸

分离针下；照度计移动，仪器推出比色杯。根据所选次数仪器重

复上述步骤。 

 
人工检查：打开罩盖，取下样品进样架列后的盖板(上图)，选择分配口和抽

吸分离针、液体和次数进行测试，观察分配口的水柱应笔直和稳

定；抽吸分离针应吸干比色杯中所有的液体。若系统不能复位或

打水和抽吸有问题，则查看事件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分配口 1 液路                           分配口 2 液路 

     
             分配口 3 液路                           冲洗分配口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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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ystem 系统 
a. Home System 复位系统 
仪器操作：复位比色杯推杯器、装载器、抽吸分离针 1，2，3，4、废液针、

升降机、照度计、试剂针 1，2，3、试剂混匀、试剂仓盖、试剂

条码罩盖、试剂条码器、样品针、样品架装载、样品架退出、急

诊通道装载、样品 Tip 头装载、内部样品架列、辅助试剂针、辅

助试剂装载、辅助试剂仓门、辅助试剂仓。在此测试中真空和水

泵不工作。 
人工检查：观察系统各部件运动，若系统不能复位或各部件移动有问题，则

查看事件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b. Home Inprocess Queue 复位内部样品架列 
仪器操作：复位样品针、样品架装载、样品架退出、急诊通道装载、样品 Tip

头装载和内部样品架列。 
人工检查：观察内部样品架列和样品针运动，若内部样品架列和样品针运动

有问题，则查看事件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c. Home Ancillary Queue 复位辅助试剂仓 
仪器操作：复位辅助试剂针、辅助试剂装载、辅助试剂仓门和辅助试剂仓。 
人工检查：观察辅助试剂仓运动，若辅助试剂仓运动有问题，则查看事件记

录，找到错误原因。 
d. Empty Inprocess Queue 清空内部样品架列 
仪器操作：复位样品针、样品架装载、样品架退出、急诊通道装载、样品 Tip

头装载和内部样品架列；检查退出架列是否满；移动内部样品架

列位对准出口；伸展和缩回样品架退出杆；急诊/样品推出器将样

品架推向右侧；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推出内部样品架列所有样品架

或样品退出架列满。 
人工检查：观察样品架退出杆将样品架推出内部样品架列运动，若样品架退

出运动有问题，则查看事件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e. Empty Ancillary Queue 清空辅助试剂仓 
仪器操作：复位辅助试剂针、辅助试剂装载、辅助试剂仓门和辅助试剂仓；

检查辅助试剂盒是否在装载位上；转动辅助试剂仓至下一个位

置；打开辅助试剂仓门；推出辅助试剂装载杆；辅助试剂仓逆时

针转动一个位置；缩回辅助试剂装载杆；关闭辅助试剂仓门；等

待辅助试剂从装载位上拿走；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清空辅助试剂仓

内所有位置。 
人工检查：在此测试进行时需手工拿走装载位上的辅助试剂，观察辅助试剂

仓运动，若辅助试剂仓运动有问题，则查看事件记录，找到错误

原因。 
f. Reset Thermals 重新加热 
仪器操作：发送复位命令至各加热部分；使各部件温度平衡。 
人工检查：检查温度记录。 
g. Vacuum Test 真空测试 
仪器操作：打开真空泵；测试真空压力。 
人工检查：在真空测试窗口观察真空压力显示(低、正常、高)，按 Cancel Test

键终止测试。若压力显示低或高，则查看事件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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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Sample Barcode Read Test 样品条码测试 
仪器操作：接受一个样品架通过样品通道或急诊通道；扫描样品架和试管上

的条码；读取样品架上所有试管的条码；在桌面上显示所有条码

信息。 
人工检查：选择样品架从样品通道(Routine)或急诊通道(Stat)进入，检查样

品扫描结果，若结果不正确，则查看事件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i. Prime Functions 灌注功能 

(1) Prime System 灌注系统 
仪器操作：复位相关部件；打开真空泵和水泵；试剂针和辅助试剂针打水入

冲洗站；打开和关闭相应的阀；从分配口打水入比色杯；轨道环

将用过的杯子送至升降机；升降机将杯子推入照度计；照度计排

出废杯。 
人工检查：选择 Prime System 执行灌注测试，观察灌注情况，若不正确，

则查看事件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2) Prime Fluid Line 灌注液路 

仪器操作：复位相关部件；打开真空泵和水泵；当灌注试剂管道时，系统将

水打入冲洗站(约 1 秒种时间)；当灌注其他液路时，系统将所选

的液体打入比色杯并抽走；用相应的泵或稀释器打水；打开和关

闭相应的阀；轨道环将用过的杯子送至升降机；升降机将杯子推

入照度计；照度计排出废杯。 
人工检查：选择 Prime Fluid Line，选择液路、液体、次数执行灌注测试，

在测试过程中观察各稀释器运动，观察打出的水柱是否笔直和稳

定。若测试失败或漏水，检查管道和接头是否漏水。 

 
1)样品和辅助试剂稀释器 2)试剂稀释器 3)系统液体稀释器 

(3) Prime System Fluid Bottle 灌注系统液体瓶 
仪器操作：复位相关部件；打开真空泵和水泵；关闭所选液体的通气阀；用

相应的泵或稀释器从所选的系统液体瓶灌注液体；打开和关闭相

应的阀；抽干比色杯；轨道环将用过的杯子送至升降机；升降机

将杯子推入照度计；照度计排出废杯。 
人工检查：选择 Prime System Fluid Bottle，选择液体执行灌注测试，观察

灌注情况，若不正确，则查看事件记录，找到错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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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见故障处理： 
1. 卡杯处理： 

a. 比色杯装载器卡杯： 
    打开罩盖，检查传输带和装杯盒中是否有损坏的杯子，斜坡滑道上

是否有堆积的比色杯，用镊子取出坏杯子和堆积在斜坡滑道上的杯

子。 

 
1)轨道装载口 2)升降机 3)照度计 4)斜坡滑道 5)装杯盒 6)垂直滑道 7)预热块 

         
旋开螺丝(1)，取下垂直滑道下塑料窗口，松开垂直滑道顶端两棵螺

丝，取下垂直滑道，检查是否有杯子或杂物堵塞在垂直滑道中(上左

图)。用手转动传输带，检查是否有杯子卡在传输带中(上右图)。 
b. 比色杯预热块卡杯：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ff 键。待仪

器关机。打开罩盖，旋开螺丝(3)，取下预热块盖(4)，取出预热块中

卡住的杯子和坏杯子(下左图)，换上 14 个新的比色杯，注意杯间不

要有空隙(下右图)。装回预热块盖。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n
键，待仪器开机，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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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照度计或升降机卡杯：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ff 键。待仪

器关机。打开罩盖，打开左侧试剂针盖，抬起废液针，用手转动照

度计左下方马达旋钮(1)(下左图)，听比色杯是否掉入废杯盒，若无

比色杯掉出或旋钮转不动，检查废杯滑槽是否堵住。旋开升降机口

螺丝(1)取下塑料窗口(下右图)，将升降机推到底部，取出卡在升降

机口的杯子或转动照度计时掉下的杯子，用手指伸入照度计感觉是

否有潮湿，装回塑料窗口。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n 键，待

仪器开机，单击 Diagnostic Tools 键，选择 Home Luminometer，单

击 Perform 键执行。 

          
2. 换针： 

a. 更换辅助试剂针和试剂针：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ff 键。待仪

器关机。打开罩盖，拔出辅助试剂针顶部管道，旋松套筒螺母(3)，
取下辅助试剂针(4)，换上新针，用钳子旋紧套筒螺母，连接管道。

注意不要漏掉上下垫片(下左图)。 

                 
辅助试剂针                       试剂针 

打开左侧试剂针盖，拔出试剂针顶部管道(1)，旋松套筒螺母(2)，取

下试剂针(3)，换上新针，用钳子旋紧套筒螺母，连接管道(上右图)。
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n 键，待仪器开机，单击 Diagnostic 
Tools 键，选择 Dispense Test，选所换的针，单击 Perform 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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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更换抽吸分离针：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ff 键。待仪

器关机。打开罩盖，将抽吸分离针夹子(1)向后推，向上取出抽吸分

离针(下左图)。拔出连接管道(1)和接地线(2)，取下抽吸分离针(3)(下
右图)，换上新针，连接管道和接地线，将夹子向前推直至卡住抽吸

分离针。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n 键，待仪器开机，单击

Diagnostic Tools 键，选择 Dispense Wash Fluid&Aspirate，选所换

的针，单击 Perform 键执行。 

         
c. 更换废液针：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ff 键。待仪

器关机。打开罩盖，打开左侧试剂针盖，将废液针夹子(2)向后推，

拔出连接管道(3)，取下废液针(1)(下左图)，旋开照度计盖螺母(1)，
取下照度计盖(2)(下右图)，用酒精清洗废液针冲洗站，换上新针，连

接管道，将夹子向前推直至卡住废液针，装回照度计盖，旋紧螺母。

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n 键，待仪器开机，单击 Diagnostic 
Tools 键，选择 Home Luminometer，选所换的针，单击 Perform 键

执行。 

           

 39



3. 更换废液瓶传感器：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ff 键。待仪器

关机。拉出水瓶和废液瓶抽屉，打开废液瓶盖，取下废液传感器(1)，旋

开套筒(2)，拔出连接头，换上新的废液传感器。盖上废液瓶盖，推回水

瓶和废液瓶抽屉。单击 Turn System Mechanics On 键，待仪器开机，

检查供应品状态栏中，废液是否显示 OK。 

 
 

4. 更换样品 Tip 头板： 
    打开罩盖，手工将内部样品架列拉出，将样品 Tip 头板向左拉动，取下

Tip 头板(下左图)，取出掉在内部样品架列内的 Tip 头，取出卡在装载器

中的 Tip 板，注意不要弄弯卡销(1)(下右图)，打开废杯盒门，取出废 Tip
头板，装上新的 Tip 板。单击 Diagnostic Tools 键，选择 Load Tip Tray，
单击 Perform 键执行。确认仪器执行以下操作：卡销咬住新 Tip 头板盖，

Tip 头板平稳下落，装载器中的板不互相粘住，Tip 头板下落到 Tip 头板

架的卡销上，当内部样品架列向右移动时，样品 Tip 板应完全地卡在卡

销中，当内部样品架列向右移动，样品 Tip 板被拉出装载器后，Tip 头板

盖掉入废 Tip 头板区，空的 Tip 头板平稳地掉入废 Tip 头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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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重启： 
    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Off 键。待仪器关机。仪器

电源关闭后，等待 2 分钟。检查样品架装载区、样品架退出区、样品 Tip
头板装载器、辅助试剂装载区、急诊样品架装载区是否有堵塞。按仪器

左后方绿色按钮(1)，重新启动仪器。输入 centaur 按两次回车。等待系

统状态变为 Ready 后，可进行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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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紧急停机： 
    若遇到紧急情况可按仪器上的两个红色按钮(1)紧急停机(下图)。停机处

理后，按仪器左后方绿色按钮，重新启动仪器。输入 centaur 按两次回

车。等待系统状态变为 Ready 后，单击 Diagnostic Tools 键，选择 Home 
System，单击 Perform 键执行。选择 Empty & Fill Ring，完成后可进行

正常操作。 

 
 

7. 漏夜处理： 
若发现仪器内漏水或仪器周围有大量积水，按仪器上的红色按钮紧急停

机。单击 System Status 键，单击 Turn System Off 键。待仪器关机。

检查漏夜部分，如管道是否脱落，阀是否漏夜，储水瓶是否未放好，冲

洗站是否堵塞等，重新处理后确认无漏夜，按仪器左后方绿色按钮，重

新启动仪器。输入 centaur 按两次回车。等待系统状态变为 Ready 后，

单击 Diagnostic Tools 键，选择 Prime Fluid Line，选择所需灌注的管道、

液体、次数，单击 Perform 键执行灌注测试，完成后可进行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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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结果分析 
检查测试结果问题： 
    首先检查下列问题有助于我们解决平时所遇到的测试结果问题 

