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注册
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测定试剂注册申报资料的准备

及撰写，同时也为技术审评部门审评注册申报资料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的一般要求，申

请人应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确定其中的具体内容是否适用，若不

适用，需具体阐述理由及相应的科学依据，并依据产品的具体特

征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

本指导原则是供申请人和审查人员适用的指导文件，不涉及

注册审批等行政事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果有能够满足

相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可以采用，但应提供详细的研究资

料和验证资料。应在遵循相关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前提

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标准体系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定

的，随着法规、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本

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调整。

一、适用范围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血

浆中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活性。本指导原则适用于进行首次注

册申报和相关许可事项变更的产品。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活性的测定方法有丙氨酸底物法、丙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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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物-丙酮酸氧化酶法和 2,4-二硝基苯肼法等。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活性的测定方法目前主要为丙氨酸底物法。本法采用的原理是

在 ALT的催化下，L-丙氨酸的氨基转移至α-酮戊二酸，生成丙

酮酸和 L-谷氨酸。丙酮酸与 NADH在 LDH的催化下反应生成乳

酸和 NAD+。NADH 在特定波长（如：340nm 处）有特异吸收

峰，其氧化的速率与血清中 ALT的活性成正比，在此波长处测

定 NADH吸光度下降的速率，即可计算出 ALT活性。

从方法学考虑，本指导原则适用于采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催

化 L-丙酮酸和α-酮戊二酸之间的氨基转移反应，通过在特定波长

处吸光度的变化，计算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活性，利用全自动、半

自动生化分析仪或分光光度计，在医学实验室进行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定量测定所使用的临床化学体外诊断试剂。本指导原则不适

用于干式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以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同

工酶试剂。

依据《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 5号，以下简称《办法》）、《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体外诊断试剂分类子目录的通知》（食药监械管〔2013〕242
号），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检测试剂属于酶类检测试剂，管理类别

为二类，分类代码为 6840。
二、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综述资料主要包括产品预期用途、产品描述、生物安全性评

价、研究结果总结以及同类产品上市情况介绍等内容，应符合《办

法》和《关于公布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

件格式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44
号）的相关要求。相关描述应至少包含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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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预期用途及相关的临床适应证背景情况

