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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透景生命”，证券代码：300642）成立于 2003

年，坐落于有“药谷”之称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推广，以技术创新和卓越科研能力见长的高新技术企业。 

透景生命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肿瘤相关检测，开发用于肿瘤早期筛查、辅助诊断、个性化

用药及预后判断等肿瘤全程检测相关产品，并相继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注册证。

公司是国内最早致力于高通量流式荧光技术研发和推广的企业，在全球率先推出基于流式荧光技

术的全自动高通量免疫检测系统(TESMI)，拥有业内领先的超高检测速度。目前公司已建立了以

高通量流式荧光技术、化学发光技术、多重荧光 PCR 技术等为主的多种技术平台，形成以肿瘤全

程检测、生殖健康、自身免疫、病原体感染、心脏疾病标志物及 DNA 甲基化等为主要应用方向

的多系列产品。公司推出的国内首个高通量流式荧光法肿瘤标志物联检及 HPV 全分型产品，国

内首获 NMPA 注册证的 Y 染色体微缺失检测及 SHOX2+RASSF1A 肺癌基因甲基化检测产品等

均为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创新性产品。透景生命与日立诊断联合推出日立-透景兼容性流水线，充分

利用实验室现有资源，有效提升临床实验室的检测速度及降低检测成本，开启了国内兼容性流水

线的新模式。 

透景生命将积极与众多国际公司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并在国内建立高效的研发体

系，力争成为国际生命科技领域有影响力的公司，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Biochemical Assay 

透景生化  质量稳定   性能优越>> 

透景生化试剂的原料均源自国内外知名厂家，经研发人员精心细致的筛选，将欧洲的先进技术融于自身产品，达到博

采众长的效果。数年来经受住了临床的严苛考验，代表了现阶段国内生化诊断试剂的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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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英文缩写 方法原理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 ALT 丙氨酸底物法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 AST 天门冬氨酸底物法 

总胆红素测定试剂盒 T-BIL 钒酸盐氧化法 

直接胆红素测定试剂盒 D-BIL 钒酸盐氧化法 

总蛋白测定试剂盒 TP 双缩脲法 

白蛋白测定试剂盒 ALB 溴甲酚绿法 

γ- 谷氨酰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 GGT GCANA 底物法 

碱性磷酸酶测定试剂盒 ALP NPP 底物-AMP缓冲液法 

胆碱酯酶测定试剂盒 CHE 丁酰硫代胆碱底物法 

总胆汁酸测定试剂盒 TBA 酶循环法 

前白蛋白测定试剂盒 PA 免疫比浊法 

腺苷脱氨酶测定试剂盒 ADA 过氧化物酶法 

5'-核苷酸酶测定试剂盒 5'-NT 过氧化物酶法 

α-L-岩藻糖苷酶测定试剂盒 AFU CNPF 底物法 

甘胆酸测定试剂盒 CG 胶乳免疫比浊法 

单胺氧化酶测定试剂盒 MAO 谷氨酸脱氢酶法 

 

 

 

 



 

 

 

产品名称 英文缩写 方法原理 

尿素测定试剂盒 UREA 尿素酶-谷氨酸脱氢酶法 

尿酸测定试剂盒 UA 尿酸酶法 

肌酐测定试剂盒 CRE 肌氨酸氧化酶法 

胱抑素 C 测定试剂盒 CysC 胶乳免疫比浊法 

β2-微球蛋白测定试剂盒 BMG 胶乳免疫比浊法 

视黄醇结合蛋白测定试剂盒 RBP 胶乳免疫比浊法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

测定试剂盒 

NGAL 胶乳免疫比浊法 

 

 

 

 

 

 

产品名称 英文缩写 方法原理 

胆固醇测定试剂盒 CHO CHOD-PAP法 

甘油三脂测定试剂盒 TG GPO-PAP 法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试剂盒 HDL-C 直接法-选择抑制法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试剂盒 LDL-C 直接法-表面活性剂清除法 

载脂蛋白 A1 测定试剂盒 ApoA1 免疫比浊法 

载脂蛋白 B 测定试剂盒 ApoB 免疫比浊法 

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试剂

盒 

sdLDL 过氧化物酶法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测定试剂盒 Lp-PLA2 速率法 

载脂蛋白 E 测定试剂盒 ApoE 免疫比浊法 

脂蛋白（a）测定试剂盒 Lp（a） 胶乳免疫比浊法 

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试剂盒 HCY 酶循环法 

游离脂肪酸测定试剂盒 NEFA ACS-ACOD 法 



 

 

 

产品名称 英文缩写 方法原理 

肌酸激酶测定试剂盒 CK 磷酸肌酸底物法 

肌酸激酶 MB同工酶测定试剂盒 CK-MB 免疫抑制法 

α-羟丁酸脱氢酶测定试剂盒 HBDH α-酮丁酸底物法 

乳酸脱氢酶测定试剂盒 LDH 乳酸底物法 

 

 

 

 

 

 

产品名称 英文缩写 方法原理 

二氧化碳测定试剂盒 CO2 PEPC 酶法 

钙测定试剂盒 Ca 偶氮砷 III 法 

镁测定试剂盒 Mg 二甲苯胺蓝法 

无机磷测定试剂盒 IP 磷钼酸盐法 

乳酸测定试剂盒 LAC 乳酸氧化酶法 

 

 

 

糖代谢类 

 
 

 

产品名称 英文缩写 方法原理 

葡萄糖测定试剂盒 GLU 葡萄糖氧化酶法 

葡萄糖测定试剂盒 GLU（HK） 己糖激酶法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试剂盒 HbA1c 胶乳免疫比浊法 

糖化白蛋白测定试剂盒 GA 酶法 

1,5-脱水葡糖醇测定试剂盒 1,5-AG 酶法 

 



 

 

 

产品名称 英文缩写 方法原理 

α-淀粉酶测定试剂盒 AMY EPS 底物法 

脂肪酶测定试剂盒 LPS 甲基试卤灵底物法 

C-反应蛋白测定试剂盒 CRP 胶乳免疫比浊法 

抗链球菌溶血素“O”测定试剂盒 ASO 胶乳免疫比浊法 

类风湿因子测定试剂盒 RF 胶乳免疫比浊法 

D-二聚体测定试剂盒 D-D 胶乳免疫比浊法 

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测定试剂盒 FDP 胶乳免疫比浊法 

免疫球蛋白 A测定试剂盒 IgA 免疫比浊法 

免疫球蛋白 G测定试剂盒 IgG 免疫比浊法 

免疫球蛋白 M测定试剂盒 IgM 免疫比浊法 

补体 C3测定试剂盒 C3 免疫比浊法 

补体 C4测定试剂盒 C4 免疫比浊法 

血清淀粉样蛋白 A测定试剂盒 SAA 胶乳免疫比浊法 

补体 C1q测定试剂盒 C1q 免疫比浊法 

全量程 C反应蛋白测定试剂盒 FCRP 胶乳免疫比浊法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测定试剂盒 CCP 胶乳免疫比浊法 

特种蛋白校准品 SP Calibrator /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碧波路 572 弄 115 号 1 幢邮编(Code)： 201203 电话(Tel)：+86．21．50800020

传真(Fax)：+86．2 不 50270390 网址：www.tellgen、com E-mail: info@tellg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