1. 仅是病人样品、质控、定标数据受影响，或是共同受影响？ 
2. 问题是偶尔发生，还是经常发生？ 
3. 问题是否是在使用某一批号的定标物、质控物、试剂时发生的？ 
4. 试剂、定标物、质控物和病人样品在准备、运输和储存的过程中是否有

问题？ 
5. 是否还有其他项目受影响？ 
6. 受影响的项目属于哪种反应类型(竞争法或夹心法)？ 
7. 有共同的因素影响反应吗？ 
8. 在此项目中，光量值是增加还是减少了？ 
为了找出问题，应收集下列数据： 
1. 病人样品结果 
2. 质控结果 
3. 定标数据 
4. 重复的 CV 值 

 

使用定标数值范围： 
单击 Calibration，选择 Data，选择所需检查的项目，单击 Evaluation，显

示下图： 

 
1) 将定标所得值与定义范围和观测范围作比较 
2) 定义范围是每一批号试剂出厂时制定 
3) 观测范围是仪器自行设定 

检查定标的数据：斜率、比率、低定标差值和高定标差值，将其与定义范围和观

测范围比较。若其超出观测范围但在定义范围之内，可在 Data 屏幕中按

Accepted 键接受定标，若其超出定义范围，根据反应类型查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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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心法： 
定标值是否在定义范围内： 
斜率 比率 低定标

差值 
高定标

差值 
可能引起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是 是 否 是 水质不好； 
定标物不稳定；确认定标物是否按规定储存。 
干粉定标物复溶时剂量不准；重新复溶定标物。

否 是 否 否 试剂放置超出其开启后稳定期；更换试剂。 
否 否 否 否 水瓶中有清洗液；彻底清洗蒸馏水瓶。 

定标物放置错误；放置正确的定标物重新定标。

竞争法： 
定标值是否在定义范围内： 
斜率 比率 低定标

差值 
高定标

差值 
可能引起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是 是 否 是 水瓶被污染，水质不好。 
是 是 否 否 水瓶中有清洗液；彻底清洗蒸馏水瓶。 

水质不好； 
水瓶被污染； 
定标物不稳定；确认定标物是否按规定储存。 
干粉定标物复溶时剂量不准；重新复溶定标物。

否 是 否 否 试剂被冰冻；试剂放置超出其开启后稳定期；更

换试剂。 
否 否 否 否 水瓶中有清洗液；彻底清洗蒸馏水瓶。 

定标物放置错误；放置正确的定标物重新定标。

 

结果不好问题分析： 
定标结果不好： 

可能引起的原因 解决方法 
定标物复溶不正确：用自来水，剂量不

对，使用未校准的移液管，或被污染的

蒸馏水。 

检查蒸馏水水质，用校准的移液管按正

确的剂量重新复溶一瓶新的定标物，重

新定标。 
用过的定标物被重新倒回定标物瓶中。 丢弃用过的定标物。复溶一瓶新的定标

物，重新定标。 
定标物复溶后溶解不完全，未达到平

衡。 
检查定标物量和溶解方法，复溶一瓶新

的定标物，重新定标。 
定标物储存不当。 检查定标物的储存要求，复溶后需等溶

解完全后再分装，若储存温度不当，则

重新复溶一瓶新鲜的定标物再定标。 
定标物过期。 重新准备定标物定标。 
定标物用错或高低值样品管放反 检查所用定标物是否正确，高低值样品

管是否放置正确，重新定标。 
手工输入的标准曲线不对。 确认曲线值与当前激活的批号值是否

相同，若不同，更改后重新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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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引起的原因 解决方法 
试管类型不对导致吸样量不对。 更改试管类型后重新定标。 
样品吸样头弯了或被损坏了。 放置样品 Tip 头板时应垂直、平整，不

要压坏 Tip 头和使用坏的 Tip 头，重新

定标 
固相试剂没有充分混匀，试剂中有凝

块，试剂过期，或试剂被冷冻过。 
确认试剂直立储存于 2-8℃，没有过期

和凝块，试剂已充分混匀，更换一瓶新

的试剂，重新定标。 
试剂盒放置在室温下时间过长。 确认试剂直立储存于 2-8℃，丢弃开启

时间过长的试剂，更换一瓶新的试剂，

重新定标。 
由于试剂盒膜破损，试剂蒸发或溢出。 重新更换试剂盒，重新定标。 
膜有穿孔的试剂盒混匀不正确。 重新更换试剂盒，重新定标。 
辅助试剂开启超过稳定期或过期。 更换新的辅助试剂，重新定标。 
 
质控结果不好： 

可能引起的原因 解决方法 
质控物复溶不正确：用自来水，剂量不

对，使用未校准的移液管，或被污染的

蒸馏水。 

检查蒸馏水水质，用校准的移液管按正

确的剂量重新复溶一瓶新的质控物，重

新做质控。 
用过的质控物被重新倒回质控物瓶中。 丢弃用过的质控物。复溶一瓶新的质控

物，重新做质控。 
质控物复溶后溶解不完全，未达到平

衡。 
检查质控物量和溶解方法，复溶一瓶新

的质控物，重新做质控。 
质控物储存不当。 检查质控物的储存要求，复溶后需等溶

解完全后再分装，若储存温度不当，则

重新复溶一瓶新鲜的质控物再做质控。

质控物过期。 重新准备质控物做质控。 
质控物用错或高低值样品管放错。 检查所用质控物是否正确，高低值样品

管是否放置正确，重新做质控。 
质控值输错入错误。 重新输入正确的质控值和范围，重新做

质控。 
试管类型不对导致吸样量不对。 更改试管类型后重新做质控。 
样品吸样头弯了或被损坏了。 放置样品 Tip 头板时应垂直、平整，不

要压坏 Tip 头和使用坏的 Tip 头，重新

做质控 
固相试剂没有充分混匀，试剂中有凝

块，试剂过期，或试剂被冷冻过。 
确认试剂直立储存于 2-8℃，没有过期

和凝块，试剂已充分混匀，更换一瓶新

的试剂，重新做质控。 
试剂盒放置在室温下时间过长。 确认试剂直立储存于 2-8℃，丢弃开启

时间过长的试剂，更换一瓶新的试剂，

重新做质控。 
由于试剂盒膜破损，试剂蒸发或溢出。 重新更换试剂盒，重新做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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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引起的原因 解决方法 
膜有穿孔的试剂盒混匀不正确。 重新更换试剂盒，重新定标再做质控。

辅助试剂开启超过稳定期或过期。 更换新的辅助试剂，重新定标再做质

控。。 
 
病人结果不好： 

可能引起的原因 解决方法 
样品收集、运输和准备不当。 重新收集新鲜的样品，再做测试。 
样品被多次冷冻或融化后未充分混匀。 样品只能被冷冻一次，融化后，使用前

需充分混匀，否则重新收集新鲜的样

品，再做测试。 
样品中含有异嗜性抗体。 通知技术支持人员调查引起原因。 
样品管与病人编号搞错。 重新收集新鲜的样品，再做测试。 
样品放置在室温下超过8小时或冷藏超

过 48 小时。 
重新收集新鲜的样品，再做测试。 

样品和试剂的储存温度超过规定的温

度。 
重新更换试剂盒，重新定标再做质控。

重新收集新鲜的样品，再做测试。 
样品是脂血或溶血，或含有纤维蛋白凝

块或气泡。 
用小棒去除凝块重新离心，去除气泡，

若有必要重新采血，再做测试。 
试管类型不对导致吸样量不对。 更改试管类型后重新做测试。 
样品吸样头弯了或被损坏了。 放置样品 Tip 头板时应垂直、平整，不

要压坏 Tip 头和使用坏的 Tip 头，重新

做测试。 
固相试剂没有充分混匀，试剂中有凝

块，试剂过期，或试剂被冷冻过。 
确认试剂直立储存于 2-8℃，没有过期

和凝块，试剂已充分混匀，更换一瓶新

的试剂，重新定标再做质控，重新做测

试。 
试剂盒放置在室温下时间过长。 确认试剂直立储存于 2-8℃，丢弃开启

时间过长的试剂，更换一瓶新的试剂，

重新定标再做质控，重新做测试。 
由于试剂盒膜破损，试剂蒸发或溢出。 重新更换试剂盒，重新定标再做质控，

重新做测试。 
膜有穿孔的试剂盒混匀不正确。 重新更换试剂盒，重新定标再做质控，

重新做测试。 
辅助试剂开启超过稳定期或过期。 更换新的辅助试剂，重新定标再做质

控，重新做测试。 
 
单个项目结果不好： 

可能引起的原因 解决方法 
样品的正常范围或检查范围定义错误。 重新输入正确的范围，再做测试。 
样品吸样头弯了或被损坏了。 放置样品 Tip 头板时应垂直、平整，不

要压坏 Tip 头和使用坏的 Tip 头，重新

做测试。 

 47



可能引起的原因 解决方法 
固相试剂没有充分混匀，试剂中有凝

块，试剂过期，或试剂被冷冻过。 
确认试剂直立储存于 2-8℃，没有过期

和凝块，试剂已充分混匀，更换一瓶新

的试剂，重新定标质控，重新做测试。

试剂盒放置在室温下时间过长。 确认试剂直立储存于 2-8℃，丢弃开启

时间过长的试剂，更换一瓶新的试剂，

重新定标再做质控，重新做测试。 
由于试剂盒膜破损，试剂蒸发或溢出。 重新更换试剂盒，重新定标再做质控，

重新做测试。 
膜有穿孔的试剂盒混匀不正确。 重新更换试剂盒，重新定标再做质控，

重新做测试。 
多个项目结果不好： 

可能引起的原因 解决方法 
样品吸样头弯了或被损坏了。 放置样品 Tip 头板时应垂直、平整，不

要压坏 Tip 头和使用坏的 Tip 头，重新

做测试。 
固相试剂没有充分混匀，试剂中有凝

块，试剂过期，或试剂被冷冻过。 
确认试剂直立储存于 2-8℃，没有过期

和凝块，试剂已充分混匀，更换一瓶新

的试剂，重新定标再做质控，重新做测

试。 
试剂盒放置在室温下时间过长。 确认试剂直立储存于 2-8℃，丢弃开启

时间过长的试剂，更换一瓶新的试剂，

重新定标再做质控，重新做测试。 
由于试剂盒膜破损，试剂蒸发或溢出。 重新更换试剂盒，重新定标再做质控，

重新做测试。 
膜有穿孔的试剂盒混匀不正确。 重新更换试剂盒，重新定标再做质控，

重新做测试。 
试剂混匀停止 2 小时以上但仍保持冷

藏。如：机械关闭，使用诊断工具，数

据保养，一些 700 xx xx 的软件错误等。

重新混匀所有试剂后放回试剂仓。根据

质控结果来决定这些试剂是否可继续

使用。 
试剂混匀和冷藏均关闭2小时以上。如：

工程师保养，停电等。 
重新混匀所有试剂后放回试剂仓。根据

质控结果来决定这些试剂是否可继续

使用。 
某一系统液体量不足。 确认液体放置正确位置，液体不过期，

没有超过开瓶稳定期，更换新液体。 
未执行保养程序。 确认每天、每周和每月的保养程序均已

执行。若有问题通知技术支持。 
某一系统液体没有灌注。 检查液体瓶中是否有足够的液体，在诊

断工具中执行所需液体的灌注程序。若

有问题通知技术支持。 
冲洗液抽吸不完全。 确认抽吸分离针的夹子卡住针，针没有

脱落。在诊断工具中执行分配冲洗液和

抽吸，观察液体是否抽吸完全。若有问

题通知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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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置 
1、系统设置： 

单击 Setup 下 Summary 显示下图： 

 
1.样品操作选项： 

选择 Sample Handling 显示下图： 

 
a. Perform Samples 样品工作流程 

选择 With Optimized Throughput 按 有效的顺序自动做测试。 
选择 In the Order the Operator Loads Samples 按放入样品的顺序依

次做测试。 
b. Perform Tests 测试工作流程 

选择 To Maximize the Number of Tests Completed 按样品量从小到大

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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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To Minimize the Unusable Volume 按样品量从大到小做项目。 
c. 选择 Notify the Operator when Stat Test is Complete，当急诊测试完成