（1）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生物学特征、结构与功能，在体

内正常和病理状态下的代谢途径和存在形式。

（2）与预期用途相关的临床适应证背景情况，如临床相关

疾病的发生、实验室诊断方法等。

2.产品描述：包括产品所采用的技术原理，主要原材料的来

源及制备方法（应注明是否添加了磷酸吡哆醛），主要生产工艺

过程，校准品（质控品）的制备方法及溯源（定值）情况。

3.有关生物安全性方面的说明：由于体外诊断试剂中的主要

原材料可能是由各种动物、病原体、人源的组织和体液等生物材

料经处理或添加某些物质制备而成，人源性材料须对有关传染病

（HIV、HBV、HCV 等）病原体检测予以说明，并提供相关的

证明文件。其他动物源及微生物来源的材料，应当提供相应的说

明文件，为保证产品在运输、使用过程中对使用者和环境的安全，

应提供对上述原材料所采用的灭活等试验方法的说明。

4.有关产品主要研究结果的总结和评价。

5.其他：包括同类产品在国内外批准上市的情况。相关产品

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及临床应用情况，申请注册产品与国内外同类

产品的异同等。

（二）主要原材料的研究资料（如需提供）

包括主要反应成分、质控品、校准品等的选择、制备、质量

标准确定的方法及研究资料；校准品应提供详细的量值溯源资

料，包括定值试验资料和溯源性文件等；质控品应提供详细的定

值资料。

（三）主要生产工艺和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如需提供）

主要工艺包括：配制、分装等描述及确定依据，应包含产品



—— 4 —

的工艺流程图和关键控制点；反应体系包括样本采集及处理、样

本要求、试剂用量、反应条件（温度、时间等）等研究资料。不

同适用机型的反应条件如果有差异应分别详述。

（四）分析性能评估资料

申请人应当提交产品研制或成品验证阶段对试剂盒进行的

所有性能验证的研究资料，对于每项分析性能的评价都应包括具

体的研究项目、实验设计、研究方法、可接受标准、试验数据、

统计方法、研究结论等详细资料。性能评估时应将试剂和所选用

的校准品、质控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评估整个系统的性能

是否符合要求。有关分析性能验证的背景信息也应在申报资料中

有所体现，包括实验时间、地点、检验人员、适用仪器、试剂规

格和批号、所选用的校准品和质控品、临床样本来源等。

性能评估应至少包括准确度、精密度、线性区间、分析灵敏

度、分析特异性、其他影响检测的因素等。

1.准确度

对测量准确度的评价包括：与国家标准物质（和/或国际标

准物质）的偏差分析、方法学比对等方法，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合理方法进行研究。

1.1与国家（国际）参考物质的比对研究

使用国家参考物质或国际参考物质作为样本进行测试，重复

测定 3次，计算平均值与标示值的相对偏差。

或用由参考方法定值的高、低 2个浓度的人血清对试剂盒进

行测试，每个浓度样本重复测定 3次，分别取测试结果均值，计

算相对偏差。

1.2回收试验

在人血清样品中加入一定体积标准或校准品溶液，每个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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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测定 3次，计算回收率。

回收试验注意事项：

1.2.1加入的标准溶液体积与血清体积比应不大于 1:20或其

体积比不会产生基质的变化。

1.2.2 加入标准溶液或校准品溶液后样品总浓度应在试剂

（盒）测定线性范围内。

1.2.3标准溶液或校准品应有溯源性。

1.3比对试验

采用参考方法或国内/国际普遍认为质量较好的已上市同类

试剂作为参比方法，与拟申报试剂同时检测一批病人样品（至少

40例样本），从测定结果间的差异了解拟申报试剂与参比方法间

的偏倚。如偏倚很小或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说明两检测系统对

病人标本测定结果基本相符，对同一份临床样本的医学解释，拟

申报试剂与参比方法相比不会产生差异结果。

在实施方法学比对前，应分别对拟申报试剂和参比试剂进行

初步评估，只有在确认两者都分别符合各自相关的质量标准后方

可进行比对试验。方法学比对时应注意质量控制、样本类型、浓

度分布范围并对结果进行合理的统计学分析。

2.精密度

2.1批内精密度

测量精密度的评估应至少包括高、低两个浓度水平的样本进

行，两个浓度都应在试剂盒的测量范围内且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通常选用该检测指标的正常参考值附近和异常高值样本。批内精

密度应不大于 5.0%。

2.2批间精密度

用一份样本分别测试 3个不同批号的试剂，每个批号测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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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测定均值。按相对极差（R）＝（ X max- X min）/ X t×100% 公

式计算。相对极差应不大于 10.0%。

3.线性区间

建立试剂线性区间所用的样本基质应尽可能与临床实际检

测的样本相似，理想的样本为分析物浓度接近预期测定上限的混

合人血清，且应充分考虑多倍稀释对样本基质的影响。

以接近线性范围上限的高浓度（活性）样品和接近线性区间

下限的低浓度（活性）样品，混合成至少 5 个稀释浓度（xi）。
分别测试试剂盒，每个稀释浓度测试 3次，分别求出测定结果的

均值（yi）。以稀释浓度（xi）为自变量，以测定结果均值（yi）
为因变量求出线性回归方程，并计算线性相关系数（r）。线性范

围上限至少达 500U/L, 线性相关系数 r应不小于 0.9900。
4.分析灵敏度

4.1速率法

用已知浓度或活性的样品进行测试，记录在试剂规定参数下

产生的吸光度改变。换算为单位浓度吸光度变化率差值或吸光度

变化，应符合企业给定区间。

4.2终点法

稀释一定浓度样品（n 单位被测物），测定吸光度，计算吸

光度值与空白吸光度值有差别的样品浓度应符合企业给定区间。

5.分析特异性

对样本中常见的干扰物质进行检测，如胆红素、血红蛋白、

甘油三酯等。方法为对模拟添加样本分别进行验证，样本量选择

应体现一定的统计学意义，说明样本的制备方法及干扰实验的评

价标准，确定可接受的干扰物质极限浓度。

药物干扰的研究可根据需要由申请人选择是否进行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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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药物及其浓度进行。

