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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省 临 床 检 验 中 心
湖北省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 文件

鄂临检发〔２０１７〕２０号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关于开展２０１８年全省

“临床检验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

室间质量评价的通知

各医疗机构检验科：

根据《国家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麻醉等 ６个专业质

控指标（２０１５年版）”的通知》（国卫办医函〔２０１５〕２５２号）精

神和国家计生委临床检验中心要求，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拟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临床检验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室间质量

评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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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１８年全省临床检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

室间质量评价活动安排及注意事项

一、临床检验专业质量控制指标及数据上报时间

评价质量指标共１５项，分为两类：

１）以月为单位统计项目：

标本类型错误率、标本容器错误率、标本采集量错误率、

抗凝标本凝集率、检验报告不正确率、危急值通报率、危急值

通报及时率、检验前周转时间、实验室内周转时间和血培养污

染率。

数据上报时间：１月份上报上一年度１２月份数据；７月份

上报６月份数据

２）以年为单位统计项目：

室内质控项目开展率、室内质控项目变异系数不合格率、

室间质评项目参加率、室间质评项目不合格率、实验室间比对

率（用于无室间质评计划检验项目）。

数据上报时间：１月份上报上一年度数据

二、回报方式

与常规室间质量评价计划相同，参加实验室通过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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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临床检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

２０１８年室间质量评价

一、医院和实验室基本信息

１．实验室所在医院等级？

Ａ．三级甲等　　　Ｂ．三级乙等　　　Ｃ．二级甲等

Ｄ．二级乙等　　　Ｅ．其他（请描述）：

２．实验室所在医院类型？

Ａ．综合医院　　　Ｂ．专科医院　　　Ｃ．妇幼保健院

Ｄ．中医医院　　　Ｅ．中西医结合医院

Ｇ．民营医院　　　Ｈ．医学独立实验室

Ｆ．其他（请描述）：

３．实验室所在医院床位数？

Ａ．０－５００　　　　Ｂ．５０１－１０００　　　Ｃ．１００１－１５００

Ｄ．１５０１－２０００　　Ｅ．２０００以上

４．实验室所在医院是否有 ＬＩＳ（实验室信息系统）和 ＨＩＳ

（医院信息系统）？

Ａ．有 ＬＩＳ和 ＨＩＳ　　　Ｂ．有 ＬＩＳ，无 ＨＩＳ

Ｃ．无 ＬＩＳ，有 ＨＩＳ　　　Ｄ．无 ＬＩＳ和 ＨＩＳ

ＬＩＳ系统厂商为：　　　　，该厂商联系人　　　　，

联系电话　　　　　　，ＨＩＳ系统厂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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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实验室所在医院日均门诊量？（　　）人次

６．实验室建筑面积？　　　　ｍ２

７．实验室所有仪器设备总值？　　　　万元

８．医院年业务额？　　　　万元／年；实验室年业务额？

　　　　万元／年

９．本实验室目前为止已开展检验项目总数（不包括外

送）　　　　项

其中：自动化仪器检测项目数？　　　　项

手工检测项目数？　　　　项

各专业检验项目数：

临检　　　　项，占总业务额百分比　　　　％

生化　　　　项，占总业务额百分比　　　　％

免疫　　　　项，占总业务额百分比　　　　％

微生物　　　项，占总业务额百分比　　　　％

基因扩增　　　项，占总业务额百分比 　　　％

本实验室外送项目　　　　项

１０．科室人员组成

实验室负责人：性别　　　年龄　　　学位　　　

学历　　　　职称　　　　

已任职时间　　　　年

实验室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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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数 比例（％）

职称

正高职称

副高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及以下

学历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及以下

专业背景

检验医学

临床医学

生物医学

基础医学

其它

检验医师

提交

　　二、检验全过程质量指标

您实验室 ＬＩＳ是否纳入质量指标相关数据采集与统计：

□是　　　　　 □否

注意事项：如您实验室无某条目项目数据，请填写“未统

计”，如数据为０，请填写数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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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度指标

（一）标本可接受性
专业

生化 免疫 临检 微生物

数据来源 □ＬＩＳ□手工 □估算

本月标本总数

需抗凝标本总数

其中标本类型错误的标本数

容器错误的标本数

采集量错误的标本数

抗凝标本凝集数 ／

（二）检验报告
专业

生化 免疫 临检 微生物

数据来源 □ＬＩＳ□手工 □估算

本月检验报告总数

其中不正确检验报告数

危急值总数

危急值通报数

危急值通报规定时间（ｍｉｎ）

危急值通报超过

医院规定时间数

（三）周转时间
专业

生化 自动化免疫 三大常规 凝血

数据来源 □ＬＩＳ□手工 □估算

该专业常规检验月标本总数

该专业急诊检验月标本总数

月
中
位
数
ｍ
ｉ
ｎ

检验前周转时间（常规）
注：从标本采集到实验室接收标本的时间

检验前周转时间（急诊）
注：从标本采集到实验室接收标本的时间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常规）
注：从实验室收到标本到发送报告的时间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急诊）
注：从实验室收到标本到发送报告的时间

—８—



（三）周转时间
专业

生化 自动化免疫 三大常规 凝血

月
第
〒〝
百
分
位
数
ｍ
ｉ
ｎ

检验前周转时间（常规）
注：从标本采集到实验室接收标本的时间

检验前周转时间（急诊）
注：从标本采集到实验室接收标本的时间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常规）
注：从实验室收到标本到发送报告的时间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急诊）
注：从实验室收到标本到发送报告的时间

（三）周转时间
（具体项目）

检验前周转时间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

项目
月中位数
（ｍｉｎ）

月第９０百分
位数（ｍｉｎ） 月标本量

月中位数
（ｍｉｎ）

月第９０百分
位数（ｍｉｎ） 月标本量

数据来源 □ＬＩＳ□手工 □估算

急诊项目

血钾

肌钙蛋白Ｉ或肌钙蛋白Ｔ

白细胞计数

国际标准化比值（ＩＮＲ）

门诊项目

血钾

肌钙蛋白Ｉ或肌钙蛋白Ｔ

白细胞计数

尿常规

国际标准化比值（ＩＮＲ）

住院项目

血钾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肌钙蛋白Ｉ或肌钙蛋白Ｔ

促甲状腺激素

甲胎蛋白

白细胞计数

尿常规

国际标准化比值（ＩＮ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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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血培养污染 微生物