后提示操作者。 
d. Maximum Stat Racks Allowed at a Time 在内部样品架列上预留的 大

急诊架位 
选择 0 1 2，选择保留的急诊架位数。 

e. Inprocess Queue timeout 样品架保留在内部样品架列中的时间 
输入 4~63 分钟，选择完成的样品架保留在内部样品架列中的时间。 

f. Repeat if Insufficient Sample is Detected 若检测到样品量不足重做 
g. Repeat if Clot is Detected 若检测到凝块重做 
h. Repeat if Sample Integrity Error is Detected 若检测到样品有错误重做 
i. Hold Samples for Repeats & Reflex Tests 若需重做的样品保留在内部

样品架列中 
选择 Patient 病人 Calibrator 定标物 Control 质控 保留在内部样品架

列中。 
j. Autoschedule Controls 自动编排质控 
k. Move Results from Current to Historical Database 自动将当前结果数

据移动到历史数据库中 
输入 1，2，3，4，6，8，12 或 24 小时，仪器每 15 分钟自动将所选时

间前的当前结果数据移动到历史数据库中。输入 0，则仪器不自动移动

数据。 
2.打印操作选项： 

选择 Print Options 显示下图： 

 

在 Printer 和 Paper Size 下选择打印机和纸张大小。 
Automatic Runtime Results Report 选择自动打印即时报告。 
在Reset Page Numbering 下输入间隔多少小时报告页数回到1。 
在Page Interval 下输入同一时间下打多少整页报告。 
在QC Online Customer Number 下输入传送在质控时的用户号码。 
在Laboratory Name和Report Header下输入报告上的实验室名称和报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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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警选项 

选择 Alarms 显示下图： 

 

选择Message Box(信息)，Warning(警告)，Failure(失败)三种报警信息。 
选择 Alarm On(报警开)和 Alarm Off(报警关)。 

在 Sound 下选择报警声音。 

选择Continuous Repetitions(连续报警)或Specify Repetitions(特殊报警)。 
若选择特殊报警，在Repetitions下输入报警次数(1-99)。 
在 Volume 下输入音量数值(从小到大表示声音从轻到响)。 
 

4.密码选项 

设定用户密码，暂时不用。 

 

5.LIS 通讯 

选择 LIS Communications 显示下图： 

 

选择传输方式，波特率，数据位及各项传输选项。 

 

6.LAS 通讯 

暂时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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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管类型和条码 

选择Tube Type & Barcode显示下图： 

 
在 Identify Samples Using 下选择 SID 或 Rack，选择扫描试管条码或试管 
架条码。 
在 Tube Type 1(2,3,4)下选择试管类型(通常选择系统定义类型)。 
条码类型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8.其他选项 

选择Additional Options显示下图： 

 
在 System Serial Number 下查看仪器编号。 

在 System Name 下输入仪器名称。 
选择 Remote Access 用于数据远程传输。 
在 Screen Saver Timeout 下选择屏幕保护的延迟时间(分钟)。 
在 Time Zone 下选择时区，在 Time Correction 下输入校正秒数以校正时间。 
在pointing device下输入acceleration和sensitivity数值调整鼠标的速度和灵

敏度。 
在Reagent Warning Counts下输入试剂剩余报警数。Primary下输入主试剂

所剩测试数，Required Ancillary下输入辅助试剂所剩毫升数，Vial下输入小

瓶试剂所剩测试数。 
在Control Bracket Reagent Reserve下输入系统保留做质控的试剂数。 
在Water和Waste下选择System Bottle(系统瓶)或Direct Plumbing(泵管)。 
若要做使用Wash 1或Wash 3的项目，则需打开Wash 1或Wash 3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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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设置： 
单击 Setup 下 Test Definition Summary 显示下图： 

 
在 View 下选择查看 Enable(激活)、Disable(非激活)或 All(所有)项目。 
在 Type 下选择查看项目类型。 
在 Search for Test 下输入需要查看的项目。 
a. 选定一个项目，可按 Disable 或 Enable 键使其非激活或激活。若此项目

为自己定义的计算值或机外输入值，可按 Delete 键删除。 
b. 按 Display Order 键排列显示顺序，显示下图： 

 
按 Edit 键，选择要排序的项目，选择要放置的位置，按 Move(交换位

置)键或 Insert(插入)键完成排序，按 Save 键保存。 
c. 按 Add Ratio 键增加计算值项目，显示下图： 

 
输入 Test(项目名称)、LIS Code(传输代码)、Units(单位)、Decimal(小
数点位数)、Low Limit(正常低值)、High Limit(正常高值)。选择 Hold(查
看后发送报告)。根据公式选择公式中参数代表的项目或常数。按 Save
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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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 Add Off-System 键增加机外输入值项目，显示下图： 

 
输入 Test(项目名称)、LIS Code(传输代码)、Units(单位)、Decimal(小
数点位数)、Low Limit(正常低值)、High Limit(正常高值)。按 Save 键

保存。 
 

e. 选择一个项目，按 Definition 键编辑项目定义，显示下图： 

 
按 Edit 键，在 Display 下修改显示名称，在 Print 下修改打印名称。 
某些项目在试剂的 Stability 下可选择 Use Beyond(使用超过稳定期)。 
在 Replicates 和 Acceptable CV 下输入 Patient(病人)和 Control(质控)
样品的重复次数和可接受 CV 值。 
选择 Hold Sample for Repeat,若需重做的样品保留在内部样品架列中。 
选择 Anonymous，发送报告不含有病人信息。 
选择 Hold，查看后发送报告。 
选择 Control Bracket，在做完批量样品后做质控。 
在 Control Levels 下输入所需做的质控水平。在 Control Reminder 下
输入做完样品后提示做质控的时间。在 Control Warning 下输入做开始

质控和结束质控之间的时间。 
其他选项均为仪器默认，不可修改。 
按 Reset Defaults 键恢复仪器初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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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Calculate Results键显示下图： 

 
在Conc Decimal和Index Decimal下选择浓度和相对浓度的小数点位数 
在Units下选择单位，在Conversion Factor下输入单位转换因子。 
在范围定义框中可输入用户自己定义的参考范围和解释。 
其他选项均为仪器默认，不可修改。 
按Calibration键显示下图： 

 
在Replicates下分别输入New Lot(新批号)、Current Lot(当前批号)和
Minimum( 小量)定标重复次数。 
在Cal Interval下输入定标有效期。 
选择Waive Cal，若定标过期可延用。 
选择Accept Cal，定标失败(超出观测范围但在定义范围之内)可接受。 
选择Assign Cal，允许在工作表中指定一个有效的定标做样品。 
选择Retain Cal，若新定标值很接近原定标值时，可保留原定标值。 
选择Autoexclude Cal Replicates，自动剔除超出精度范围的定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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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选择一个项目，按 Ranges 键编辑项目定义，显示下图： 

 
在Name of Range下输入参考范围名称，Low Limit和High Limit下输入

参考范围上下限，M或F选择性别，Age下输入年龄范围。 
在Check Range下输入重检范围，选择Repeat if<和Repeat if>大于或

小于重检范围重检。 
在Linearity下输入线性范围，选择Repeat if<和Repeat if>大于或小于线

性范围重检。 
选择 Repeat if<Conc Range 和 Repeat if>Conc Range，大于或小于浓

度参考范围重检。 
选择 Repeat if<Index 和 Repeat if>Index，大于或小于相对浓度参考范

围重检。 
在 Repeat Replicates 下选择重做的重复次数。 
在 Dilution Point 下输入稀释点。在 Dilution 下选择稀释倍数。在

Overdilution Point 下输入 低稀释点。 
按 Reset Defaults 键恢复仪器初试设置。按 Save 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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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合设置： 

单击 Setup 下 Profile Summary，选择 Add Profile(增加)或选定一个组合，

按 Profile Definition 键显示下图： 

 
按 Edit 键，在 Profile 下输入组合名称，在 LIS Code 下输入传输代码。选择

组合的项目，按 Save 键保存。 
选定一个组合，按 Delete 键删除组合。 
 
单击 Setup 下 Profile Summary，选择 Add Dilution Profile(增加)或选定一个

稀释组合，按 Profile Definition 键显示下图： 

 
按 Edit 键，在 Profile 下输入组合名称，在 LIS Code 下输入传输代码。选择

稀释项目，选择多种稀释倍数，按 Save 键保存。 
选定一个稀释组合，按 Delete 键删除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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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意 义 
甲状腺功能检测 

总甲状腺素（Total thyroxine，TT4）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58.1-140.6 nmol/L (4.5-10.9 ug/dL) 

新生儿：142-310 nmol/L    婴  儿： 90-194 nmol/L 

1- 5 岁： 90-194 nmol/L   5-10 岁： 77-168 nmol/L 

成  人： 54-174 nmol/L 
【项目综述】甲状腺素即 3,5,3’,5’-甲碘甲状腺原氨酸，简称 T4，是由甲状腺

滤泡上皮细胞合成和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甲状腺原氨酸的基本结合是由一个酪氨

酸残基和一个酚环构成。正常人平均每日的 T4 分泌量为 81-99ug，每日分泌的

量不到甲状腺内贮存量的 1%。T4 进入血液循环后约 99.96%与结合蛋白结合，其

中约 60%与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TBG)结合。30%与甲状腺素结合前白蛋白(TBPA)

结合，余下的与白蛋白结合。甲状腺外 T4 的循环总量为 900ug。T4 是血清中

多的碘化甲状腺原氨酸，占血清蛋白结合碘的 90%以上。T4 的半衰期为 7天。T4

是具有生物活性的甲状腺激素，促进糖、脂肪、蛋白质代谢，产生能量和热，促

进生长发育。近年来有人认为 T4 是 T3 的前激素，是其储备形式。 

【临床意义】 

甲状腺疾病 

1．甲状腺功能亢进时甲状腺合成和分泌 T4 增多。 

2．亚急性甲状腺炎，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的早期，因甲状腺滤泡被破

坏，T4 溢出，使血 T4 过性升高，产生短暂时期的轻度甲亢。 

3．大量服用甲状腺素，或误食动物甲状腺，导致血 T4 增高，产生医源性或

中毒性甲亢，甚至甲亢危象。 

4．组织对甲状腺激素不敏感时无甲亢症状，但有外周血 T4 增高；若是下丘

脑、垂体对甲状腺激素不敏感，则周围血 T4 增高，有甲亢症状，并 TSH

亦增高。 

5．甲状腺功能减退时，无论是原发、继发或其他原因，T4 均下降。 

6．甲状腺缺乏，或先天性发育不良，甲状腺全切除后，血 T4 缺乏。 

非甲状腺疾病 

1．TBG 浓度的变化，显著影响 T4 浓度的测定结果。TBG 增高时，T4 增高，

反之亦然。 

2．精神病以及一些非甲状腺疾病病人，极少数会出现高 T4 血症，但无甲亢

症状。原发疾病缓解后，T4 恢复正常。 

3．雄激素使 TBC 减少，T4 亦减低。 

4．各种非甲状腺疾病，如各种肝病、肝硬化、肝昏迷、肾病、肾衰、心肌

梗塞、心脏病、呼吸及消化等系统的严重疾病、传染病、创伤、烧伤、

颅脑外伤、恶性肿瘤、饥饿、蛋白质营养不良、糖尿病等，均可导致低

T3 综合症，病情严重者 T4 亦降低。若 T4 显著降低，提示病情危重，预

后差。病情缓解后 T3,T4 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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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otal triodothyronine.TT3）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0.92-2.79 nmol/L (0.60-1.81ng/mL) 

新生儿：  0.98-4.26 nmol/L 

1 - 5 岁：1.54-4.00 nmol/L 

6 -10 岁：1.39-3.70 nmol/L 

11-15 岁：1.23-3.23 nmol/L 

成   人： 1.23-3.39 nmol/L 
【项目综述】3,5,3’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简称 T3。血清中的 T3 大多数为 T4