6.校准品溯源及质控品赋值

校准品、质控品应提供详细的量值溯源资料，包括定值试验

资料和溯源 SOP文件等。应参照 GB/T 21415—2008《体外诊断

医疗器械 生物样品中量的测量 校准品和控制物质赋值的计量

学溯源性》的要求，提供企业（工作）校准品及试剂盒配套校准

品定值及不确定度计算记录，提供质控品赋值及其靶值范围确定

的记录。

7.其他需注意问题

应当对多批产品进行性能评估，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不同

适用机型、不同包装规格，应分别提交分析性能评估报告。如注

册申请中包含不同的包装规格，需要对不同包装规格之间的差异

进行分析或验证。如不同的包装规格产品间存在性能差异，需要

提交采用每个包装规格产品进行的上述项目评估的试验资料及

总结。如不同包装规格之间不存在性能差异，需要提交包装规格

之间不存在性能差异的详细说明，具体说明不同包装规格之间的

差别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五）参考区间确定资料

应提交建立参考区间所采用样本来源及详细的试验资料。应

明确参考人群的筛选标准，研究各组（如性别、年龄等）例数不

应低于 120例。

若引用针对中国人群参考值范围研究的相关文献，应明确说

明出处，并进行验证。参考值研究结论应与说明书【参考区间】

的相应描述保持一致。

（六）稳定性研究资料

稳定性研究资料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申报试剂的稳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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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样本的稳定性研究。

试剂的稳定性包括实时稳定性、运输稳定性、开瓶（待机）

稳定性及冻融次数限制等，申请人应至少提供 3个生产批次的实

时稳定性、开瓶稳定性和运输稳定性研究资料，包括研究目的、

材料和方法、研究结论等，研究应涵盖产品的主要性能指标，申

请人应至少能提供在实际储存条件下超过声称有效期的除装量

和批间差外的评价资料。试剂的稳定性研究应注意选取代表性包

装规格进行研究（例如：校准品稳定性应选取最易受影响的最小

装量，干粉剂型应提供复溶稳定性研究资料），实时稳定性研究

的时间间隔应不大于 3个月。

适用样本的稳定性主要包括室温保存、冷藏和冷冻条件下的

有效期验证，可以在合理温度范围内选择温度点（温度范围），

每间隔一定的时间段即对储存样本进行全性能的分析验证，从而

确认不同类型样本的效期稳定性。适于冷冻保存的样本还应对冻

融次数进行评价。样本在不同储存条件下的稳定性期限若有相关

文献中已明确说明，亦可作为依据。

试剂稳定性和样本稳定性两部分内容的研究结果均应在说

明书【储存条件及有效期】和【样本要求】两项中进行详细说明。

（七）临床评价资料

临床评价资料应符合《关于发布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

指导原则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16号）的要求，同时研究资料的形式应符合《关于公布体外诊

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件格式的公告》（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年第 44号）临床研究资料有关的

规定。根据《关于发布第三批免于进行临床试验医疗器械目录的

通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7年第 170号），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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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氨基转移酶检测试剂可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申请人可依照

《总局关于发布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评价资

料基本要求（试行）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7 年第 179 号）开展评价。申请人如无法按要求对“目录”