数据来源 □ＬＩＳ□手工 □估算

该月血培养总瓶数

血培养污染瓶数

　　２．年度指标

（五）ＩＱＣ、ＥＱＡ（以下项目统计均不包括微生物专业，项目计数原则为小项，如钾、钠、氯各计１项）

数据来源 □ ＬＩＳ□手工 □估算

该年开展检验项目总数

开展室内质控项目数

您室室内质控ＣＶ有要求的项目数（定量项目）

室内质控ＣＶ高于规定要求的项目数（定量项目）

您室开展的项目中卫生部／本省临检中心已组织ＥＱＡ项目数

参加卫生部和本省临检中心ＥＱＡ项目总数（相同项目计数一次）

卫生部和本省临检中心ＥＱＡ不合格项目总数（相同项目计数一次）

对无室间质评项目已开展实验室间比对的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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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关于填写第二部分“检验全过程质量指标”

表格的说明

注意：如某条目您实验室确无可统计的数据，请填写“未

统计”；若数据为０，请填写数字“０”；

填写每个表格前请先勾选此表数据来源：ＬＩＳ统计、手工

计算或估算。

一、月度指标：要求回顾采集和统计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份数据。

（一）标本可接受性

调查专业：临床生化、免疫、临检和微生物专业

调查指标：标本类型错误率、标本容器错误率、标本采集

量错误率、抗凝标本凝集率

具体填写说明：

本月标本总数 汇总各专业在该期间所有标本（血液、尿液、胸腹水等）的总数

需抗凝标本总数
汇总各专业在该期间所有需要抗凝的标本（血液、胸腹水、脑脊
液等）总数

其中标本类型错误的标本数
汇总各专业标本类型与申请检验项目要求不相同的标本总数
（注：如申请生化检验，但送检标本为血常规标本，已导致标本
类型发生错误，归为此类差错）

容器错误的标本数

汇总各专业标本容器与申请检验项目要求不相同的标本总数
（注：主要为单纯的容器差错，如申请尿常规，采用大便常规的
盒子，但标本类型未发生改变，或容器未达到密封、无菌要求，或
送达时容器破损等）

采集量错误的标本数
汇总各专业标本量不满足申请检验项目的要求（包括量过多或
过少）的标本总数

抗凝标本凝集数 汇总各专业所有需抗凝标本凝集的标本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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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检验报告

调查专业：临床生化、免疫、临检和微生物专业

调查指标：检验报告不正确率、危急值通报率、危急值通

报及时率

具体填写说明：

本月检验报告总数 汇总各专业在该期间发出的所有检验报告总数。

其中不正确检验报告数
汇总各专业在该期间发出的不正确的检验报告总数，包括检验结
果、患者相关信息、标本相关信息等相关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危急值总数
汇总各专业在该期间内发生的危急值总数，危急值报告项目以
各实验室所在单位规定的项目为准

危急值通报数 汇总各专业在该期间内通报的危急值总数

危急值通报规定时间（ｍｉｎ） 您医院实验室规定的关于危急值从结果确认到与临床医生（或
护士）交流的时间

危急值通报超过
医院规定时间数

汇总各专业在该期间内通报的所有危急值中，通报超出医院规
定时间的危急值总数。

　　（三）周转时间

调查分专业统计（临床生化、自动化免疫、三大常规和凝

血专业）和和具体项目统计（血钾、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肌钙

蛋白 Ｉ或肌钙蛋白 Ｔ、促甲状腺激素、甲胎蛋白、白细胞计数、

尿常规、国际标准化比值（ＩＮＲ））

调查指标：检验前周转时间中位数、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中

位数、检验前周转时间第 ９０百分位数、实验室内周转时间第

９０百分位数

相关定义：

检验前周转时间：指从标本采集到实验室接收标本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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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内周转时间：指从实验室收到标本到发送报告的

时间

中位数，通常用 Ｍ表示，是将一组观察值（总数为 ｎ）从

小到大按顺序排列，位次居中的观察值就是中位数。计算方

法：将观察值按从小到大的顺排列

１）ｎ为奇数时，Ｍ＝Ｘｎ＋１( )２
，即处于中间位置的观察值；

２）ｎ为偶数时，Ｍ＝１２Ｘ
ｎ( )２ ＋Ｘｎ

２( )( )＋１ ，即处于中间位置的

２个观察值的平均数。

第９０百分位数，以 Ｐ９０表示。将一组观察值（总数为 ｎ）

从小到大按顺序排列，处于第９０％的位置即 Ｐ９０。Ｐ９０将全部

观察值分为两部分，理论上有 ９０％的观察值比它小，有 １０％

的观察值比它大。计算方法：将观察值按从小到大的顺排列

１）ｎ×９０％为带有小数位时，Ｐ９０ ＝Ｘ（ｔｒｕｎｃ（ｎ×９０％）＋１）；

２）ｎ×９０％为整数时，Ｐ９０ ＝
１
２Ｘ（ｎ×９０％）＋Ｘ（ｎ×９０％＋１( )） ；

Ｔｒｕｎｃ（ａ）表示数字 ａ舍去小数位数而取其整数。

具体填写说明：

月中位数

检验前周转时间（常规）
统计该月份全部（或抽取的）常规检验标本检验前周
转时间的中位数

检验前周转时间（急诊）
统计该月份全部（或抽取的）急诊检验标本检验前周
转时间的中位数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常规）
统计该月份全部（或抽取的）常规检验标本实验室内
周转时间的中位数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急诊）
统计该月份全部（或抽取的）急诊检验标本实验室内
周转时间的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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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９０百分位数

检验前周转时间（常规）
统计该月份全部（或抽取的）常规检验标本检验前周
转时间的第９０百分位数

检验前周转时间（急诊）
统计该月份全部（或抽取的）急诊检验标本检验前周
转时间的第９０百分位数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常规）
统计该月份全部（或抽取的）常规检验标本实验室内
周转时间的第９０百分位数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急诊）
统计该月份全部（或抽取的）急诊检验标本实验室内
周转时间的第９０百分位数