在外围组织脱碘转化而来，约占每日 T4 产量的 1/2-1/3，约有 10%-38%的 T3 来

自甲状腺的直接分泌。T3 的日产量约 30ug，T3 的甲状腺外泄总量为 40ug。血清

浓度半衰期为 1天。血清中 T3 绝大多数(99.5%)与结合蛋白结合，其中 90%与 TBG

结合，其余与白蛋白结合，与 TBPA 结合的量极少。T3 的生物活性为 T4 的 5-10

倍，尽管血清中 T3 的浓度约为 T4 的 1/50-1/80，但 T3 在甲状腺总的代谢贡献

中占 65%左右。T4 进入靶细胞后要转变成 T3 才能发挥生物效应，故认为 T3 是更

为重要的甲状腺素。 

【临床意义】 

血 T3 测定的临床意义基本同血 T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T3 的测定对甲亢的

诊断，对甲亢治疗后复发的监测，比 T4 灵敏。它是 T4 型甲亢的特异性诊断指标。

甲低患者血清总 T3 的降低，滞后于 T4 的降低。在甲低早期，T3 下降不明显，

甚至代偿性增高，因此单独测定 T3 对甲低的诊断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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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FT4）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11.5-22.7 pmol/L (0.89-1.76 pg/mL) 

10.2-31 pmol/L 

育龄妇女：  9.2-13.2 pg/mL 

孕 6 –13 周：8.5-16.7 pg/mL 

孕 20-28 周：5.5-11.0 pg/mL 

【项目综述】血循环中的 T4 绝大部分(99.96%)都与结合蛋白结合，仅有少量为

游离激素。它们之间呈可逆的平衡状态，但只有游离型的 T4 才能进入靶细胞与

T4 受体结合后发生生物效应。 

【临床意义】FT4 的测定不受血清结合蛋白(主要是 TBG)含量的影响，是反映甲

状腺功能的灵敏指标。各种原因所致的甲亢时，FT4 增高；各种原因所致的甲低

时，FT4 降低；亚急性甲状腺炎和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的早期、组织对甲状腺素

不敏感综合症以及大量服用甲状腺激素后 FT4 亦增高。非甲状腺疾病，在病情严

重时 T4 降低，但 FT4 不降低。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odothyronine.FT3）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3.5-6.5 pmol/L (2.3-4.2 pg/mL) 

4.63-6.51pmol/L 

【项目综述】血循环中的 T3 绝大部分(99.5%)都与结合蛋白结合，仅有少量为游

离激素。它们之间呈可逆的平衡状态，但只有游离型的 T3 才能进入靶细胞与 T3

受体结合,发生生物效应。 

【临床意义】FT3 的测定不受血清结合蛋白(主要是 TBG)含量的影响，是反映甲

状腺功能的灵敏指标。各种原因所致的甲亢时，FT3 增高；各种原因所致的甲低

时，FT3 降低；亚急性甲状腺炎和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的早期、组织对甲状腺素

不敏感综合症以及大量服用甲状腺激素后 FT3 亦增高。非甲状腺疾病导致的低

T3 综合症时，FT3 一般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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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甲状腺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0.35-5.50uIU/mL 

【项目综述】促甲状腺激素是一种分子量约为 25,000 的糖蛋白，由垂体前叶分

泌，促进甲状腺释放甲状腺素(T4)与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TSH 的合成与释放

受下丘脑促甲状腺释放激素(TRH)的调控。甲状腺功能正常时，甲状腺激素水平

与血液中的 TSH 和 TRH 浓度呈负相关；在甲状腺功能低下时，TSH 水平升高。所

以测定 TSH 对诊断甲状腺功能低下是有价值的。TSH 是由α和β两个亚基组成的

糖蛋白激素。α亚基是由 89 个氨基酸组成，与 LH 及 FSH 的α亚基是相同；β亚

基是由 112 个氨基酸组成，为 TSH 所特有，决定其促甲状腺功能的特异性。 

【临床意义】 

TSH 升高 

1．垂体促甲状腺激素腺瘤。可能伴有其他激素分泌增多。 

2．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因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而引起 TSH 分泌的负

反馈抑制减弱，使垂体分泌 TSH 增多。 

3．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常见于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亦可见于产

后甲状腺炎。患者 TSH 升高而 FT4 正常。 

4．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TSH 高于正常，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降低。 

5．地方性甲状腺肿。缺碘时，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对垂体抑制作用减弱，

垂体分泌 TSH 增加。 

6．新生儿先天性甲减筛查。 

7．继发性(垂体)甲状腺技能减退。因垂体或下丘脑病变所致，血中 TSH 可

在正常范围或低于正常，同时伴有 FT4 降低。 

TSH 降低 

1．甲状腺功能亢进。由于甲亢患者 TSH 储备功能差，血中过多的甲状腺素

抑制了垂体 TSH 的分泌，使血清 TSH 浓度极低。使高灵敏的 TSH 检测方

法为甲亢诊断的首选重要指标。甲亢患者与正常人之间 TSH 值基本无交

叉。 

2．亚临床甲状腺技能亢进，是过渡状态，常见于乔本氏甲状腺炎的早期。

也可见于甲亢治疗过程中的亚临床状态。 

3．原发性甲减甲状腺素替代治疗。在替代治疗过程中，TSH 是重要指标。 

4．库兴综合症。患者血中皮质醇含量较高，可造成 TSH 对 TRH 反应性降低，

血清 TSH 值降低，但不出现垂体-甲状腺轴功能的明显紊乱。 

5．肢端肥大症。未经治疗的患者 TSH 降低，可能是过多的 GH 诱发 ss 分泌

增多造成 TSH 对 TRH 反应减弱。 

6．药物。应用糖皮质激素、多巴胺及溴隐亭等可导致血 TSH 过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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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激素检测 

卵泡刺激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me ，FSH）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  男性：        1.4-18.1 mIU/mL 

女性：卵泡期：2.5-10.2 mIU/mL 

排卵期：3.4-33.4 mIU/mL 

黄体期：1.5-9.1  mIU/mL 

怀孕期：<0.3     mIU/mL 

绝经期：23-116.3 mIU/mL 

【项目综述】FSH 卵泡刺激素，是垂体前叶 FSH 细胞合成分泌的糖蛋白激素，由

204 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 32,000，整个分子由 2 个亚基组成，α亚基与 LH、

TSH 的α亚基相同，均为 89 肽；β亚基是有 115 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在 7、24

位的门东酰胺上各有一段糖链。β亚基具有特异性。FSH 的生理作用在男性促进

生精，作用睾丸的生精和支持细胞，对精子的生成过程起调节作用，并使支持细

胞中的睾酮经芳香化酶作用变为雌二醇。对女性而言促进卵泡成熟及分泌雌激

素，一方面刺激卵泡内层的颗粒层膜细胞增长，另一方面使膜上促卵泡受体增多，

并诱导产生能使雄激素转变为雌激素的芳香化酶。 

成年女性血浆中 FSH 随月经周期而变化。血浆中 FSH 与球蛋白结合，血浆

FSH 半衰期约 170 分钟。 

【临床意义】 

1. 闭经病理部位的诊断：正常女性血清 FSH 和 LH 的测定可用于鉴别子宫性、

卵巢、垂体或中枢性闭经，结合 GnRH 兴奋试验可更加明确诊断。 

2. 原发性性功能低下：卵巢和睾丸的功能低下，缺乏性激素(E2,T)的负反馈

作用，血 FSH 和 LH 升高。例如先天性性腺发育不全、Klinefelter 综合

征、隐睾等。 

3. 继发性性功能低下：凡能引起垂体功能减退的疾患，如席汉氏综合症、垂

体肿瘤、垂体梗塞、炎症、手术等影响垂体 LH 和 FSH 的合成与分泌。 

4. 性早熟：真性性早熟由于各种病因如特发性、中枢性肿瘤、感染、外伤、

放射性、肾上腺疾病、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治疗后等，使下丘脑-垂体功

能紊乱 GnRH 分泌增多，患儿血 FSH 和 LH 同时升高达正常人水平。假性性

早熟是由于垂体以外部位病变如卵巢肿瘤、肾上腺肿瘤、甲状腺病、甲状

腺功能低下或使用外源性性激素、食物、药物、化妆品等，使促性腺激素

分泌或性激素分泌，后者反馈性抑制 LH 和 FSH，血 FSH 和 LH 减低。 

5. 多囊卵巢综合症：本病主要是 LH 水平升高而 FSH 降低。LH/FSH 为 2.5-3。

由于下丘脑-垂体轴的脉冲式释放的增加，达到高于或接近正常卵泡中期

的水平，而 FSH 则维持在相当于或等于卵泡早期的水平。 

6. 更年期综合症：在女性由于卵巢功能的衰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对垂体

GTH 的抑制作用减弱使促性腺激素分泌增多，接近绝经期时血中 FSH 和 LH

均逐渐升高，持续高水平达 5-10 年之久。在男性，由于睾酮分泌减少，

反馈抑制减弱也可出现促性腺激素升高。 

7. 垂体促性腺激素瘤：FSH 或 LH 瘤患者血清 LH,FSH 和 T 浓度都升高。 

8. 预测排卵期：在月经周期中，LH 和 FSH 达到 高值后，均在 24h 左右下

降，形成排卵前极陡的高峰。LH 峰一经出现，则预报 24-36h 后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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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  男性：20-70 岁：1.5-9.3  mIU/mL 

                       ＞70 岁：3.1-34.6 mIU/mL 

女性：卵泡期：1.9-12.5 mIU/mL 

排卵期：8.7-76.3 mIU/mL 

黄体期：0.5-16.9 mIU/mL 

怀孕期：<0.1-1.5 mIU/mL 

绝经期：15.9-54  mIU/mL 

避孕期：0.7-5.6  mIU/mL 

                儿童：        <0.1-6.0 mIU/mL 

【项目综述】LH 黄体生成素是垂体前叶产生的，由两条多肽链(即α和β亚单位)

经非共价键结合的糖蛋白。LH 都呈脉冲式分泌，因此有较明显的日内和日间差

异。女性月经中期的 LH 高峰促成排卵，男性 LH 主要刺激 Legdig 细胞产生睾丸

酮，又协同 FSH 促进精子成熟。与 FSH 同时测定，是研究和判断下丘脑-垂体-

性腺轴功能的常规检查方法。LH 的测定在预测排卵时间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它还可用于绝经期检查，不孕症诊断和内分泌治疗的监测等。 

【临床意义】 

1． 闭经病理部位的诊断：正常女性血清 FSH 和 LH 的测定可用于鉴别子宫性、

卵巢、垂体或中枢性闭经，结合 GnRH 兴奋试验可更加明确诊断。 

2． 原发性性功能低下：卵巢和睾丸的功能低下，缺乏性激素(E2,T)的负反馈

作用，血 FSH 和 LH 升高。例如先天性性腺发育不全、Klinefelter 综合

征、隐睾等。 

3． 继发性性功能低下：凡能引起垂体功能减退的疾患，如席汉氏综合症、垂

体肿瘤、垂体梗塞、炎症、手术等影响垂体 LH 和 FSH 的合成与分泌。 

4． 性早熟：真性性早熟由于各种病因如特发性、中枢性肿瘤、感染、外伤、

放射性、肾上腺疾病、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治疗后等，使下丘脑-垂体功

能紊乱 GnRH 分泌增多，患儿血 FSH 和 LH 同时升高达正常人水平。假性性

早熟是由于垂体以外部位病变如卵巢肿瘤、肾上腺肿瘤、甲状腺病、甲状

腺功能低下或使用外源性性激素、食物、药物、化妆品等，使促性腺激素

分泌或性激素分泌，后者反馈性抑制 LH 和 FSH，血 FSH 和 LH 减低。 

5． 多囊卵巢综合症：本病主要是 LH 水平升高而 FSH 降低。LH/FSH 为 2.5-3。

由于下丘脑-垂体轴的脉冲式释放的增加，达到高于或接近正常卵泡中期

的水平，而 FSH 则维持在相当于或等于卵泡早期的水平。 

6． 更年期综合症：在女性由于卵巢功能的衰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对垂体

GTH 的抑制作用减弱使促性腺激素分泌增多，接近绝经期时血中 FSH 和 LH

均逐渐升高，持续高水平达 5-10 年之久。在男性，由于睾酮分泌减少，

反馈抑制减弱也可出现促性腺激素升高。 

7． 垂体促性腺激素瘤：FSH 或 LH 瘤患者血清 LH,FSH 和 T 浓度都升高。 

8． 预测排卵期：在月经周期中，LH 和 FSH 达到 高值后，均在 24h 左右下

降，形成排卵前极陡的高峰。LH 峰一经出现，则预报 24-36h 后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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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乳素（Prolactin，PRL）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  男性：        2.1-17.7 ng/mL 