中产品进行临床评价，应进行临床试验。

下面仅对临床试验中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

1.研究方法

选择境内已批准上市的性能不低于拟申报产品的同类产品

作为对照试剂，采用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以下称待评试剂）与

之进行对比试验研究，证明本品与已上市产品等效。

2.临床研究单位的选择

应在至少两家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备案的临床试

验机构开展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机构实验操作人员应有足够的时

间熟悉检测系统的各环节（试剂、质控及操作程序等），熟悉评

价方案。在整个实验中，待评试剂和对照试剂都应处于有效的质

量控制下，最大限度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性及可重复性。

3.临床试验方案

临床试验实施前，研究人员应从流行病学、统计学、临床医

学、检验医学等多方面考虑，设计科学合理的临床研究方案。建

议临床前开展预试验工作，最大限度地控制试验误差。各临床试

验机构的方案设置应保持一致，且保证在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遵

循预定的方案实施，不可随意改动。整个试验过程应在临床试验

机构的实验室内并由本实验室承担本实验的技术人员操作完成，

申报单位的技术人员除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外，不得随意干涉实

验进程，尤其是数据收集过程。

试验方案中应确定严格的病例纳入/排除标准，任何已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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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病例再被排除出临床研究都应记录在案并明确说明原因。在

试验操作过程中和判定试验结果时应采用盲法以保证试验结果

的客观性。各临床试验机构选用的参比试剂应保持一致，以便进

行合理的统计学分析。另外，待评试剂的样本类型应不超越参比

试剂的样本类型。

临床试验方案必须获得临床试验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同意。

4.研究对象选择

临床试验应选择具有特定症状/体征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注

册申请人在建立病例纳入标准时，应考虑到不同人群的差异，尽

量覆盖各类适用人群。在进行结果统计分析时，建议对各类人群

分别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总体样本数不少于 200例，异常值样本

比例应不低于试验总量的 30%。样本中待测物浓度应覆盖待评试

剂线性范围，且尽可能均匀分布。

应明确样本存贮条件、可否冻融等要求及避免使用的样本，

血浆应明确抗凝剂的要求。实验中，尽可能使用新鲜样本，避免

贮存。如无法避免使用贮存样品时，注明贮存条件及时间，在数

据分析时应考虑其影响。

如果待评试剂同时适用于血清和血浆样本类型，可完成一个

样本类型不少于 200例的临床研究，同时验证其中至少 100例受

试者的自身血清、血浆样本测试结果间的一致性（采用待评试剂

检测），其中不同浓度样本分布情况与总例数中分布情况应一致。

也可以分别对同时适用的多个样本类型按照《关于发布体外诊断

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通告 2014年第 16号）中试验样本量一般要求规定的 200例进

行试验，异常值参照上述规定。

涉及产品检测条件优化、增加与原样本类型具有可比性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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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样本类型等变更事项，临床试验采用变更后产品与变更前产品

或者已上市同类产品进行比对试验，在至少 2家（含 2家）临床

试验机构开展临床试验，总样本数不少于 100例，异常值样本数

不少于 30%。变更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商（新增加）、参考区间及

增加临床适应证等变更事项，应根据产品具体变更情况，酌情增

加临床试验总样本数。

5.统计学分析

对临床试验结果的统计应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如相关分

析、线性回归、一致性分析、绝对偏倚/偏差及相对偏倚/偏差分

析等。若涉及脱落样本应明确原因。对于对比实验的等效性研究，

最常用是对待评试剂和参比试剂两组检测结果的相关及线性回

归分析，应重点观察相关系数（r值）或判定系数（R2）、回归拟

合方程（斜率和 y 轴截距）等指标。结合临床试验数据的正/偏
态分布情况，建议统计学负责人选择合理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分

析，统计分析应可以证明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在临床研究方案中应明确统计检验假设，即评价待评试剂与

参比试剂是否等效的标准。

6.临床试验总结报告撰写

根据《关于发布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通

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6号）的要求，

临床试验报告应该对试验的整体设计及各个关键点给予清晰、完

整的阐述，应该对整个临床试验实施过程、结果分析、结论等进

行条理分明的描述，并应包括必要的基础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

建议在临床总结报告中对以下内容进行详述。

6.1临床试验总体设计及方案描述

6.1.1 临床试验的整体管理情况、临床试验机构选择、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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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人员简介等基本情况介绍。