　　（四）血培养污染

调查专业：临床微生物专业

调查指标：血培养污染率

具体填写说明：

该月血培养总瓶数
汇总该期间内血培养总瓶数，注意计数的是瓶数，如１
个患者申请培养４瓶，则计数４瓶

血培养污染瓶数
汇总该期间内污染的血培养总瓶数。血培养污染标准
参考各单位规定的标准

　　二、年度指标：要求回顾采集和统计２０１７年一整年数据

调查指标：室内质控项目开展率、室内质控项目变异系数

不合格率、室间质评项目参加率、室间质评项目不合格率、实

验室间比对率（用于无室间质评计划检验项目）

具体填写说明：以下项目统计均不包括微生物专业。参

考《医疗机构临床检验项目目录（２０１３年版）》，以小项为计数

单位，如尿常规共１１项，则计数１１项。

该年开展检验项目总数 汇总该年度您室开展的检验项目总数

开展室内质控项目数
汇总该年度您室开展的检验项目中已开展室内质控的
项目总数

您室室内质控 ＣＶ有要求的项目数（定
量项目）

汇总该年度您室室内质控 ＣＶ有质量要求的定量项目
数。各项目ＣＶ质量要求，已有卫生行业标准的项目
参考卫生行业标准，其他项目可参考提供的附件五临
床检验定量测定项目的室内质量控制监测项目允许不
精密度要求，自行选择规定合适的Ｃ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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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质控 ＣＶ高于规定要求的项目数
（定量项目）

取该年度室内质控 ＣＶ值最高月份的 ＣＶ作为各项目
ＣＶ估计值。同一项目多水平质控的 ＣＶ只要有１个
浓度高于规定要求，即为该项目 ＣＶ不满足要求。汇
总该年度室内质控ＣＶ数高于规定要求的项目总数

您室开展的项目中卫生部／本省临检中
心已组织ＥＱＡ项目数

比较您室开展的全部检验项目与卫生部／本省临检中
心已组织的 ＥＱＡ项目，汇总两者共同有的项目数，即
交集的检验项目数。ＥＱＡ项目详见附件四２０１５年室
间质量评价计划项目目录

参加卫生部和本省临检中心 ＥＱＡ项目
总数（相同项目计数１次）

汇总该年度您室参加的室间质评项目总数，同时参加
卫生部和本省临检中心开展的室间质评计划项目只能
计数１次

卫生部和本省临检中心 ＥＱＡ不合格项
目总数（相同项目计数１次）

汇总该年度您室参加的室间质评项目不合格的项目总
数。同时参加卫生部或省临床检验中心ＥＱＡ计划，其
中有１个合格即计数为合格

对无室间质评项目已开展实验室间比对
的项目数

汇总该年度您室开展的无可参加室间质评计划项目
中，已开展实验室间比对的项目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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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２０１８年国家卫计委及省临床检验中心

室间质量评价计划项目
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室间质评专业

１ 血清 钾（Ｋ） 常规化学、干化学、电解质正确度验证

２ 血清 钠（Ｎａ） 常规化学、干化学、电解质正确度验证

３ 血清 氯（Ｃｌ）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４ 血清 钙（Ｃａ） 常规化学、干化学、电解质正确度验证

５ 血清 磷（Ｐ）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６ 血清 血糖（Ｇｌｕ） 常规化学、干化学、代谢物／总蛋白正确度验
证、代谢物参考实验室比对

７ 血清 尿素（Ｕｒｅａ） 常规化学、干化学、代谢物／总蛋白正确度验
证、代谢物参考实验室比对

８ 血清 尿酸（ＵＡ） 常规化学、干化学、代谢物／总蛋白正确度验
证、代谢物参考实验室比对

９ 血清 肌酐（Ｃｒｅ） 常规化学、干化学、代谢物／总蛋白正确度验
证、代谢物参考实验室比对

１０ 血清 白蛋白（Ａｌｂ）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１１ 血清 总蛋白（ＴＰ） 常规化学、干化学、代谢物、总蛋白正确度验
证、代谢物、总蛋白参考实验室比对

１２ 血清 总胆固醇（ＴＣ） 常规化学、干化学、脂类、脂类正确度验证

１３ 血清 甘油三酯（ＴＧ） 常规化学、干化学、脂类、脂类正确度验证

１４ 血清
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ＡＬＴ）
常规化学、干化学、酶学正确度验证、采供血
机构血液检验、酶学参考实验室比对

１５ 血清
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ＡＳＴ）
常规化学、干化学、酶学正确度验证、酶学参
考实验室比对

１６ 血清 总胆红素（ＴＢｉｌ）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１７ 血清 碱性磷酸酶（ＡＬＰ） 常规化学、干化学、酶学正确度验证、酶学参
考实验室比对

１８ 血清 淀粉酶（ＡＭＹ） 常规化学、干化学、酶学正确度验证、酶学参
考实验室比对

１９ 血清 肌酸激酶（ＣＫ） 常规化学、干化学、酶学正确度验证、酶学参
考实验室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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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室间质评专业

２０ 血清 乳酸脱氢酶（ＬＤＨ） 常规化学、干化学、酶学正确度验证、酶学参
考实验室比对

２１ 血清 直接胆红素（ＤＢｉｌ）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２２ 血清 铁（Ｆｅ）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２３ 血清 总铁结合力（ＴＩＢＣ）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２４ 血清 镁（Ｍｇ） 常规化学、干化学、电解质正确度验证

２５ 血清 锂（Ｌｉ）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２６ 血清 铜（Ｃｕ）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２７ 血清 锌（Ｚｎ）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２８ 血清 γ－谷氨酰基转移酶（ＧＧＴ）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２９ 血清
α－羟丁酸

脱氢酶（α－ＨＢＤＨ）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３０ 血清 胆碱酯酶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３１ 血清 脂肪酶 常规化学、干化学

