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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制定，是CNAS根据临床微生
物学检验的特性而对CNAS-CL02：2008《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所作的
进一步说明，并不增加或减少该准则的要求。
本文件与CNAS-CL02：2008《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同时使用。
在结构编排上，本文件章、节的条款号和条款名称均采用CNAS-CL02：2008中
章、节条款号和名称，对CNAS-CL02：2008应用说明的具体内容在对应条款后给出。
本文件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的序号及内容与CNAS-CL02:2008不对应。
本文件为第一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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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
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CNAS对医学实验室临床微生物学检验领域的认可要求。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领域中涉及的病毒血清学检验、基因扩增检验、寄生虫检验等

应符合相关专业领域应用说明的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CNAS-RL02 能力验证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4

管理要求

4.1 组织和管理
4.1.1 实验室为独立法人单位的，应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实验室为非独立法人单位
的，其所属医疗机构执业证书的诊疗科目中应有医学实验室，自获准执业之日起，开
展医学检验工作至少 2 年。
4.1.5 h) 应至少有 1 名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医学检验工作至少 5 年以上
的人员负责技术管理工作。
4.2 质量管理体系
4.3 文件控制
4.4 合同的评审
4.5 委托实验室的检验
4.6 外部服务和供应
4.6.2 试剂质量验证应符合如下要求：
（a）

新批号及每一货次的试剂使用前，应通过直接分析参考物质、新旧批号

平行实验或常规质控等方法进行验证，并记录；
（b）

新批号及每一货次的试剂、纸片，如吲哚试剂，杆菌肽，奥普托辛，X、

V、XV 因子纸片等应使用阴性和阳性质控物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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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批号及每一货次的药敏试验纸片使用前应以标准菌株进行验证；

（d）

新批号及每一货次的染色剂（革兰染色、特殊染色和荧光染色），应用

已知阳性和阴性（适用时）的质控菌株进行验证；
（e）

直接抗原检测试剂（无论是否含内质控），新批号及每一货次应用阴性

和阳性外质控进行验证。
（f）

培养基外观良好（平滑、水分适宜、无污染、适当的颜色和厚度，试管

培养基湿度适宜），新批号及每一货次的商品或自配培养基应检测相应的性
能，包括无菌试验、生长试验或与旧批号平行试验、生长抑制试验（适用时）、
生化反应（适用时）等，应以质控菌株进行验证。
（g）

一次性定量接种环每批次应抽样验证。

4.7 咨询服务
4.8 投诉的处理
4.9 不符合的识别和控制
4.10 纠正措施
4.11 预防措施
4.12 持续改进
4.13 质量和技术记录
4.13.1 各种培养基（试剂）的制备过程应有记录，内容至少应包括：
(a)

培养基名称和类型；

(b)

配制日期和配制人员；

(c)

培养基/溶液的类型、体积；

(d)

分装体积；

(e)

成分、每个成分物质的含量、制造商、批号；

(f)

pH（最初和最终）值；

(g)

无菌措施，包括实施的方式、时间和温度。

4.14 内部审核
4.15 管理评审

5

技术要求

5.1 人员
5.1.1 有颜色视觉障碍的人员不应从事涉及到辨色的微生物学检验。
5.1.4 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负责人至少应具有以下资格：中
级技术职称，医学、医学检验专业背景，或相关专业背景经过医学检验培训，3年临
床微生物工作经验。
认可的授权签字人应至少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申请认可授权签字领
域专业技术工作至少3年。
2012 年 09 月 13 日发布