女性：未怀孕：2.8-29.2 ng/mL 

怀孕期：9.7-208.5ng/mL 

绝经期：1.8-20.3 ng/mL 

【项目综述】人垂体催乳素是垂体分泌的一种蛋白激素，分子量约 22,000，它

能促使乳汁分泌，PRL 的测定可作为评定下丘脑-垂体功能的一项重要指标，特

别是对垂体催乳素瘤，各种因素引起的高催乳素血症，以及下丘脑蒂病症的诊断

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并对月经异常和不孕的病因诊断与鉴别诊断有极大意义。 

【临床意义】 

PRL 升高： 

1. 下丘脑病变。如颅咽管瘤、异体松果体瘤、转移性肿瘤等，使下丘脑 PIF

减少，血 PRL 升高。  

2. 垂体泌乳素瘤。由于泌乳素细胞自主性地分泌 PRL，血中 PRL 明显升高。 

3. 垂体病变。如垂体生长激素瘤(巨人症/肢端肥大症)、柯兴氏病，空蝶鞍

等病变使 PRL 释放增多。 

4. 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由于血液中甲状腺激素减少，反馈作用减弱，下

丘脑 TRH 增加，或对 TRH 反应加强致使血 PRL 升高，TSH 与 PRL 成正比关

系。 

5. 肾上腺功能减退。糖皮质激素减少直接作用于垂体或通过下丘脑血清或内

啡肽等间接作用使血 PRL 升高。 

6. 肝、肾疾病。肝硬化或慢性肾功能衰竭时，PRL 的代谢清除减少。 

7. 药物影响。口服避孕药、雌激素通过刺激垂体 PRL 细胞使 PRL 分泌增加。

抗癫痫药、抗忧郁药、抗高血压药如利血平、甲氰咪呱、吗啡等药物抑制

下丘脑多巴胺分泌或影响其效应导致垂体 PRL 分泌过多，血 PRL 升高。 

8. 糖尿病。近年来发现糖尿病人的空腹 PRL 值升高，可能是高血糖抑制中枢

多巴胺的释放，引起血 PRL 升高。某些饮食也可能会影响血清 PRL 水平有

关。 

9. 原发性性功能减退。PRL 可以升高到正常的 2-3 倍，男性表现为性欲减退

及不育。 

PRL 降低： 

1. 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症。如席汉氏综合症、嫌色细胞瘤等使垂体前叶受损而

引起 PRL 分泌减少。 

2. 某些药物如左旋多巴、溴隐亭、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降钙素等可直接

或间接抑制 PRL 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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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二醇（Estradiol，E2）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  男性：        11.6–41.2  pg/mL 
女性：卵泡期：18.9-246.7 pg/mL 

排卵期：35.5-570.8 pg/mL 

黄体期：22.4-256.0 pg/mL 

绝经期： 0  -44.5  pg/mL 

【项目综述】雌激素主要是卵巢卵泡生长发育过程中由颗粒细胞层及卵泡内膜层

分泌，睾丸、胎盘和肾上腺也产生少量雌激素。雌激素主要是雌二醇，怀孕期间

胎盘产生大量雌三醇。雌二醇在肝脏被灭活后成为雌酮和雌三醇。雌激素是使青

春期女性外生殖器、阴道、输卵管和子宫发育和生长的重要激素，可以增强阴道

抵抗细菌的能力，可促进输卵管的运动，维持和促进女性副性征的发育，在妊娠

时使子宫肌肉增厚，对分娩时产生较大收缩力非常有利。雌激素对蛋白质、糖、

脂类、水、电解质和钙磷代谢有一定的影响。在排卵控制体系中，雌激素起着核

心作用。雌激素对中枢和垂体均有“正”与“负”反馈两种作用，一般低浓度时

为负反馈，高浓度时为正反馈。 

【临床意义】 

雌二醇升高： 

1. 性早熟。雌二醇为性早熟诊断及青春期启动的指标激素。性早熟时，由于

FSH 和 LH 分泌增高，卵巢分泌雌二醇增多。 

2. 卵巢肿瘤。卵巢颗粒细胞卵泡膜细胞瘤，能异常分泌雌激素，血雌二醇升

高。 

3. 男性乳房发育。代谢紊乱使体内雌激素分泌相对或绝对增多，如睾丸间质

细胞瘤、畸胎瘤、垂体瘤等。 

4. 评价卵巢功能。雌二醇是确定卵巢功能的激素指标之一。在月经周期呈周

期性变化。 

5. 评价药物排卵疗效。血清雌二醇可用于药物诱发排卵，排卵的卵泡成熟和

卵巢过度刺激的监测及选定 hCG 用药物收集卵子的时间。 

6. 男性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往往雌二醇明显升高，而睾酮下降，故雌二醇

/睾酮比值升高。 

7. 肝硬化。肝脏病变时，雌二醇灭活受影响故血雌二醇升高。 

8. 多胎妊娠。胎盘合成雌激素增多。 

9. 糖尿病孕妇。雌二醇能刺激胰岛素的分泌，使血浆胰岛素水平增加。 

雌二醇降低： 

1. 原发性性腺发育不全。卵巢发育不全或受到损伤、无卵巢等，导致卵巢功

能不足，雌二醇分泌减少。 

2. 继发性性功能低下。由于下丘脑或垂体疾患使促性腺激素分泌不足，导致

性激素分泌下降，雌激素减少。 

3. 葡萄胎。此类患者尿中雌二醇通常较低。 

4.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如 17-α羟化酶，于是雌、孕激素和皮质醇均

难以合成，造成血雌二醇下降。 

5. 其它。胎儿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无脑儿畸形，雌激素合成分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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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Progessterone，PRGE)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  男性：        0.28-1.22  ng/mL 

女性：卵泡期：0.15-1.40  ng/mL 

黄体期：3.34-25.56 ng/mL 

黄体中间期：4.44-28.03 ng/mL 

绝经期：  0 -0.73  ng/mL 

怀孕 1-3 月：11.22-99.0 ng/mL 

怀孕 4-6 月：25.55-89.4 ng/mL 

怀孕 7-9 月：48.4-422.5 ng/mL 

【项目综述】孕酮是一种重要的性激素，不仅在月经周期的调节中起重要作用，

也是维持妊娠所必需的一种激素。孕酮是人体内真正的孕激素。一般说来，孕激

素往往是在雄激素作用的基础上产生效用的。孕酮是卵巢分泌，卵巢内主要由黄

体产生，在妊娠期孕酮主要来源于胎盘。孕酮为 C21 类固醇，孕酮是睾酮、雌激

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生物合成过程中的重要中间体。孕酮在血浆中主要与皮质类

固醇结合球蛋白和血浆白蛋白结合。孕酮的合成是在 FSH、LH 和 PRL 三种垂体激

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孕酮在肝脏被灭活，转变为孕二醇与葡萄糖醛酸结合后，

由尿、胆汁和粪便排出体外。孕酮作用广泛，可对子宫、乳腺和平滑肌及黄体细

胞发挥作用。 

【临床意义】 

孕酮升高： 

1. 双胎或多胎妊娠。与胎盘分泌功能和胎盘体积有关。故双胎妊娠高于单胎，

三胎高于双胎。 

2. 先天性 17-α羟化酶缺乏症。17-α羟化酶是孕酮分解代谢所必需的，此

酶缺乏孕酮难以降解。 

3. 葡萄糖。葡萄糖伴同卵巢黄体囊肿形成时，孕酮含量升高。 

4. 其它。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妊娠合并糖尿病、子宫内膜腺癌、卵巢颗粒膜

细胞瘤、胎儿宫内生长迟缓、正常人黄体期孕酮也升高。 

孕酮降低： 

无排卵性子宫功能性出血，原发性或继发性的闭经，不孕症，早产，黄体

功能不全，异位妊娠，死胎等，血清孕酮可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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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酮(Testosterone，TSTO)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男性：241-827 ng/dL 

女性：14-76   ng/dL 

【项目综述】雄激素主要是睾丸酮和双氢睾酮(DHT)，均由睾丸的间质细胞生成。

睾酮是 C19 类固醇激素。睾酮是血中活力 强的雄激素，正常男性睾丸每天约分

泌 4-9mg 睾酮，女性卵巢也少量分泌。60%睾酮与白蛋白结合，40%与β-球蛋白

结合，67%为游离状态。睾酮主要在肝脏灭活。睾酮刺激内生殖器的生长与Woufian

管的分化，刺激男性特征的出现，并维持它们的正常状态。睾酮对代谢也起作用

并控制生精过程。 

【临床意义】 

睾酮升高： 

1. 睾丸间质细胞瘤。睾丸间质细胞异常增生，分泌大量睾酮，同时对垂体负

反馈作用使 GTH 降低，儿童表现为性早熟，成人表现为睾丸肿物。 

2. 真性性早熟。由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不适当地过早被激活，引起性激素

大量分泌，血 FSH、CH、睾酮均升高。 

3. 多囊卵巢综合症。病因未明，可能由于下丘脑、垂体调节功能失常，或卵

巢局部多肽激素对垂体的反馈异常所致，分泌 LH 增加，增生的间质细胞

分泌睾酮增加。 

4. 皮质醇增生症。先天性的肾上腺皮质增生，肾上腺皮质肿瘤等因肾上腺皮

质雄激素分泌增多，末梢组织转化为双氢睾酮和睾酮的数量增多。 

5. 特发性多毛。由于外周组织肿雄激素代谢异常，血液中 5α-还原酶活性

增加所致。 

6. 卵巢肿瘤。分泌雄激素的卵巢肿瘤较少见，由于肿瘤细胞异常分泌雄激素，

使血睾酮升高。 

7. 完全雄性激素不应综合症。由于雄性激素受体不应或受体活力下降，使血

睾酮升高。 

8. 某些药物。如雄激素或具雄激素的药物如孕激素、丹那唑、苯妥因钠等均

可使血睾酮升高。 

睾酮降低： 

1. 原发性男性性腺技能减低。临床常见先天性曲细精管发育不全、无睾症、

间质细胞不发育、隐睾等，因睾丸发育不全，血睾酮水平下降。 

2. 垂体前叶功能减退。垂体促性腺激素减少，睾酮分泌减少。 

3. 男性 Turner 综合症。该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由于睾丸功能发

育不全使血睾酮水平降低。 

4. 高 PRL 血症。直接损害睾丸间质细胞对垂体 GTH 的反应性，抑制睾丸间质

细胞的功能，使血睾酮降低，如阳痿，特别是器质性阳痿。 

5. 其它。如继发于肿瘤，外伤性 GTH 低下，甲减，系统性红斑狼疮，骨质疏

松症，慢性肝病，慢性肾功能衰竭等都可出现不同程度的睾酮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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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HCG)和人类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β亚基(β-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 β--HCG)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  <10 mIU/mL 