３２ 血清 肌酸激酶－ＭＢ（ＣＫ－ＭＢ） 心肌标志物

３３ 血清 肌红蛋白 心肌标志物

３４ 血清 肌钙蛋白Ｉ 心肌标志物

３５ 血清 肌钙蛋白Ｔ 心肌标志物

３６ 血清 超敏ＣＲＰ 心肌标志物

３７ 血清 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 心肌标志物

３８ 血清
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ＨＤＬ－Ｃ） 脂类、脂类正确度验证

３９ 血清
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ＬＤＬ－Ｃ） 脂类、脂类正确度验证

４０ 血清 脂蛋白ａ（Ｌｐ（ａ）） 脂类

４１ 血清 载脂蛋白Ａ１ 脂类

４２ 血清 载脂蛋白Ｂ 脂类

４３ 模拟样本 ｐＨ 血气和酸碱分析

４４ 模拟样本 ＰＯ２ 血气和酸碱分析

４５ 模拟样本 ＰＣＯ２ 血气和酸碱分析

４６ 模拟样本 Ｋ＋ 血气和酸碱分析

４７ 模拟样本 Ｎａ＋ 血气和酸碱分析

４８ 模拟样本 Ｃｌ－ 血气和酸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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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室间质评专业

４９ 模拟样本 Ｃａ２＋ 血气和酸碱分析

５０ 血清 ＩｇＧ 特殊蛋白

５１ 血清 ＩｇＭ 特殊蛋白

５２ 血清 ＩｇＡ 特殊蛋白

５３ 血清 ＩｇＥ 特殊蛋白

５４ 血清 Ｃ３ 特殊蛋白

５５ 血清 Ｃ４ 特殊蛋白

５６ 血清 ＣＲＰ 特殊蛋白

５７ 血清 ＲＦ 特殊蛋白

５８ 血清 ＡＳＯ 特殊蛋白

５９ 血清 转铁蛋白（ＴＲＦ） 特殊蛋白

６０ 血清 前白蛋白（ＰＡ） 特殊蛋白

６１ 血清 总Ｔ３（Ｔ３） 内分泌

６２ 血清 游离Ｔ３（ＦＴ３） 内分泌

６３ 血清 总Ｔ４（Ｔ４） 内分泌

６４ 血清 游离Ｔ４（ＦＴ４） 内分泌

６５ 血清 促甲状腺素（ＴＳＨ） 内分泌

６６ 血清 皮质醇 内分泌

６７ 血清 促卵泡成熟激素（ＦＳＨ） 内分泌

６８ 血清 促黄体生成素（ＬＨ） 内分泌

６９ 血清 孕酮（Ｐ） 内分泌

７０ 血清 催乳素（ＰＲＬ） 内分泌

７１ 血清 睾酮（Ｔ） 内分泌

７２ 血清 雌二醇（Ｅ２） 内分泌

７３ 血清 Ｃ－肽（Ｃ－Ｐ） 内分泌

７４ 血清 叶酸（ＦＡ） 内分泌

７５ 血清 胰岛素（ＩＮＳ） 内分泌

７６ 血清 维生素Ｂ１２（ＶＢ１２） 内分泌

７７ 血清 ２５－羟维生素Ｄ２ 内分泌

７８ 血清 ２５－羟维生素Ｄ３ 内分泌

７９ 血清 总维生素Ｄ 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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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室间质评专业

８０ 血清 甲胎蛋白（ＡＦＰ） 肿瘤标志物、中孕期母血清产前筛查

８１ 血清 癌胚抗原（ＣＥＡ） 肿瘤标志物

８２ 血清
人绒毛膜

促性腺激素（ＨＣＧ） 肿瘤标志物、中孕期母血清产前筛查

８３ 血清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 肿瘤标志物

８４ 血清 ＣＡ１２５ 肿瘤标志物

８５ 血清 ＣＡ１５３ 肿瘤标志物

８６ 血清 ＣＡ１９９ 肿瘤标志物

８７ 血清 β－２－微球蛋白 肿瘤标志物

８８ 血清 铁蛋白 肿瘤标志物

８９ 血清 总Ｂｅｔａ－ＨＣＧ（？－ＨＣＧ） 肿瘤标志物、中孕期母血清产前筛查

９０ 血清 游离ＰＳＡ（Ｆ－ＰＳＡ） 肿瘤标志物

９１ 全血 环孢霉素（ＣＳＡ） 全血治疗药物监测

９２ 全血 他克莫司（ＦＫ５０６） 全血治疗药物监测

９３ 全血 西罗莫司（雷帕霉素） 全血治疗药物监测

９４ 全血 红细胞叶酸 全血治疗药物监测

９５ 血清 卡马西平 血清治疗药物监测

９６ 血清 地高辛 血清治疗药物监测

９７ 血清 苯妥英 血清治疗药物监测

９８ 血清 茶碱 血清治疗药物监测

９９ 血清 丙戊酸 血清治疗药物监测

１００ 全血 糖化血红蛋白Ａ１ｃ 糖化血红蛋白 Ａ１ｃ、糖化血红蛋白正确度验证

１０１ 血清 脑钠肽（ＢＮＰ） 脑钠肽／Ｎ末端前脑钠肽

１０２ 血清
Ｎ末端前脑钠肽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脑钠肽／Ｎ末端前脑钠肽

１０３ 尿液 钙（Ｃａ）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０４ 尿液 氯（Ｃｌ）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０５ 尿液 肌酐（Ｃｒｅ）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０６ 尿液 葡萄糖（Ｇｌｕ）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０７ 尿液 镁（Ｍｇ）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０８ 尿液 白蛋白（Ａｌｂ）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０９ 尿液 磷（Ｐ） 尿液定量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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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室间质评专业

１１０ 尿液 钾（Ｋ）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１１ 尿液 总蛋白（ＴＰ）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１２ 尿液 钠（Ｎａ）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１３ 尿液 尿素（Ｕｒｅａ）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１４ 尿液 尿酸（ＵＡ）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１５ 尿液 淀粉酶（ＡＭＹ） 尿液定量生化

１１６ 血清
半胱氨酸蛋白酶

抑制剂Ｃ（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 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Ｃ（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

１１７ 血清

乙型肝炎病毒
血清学标志物

（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ｂ、ＨＢｅＡｇ、
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Ａ

１１８ 血清
丙型肝炎病毒
抗体（抗ＨＣＶ）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Ａ、感染性疾病
抗原抗体的快速检测、采供血机构血液检验

１１９ 血清 抗－ＨＡＶＩｇＭ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Ｂ

１２０ 血清 抗－ＨＢｃＩｇＭ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Ｂ

１２１ 血清 抗－ＨＥＶＩｇＭ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Ｂ

１２２ 血清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Ｉ型抗体（ａｎｔｉ－ＨＩＶ－１）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Ｃ、感染性疾病
抗原抗体的快速检测、采供血机构血液检验