2013 年 04 月 01 日实施

第 4 页 共 9 页

CNAS-CL42:2012

5.1.6 应每年对各级工作人员制定培训计划并进行微生物专业技术及知识培训、质量
保证/质量管理培训、客户服务培训、安全培训、继续教育培训。
5.1.11 应制定员工能力评审的内容和方法，每年评审员工的工作能力；对新进员工在
最初2个月内应至少进行2次能力评审（间隔为30天），保存评审记录。当职责变更时，
或离岗6个月以上再上岗时，或政策、程序、技术有变更时，应对员工进行再培训和
再评审。没有通过评审的人员需经再培训和再评审，合格后才可继续上岗，并记录。
5.1.13 应提供工作人员对患者隐私及结果保密的声明及签字。
5.2 设施和环境条件
5.2.1 实验室应有足够的办公、文字处理、培养基制备、实验工作空间。宜有适当的
水池、排水管道、电源插座、通风设施、通讯设备。
5.2.2 应定期根据工作流程及性质实施安全风险评估，根据生物安全理论和技术的新
进展制定、修订相应的生物安全操作和防护规程并进行培训，以减小职业暴露的危险。
当工作流程及性质发生变动时，应及时实施再评估。
至少应规定如下安全要求：
（a） 不同控制区域的防护措施及合适的警告；
（b） 已知或有潜在经空气、气溶胶传播危险的标本或病原体在生物安全柜内操
作；
（c） 标本安全运送及处理，如工作人员接种疫苗，戴手套和进行呼吸道防护（适
用时），确保容器密封性，嗅平板时的潜在危害及其防护等；
（d） 渗漏标本的处理措施；
（e） 工作环境及设备的消毒措施。
5.2.4 实验室内照明宜充足，避免阳光直射及反射，如果可能，可在实验室内不同区
域设置照明控制，以满足不同实验的需要。应有可靠的电力供应和应急照明。
5.2.10 应制定生物安全事故和危险品、危险设施等意外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
并对全体人员进行培训。
5.3 实验室设备
5.3.1 设备配置应与实验室服务相适应。生物安全柜的类型和安装应满足工作要求；
孵育箱的数量和种类应满足诊断需要（如特殊温度范围和气体要求）；应贮存与诊断
相配套的质控物，以便在染色、试剂、试验、鉴定系统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中使用；
无菌体液的显微镜检查应配备细胞离心机。
5.3.2 设备校准、维护及性能等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自动化鉴定仪、血培养仪的校准应满足制造商建议；
（b） 每6个月进行检定或校准的设备至少应包括浊度仪；
（c） 每12个月进行检定或校准的设备至少应包括：生物安全柜（高效过滤器、
气流、负压等参数）、CO 2 浓度检测仪、细胞离心机、压力灭菌器、游标卡
尺、培养箱、温度计、移液器、微量滴定管或自动分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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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应保存仪器功能监测记录的设备至少应包括：温度依赖设施（冰箱、孵
育箱、水浴箱、加热块等每日记录温度）、CO 2 培养箱（每日记录CO 2 浓度）、
超净工作台（定期做无菌试验）、压力灭菌器（至少每个灭菌包外贴化学指
示胶带、内置化学指示卡，定期进行生物监测）；
（e） 应制定预防性维护计划并记录的设备至少应包括：生物安全柜；CO 2 培养
箱、自动化鉴定仪、血培养仪、压力灭菌器、超净工作台、显微镜和离心机。
5.3.4 所有试剂应标注或能追溯的信息包括：名称、浓度或滴度，存放条件，失效期。
若试剂启封，改变了有效期和储存条件，应记录新的有效期。试剂的储存条件应遵循
生产商的建议，并在标明的有效期内使用。
培养基标签应包含生产日期（批号）、保质期（或失效期），适用时包括配方、
质量控制、贮存条件等信息。
药敏用标准菌株种类和数量应满足实验室工作要求，并保存其来源、传代等记录，
并有证据表明标准菌株性能满足要求。
5.3.7 如果设备故障影响了方法学性能，在设备修复、校准后，实验室应对设备性能
进行验证，例如检测质控菌株或已知结果的标本。
5.4 检验前程序
5.4.1 检验申请单应包括标本来源和临床诊断，必要时说明感染类型和/或目标微生
物，宜提供抗菌药物使用信息。
5.4.3 除通用要求外，微生物标本的采集及运送指南，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不同部位标本的采集方法。如：明确说明并执行血培养标本采集的消毒技术、
合适的标本量。诊断成人不明原因发热、血流细菌感染时宜在不同部位抽血
2套，每套2瓶（需氧、厌氧各一瓶）；
（b） 合格的标本类型、送检次数、标本量。如：痰标本直接显微镜检查找结核杆
菌或结核杆菌培养，应送检三份痰标本。最好至少连续3日，采集每日清晨