【项目综述】ThCG 与其它的糖蛋白例如 LH、FSH 和 TSH 类似，由两个亚单位组

成，分别称为α和β。LH、FSH 、TSH 和 hCG 的α亚单位几乎完全相同，而β链间也

十分相似，仅仅是部分序列的不同而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免疫学和生物学特性的不

同。未结合的 hCG 亚单位没有任何生物学活性。LH 与 hCG 的β链在氨基端的 115

个氨基酸中有 80%同源性，这就解释了两种激素免疫学特性的相似性。hCG β链
的羧基端延长 32 个氨基酸。HCG 分子碳水化合物较多，占分子量的 30%。 

在正常妊娠过程中，α链的合成持续增长并远远超过β链。两种亚单位分别

被不同的基因编码，其中α亚单位由单一基因编码。而 hCG 的β亚单位的编码则

由六种基因参与，所有的转译过程均在体内完成。糖基化完成后开始分泌。二聚

体激素也是由亚单位组装而成的。在胚胎细胞肿瘤的病例中，hCG 合成的生理部

位位于胎盘滋养层母细胞，滋养层结构，滋养层巨细胞或单核圆细胞中。hCG 由

肾脏排泄，然而其唾液酸化变体则主要通过与肝脏非唾液酸糖蛋白激素受体的结

合而被排除。 

胎盘滋养层细胞与葡萄胎、绒毛膜癌、恶性睾丸肿瘤时的肿瘤滋养层细胞主

要分泌完整的 hCG 和少量的游离亚单位。由于存在着 hCG 基因，多数非滋养层恶

性肿瘤能分泌少量的游离亚单位，但几乎不释放完整 hCG 分子。 

【临床意义】 

1. 早孕诊断。排卵后第 8天即可测到，早孕诊断率达 98%。 

2. 宫外孕的早期诊断。移位妊娠时，ThCG 含量远较正常妊娠为低，仅 50%。 

3. 先兆流产。可辅助监测胎盘滋养层细胞的分泌功能，为临床保胎或人流提

供依据。 

4. 滋养层细胞疾病的诊断以及疗效观察。一般而言，ThCG 水平按良性葡萄

胎、恶性葡萄胎、绒癌而递增。葡萄胎清除后，ThCG 约 2-3 月后转阴，

而绒癌、恶葡治疗的 1-18 个月转阴，转阴率约为 71%，ThCG 值与病情基

本平行，化疗效果的评价主要依据 ThCG 的数值，若数值下降或下降缓慢

则应考虑更换治疗方案。 

5. 睾丸肿瘤。偶有 ThCG 分泌异常，预后好的病例在睾丸切除之后，ThCG 随

之降至正常。 

6. 肺癌。约 65%的患者 ThCG 出现阳性，而且 ThCG 浓度越高，分期越晚。 

7. 其它。子宫癌、卵巢癌、肝癌、乳腺癌、畸胎瘤等也可出现血 ThCG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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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检测 
甲胎蛋白(α-fetoprotein，α-FP AFP)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 0-25ng/mL 

【项目综述】肿瘤标志物 AFP 的临床价值是用于高危人群(肝硬化、睾丸肿胀)

中诊断原发性肝细胞癌和胚胎细胞肿瘤。其主要意义对肝细胞癌和胚胎细胞肿瘤

患者的治疗和病程进行监测。 

AFP 分子为单多肽链，分子量 70,000-71,000。其主要运用于原发性肝细胞

癌的诊断。胚胎期的 AFP 起着血清白蛋白的功能，在胎儿的生命过程中，可能还

有保护胎儿不被母体排斥的作用。出生后 1-2 周，随着胎盘造血功能的停止，合

成 AFP 的作用也逐渐降至正常。正常人由于遗传因素的作用结果，AFP 合成基因

在正常细胞内被阻断。患有原发性肝细胞癌等肿瘤的患者，该基因在相应的肿瘤

细胞中被激活，从而产生大量的 AFP，使其在血中浓度升高。 

【临床意义】 

1. 原发性肝细胞癌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当 AFP200ug/L，持续 8周，ALT 正常，

排除妊娠和生殖细胞恶性肿瘤，则倾向于原发性肝癌的诊断，阳性率达

80%以上。 

2. 少数肝硬化病例也有 AFP 增高，但都为一过性升高，持续时间大多不超过

2个月。 

3. 某些生殖系统和消化道恶性肿瘤，尤其是拌有肝转移时，AFP 亦不见增高。 

4. 手术切除后或介入治疗后，有效者 AFP 应降至 25ug/L 以下，若降低不多

或降而复发，提示手术切除不干净或局部有复发的可能性。 

5. 妇产科的卵巢内胚窦癌 AFP 明显升高，不仅用于诊断，而且用于疗效观察

和预后判断。 

6. 用于鉴别正常妊娠与绒癌，后者不增高，先兆流产降低，预后不良的稽留

流产，AFP 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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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胚抗原(Carcinoembrynic antigen，CEA)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 0-15ng/mL 

【项目综述】CEA 是一种糖蛋白，碳水化合物占 50%。从结肠直肠癌或培养的克

隆癌细胞中分离的 CEA 分子量为 180kDa。CEA 是结肠直肠黏膜腺的正常组分，同

时也存在于其他上皮如阴道上皮和腺体组织如胃小弯和汗腺。在结肠直肠黏液腺

中，CEA 合成在怀孕 8-16 周期间增加，且随后保持稳定。既然 CEA 是各类上皮

细胞的正常组份，而且其合成在胚胎组织中并不比成人组织中高，所以“癌胚”

的说法是错误的。 高浓度的 CEA 主要见于原发性结肠直肠癌及其肝转移灶中。

其浓度较正常结肠直肠黏膜腺中高出 500 倍。CEA 也会在其他肿瘤例如胃癌、乳

房癌、肺癌中上升，但在肺癌中 CEA 浓度明显要比结肠直肠癌中低。在 mRNA 水

平的表达，CEA 在正常结肠直肠黏膜腺中与结肠直肠癌中无明显差别。但为什么

CEA 在结肠直肠癌中高于其他正常黏膜组织，这仍未能完全解释。一种原因是在

肿瘤的腺体中可能残留有 CEA 阳性细胞，也可能是由于结肠直肠癌时 CEA 家族表

达失控所致。由于不同族之间的相互反应，CEA 不同族的不稳定合成之间由于相

互反应而聚合。 

【临床意义】 

年长或吸烟者血清中平均 CEA 浓度稍高于年轻人或不吸烟者。非恶性的情

况下，以下疾病常可引起 CEA 增高：肝炎，酒精性肝硬化，胰腺炎，结肠直肠炎

症疾病如溃疡性结肠直肠炎，憩室炎以及肺炎等。 

CEA 用于鉴别诊断的价值有限，因为在临床类似于结肠直肠癌的非恶性病患

者中阳性率过高。在胰腺癌中，CEA 通常在晚期才有异常，CA199 要优于 CEA。

大部分甲状腺髓样癌患者血清 CEA 浓度上升，而五肽胃泌素激发试验后测定降钙

素更为敏感和特异。在其他一些未转移的原发肿瘤中，由于灵敏度和特异性的限

制，CEA 不适合用于鉴别诊断。 

在肝肿瘤的鉴别诊断中，除影象学检查外，CEA 可作为一种附加手段，尤其

是连续测定时。约一半的结肠直肠癌、胰腺癌并拌有肝转移的患者血清 CEA 水平

高于参考范围上限的 8-10 倍，6%的原发性肝癌患者 CEA 浓度可达此水平。非恶

性的肝疾病中极少见此种情况。 

在结肠直肠癌中测定 CEA 作为预后指标，还能用于诊断手术后有无癌组织

残留。在一定的肿瘤分期(TNM 分期)范围内，术前 CEA 浓度可作为预测值。一般

而言，CEA 浓度高的肿瘤预后较差。若欲区分增高 CEA 是由原发性肿瘤引起还是

由远处转移引起，可在术后随访中通过连续(术后每隔 6-8 周)测定 CEA 而判断。

术后 CEA 没有降到参考范围内反而上升，高度预示可能残留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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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抗原 125（Cancer antigen125，CA125）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0-30.2U/mL 

【项目综述】CA125 系 Bast 等人于 1983 年用卵巢浆液性乳突囊腺癌细胞系

OVCA433 免疫 BALB/c 小鼠经与骨髓瘤细胞杂交得到的一株单克隆抗体，该抗体

识别的抗原称为 CA125。CA125 结构成分主要为高分子糖蛋白复合物，不稳定，

分子量在 20-100 万之间，对卵巢及生殖系统肿瘤有重要诊断价值，对胰腺癌、

肺癌、肝癌、直肠癌的诊断也有较好的参考价值。正常人组织中 CA125 含量很低。

CA125 的主要用途是协助诊断卵巢癌，估计疗效和监测病程；还可作为 CA19-9

之后的胰腺癌诊断次选标志物。但对其他恶性疾病的临床灵敏度和特异性较低。 

【临床意义】 

CA125 适用于对接受治疗的卵巢癌病人进行治疗评估和病程监测。术后

CA125 水平与肿瘤体积相关，可以作为临床表现的预后提示。据报道，CA125 超

过 35U/mL 的病人复发的危险性 高。 

据文献报道，在二探术之前，CA125 水平大于 35U/mL 的病人很可能在手术

时存在肿瘤，或者以后复发疾病。但是，在二探术之前 CA125 水平小于 35U/mL

并不能确定病人不存在剩余肿瘤。在二探术后测定的 CA125 水平为临床提供了相

当有效的提示。 

连续测定 CA125 水平可以反应疾病进展或好转。CA125 的变化率也具有高预

后性。CA125 水平的快速下降提示患者对治疗有积极良好的反应。在初期化学疗

法的第三疗程后升高的 CA125 水平则提示预后不良。 

作为一种诊断方法，单独检测 CA125 水平不足以确定疾病存在或疾病程度。

恶性盆腔肿块病人手术前的 CA125 水平不能提示有关肿块直径或组织学分级的

任何信息。但在绝经后的女性病人中，结合超声波扫描术和 CA125 水平检测，可

以区分良性盆腔肿块和恶性盆腔肿块。 

某些处于良性病症状态(如肝硬化、急性胰腺炎、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炎、

月经、妊娠的头三个月)的病人，也会出现 CA125 升高。在 1-2%的健康献血者中，

也发现存在升高的 CA125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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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抗原 15-3（Cancer antigen15-3，CA15-3）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0-32.4U/mL 

【项目综述】CA153 是转移性乳房癌患者病程监测的有价值的指标。由于 CA153

的检测对于局部病变的临床敏感度太低，而且在良性乳房疾病和其它器官的癌症

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患者 CA153 的水平升高，因此并不适合作为筛选和诊断指标。 

【临床意义】 

CA153 是高浓度多态糖蛋白，属于粘蛋白类，是 MUC-1 基因产物。转移性乳

腺癌通常与癌症有关的循环抗原（如 CA153）有关。在工业化国家，每 10 个妇

女中预计有 1 人在一生某个时候会诊断患有乳腺癌。在美国，1997 年估计新增

184600 例乳腺癌，预计 44700 例乳腺癌死亡。大多数 新诊断为乳腺癌病症的

妇女只显示局限性病灶（5 年存活率是 96%），42%诊断为乳腺癌的妇女有乳腺外

疾病，对于这些妇女，局限性病灶妇女的 5年存活率是 76%，而有远端转移的妇

女的 5年存活率是 20%。大多数乳腺癌死亡是由于疾病发展和扩散引起的。尽管

乳腺癌有众多治疗方法，但大多数乳腺癌通常没有特效药，要求二线和三线的治

疗控制。利用循环肿瘤标志物（如 CA153），可监视治疗反应和显示上述疾病状

态，是治疗以上病人的有效手段。由于 CA153 水平变化与临床状态之间存在直接

关系，因此通过连续测定方法监视疾病过程和治疗反应是 有效的手段。在已知

有转移的病人中 CA153 水平降低说明治疗有效；反之 CA153 水平升高则说明治疗

受到抵抗，病情有进展，需要进一步临床评估和正常监视。近来已经证明，当没

有临床疾病证据和病人的 CA153 水平升高到正常上限以上时，是疾病复发的早期

指征。在 II 期和 III 期乳腺癌症状缓解病人的血清中，CA153 升高水平为复发

提供了 83.3%的阳性预报值，在临床确定疾病复发之前的前导时间平均为 5.3 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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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链抗原 19－9（Carbohydrate antigen19-，CA19-9）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 0-37U/mL 