１２３ 血清 梅毒抗体（ａｎｔｉ－ＴＰ）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Ｃ、感染性疾病
抗原抗体的快速检测、采供血机构血液检验

１２４ 血清
乙型肝炎病毒
核酸（ＨＢＶＤＮＡ）

核酸检测（病毒学）、采供血机构病毒
核酸检测

１２５ 血清
丙型肝炎病毒
核酸（ＨＣＶＲＮＡ）

核酸检测（病毒学）、采供血机构病毒
核酸检测

１２６ 缓冲液 结核杆菌（ＴＢＤＮＡ） 核酸检测（非病毒）

１２７ 缓冲液 沙眼衣原体（ＣＴＤＮＡ） 核酸检测（非病毒）

１２８ 缓冲液 淋球菌（ＮＧＤＮＡ） 核酸检测（非病毒）

１２９ 血清
巨细胞病毒ＩｇＧ
及ＩｇＭ抗体检测 优生优育免疫学检测

１３０ 血清
单纯疱疹病毒ＩｇＧ
及ＩｇＭ抗体检测 优生优育免疫学检测

１３１ 血清
弓形体ＩｇＧ及
ＩｇＭ抗体检测 优生优育免疫学检测

１３２ 血清
风疹病毒ＩｇＧ及
ＩｇＭ抗体检测 优生优育免疫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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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室间质评专业

１３３ 血清 抗核抗体（ＡＮＡ）谱 抗核抗体检测

１３４ 血清 抗双链ＤＮＡ（ｄｓ－ＤＮＡ）抗体 抗核抗体检测

１３５ 血清 ＥＮＡ谱 抗核抗体检测

１３６ 细胞
人乳头瘤病毒
（高危ＨＰＶ－１６、
－１８ＤＮＡ）分型检测

人乳头瘤病毒（高危 ＨＰＶ－１６、－１８ＤＮＡ）
分型检测

１３７ ＤＮＡ混合物 人乳头瘤病毒
２１种基因型分型 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

１３８ 红细胞 ＡＢＯ血型 血型、输血相容性检测

１３９ 红细胞 Ｒｈ（Ｄ）血型 血型、输血相容性检测

１４０ 血清 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 感染性疾病抗原抗体的快速检测、采供血机
构血液检验

１４１ 血清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１４２ 石蜡包埋样本 ＥＧＦＲ突变 ＥＧＦＲ突变

１４３ 石蜡包埋样本 ＫＲＡＳ突变 ＫＲＡＳ突变

１４４ 血清
巨细胞病毒核酸
（ＣＭＶＤＮＡ） 巨细胞病毒核酸检测

１４５ 石蜡包埋样本 ＢＲＡＦ突变 ＢＲＡＦ突变

１４６ 细胞
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２Ｃ９（ＣＹＰ２Ｃ９）
基因分型

华法林药物代谢基因多态性

１４７ 细胞
维生素 Ｋ环氧化物

还原酶复合体１（ＶＫＯＲＣ１）
!

１６３９Ｇ＞Ａ基因分型
华法林药物代谢基因多态性

１４８ 全血 血红蛋白（Ｈｂ） 全血细胞计数、全血细胞计数正确度验证

１４９ 全血 白细胞（ＷＢＣ） 全血细胞计数、全血细胞计数正确度验证

１５０ 全血 红细胞（ＲＢＣ） 全血细胞计数、全血细胞计数正确度验证

１５１ 全血 血小板（ＰＬＴ） 全血细胞计数、全血细胞计数正确度验证

１５２ 全血 血细胞比容（ＨＣＴ） 全血细胞计数、全血细胞计数正确度验证

１５３ 全血 平均红细胞体积（ＭＣＶ） 全血细胞计数、全血细胞计数正确度验证

１５４ 全血
平均红细胞

血红蛋白含量（ＭＣＨ） 全血细胞计数、全血细胞计数正确度验证

１５５ 全血
平均红细胞

血红蛋白浓度（ＭＣＨＣ） 全血细胞计数、全血细胞计数正确度验证

１５６ 血浆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ＰＴ） 凝血试验

１５７ 血浆
激活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ＡＰＴＴ） 凝血试验

１５８ 血浆 纤维蛋白原 凝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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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室间质评专业

１５９ 尿液 ｐＨ 尿液化学分析

１６０ 尿液 蛋白 尿液化学分析

１６１ 尿液 胆红素 尿液化学分析

１６２ 尿液 葡萄糖 尿液化学分析

１６３ 尿液 酮体 尿液化学分析

１６４ 尿液 隐血 尿液化学分析

１６５ 尿液 亚硝酸盐 尿液化学分析

１６６ 尿液 尿胆原 尿液化学分析

１６７ 尿液 白细胞 尿液化学分析

１６８ 尿液 比重 尿液化学分析

１６９ 图片
不同类型血细胞
图片的识别

血细胞形态学检查

１７０ 图片
不同类型寄生虫
图片的识别

寄生虫形态学检查

１７１ 图片
不同类型尿液沉渣
图片的识别

尿液沉渣形态学检查

１７２ 全血 红细胞沉降率（ＥＳＲ） 红细胞沉降率

１７３ 全血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ＣＤ３＋ 流式细胞术

１７４ 全血
淋巴细胞亚群

测定：ＣＤ３＋ＣＤ４＋ 流式细胞术

１７５ 全血
淋巴细胞亚群

测定：ＣＤ３＋ＣＤ８＋ 流式细胞术

１７６ 全血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
ＣＤ３－ＣＤ１６＋ＣＤ５９＋ 流式细胞术

１７７ 模拟标本 血液粘度 血液粘度检测

１７８ 全血 网织红细胞百分数（％） 网织红细胞计数

１７９ 血浆 凝血因子Ⅷ 凝血因子检测

１８０ 血浆 凝血因子Ⅸ 凝血因子检测

１８１ 血浆 Ｄ－二聚体浓度 Ｄ－二聚体检测

１８２ 血斑 苯丙氨酸（Ｐｈｅ）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 －苯丙氨酸、促甲状
腺素（血斑）、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
查－氨基酸和酰基肉碱

１８３ 血斑 促甲状腺素（ＴＳＨ）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 －苯丙氨酸、促甲状
腺素（血斑）