第一口痰；
（c） 明确规定需要尽快运送的标本；
（d） 合适的运送培养基；
（e） 延迟运送时，标本的保存方法；
（f） 安全运送标本的方法（如：密封容器、无标本外漏等）；
（g） 标本标识。
5.4.8 应制定标本接收标准，如无肉眼可见的渗漏、合适的标本类型/量、正确的保存、
预防拭子干燥、适当的运送培养基等。宜评估标本的合格性并反馈评估结果。不合格
的标本（如：痰标本等）宜尽快通知医生、护士或患者（门诊），以便重新采集。
5.5 检验程序
5.5.1 细菌培养和鉴定程序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所选择的涂片、染色技术、培养基应能从标本中分离、识别相应的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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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方法应符合要求（如：通过血清学、革兰染色、菌落形态、生长条件、代谢
反应、生化和酶活性、抗菌药物耐药性谱等特性鉴定）；应有处理组织标本的能
力；
（b） 应明确伤口标本培养程序，深部伤口感染应至少包括标本采集、需氧菌及
厌氧菌的培养及鉴定。如果不具备厌氧培养条件，则应有程序表明，标本置合格
的运送系统迅速送有条件的实验室。应有适当的方法检测苛养菌（如放线菌，快
速生长的分枝杆菌等）；
（c） 厌氧菌培养时间与标本类型、诊断有关，在第一次培养评估之前应有足够
的培养时间（至少48小时）。应有合适的液体培养基，有合适的鉴定方法（适用
时）。
细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程序应满足如下要求：
（d） 应制定常规药敏试验方法（纸片扩散法、琼脂稀释法、微量肉汤稀释法、E
试验或其他）的操作程序（含各类病原体和/或标本的检测药物、质控标准、结果
解释等）；
（e） 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方法包括纸片扩散法、稀释法（琼脂稀释法、肉汤稀
释法）、浓度梯度扩散法（E试验）或自动化仪器检测；实验室应提供与服务相
适应的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
（f） 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方法及结果判断至少应遵循上一年的标准。
分枝杆菌标本应置密闭的防渗漏容器内；某些标本（如：尿液、脑脊液）抗酸染
色应浓缩，所有标本培养前应浓缩。应以密闭试管置密封的离心架内离心。
真菌培养宜使用含和不含抗菌药物的两类培养基。如果在室温下培养，应每天监
测并记录室温（22℃-26℃）。经空气传播有高度感染性的真菌标本、含菌丝体的真
菌应在生物安全柜内处理。若采用平皿培养，应封盖。
病毒培养时，应详细记录细胞类型、传代数、细胞来源、培养基及生长状况；应
检测并记录培养基和稀释剂的无菌试验和 pH；应监测细胞病变效应，以优化培养的
最佳时间。应比较未经接种或接种无菌物质的单层细胞与接种临床标本的培养物。
对我国法定传染病病原微生物的检验程序应满足如下要求：
（g） 检验程序应至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h） 当培养过程中发现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依据«人间传染的病
原微生物名录»）时，应按相关法规要求进行处理，或送至相应级别的生物安全
实验室进行检验。
5.5.2 应按优先顺序依次选择标准菌株、质控菌株或其它已知菌株对商业鉴定系统（包
括自动、半自动、手工）每种板（条/卡/管）的鉴定/药敏结果符合性进行验证。
5.5.3 除通用内容外，检验程序还应包括适宜的培养环境和足够的培养时间；初次分
离用非选择性培养基的平板直径应不小于9cm，应只接种一份标本。
5.6 检验程序的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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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实验室制定的内部质量控制程序应包括整个实验操作过程，如实验分析前、中、
后（报告）。
质量控制应满足如下要求：
（a） 使用中的染色剂（革兰染色、特殊染色和荧光染色），至少每周（若频
率小于每周1次，则实验当日）用已知阳性和阴性（适用时）的质控菌株检
测染色程序；
（b） 凝固酶、过氧化氢酶、氧化酶、β内酰胺酶，实验当日应做阴性和阳性质
控，商业头孢菌素试剂的β内酰胺酶试验可遵循制造商的建议。诊断性抗血