【项目综述】CA199 是唾液酸乳 N 岩藻戊糖 II 有关的低聚糖，系肿瘤病人血清

中的一种类粘蛋白成分，分子量 500 万，在碱性条件下 37℃放置 5 小时含量甚

微。CA199 是既无肿瘤特异性又无器官特异性的抗原它主要用于胰腺、肝胆和胃

癌患者的早期诊断、治疗的监测和检测癌症的复发。 

【临床意义】 

CA199 是一种与肿瘤相关的抗原，该抗原可以与人结肠癌细胞系免疫反应产

生的抗体起反应。尽管该抗体来自与结肠癌细胞系，研究表明 CA199 在诊断和治

疗胰腺肿瘤方面比结肠肿瘤更有效。与其它血清学指标比较，CA199 同样也是更

敏感和特异的胰腺癌标志物。 

在正常病人或良性疾病病人的血液中发现存在非常少的抗原，但大多数胰腺

癌病人的 CA199 水平却出现升高。尽管 CA199 水平升高并非胰腺癌的突出特征，

但 CA199 测试是目前区分良性胰腺疾病与恶性胰腺疾病唯一 有效的血液测试。

当 CA199 检测与影像学分析(如超声波扫描术或计算机 X 线断层造影[CT])结合

时，获得了更高的诊断灵敏度。该结合适用于诊断被怀疑患有胰腺癌的病人(尽

管影像学分析的结果为“阴性”或“不确定”)。 

胰腺切除术是否成功和手术后预后可以利用血清 CA199 水平来评价。

Steinberg 发现，在 CA199 水平大于 1000U/mL 的病人中，96%的肿瘤是不可行手

术的。手术后 CA199 水平正常的病人比不正常的病人存活时间更长。在 X射线照

相或临床调查结果之前，连续测定的 CA199 水平可用于预测疾病复发情况。 

CA199 也可以用来检测胆管、肝细胞、胃、结肠、食道和非胃肠道肿瘤(但

该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少)。CA199 有效的还是作为胰腺癌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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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n ，PSA）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 0-4.0ng/ml 

【项目综述】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是 Wang 在 1979 从前列腺组织和精浆中提出的一

种糖蛋白，分子量为 33，000。PSA 在免疫上不同于前列腺性磷酸酶(PAP)，不具

有水解磷酸酯的功能，其生理作用尚未完全弄清。PSA 产生于前列腺腺管上皮细

胞，正常人血清中含量甚微，血清 PSA 含量升高仅见于前列腺癌、前列腺良性增

生以及相邻泌尿生殖组织炎症。 

【临床意义】 

    患前列腺癌时有一定比例的患者 PSA 水平明显升高，故检测血清中 PSA 对病

情的预后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当病情缓解时，血 PSA 水平下降，当病情恶化时，

PSA 水平增高。慢性前列腺炎和单纯前列腺肥大有时可出现轻度升高，此时应密

切结合临床，综合判断。 

 

 

 

 

 

 

 

 

复合前列腺特异性抗原（complexed Prostate specific antign ，cPSA） 

【标本收集】  静脉血 2ml，不抗凝，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 0-3.6ng/ml 

【项目综述】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是单链糖蛋白，通常发现存在于覆盖前列

腺腺管和腺泡的上皮细胞的细胞质中。PSA 是包含 240 个氨基酸的中性丝氨酸蛋

白酶，该蛋白酶参与精液凝块的分解。PSA 存在于具有正常，良性增生和恶性前

列腺组织的男性血清中。PSA 与各种各样的蛋白酶抑制剂复合，主要存在于循环

系统内。可检测的 普通形式的复合 PSA（cPSA）结合在 ACT（α-1-抗胰凝乳蛋

白酶）上。 

当与其他诊断指数结合应用时，cPSA 可有效确定治疗后的残余肿瘤和早期

复发。前列腺癌患者的 cPSA 水平升高，在根治性前列腺切除后，cPSA 水平通常

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 

【临床意义】 

CPSA 可以协助前列腺癌的临床诊断和患者疗效的观察。其血清水平的升高

早于临床诊断 3-5 年，约 63-71%器官局灶性癌变病人可以被检出，相比之下，

膀胱镜仅有 33%的检出率。80%以上的经 cPSA 筛选试验检出的前列腺癌患者具有

临床征候，病人生命已受威胁，需提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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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二肿瘤蛋白 HER-2/neu  

【标本收集】静脉采血 2ml，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化学发光法：〈12.7ng/ml。 

【项目综述】HER-2/neu 癌基因（erB-2）编码是一种分子量位 185000 道尔顿

（p185）的蛋白质。该种癌基因属于巨细胞内酪氨酸激酶活性的细胞表面受体属，

与内皮生长因子受体（erB-1）具有一定的结构相关性。HER-2/neu 癌基因与其

他蛋白质区，跨膜区和细胞外区（ECD）组成。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已有报道

称 HER-2/neu 癌基因与其蛋白质产物在乳腺癌的发展和转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已发现，暴露于细胞外的 ECD 是一种糖蛋白，通常为 p105，分子量在 97-115 道

尔顿之间。大量报道显示，ECD 可见于正常个体的血液中，而在转移乳腺癌患者

的血液中出现升高。此外，HER-2/neu 蛋白在各种其它上皮源性类型的肿瘤中也

有过度表达，包括肺，肝细胞，胰腺，结肠，胃，卵巢，宫颈，膀胱癌。 

【临床意义】 

HER-2/neu 是一种与癌的生物学直接相关的肿瘤蛋白，25-30%患有乳腺癌的

女性 HER-2/neu 出现过度表达。HER-2/neu 在癌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HER-2/neu 在血清中的过度表达是预后较差的提示。HER-2/neu 水平越高，疾病

恶变更为迅速，肿瘤负荷更大。对于 HER-2/neu 过度表达的乳腺癌患者，应采用

Herceptin 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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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标志物检测 

 

 

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标本收集】静脉采血 2ml，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化学发光法：〈5.0ng/ml。 

【项目综述】已知 CK 含有两个亚单位，及 M 和 B。由这两个亚单位组合成 3 种

同工酶，即 CKMM、CKBB 和 CKMB。 

【临床意义】 
CKMB 几乎只存在于心肌内，与总 CK 相比，CKMB 是心肌损伤更为敏感和特异

的指标。脑和骨骼肌疾病，CKMB 不升高。开胸术、肌肉注射药物、创伤、非心

肌梗塞所致的休克、中风、肿瘤和甲状腺功能减退，总 CK 可增加至正常人的 20

倍，而 CKMB 不升高。因此，对疑有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CKMB 的测定可提供一

种 精确的酶学指标。急性心梗后 5 小时即可出现明显的 MB 带。36 小时后 MB

阳性率可达 100%，故对急性心肌梗塞的早期诊断有价值。MB 大幅度增加提示心

肌梗塞面积大、预后差。 

 

 

 

 

 

 

 

肌红蛋白（MYO） 

【标本采集】静脉采血 2ml，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化学发光法：〈110ng/ml。 

【项目综述】肌红蛋白分子量为 17,500，是横纹肌组织特有的一种单体血红蛋

白，在正常人血清中含量甚微，当心肌或骨骼肌受损时，会从受损肌细胞中释放

入血。因此，血清肌红蛋白测定常用于急性心肌梗塞的早期诊断指标。肌红蛋白

是一种含有亚铁血红素的低分子色素蛋白，在心肌和骨骼肌中生成，其亚铁血红

素与氧呈可逆性结合，在局部发挥贮存和输送氧气的功能。肌红蛋白在心肌组织

中的含量为 1.4mg/g 心肌，在骨骼肌中肌红蛋白占肌肉蛋白质总量的 0.1-0.2%，

平滑肌细胞不含肌红蛋白。 

【临床意义】 
在急性心肌梗塞时发生心肌缺血坏死，细胞通透性增加，由于肌红蛋白的分

子量仅为 17,500，远小于 CKMB 和 AST 等酶分子，因此更易释放进入血循环，从

而成为急性心肌梗塞 早的诊断学指标。一般情况下，肌红蛋白在急性心肌梗塞

发生后 1-3 小时已开始升高，4-12 小时达峰植，肌红蛋白可高于正常人的 7倍，

12 小时开始下降，24 小时大致可恢复正常。因此该项目对急性心梗的阳性率可

达 92%，而 24 小时后的阳性检出率仅为 40%。 

肌红蛋白还可以作为心肌梗塞患者溶栓治疗后再灌注情况的监测指标。若溶

栓术后 1-2 小时内肌红蛋白的浓度超出溶栓术前的 4倍，则提示成功再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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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钙蛋白 I（cTnI） 
【标本采集】静脉采血 2ml，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化学发光法：〈1.5ng/ml。 
【项目综述】肌钙蛋白存在于横纹肌细肌丝的原肌凝蛋白的双螺旋结构上，是一

个由三个单链多肽组成的复合物：肌钙蛋白 I(肌球蛋白 ATP 酶抑制单位)、肌钙

蛋白 C(钙离子结合单位)和肌钙蛋白 T(原肌球蛋白结合单位)，肌钙蛋白与肌浆

钙离子、原肌凝蛋白一起调节肌肉的收缩。肌钙蛋白 I可分为三种类型：心肌型、

慢收缩骨骼肌型和快收缩骨骼肌型。3种类型具有一定的同源性，每一型都有各

自特异的氨基酸序列和基因编码。心肌型肌钙蛋白 I 的 N 端另有 26 个额外的氨

基酸残基是骨骼肌型所没有的。因此，cTnI 具有 100% 的心肌特异性。 
【临床意义】 

心肌损伤的特异性指标：心梗发生后 4-8 小时即可出现升高，12-16 小时达

到峰值，5-9 天回复到基础水平。cTnI 升高程度及持续时间与心肌损伤程度和坏

死面积呈正相关。心梗后 cTnI 水平升高出现时间比肌红蛋白迟与 CKMB 相似，但

回复基础水平的时间远比肌红蛋白和 CKMB 长，这对入院时已过高峰期及不典型

患者的鉴别诊断非常有价值。连续检测 cTnI 有助于判断血栓溶解和心肌再灌注。 

 
 
 
 

同型半胱氨酸（HCY） 
【标本采集】静脉采血 2ml，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化学发光法：〈5.0-13.9umol/L。 
【项目综述】血浆中的同型半胱氨酸约 70%与白蛋白结合，为结合型。其余的游

离型则重要以二硫同型半胱氨酸和以二硫键结合的同型半胱氨酸-半胱氨酸化合

物形式存在，只有少量的以还原型同型半胱氨酸存在于血浆中。 
【临床意义】 

近年来，同型半胱氨酸在临床上的应用主要作为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和心肌梗塞的危险指标，它的浓度升高程度与疾病的危险性成正比。

另外，根据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特点，VB12﹑叶酸缺乏症以及遗传性 N5 甲基四

氢叶酸转甲基酶﹑胱硫醚-β-合成酶基因缺陷也与同型半胱氨酸浓度有着密切

的关系，但这些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1．以往主要用于同型半胱氨酸尿症和同型半胱氨酸高血症的检测和治疗。 

2．现用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性评估。 

3．近期研究已试图探索 HCY 水平增高与患早老性痴呆﹑痴呆症和神经导管

缺损疾病风险性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4．HCY 与其它多个危险因素并存对疾病可能造成的综合影响。冠心病通常

无症状，检测风险因素十分重要，诸多风险因素如高胆固醇已确认为可

独立引起心脏疾病的风险因素，HCY 近年也被确认为独立风险因素。1999

年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对高危人群进行 HCY 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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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钠素（BNP） 
【标本采集】静脉采血 2ml，抗凝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化学发光法：〈100pg/ml。 
【项目综述】利尿钠肽系统是结构相似，但遗传学上完全不同的一大类肽。其包

括心房尿钠肽（ANP）和心肌细胞源性的 B型利尿钠肽以及内皮细胞源性的 C型

利尿钠肽。这些多肽都以 1个二硫键连接 2个半胱氨酸残基而形成的 17 个氨基

酸的环状结构为其共同特征。心脏利尿钠肽是一种针对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的天然拮抗剂。它们可促进尿钠排泄和利尿，具血管扩张作