6.1.2纳入/排除标准、不同人群的预期选择例数及标准。

6.1.3样本类型，样本的收集、处理及保存等。

6.1.4统计学方法、统计软件、评价统计结果的标准。

6.2具体的临床试验情况

6.2.1 待评价试剂和参比试剂的名称、批号、有效期及所用

机型等信息。

6.2.2 对各研究单位的病例数、人群分布情况进行总合，建

议以列表或图示方式给出具体例数及百分比。

6.2.3质量控制，试验人员培训、仪器日常维护、仪器校准、

质控品运行情况，对检测精密度、质控品回收（或测量值）、抽

查结果评估。

6.2.4具体试验过程，样本检测、数据收集、样本长期保存等。

6.3统计学分析

6.3.1 数据预处理、对异常值或离群值的处理、研究过程中

是否涉及对方案的修改。

6.3.2 定量值相关性和一致性分析

用回归分析验证两种试剂结果的相关性，以 y=a+bx 和 R2

的形式给出回归分析的拟合方程，其中：y 是待评试剂结果，x
是参比试剂结果，b是方程斜率，a是 y轴截距，R2是判定系数

（通常要求 R2≥0.95）。
建议给出待评试剂与参比试剂之间的差值（绝对偏倚/偏差）

及比值（相对偏倚/偏差），并符合相应的要求。

6.4讨论和结论

对总体结果进行总结性描述并简要分析试验结果，对本次临

床研究有无特别说明，最后得出临床试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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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产品风险分析资料

对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寿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从产品设计开

发、原材料的采购控制、生产、预期用途、可能的使用错误、与

安全性有关的特征、已知和可预见的危害等方面的判定以及对患

者风险的估计进行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和相应的风险控制基础

上，形成风险管理报告。应当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的要求。

风险分析应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方面的内容：

预期用途错误包括：设计开始时未设定预期分析物、未作适

用机型验证、未针对特定的样本类型验证。性能特征失效包括：

精密度失效、准确度失效、非特异性、稳定性失效、测量范围失

效、定性/定量失效、量值溯源失效、校准失效。不正确的结果

包括：配方错误、采购的原料未能达到设计要求的性能、原材料

储存条件不正确、使用了过期的原材料、反应体系不正确、试剂

与包装材料不相容。可能的使用错误包括：生产者未按照生产流

程操作，检验者未按照原料、半成品、成品检验标准操作，装配

过程组分、标签、说明书等漏装或误装，成品储存或运输不当，

客户未参照产品说明书设置参数或使用。与安全性有关的特征包

括：有毒化学试剂的化学污染、样本的潜在生物污染、不可回收

包装或塑料的环境污染。

（九）产品技术要求

申请人应当在原材料质量和生产工艺稳定的前提下，根据注

册申请人产品研制、前期临床评价等结果，依据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及有关文献，按照《关于发布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

导原则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9号）

的有关要求，编写产品技术要求，内容主要包含产品性能指标和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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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产品技术要求中涉及的产品适用的相关标准和主要

性能指标等相关内容作简要叙述。

1.产品适用的相关标准

（1）GB/T 21415—2008《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生物样品中量

的测量 校准品和控制物质赋值的计量学溯源性》

（2）GB/T 29791.1—2013《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制造商提供

的信息 标示 第 1部分：术语定义和通用要求》

（3）GB/T 29791.2—2013《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制造商提供

的信息 标示 第 2部分：专业用体外诊断试剂》

（4）GB/T 26124—2011《临床化学体外诊断试剂（盒）》

（5）YY/T 0638—2008《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生物样品中量

的测量 校准品和控制物质物中酶催化浓度赋值的计量学溯源

性》

（6）YY/T 1197—2013《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

（IFCC法）》

（7）WS/T 404.1—2012《临床常用生化检验项目参考区间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和γ-谷氨酰基转移酶》