１８４ 血清
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游离β－亚基
（Ｆｒｅｅβ－ＨＣＧ）

中孕期母血清产前筛查、早孕期母血清产前
筛查

１８５ 血清 游离雌三醇（ｕＥ３） 中孕期母血清产前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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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室间质评专业

１８６ 全血 血铅 血铅

１８７ 全血 便携式血糖检测仪 便携式血糖检测仪

１８８ 脑脊液 白蛋白（Ａｌｂ） 脑脊液生化检测

１８９ 脑脊液 总蛋白（ＴＰ） 脑脊液生化检测

１９０ 脑脊液 氯化物（Ｃｌ） 脑脊液生化检测

１９１ 脑脊液 葡萄糖（Ｇｌｕ） 脑脊液生化检测

１９２ 脑脊液 乳酸脱氢酶（ＬＤＨ） 脑脊液生化检测

１９３ 脑脊液 ＩｇＡ 脑脊液生化检测

１９４ 脑脊液 ＩｇＧ 脑脊液生化检测

１９５ 脑脊液 ＩｇＭ 脑脊液生化检测

１９６ 脑脊液 乳酸 脑脊液生化检测

１９７ 全血 铜（Ｃｕ） 全血五元素

１９８ 全血 锌（Ｚｎ） 全血五元素

１９９ 全血 钙（Ｃａ） 全血五元素

２００ 全血 镁（Ｍｇ） 全血五元素

２０１ 全血 铁（Ｆｅ） 全血五元素

２０２ 血斑 葡萄糖－６－磷酸脱氢酶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 －葡萄糖 －６－磷酸
脱氢酶

２０３ 血斑 １７羟孕酮 新生儿遗传病代谢筛查－１７羟孕酮

２０４ 血斑 瓜氨酸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２０５ 血斑 亮氨酸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２０６ 血斑 甲硫氨酸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２０７ 血斑 酪氨酸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２０８ 血斑 缬氨酸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２０９ 血斑 游离肉碱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２１０ 血斑 丙酰肉碱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２１１ 血斑 异戊酰肉碱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２１２ 血斑 辛酰肉碱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２１３ 血斑 月桂酰肉碱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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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室间质评专业

２１４ 血斑 棕榈酰肉碱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２１５ 血斑 十八碳酰肉碱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氨基酸和
酰基肉碱

２１６ 全血 血红蛋白Ａ２ 血红蛋白Ａ２和血红蛋白Ｆ

２１７ 全血 血红蛋白Ｆ 血红蛋白Ａ２和血红蛋白Ｆ

２１８ 血清
妊娠相关血浆蛋白
－Ａ（ＰＡＰＰ－Ａ） 早孕期母血清产前筛查

２１９ 血清 清蛋白 血清蛋白电泳

２２０ 血清 α１球蛋白 血清蛋白电泳

２２１ 血清 α２球蛋白 血清蛋白电泳

２２２ 血清 β球蛋白 血清蛋白电泳

２２３ 图片 产前诊断染色体核型 产前诊断

２２４ 血浆 ＡＢＯ反定型 临床输血相容性检测

２２５ 血浆 抗体筛检 临床输血相容性检测

２２６ 红细胞＋血浆 交叉配血 临床输血相容性检测

２２７ ＤＮＡ
人类白细胞抗原

（ＨＬＡ）－Ａ、－Ｂ、－ＤＲＢ１
低分辨基因分型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基因分型

２２８ ＤＮＡ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
－Ａ、－Ｂ、－Ｃ、－ＤＲＢ１、
－ＤＱＢ１低分辨基因分型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基因分型

２２９ ＤＮＡ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
－Ａ、－Ｂ、－Ｃ、－ＤＲＢ１、
－ＤＱＢ１高分辨基因分型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基因分型

２３０ ＤＮＡ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
Ｂ２７基因检测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Ｂ２７基因检测

２３１ ＤＮＡ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
Ｂ５７０１基因检测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Ｂ５７０１基因检测

２３２ ＤＮＡ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
Ｂ５８０１基因检测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Ｂ５８０１基因检测

２３３ ＤＮＡ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
Ｂ１５０２基因检测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Ｂ１５０２基因检测

２３４ ＤＮＡ 地中海贫血基因分型 地中海贫血基因分型

２３５ ＤＮＡ ３９种细胞色素Ｐ４５０
２Ｃ９（ＣＹＰ２Ｃ９）等位基因 细胞色素Ｐ４５０２Ｃ９基因分型检测

２３６ 血清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ＨＩＶ）ＲＮＡ 采供血机构病毒核酸检测

２３７ 血浆 卡马西平 药代动力学生物学样本检测

２３８ 血清 血吸虫 血吸虫虫卵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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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临床检验定量测定项目的室内质量控制

监测项目允许不精密度（变异系数）要求

以下列表提供了常见临床检验定量项目的允许不精密度

（ＣＶ）要求，其中：１）有卫生行业标准的项目，即将该标准作为

此项目的允许 ＣＶ要求；２）无卫生行业标准的项目，可参考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允许总误差）、基于生物学变异的适

当／最低／最佳质量规范，或根据实验室自己建立的质量要求，

最终确定各项目的允许 ＣＶ要求。

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允许ＣＶ（％）

１ 血清 钾（Ｋ） ２．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２ 血清 钠（Ｎａ） １．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３ 血清 氯（Ｃｌ） １．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４ 血清 钙（Ｃａ） ２．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５ 血清 磷（Ｐ） ４．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６ 血清 血糖（Ｇｌｕ） ３．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７ 血清 尿素（Ｕｒｅａ） ３．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８ 血清 尿酸（ＵＡ） ４．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９ 血清 肌酐（Ｃｒｅ） ４．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１０ 血清 白蛋白（Ａｌｂ） ２．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１１ 血清 总蛋白（ＴＰ） ２．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１２ 血清 总胆固醇（ＴＣ） ３．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１３ 血清 甘油三酯（ＴＧ） ５．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１４ 血清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 ６．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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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允许ＣＶ（％）

１５ 血清
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ＡＳＴ） ６．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１６ 血清 总胆红素（ＴＢｉｌ） ６．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１７ 血清 碱性磷酸酶（ＡＬＰ） ５．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１８ 血清 淀粉酶（ＡＭＹ） ４．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１９ 血清 肌酸激酶（ＣＫ） ５．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２０ 血清 乳酸脱氢酶（ＬＤＨ） ４．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２１ 血清 直接胆红素（ＤＢｉｌ）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适当：１８．４
最低：２７．６
最佳：９．２