清试剂，实验当日至少应做多价血清阴性和阳性质控。定性试验试剂每次检
测时应至少包括阳性和阴性质控菌株或样本。不含内质控的直接抗原检测试
剂，实验当日应检测阳性和阴性质控；
（c） 实验室采用的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方法应以标准菌株连续检测20－30
天，每一组药物/细菌超出参考范围（抑菌圈直径或MIC）的频率应小于1/20
或2/30。此后，应每周使用标准菌株进行质控。若检测频率小于每周1次，则
每个检测日应进行质控。采用自动或半自动仪器检测MIC时，应按照制造商
的要求进行质控。应保存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资料，并至少每年向临床医师
报告。
厌氧菌应以有效的方法检测厌氧培养环境（如以亚甲兰试条、厌氧菌或适当的程
序检测厌氧系统的厌氧条件）。
分枝杆菌抗酸染色应在实验当日用适当的阴性和阳性质控验证；荧光染色应每次
实验以阴性和阳性质控验证。
真菌直接染色（如：抗酸染色，PAS，吉姆萨染色，墨汁染色）检查患者标本时，
应在实验当日做阴性和阳性质控（某些染色如吉姆萨染色，玻片本身作为阴性质控。
KOH制备的玻片不需要质控）。
病毒连续细胞传代时应定期监测支原体污染（宜监测阴性未传代的质控株，而不
是培养支原体）；应监测用于细胞生长培养液的动物血清的细胞毒性；应具备相应的
细胞株用于病毒培养。
5.6.4 应按照 CNAS-RL02《能力验证规则》的要求参加相应的能力验证/室间质评。
应使用相同的检测系统检测质控样本与患者样本；应由从事常规检验工作的人员
实施能力验证/室间质评样品的检测；应有禁止与其他实验室核对能力验证/室间质评
检测结果的规定；应能提供参加能力验证/室间质评的结果和证书。实验室应对“不
满意”和“不合格”的能力验证/室间质评结果进行分析并采取纠正措施，并记录。
实验室负责人或指定负责人应监控能力验证/室间质量评价活动的结果，并在结
果报告上签字。
5.6.5 对没有开展能力验证/室间质评的项目，应至少每6个月进行一次性能评估，方
法包括：与参考实验室或其它实验室分割标本检测；与本实验室建立的已经获得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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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分割标本检测；分析纯物质、地方数据库或临床证实资料；或其它适宜的和规
定的方法。实验室选择的进行性能评估的标本的检测内容应与患者标本一致。
5.6.6 应制定人员比对的程序，规定由多个人员进行的手工检验项目验证的方法和判
断标准。应至少每年进行工作人员的能力比对，至少包括显微镜检查、培养结果判读、
抑菌圈测量、结果报告。
5.7 检验后程序
5.8 结果报告
5.8.3 结果报告应与检验的内容一致，如粪便沙门菌、志贺菌培养，报告为“未检出
沙门菌、志贺菌”。血培养阴性结果报告应注明培养时间。
5.8.7 危急值至少应包括血培养阳性结果、脑脊液显微镜检查及培养阳性结果、国家
规定立即上报的法定传染病。
5.8.9 血液、脑脊液标本的培养鉴定应及时发送分级报告，如标本直接涂片或湿片直
接镜检、培养结果的判读等阳性发现。其它无菌部位来源标本宜报告直接涂片镜检的
阳性结果。
5.8.11 应在收到样品24小时内报告分枝杆菌抗酸或荧光染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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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规范性附录）

微生物学检验项目认可要求
B.1 上呼吸道标本培养和鉴定（普通细菌），应与 A 组链球菌（6B070）和流感嗜血
杆菌（6BXXX）组合认可。
B.2 下呼吸道标本培养和鉴定（普通细菌），应与肺炎链球菌（6B075）、流感嗜血
杆菌（6BXXX）组合认可。
B.3 粪便培养和鉴定（普通细菌），应与沙门菌鉴定（6B085）+血清型分类（6B820）；
志贺菌鉴定（6BXXX）+血清型分类（6B825）；霍乱弧菌鉴定（6BXXX）+血清型
分类（6B890）组合认可。
B.4 脑脊液培养和鉴定（普通细菌），应与肺炎链球菌（6B075）、脑膜炎奈瑟菌（6B080）
和流感嗜血杆菌（6BXXX）组合认可。
B.5 普通细菌药敏试验自动化仪器检测法应与纸片扩散法和/或药敏试验（最低抑菌
浓度）（6C205）组合认可；纸片扩散法应与药敏试验（最低抑菌浓度）（6C205）
组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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