2.主要性能指标

2.1外观

符合制造商规定的正常外观要求。

2.2装量

液体试剂的装量应不少于标示量。

2.3试剂空白

2.3.1空白吸光度

用蒸馏水、去离子水或其他指定溶液作为空白加入工作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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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样品测试时，试剂空白吸光度应不小于 1.0（340nm，1cm）。

2.3.2空白吸光度变化率（终点法不适用）

用蒸馏水、去离子水或其他指定溶液作为空白加入工作试剂

作为样品测试时，试剂空白吸光度变化率△A/min（37℃，340nm，

1cm）应不大于 0.004。
2.4分析灵敏度

2.4.1 速率法：用已知浓度或活性的样品进行测试，记录在

试剂（盒）规定参数下产生的吸光度改变。换算为单位浓度吸光

度变化率差值或吸光度变化应符合制造商给定区间。

2.4.2终点法：稀释一定浓度（n单位）的样品（检测限样品），

测定吸光度，计算吸光度值能够与空白吸光度区分的样品浓度应

符合制造商给定区间。

2.5线性区间

线性区间上限至少达到 500 U/L。
2.5.1相关系数（r）
线性相关系数 r应不小于 0.9900。
2.5.2线性偏差

线性偏差应不超过申请人给定值。线性偏差应分段描述，并

注意分段点的选择。

2.6精密度

2.6.1批内精密度

测量精密度的评估应至少包括高、低两个浓度水平的样本进

行，两个浓度都应在试剂盒的测量范围内且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通常选用该检测指标的正常参考值附近和异常高值样本。批内精

密度应不大于 5.0%。

2.6.2批间精密度

用一份质控品分别测试 3个不同批号的试剂，每个批号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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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测定均值。相对极差应不大于 10.0%。

2.7准确度

2.7.1 相对偏差 提供参考物质或用参考方法定值的血清测

定，实测值与标示值偏差应在±15.0%范围内。

2.7.2回收试验 在临床样本中加入一定体积标准溶液（标

准溶液体积与临床样本体积应不会产生基质的变化，加入标准

溶液后样品总浓度必须在试剂测定线性范围内），回收率应在

90%—110%之间。

2.7.3比对试验 用待测试剂盒与申请人选定分析系统（已在

国内上市）分别检测不少于 40个在检测范围内的人源样品，用

线性回归方法计算两组结果的相关系数 r≥0.990 以及每个浓度

点的偏差，偏差应不超过申请人给定值。偏差应分段描述，并注

意分段点的确定。

建议按上述优先顺序，采用上述方法之一测试试剂盒的准确度。

2.8稳定性

检测申请人声称已到期试剂，产品性能应符合试剂空白、分

析灵敏度、线性区间、精密度、准确度要求。冻干品应同时进行

复溶稳定性试验，产品性能应符合试剂空白、分析灵敏度、线性

区间、测量精密度、准确度要求。

2.9校准品和质控品的性能指标（如产品中包含）

应至少包含外观、装量（干粉试剂可不做）、准确性、均一

性、稳定性。冻干型校准品和质控品还应检测批内瓶间差和复溶

稳定性。

（十）注册检验报告

具有相应医疗器械检验资质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出具的注

册检验报告和产品技术要求预评价意见。丙氨酸氨基转移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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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品、参考品发布或者更新的，应提供产品能

够符合国家标准品、参考品要求的检验报告。

（十一）产品说明书

说明书承载了产品预期用途、检验原理、检测结果解释以及

注意事项等重要信息，是指导实验室工作人员正确操作、临床医

生针对检验结果给出合理医学解释的重要依据，因此，产品说明

书是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结合《关于发布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的通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7号）的要求，下