２２ 血清 铁（Ｆｅ） ６．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２３ 血清 总铁结合力（ＴＩＢＣ）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２４ 血清 镁（Ｍｇ） ５．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２５ 血清 锂（Ｌｉ）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２６ 血清 铜（Ｃｕ）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适当：２．５
最低：３．６８
最佳：１．２２５

２７ 血清 锌（Ｚｎ）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适当：４．７
最低：６．９８
最佳：２．３２５

２８ 血清 γ－谷氨酰基转移酶（ＧＧＴ）３．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３－２０１２）

２９ 血清
α－羟丁酸

脱氢酶（ａ－ＨＢＤＨ）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３０ 血清 胆碱酯酶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适当：３．５
最低：５．２５
最佳：１．７５

３１ 血清 脂肪酶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适当：１１．６
最低：１７．３３
最佳：５．７７５

３２ 血清 肌酸激酶－ＭＢ（ＣＫ－ＭＢ）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３．４５
最低：５．１８
最佳：１．７２５

３３ 血清 肌红蛋白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７
最低：１０．４３
最佳：３．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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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允许ＣＶ（％）

３４ 血清 肌钙蛋白Ｉ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７
最低：１０．５０
最佳：３．５

３５ 血清 肌钙蛋白Ｔ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３６ 血清 超敏ＣＲＰ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３７ 血清 总胆固醇（ＴＣ）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１０）：３．３３
适当：２．７
最低：４．０５
最佳：１．３５

３８ 血清 甘油三酯（ＴＧ）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１０．５
最低：１５．６８
最佳：５．２２５

３９ 血清
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ＨＤＬ－Ｃ）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３．６
最低：５．３３
最佳：１．７７５

４０ 血清
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ＬＤＬ－Ｃ）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４．２
最低：６．２３
最佳：２．０７５

４１ 血清 脂蛋白ａ（Ｌｐ（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４．３
最低：６．３８
最佳：２．１２５

４２ 血清 载脂蛋白Ａ１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３．３
最低：４．８８
最佳：１．６２５

４３ 血清 载脂蛋白Ｂ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３．５
最低：５．１８
最佳：１．７２５

４４ 血气 ｐＨ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０．５４）：０．１８
适当：０．１
最低：０．１５
最佳：０．０５

４５ 血气 ＰＯ２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４６ 血气 ＰＣＯ２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８）：２．６７
适当：２．４
最低：３．６０
最佳：１．２

４７ 血气 Ｋ＋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８．６２）：２．８７
适当：６．８
最低：１０．２０
最佳：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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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允许ＣＶ（％）

４８ 血气 Ｎ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９６）：０．９９
适当：２５．５
最低：３８．２５
最佳：１２．７５

４９ 血气 Ｃｌ－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５）：１．６７

５０ 血气 Ｃａ２＋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５１ 血清 ＩｇＧ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２．３
最低：３．３８
最佳：１．１２５

５２ 血清 ＩｇＭ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３
最低：４．４３
最佳：１．４７５

５３ 血清 Ｉｇ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２．７
最低：４．０５
最佳：１．３５

５４ 血清 ＩｇＥ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５５ 血清 Ｃ３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２．６
最低：３．９０
最佳：１．３

５６ 血清 Ｃ４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４．５
最低：６．６８
最佳：２．２２５

５７ 血清 ＣＲＰ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２１．１
最低：３１．６５
最佳：１０．５５

５８ 血清 ＲＦ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４．３
最低：６．３８
最佳：２．１２５

５９ 血清 ＡＳＯ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６０ 血清 转铁蛋白（ＴＲＦ）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１．５
最低：２．２５
最佳：０．７５

６１ 血清 前白蛋白（Ｐ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５．５
最低：８．１８
最佳：２．７２５

６２ 血清 总Ｔ３（Ｔ３）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４．４
最低：６．５３
最佳：２．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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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允许ＣＶ（％）

６３ 血清 游离Ｔ３（ＦＴ３）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４
最低：５．９３
最佳：１．９８

６４ 血清 总Ｔ４（Ｔ４）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适当：２．５
最低：３．６８
最佳：１．２２５

６５ 血清 游离Ｔ４（ＦＴ４）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２．９
最低：４．２８
最佳：１．４３

６６ 血清 促甲状腺素（ＴＳＨ）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９．７
最低：１４．４８
最佳：４．８２５

６７ 血清 皮质醇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１０．５
最低：１５．６８
最佳：５．２２５

６８ 血清 促卵泡成熟激素（ＦＳＨ）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３．９
最低：５．９３
最佳：１．９８

６９ 血清 促黄体生成素（ＬＨ）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７．３
最低：１０．８８
最佳：３．６２５

７０ 血清 孕酮（Ｐ）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７１ 血清 催乳素（ＰＲＬ）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１１．５
最低：１７．２５
最佳：５．７５

７２ 血清 睾酮（Ｔ）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４．７
最低：６．９８
最佳：２．３２５

７３ 血清 雌二醇（Ｅ２）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９．１
最低：１３．５８
最佳：４．５２５

７４ 血清 Ｃ－肽（Ｃ－Ｐ）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８．３
最低：１２．４５
最佳：４．１５

７５ 血清 叶酸（Ｆ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１２
最低：１８．００
最佳：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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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允许ＣＶ（％）

７６ 血清 胰岛素（ＩＮＳ）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１０．６
最低：１５．８３
最佳：５．２７５

７７ 血清 维生素Ｂ１２（ＶＢ１２）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７８ 血清 ２５－羟维生素Ｄ２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７９ 血清 ２５－羟维生素Ｄ３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８０ 血清 总维生素Ｄ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８１ 血清 甲胎蛋白（ＡＦＰ）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６．１
最低：９．１５
最佳：３．０５

８２ 血清 癌胚抗原（ＣＥ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６．４
最低：９．５３
最佳：３．１７５

８３ 血清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８４ 血清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９．１
最低：１３．５８
最佳：４．５２５

８５ 血清 ＣＡ１２５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１２．４
最低：１８．５３
最佳：６．１７５

