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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草转氨酶（AST/GOT）比色法测试盒 

货号: E-BC-K236-M 方法: 比色法 

检测仪器: 酶标仪(500-520 nm) 规格: 48T(19 samples)/96T(43 samples) 

注意事项:  1. 加样或者试剂时，板孔壁上不能挂液。 

2. 加入试剂五工作液，加入速度要一致（使用多道移液器）。 

3. 样本须新鲜（血清样本2-8°C保存7天，-25°C保存20天）。 

4. 测定孔数请控制在48个之内。 

 

基本信息 

用途 本试剂盒适用于检测血清（浆）、动物组织、细胞和细胞上清中的AST活力。 

技术参数 
 

检测范围：1.10-72.30 IU/L         灵敏度：1.10 IU/L 

平均批间差：6.8 %                      平均批内差：5.3 % 

检测原理 
 

谷草转氨酶（AST）催化天冬氨酸与α-酮戊二酸之间的氨基转换反应，生成谷氨酸和

草酰乙酸，草酰乙酸在反应过程中可自行脱羧成丙酮酸。丙酮酸与苯肼反应，生成苯

腙，苯腙在碱性条件下呈红棕色。 

本试剂盒检测组织或细胞时，需测定总蛋白浓度，推荐使用本公司BCA试剂盒(货号E-

BC-K318-M)进行测定。 

 

 

提供试剂及物品 

编号 名称 规格1(48 T) 规格2(96 T) 保存方式 

试剂一 

(Reagent 1) 
缓冲液  

(Buffer Solution) 
0.5 mL×1支 0.5 mL×1支 2-8°C保存6个月 

试剂二 

(Reagent 2) 
2 mmol/L丙酮酸钠溶液 

(2 mmol/L Sodium Pyruvate) 
0.5 mL×1支 0.5 mL×1支 2-8°C保存6个月 

试剂三 

(Reagent 3) 

底物基质溶液 

(Substrate Solution) 
2.5 mL×1瓶 5 mL×1瓶 2-8°C保存6个月 

试剂四 

(Reagent 4) 

显色剂  

(Chromogenic Agent) 
2.5 mL×1瓶 5 mL×1瓶 

2-8°C避光 

保存6个月 

试剂五 

(Reagent 5) 

碱溶液  

(Alkali Reagent) 
2.5 mL×1瓶 5 mL×1瓶 2-8°C保存6个月 

注：试剂严格按上表中的保存条件保存，不同批次试剂盒中的试剂不能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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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准备 

① 检测前，试剂平衡至室温。 

② 试剂五工作液： 

将试剂五：双蒸水按照1:9的体积比稀释，现用现配。 

③ 取部分试剂三，在37°C恒温箱中预温10 min。 

 

样本准备 

血清(浆)等液体样本：直接测定。 

组织样本：组织样本使用生理盐水(0.9% NaCl)匀浆处理。离心后取上清进行测定，部分上清样本用于蛋

白浓度测定。 

细胞样本：细胞样本使用生理盐水(0.9% NaCl)进行机械匀浆或超声破碎。匀浆离心后取上清进行测定，

部分上清样本用于蛋白浓度测定。 

 

操作步骤 

① 标准孔：在设置好的标准孔中，分别加入5 μL试剂一（触底加入）（所有的操作中，板孔壁上不能挂

液）； 

② 向标准孔中从A孔到E孔分别加入20、18、16、14、12 μL的试剂三。 

③ 向标准孔中从A孔到E孔分别加入0、2、4、6、8 μL的试剂二，并且每次吸取试剂二后，都需要将吸

嘴伸入板孔液体中吸打混匀。 

④ 样本孔：在样本对照孔、样本测定孔中加入20 μL试剂三（已预温10 min）。 

⑤ 在样本测定孔中加入5 μL样本，并将吸嘴伸入板孔液体中吸打混匀。将酶标板置于37℃中孵育30 min。 

⑥ 向标准孔、样本对照孔、样本测定孔中加入20 μL试剂四。 

⑦ 向样本对照孔中加入5 μL样本，并将吸嘴伸入板孔液体中反复吸打混匀。 

⑧ 在酶标仪上震荡混匀10 s，37°C温育20 min。 

⑨ 向各孔中加入200 μL试剂五工作液（使用多道移液器，加入速度要一致）。 

⑩ 在酶标仪上震荡混匀10 s，室温静置15 min，酶标仪510 nm测各孔OD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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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计算 

标准品拟合曲线：y = a x2 + b x + c 

卡门氏单位定义：25°C，1 mL液体，反应液总量3 mL，波长340 nm，1 cm光径，1 min内所生成的丙酮酸，

使NADH氧化成NAD+而引起吸光度下降0.001为一个单位。（1卡门氏单位=0.482 IU/L，25°C）） 

国际单位定义：25°C条件下，每分钟催化1 μmol NADH减少量所需的酶量为一个单位 

血清(浆)、细胞上清中AST浓度计算公式： 

AST含量（IU/L）= [a × (ΔA510)2 + b × ΔA510 + c] × 0.482 IU/L* × f 

细胞、组织中AST浓度计算公式： 

AST含量（IU/gprot）= [a × (ΔA510)2 + b × ΔA510 + c] × 0.482 IU/L* × f ÷ Cpr 

注解： 

y：卡门氏单位（0、24、61、114、190） 

x：标准品OD值-空白OD值（卡门式单位为0时的OD值） 

a,b,c：拟合曲线相应的常数 

ΔA510：样本的绝对OD值（样本测定OD值-样本对照OD值） 

*：25°C条件下，一卡门氏单位=0.482 IU/L 

f：样本加入检测体系前的稀释倍数 

Cpr：组织样本蛋白浓度：gprot/L  

 

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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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析 

取5 μL人血清，按操作表操作，结果如下：标准曲线：y = 2517.55 x2 + 74.50 x + 1.8995，对照管平均OD值为

0.233，测定管平均OD值为0.259，计算结果为： 

AST含量
（IU/L）

 = [2517.55 ×（0.259 - 0.233）
2
+ 74.50 ×（0.259 - 0.233） + 1.8995] × 0.482  = 2.67 IU/L 

按照操作过程，测定人血浆（加样量5 μL）、小鼠肝脏组织（10%组织匀浆的蛋白含量9.58 g/L，稀释20倍，

加样量5 μL）、MRC-5细胞上清（加样量5 μL）及HepG2细胞（蛋白含量3.39 g/L，稀释5倍，加样量5 μL）中AST

活力（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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