面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说明书的重点内容进行详细

说明。

1.【产品名称】

通用名称，试剂名称由三部分组成：被测物名称、用途、方

法或原理。例如：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丙氨酸底物法）。

通用名称应当按照《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命名原

则进行命名，可适当参考相关“分类目录”和/或国家标准及行业

标准。

2.【包装规格】

注明可测试的样本数或装量，如××测试/盒、××人份/盒、

××mL，除国际通用计量单位外，其余内容均应采用中文进行表

述。包装规格应明确单、双或其他多试剂类型。

3.【预期用途】

应至少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3.1 说明试剂盒用于体外定量测定血清/血浆中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的活性；同时应明确与目的检测物相关的临床适应证背景

情况，说明相关的临床或实验室诊断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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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异常情况常见于哪些疾病，其升高或

降低可能有哪些医学解释。

如：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主要用于辅助评价肝功能。ALT是反

映肝损伤的灵敏指标，各种急性肝损伤（如急性传染性肝炎及药

物或酒精中毒）时，血清 ALT可在临床症状（如黄疸）出现之

前急剧升高等，并一般与病情轻重和恢复情况相平行；慢性肝炎、

脂肪肝、肝硬化、肝淤血等血清 ALT也可升高。另外，胆囊炎、

胆石症、胰腺炎、心肌梗死及服用某些药物（如氯丙嗪、奎宁、

水杨酸制剂等）时可见血清 ALT升高。

作为支持性资料，申请人应提供由教科书、临床专著、核心

期刊文献或英文 SCI文献等有关临床适应证背景的资料。

4.【检验原理】

应结合产品主要成分简要说明检验的原理、方法，必要时可

采取图示方法表示，检测原理的描述应结合产品主要组成成分、

被测物和产物的关系进行描述：

如：在 ALT的催化下，丙氨酸的氨基转移到α-酮戊二酸，

生成丙酮酸及谷氨酸。丙酮酸与 NADH在 LDH的催化下反应生

成乳酸和 NAD-。NADH 在波长 340nm 有特异吸收峰，其氧化

的速率与血清中 ALT的活性成正比，在 340nm处测定 NADH吸

光度下降的速率，即可计算出 ALT活性。

丙氨酸+α-酮戊二酸 ALT
谷氨酸+丙酮酸

丙氨酸+NADH+H+ LDH
乳酸+NAD+

5.【主要组成成分】

应明确以下内容：

试剂盒提供的试剂组分的名称、比例或浓度，各组分是否

http://www.baike.com/wiki/%E8%82%9D%E7%A1%AC%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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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互换；如含有校准品或质控品，除明确组成成分及生物学

来源外，还应明确其定值及溯源性，溯源性应写明溯源的最高

级别，包括标准物质或参考物的发布单位及编号，质控品应明

确靶值范围。

例如：

本试剂盒由试剂 1、试剂 2和校准品（选购）组成：

试剂 1：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缓冲液 100mmol/L，L-丙氨酸 500
mmol/L，乳酸脱氢酶 1700U/L

试剂 2：α-酮戊二酸 15mmol/L，NADH 0.18mmol/L
校准品：含有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溶液，校准品具有批特异

性，每批定值，定值见瓶签标示，量值可溯源至国家参考物质或

国际参考物质。

6.【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应明确未开封的试剂实际储存条件及有效期，开封后的待机

稳定期或开瓶稳定期。干粉试剂应明确复溶稳定期。

注：保存条件不应有模糊表述，如“常温” “室温”。
7.【适用仪器】

应明确可适用的具体品牌、型号的生化分析仪器。

8.【样本要求】

重点明确以下内容：样本类型、处理、保存期限及保存条件

（短期、长期），运输条件，对已知干扰物的抗干扰性（如：存

在的干扰因素，明确黄疸、溶血、脂浊及药物等内、外源性干扰

物对测定的影响，同时列出干扰物的具体浓度）等。如有血浆样

本，应注明对抗凝剂的要求（如：草酸盐、柠檬酸盐、EDTA钠

盐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活性造成干扰，应明确避免使用的提示）。

冷藏/冷冻样本检测前是否需恢复室温，可冻融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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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检验方法】