用，同时在心血管组织发挥抗有丝分裂的作用。心脏随血流动力学压力的变化而

分泌释放 ANP 和 BNP。BNP 分泌水平的升高主要受左室室壁张力和容积负荷的影

响。ANP 和 BNP 分别主要由心房和心室表达，并且同时与血压、电解质和其本身

的含量动态平衡有关。 

心脏利尿钠肽系统在心室功能障碍时激发至 高活性程度，并且在维持无症

状性心衰的代偿期和延缓疾病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BNP 在心肌细胞中合成，

其前体（proBNP）由 134 个氨基酸组成。后者可产生一个由 108 个氨基酸组成的

BNP 前体（proBNP）和一个由 26 个氨基酸组成的信号肽。随后 proBNP 前体蛋白

裂解为一个由 32 个氨基酸组成并具有生理活性的 C-端肽（BNP77-108；BNP-32）

和一个由 76 个氨基酸组成的 N-端前体片段(NT-proBNP1-76)。研究显示 proBNP

前体蛋白的裂解发生在心肌细胞内或其表面，裂解产物 NT-proBNP（1-76）和具

有生理活性的 C-端 BNP-32 分子（77-108）都释放入血循环。ADVIA Centaur 分

析仪仅测定具有生理活性的 BNP-32 分子（77-108），其采用针对 C-端部分和环

状结构的单克隆抗体。 

【临床意义】 

心力衰竭是一种重要的临床综合症，主要表现为左室收缩或舒张功能障碍，

或收缩和舒张功能同时发生障碍。当心脏步能以一定速率泵血来满足组织新陈代

谢的需要时，引发心力衰竭。 常见的病因为冠心病、高血压、心脏瓣膜疾病和

心肌病。准确和早期诊断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及时有效地进行治疗干预(如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β-阻滞剂)，从而改善心力衰竭地发病率和死亡率。

按纽约心脏病协会分级(NYHA 分级 I-IV)，根据临床体征和症状，心力衰竭可分

为 4级，疾病严重程度逐级递增。 

多项研究显示 BNP 测定项目在临床应用的范围较广；包括诊断，监测和预后。

BNP 的循环水平随着左室功能下降和日趋严重的心衰临床症状而升高，进行 BNP

测定可以诊断心衰并根据 NYHA 的分级对其定级。已有其他研究表明较高的 BNP

循环水平与心脏病发生率和心衰及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死亡率的升高有关，并认

为可采用 BNP 作为患者预后的一项指标。也有研究指出 BNP 指标可为心衰患者进

行调整治疗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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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检测 

全段甲状旁腺激素（intact Parathyroid hormone,iPTH） 
【标本采集】静脉采血 2ml，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14-72pg/ml。 
【项目综述】PTH 是由 84 个氨基酸组成的直链多肽激素，分子量为 9,500，PTH

的氨基端是活性端，如 PTH1-34 片段，具有完整的生物活性。PTH 的羟基端如

PTH35-84，无生物活性，但有免疫活性。PTH 由甲状旁腺的主细胞合成和分泌，

体内的半衰期很短，不到 20 分钟。血循环中完整的 PTH1-84 在肝及肾脏分解成

为 PTH1-34 和 PTH35-84 及其它片段，构成血循环中 PTH 的多样性或不均一性。

PTH 的主要生理作用减少肾小管近端对磷的重吸收，使血磷下降；增加肾小管远

端钙的重吸收；动员骨钙进入血循环，使血钙升高；促成 25(OH)D3 在肾内羟化

成 1,25-(OH)2D3；间接促进肠吸收钙。 
【临床意义】 

增高见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假性特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继发性甲状

旁腺功能亢进，慢性肾功能衰竭，单纯性甲状腺肿，甲状腺功能

亢进，老年人及糖尿病性骨质疏松，异位 PTH 分泌综合症。  
降低见于：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甲状旁腺全部切除、非甲状旁腺激素所致的

高钙血症。 
 

 

 

 

 

叶酸（Folate Acid） 
【标本采集】静脉采血 2ml，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3.11-5.31ng/ml。 
【项目综述】叶酸和维 B12 一起用以合成肌体必须的 DNA，DNA 的缺乏导致红细

胞分裂困难或不能分裂，从而细胞体积增大、产生大红细胞贫血。多种原因可引

起叶酸缺乏，基于叶酸为一种维生素，一些消化道和食物摄入原因会引起缺乏。 

碟酰谷氨酸叶酸→5-甲基四氢叶酸→四氢叶酸→DNA→正常红细胞 

【临床意义】 

在检测中要注意区别，红细胞中的叶酸值通常是一个较长期的指标；而血清

或血浆的叶酸值是一个较短期指标。以下疾病可用于叶酸检测： 

1. 溶血性贫血 

2. 吸收障碍 

3. 大红细胞性贫血骨髓增生疾病 

4. 恶性贫血 

5. 麻木癌症 

6. 口炎性腹泻 

7. 轻瘫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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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B12（VB12） 
【标本采集】静脉采血 2ml，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211-911pg/ml。 
【项目综述】B12 属柯啉环系列，主要功能是协同甲基丙二酰辅酶 A(CoA)转化为

琥珀酰辅酶 A，另外 B12 同叶酸一起参与 DNA 的合成，大部分情况下 B12 通过单

个分子参与叶酸的转化。人类 B12 的基本来源于肉类，未处理的水也有少量 B12。 

    B12 缺乏可引起巨红细胞性贫血，从而使 MCV 升高。并不是所有的巨红细胞

性贫血病人 B12 都缺乏；反之，B12 缺乏不一定都会引起巨红细胞性贫血。尽管

有些复杂，通常血清 B12 缺乏主要起因是恶性贫血，此病导致 B12 吸收极差，从

而血中 B12 降低。 
【临床意义】 

1. 溶血性贫血 

2. 淋巴瘤 

3. 大红细胞贫血吸收障碍 

4. 恶性贫血 

5. 骨髓瘤癌症 

6. 白血病 

7. 红细胞增多白细胞增多 

8. 口炎性腹泻 

9. 肝病血小板增生 

 
 
铁蛋白（Ferritin） 
【标本采集】静脉采血 2ml，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男性：22-322 ng/ml 

              女性：10-291 ng/mL 
【项目综述】铁蛋白为一贮存及利用铁的蛋白质，是体内铁贮存的主要形式之一，

分子量为 44,000，主要贮于肝、网状内皮系统及骨髓中。正常状态下贮存铁与

血液中铁交换量不大，只有当出血或其它需铁情况下，铁蛋白中的铁被动员释出，

以参与造血及其它含铁物质的合成。当肝细胞坏死或受损时铁蛋白大量释放入

血，同时肝脏处理循环中铁蛋白的能力下降，亦可引起铁蛋白升高。 

【临床意义】 

1. 诊断缺铁性贫血及判断缺铁性贫血的疗效及控制铁剂的用量。 

2. 鉴别诊断缺铁性贫血与慢性感染疾病(ACD)所致的贫血，并判断慢性感染

性贫血是否铁贮量不足，合并缺铁性贫血。 

3. 鉴别不同性质的贫血，如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巨细胞贫血等及判断这些贫

血在治疗过程中是否出现贮备不足而予以及时补充铁剂。 

4. 用于预防医学，营养学调查，特别是对于缺铁性贫血发生率高的人群(儿

童及孕妇)，判断该人群的需铁量，对饮食中铁进行合理的补充。 

5. 检查溶血性贫血及大失血者的铁贮量。 

6. 诊断原发性及继发性血色沉着病。 

7. 许多恶性肿瘤铁蛋白升高，可作为一种肿瘤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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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IRI） 
【标本采集】静脉采血 2ml，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2.6-11.1mU/L。 
【项目综述】胰岛素是含 51 个氨基酸的小分子蛋白质，靠两个二硫键结合 21 个

氨基酸的 A链和 30 个氨基酸的 B链，二硫键被打开则失去活性。β细胞先合成

及加工 86 肽的胰岛素原，再经水解成为胰岛素与 C肽。胰岛素是促进合成代谢、

调节血糖稳定的主要激素。当胰岛素缺乏时，血糖浓度升高，如果超出肾糖阈，

尿中将出现糖，引起糖尿病；胰岛素缺乏，出发脂肪代谢紊乱，脂肪分解增强，

血脂升高以致引起酮血症与酸中毒。由于胰岛素能增强蛋白质的合成过程，所以

它对机体的生长也有促进作用，只有与生长素共同作用时才发挥明显作用。血糖、

氨基酸和脂肪酸、激素和神经均对胰岛素的分泌进行调节。 
【临床意义】 

胰岛素增高： 
1. 胰岛β细胞瘤或β细胞增生。肿瘤自发性分泌或β细胞增生而致的产生

过多。 

2. 糖尿病.II 型糖尿病或某些糖尿病初期患者，由于长期处于慢性高血糖

状态，刺激β细胞分泌过多的胰岛素，空腹后升高。 

3. 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症。患者血中可检出胰岛素自身抗体，自发性低血

糖发作时，胰岛素、胰岛素原和 C肽均明显升高。 

4. 继发性糖尿病。如皮质醇增多性、肢端肥大症、嗜铬细胞瘤、胰生长抑

素瘤等分泌生糖激素，能对抗和干扰胰岛素的外周作用，促进胰岛素抵

抗，由高血糖而继发性高胰岛素血症。 

5. 胰岛素受体异常。笆细胞上的受体数目减少或受体的抗体存在，或受体

缺陷等原因而致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血清胰岛素明显上升。 

6. 胰岛素结构异常。基因突变使胰岛素分子结构异常，不能特异性结合胰

岛素受体。 

7. 肥胖。尤其是获得性肥胖，由于进食过多，是血糖升高，刺激下丘脑腹

侧使胰岛素分泌增多。 

8. 药物。口服避孕药 D860，噻嗪类利利尿剂，苯妥因钠和皮质激素等可使

血胰岛素升高。 

9. 妊娠。为适应胎儿生长发育，母体胰岛素细胞增殖；胎盘所产生的雌激

素等均可引起胰岛素分泌亢进。 

10. 肝硬化。肝脏是胰岛素降解的主要场所，肝酶活性受损，胰岛素水平升

高。 

胰岛素降低： 
1. I 型糖尿病。胰岛功能衰竭，胰岛素基础值很低甚至测不出。 

2. 胰腺病和胰腺炎。并发胰岛功能损坏、胰腺全切除、慢性酒精中毒引起

的胰腺病和其它原因引起的胰腺炎等影响胰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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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肽（C-peptide Serum） 
【标本采集】静脉采血 2ml，分离血清进行测定。 

【正常参考值】0.78-1.89ng/mL。 
【项目综述】C肽由 31 个氨基酸组成，由胰岛β细胞分泌。C肽的种属差异很大。

由于再胰岛素原转换为胰岛素时 C肽与胰岛素等分子产生，故 C肽水平能反映胰

腺的分泌能力。C肽与胰岛素没有交叉反应，测定不受胰岛素的干扰，故血中 C

肽水平完全可以反映内源性胰岛素的水平。 

【临床意义】 

1．区分 I、II 型糖尿病。C肽缺乏说明时 I型，但某些 I型具有残存的胰

岛功能。II 型与正常人空腹 C肽水平可重叠，刺激后水平较可取，胰高

血糖素刺激后 C肽增加 0.16 nmol/L 可作为 I、II 型糖尿病区分的指数。 

2．II 型糖尿病是否需要胰岛素治疗。如果 C肽水平较低，葡萄糖刺激后反

应差，表明立即或 终需要胰岛素治疗。 

3．评价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病人的胰岛功能。如果他们的基础及胰高血糖素

刺激后的 C肽水平正常，酮症酸中毒纠正后不需要外源性的胰岛素治疗，

而 C肽缺乏的病人应使用胰岛素治疗。 

4．各种低血糖病因的鉴别。如 C肽超过正常，可以认为是胰岛素分泌所致，

如 C肽低于正常值、则为其他原因所致，对诊断胰岛素细胞瘤很由临床

价值。 

5．监测胰腺移植物的内分泌功能。刺激后 C肽/葡萄糖比值增加，说明移植

体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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