详细说明试验操作的各个步骤，包括：

9.1试剂配制方法、注意事项。

9.2试验条件：温度、时间、测定主/副波长、试剂用量、样

本用量、测定方法、反应类型、反应方向、反应时间等以及试验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9.3校准程序：校准品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校准曲线的

绘制。

9.4质量控制程序：质控品的使用方法、质量控制方法。

9.5试验结果的计算或读取：应明确检验结果的计算方法。

包括对每个系数及对每个计算步骤的解释。

10.【参考区间】

应注明常用样本类型的正常参考区间，并说明参考值确定方法。

11.【检验结果的解释】

说明可能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在何种情况下需要进

行确认试验。

12.【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说明该检验方法的局限性。当测定值超出线性上限时，应说

明使用厂家提供的专用稀释液或明确稀释方法，并给出稀释最大

倍数说明。

13.【产品性能指标】

至少应详述以下性能指标：

13.1试剂空白。

13.2分析灵敏度。

13.3准确度。

13.4精密度（批内精密度和批间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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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线性区间（线性相关系数和线性偏差）。

14.【注意事项】

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4.1本试剂盒的检测结果仅供临床参考，对患者的临床管理

应结合其症状/体征、病史、其他实验室检查及治疗反应等情况

综合考虑。

14.2本试剂盒仅供体外诊断用，试剂中含有的化学成分接触

人体后是否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后果。

14.3 采用不同方法学的试剂检测所得结果不应直接相互比

较，以免造成错误的医学解释。

14.4有关人源组分的警告，如：试剂盒内的质控品、校准品

或其他人源组分，虽已经通过了 HBs-Ag、HIV1/2-Ab、HCV-Ab
等项目的检测，但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项检测可以确保绝对安

全，故仍应将这些组分作为潜在传染源对待。

14.5对所有样本和反应废弃物都应视为传染源对待。

14.6其他有关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的注意事项。

15.【标识的解释】

如有图形或符号，请解释其代表的意义。

16.【参考文献】

注明引用参考文献，其书写应清楚、易查询且格式规范统一。

17.【基本信息】

17.1境内体外诊断试剂

17.1.1注册人与生产企业为同一企业的，按以下格式标注基

本信息：

注册人/生产企业名称，住所，联系方式，售后服务单位名

称，联系方式，生产地址，生产许可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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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委托生产的按照以下格式标注基本信息：

注册人名称，住所，联系方式，售后服务单位名称，联系方

式，受托企业的名称，住所，生产地址，生产许可证编号。

17.2进口体外诊断试剂

按照以下格式标注基本信息：

注册人/生产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联系方式，售后

服务单位名称，联系方式，代理人的名称，住所，联系方式。

18.【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产品技术要求编号】

应当写明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产品技术要求编号

19.【说明书核准日期及修改日期】

应注明该产品说明书的核准日期。如曾进行过说明书的变更

申请，还应该同时注明说明书的修改日期。

三、审查关注点

（一）产品技术要求中性能指标的设定及检验方法是否符合

相关行业标准的要求；技术要求的格式是否符合《关于发布医疗

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9号）的相关规定。

（二）产品说明书的编写内容及格式是否符合《关于发布体

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7号）的要求，相关内容是否符合《医疗

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号）中对说明书的要求。应注明是否添加了磷酸吡哆醛。

（三）分析性能评估指标及结果是否支持产品技术要求的确

定；是否满足本指导原则中各指标验证的要求。

（四）参考区间确定使用的方法是否合理，数据统计是否符

合统计学的相关要求，结论是否和说明书声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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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剂的稳定性研究方法是否合理，稳定性结论是否和

说明书声称一致。

（六）临床试验采用的样本类型及病例是否满足试剂盒声称

的预期用途，样本量及临床研究单位的选择、对比试剂的选择、

统计方法及研究结果、临床方案及报告撰写的格式等是否符合

《关于发布体外诊断试剂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6号）对相关内容的规定。

（七）产品风险分析资料的撰写是否符合 YY/T 0316—2016
《医疗器械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的要求。

四、编写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审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