８６ 血清 ＣＡ１５－３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３．１
最低：４．５８
最佳：１．５２５

８７ 血清 ＣＡ１９－９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８
最低：１２．００
最佳：４

８８ 血清 β２－微球蛋白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３
最低：４．４３
最佳：１．４７５

８９ 血清 铁蛋白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７．１
最低：１０．６５
最佳：３．５５

９０ 血清 总Ｂｅｔａ－ＨＣＧ（ｂ－ＨＣＧ）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９１ 血清 游离ＰＳＡ（Ｆ－ＰＳ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９２ 全血 环孢霉素（ＣＳ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０３—



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允许ＣＶ（％）

９３ 全血 他克莫司（ＦＫ５０６）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９４ 全血 西罗莫司（雷帕霉素）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９５ 全血 红细胞叶酸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６
最低：９．００
最佳：３

９６ 血清 卡马西平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９７ 血清 地高辛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９８ 血清 苯妥英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９９ 血清 茶碱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００ 血清 丙戊酸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０１ 全血 糖化血红蛋白Ａ１ｃ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８）：２．６７
适当：１．７
最低：２．５５
最佳：０．８５

１０２ 血清 脑钠肽（ＢＮＰ）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０３ 血清
Ｎ末端前脑钠肽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１０．４
最低：１５．６
最佳：５．２

１０４ 尿液 钙（Ｃ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１）：１０．３３
适当：１３．１
最低：１９．６５
最佳：６．５５

１０５ 尿液 氯（Ｃｌ）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６）：８．６７

１０６ 尿液 肌酐（Ｃｒｅ）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１７）：５．６７
适当：５．５
最低：１５．４
最佳：２３．１７

１０７ 尿液 葡萄糖（Ｇｌｕ）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１０８ 尿液 镁（Ｍｇ）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适当：１９．２
最低：２８．７３
最佳：９．５７５

１０９ 尿液 白蛋白（Ａｌｂ）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１８
最低：２７．００
最佳：９

１１０ 尿液 磷（Ｐ）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３）：７．６７
适当：９
最低：１３．５０
最佳：４．５

—１３—



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允许ＣＶ（％）

１１１ 尿液 钾（Ｋ）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９）：９．６７
适当：１２．２
最低：１８．３０
最佳：６．１

１１２ 尿液 总蛋白（ＴＰ）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４４）：１４．６７
适当：１７．８
最低：２６．６３
最佳：８．８７５

１１３ 尿液 钠（Ｎ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６）：８．６７
适当：１４．４
最低：２１．５３
最佳：７．１７５

１１４ 尿液 尿素（Ｕｒｅ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１）：７
适当：８．７
最低：１３．０５
最佳：４．３５

１１５ 尿液 尿酸（Ｕ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４）：８
适当：９．３
最低：１３．８８
最佳：４．６２５

１１６ 尿液 淀粉酶（ＡＭＹ）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１９．５
最低：２９．２５
最佳：９．７５

１１７ 血清
半胱氨酸

蛋白酶抑制剂
Ｃ（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２．３
最低：３．４５
最佳：１．１５

１１８ 全血 血红蛋白（Ｈｂ） ２．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１９ 全血 白细胞（ＷＢＣ） ６．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２０ 全血 红细胞（ＲＢＣ） ２．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２１ 全血 血小板（ＰＬＴ） ８．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２２ 全血 血细胞比容（ＨＣＴ） ４．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２３ 全血 平均红细胞体积（ＭＣＶ） ２．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２４ 全血
平均红细胞
血红蛋白
含量（ＭＣＨ）

２．５（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２５ 全血
平均红细胞
血红蛋白
浓度（ＭＣＨＣ）

３．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２６ 血浆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ＰＴ）

６．５（正常样本）（卫生行业标准
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０．０（异常样本）（卫生行业标准
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１５）：５

—２３—



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允许ＣＶ（％）

１２７ 血浆
激活部分凝血
活酶时间（ＡＰＴＴ）

６．５（正常样本）（卫生行业标准
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０．０（异常样本）（卫生行业标准
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１５）：５
适当：１．４
最低：２．０３
最佳：０．６７５

１２８ 血浆 纤维蛋白原

９．０（正常样本）（卫生行业标准
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５．０（异常样本）（卫生行业标准
ＷＳ／Ｔ４０６－２０１２）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８．３３
适当：５．４
最低：８．０３
最佳：２．６７５

１２９ 全血 红细胞沉降率（ＥＳＲ）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１３０ 全血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ＣＤ３＋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１３１ 全血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
ＣＤ３＋ＣＤ４＋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１３２ 全血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
ＣＤ３＋ＣＤ８＋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１３３ 全血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
ＣＤ３－ＣＤ１６＋ＣＤ５６＋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１３４ 全血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
ＣＤ３－ＣＤ１９＋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１３５ 模拟标本 血液粘度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１３６ 全血 网织红细胞百分数（％）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１３７ 血浆 凝血因子Ⅷ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２．４
最低：３．６０
最佳：１．２

１３８ 血浆 凝血因子Ⅸ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３９ 血浆 Ｄ－二聚体浓度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１４０ 血斑 苯丙氨酸（Ｐｈｅ）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４１ 血斑 促甲状腺素（ＴＳＨ）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４２ 血清 甲胎蛋白（ＡＦＰ）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６．１
最低：９．１５
最佳：３．０５

１４３ 血清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３３—



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允许ＣＶ（％）

１４４ 血清
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ｂ－亚基 （β－ＨＣＧ）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４５ 血清
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游离ｂ－亚基
（Ｆｒｅｅβ－ＨＣＧ）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４６ 血清 游离雌三醇（ｕＥ３）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４７ 全血 血铅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１０）：３．３３

１４８ 全血 便携式血糖检测仪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１４９ 脑脊液 白蛋白（Ａｌｂ）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１０）：３．３３

１５０ 脑脊液 总蛋白（ＴＰ）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１０）：３．３３

１５１ 脑脊液 氯化物（Ｃｌ）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５）：１．６７

１５２ 脑脊液 葡萄糖（Ｇｌｕ）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１０）：３．３３

１５３ 脑脊液 乳酸脱氢酶（ＬＤＨ）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１５４ 脑脊液 Ｉｇ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５５ 脑脊液 ＩｇＧ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５６ 脑脊液 ＩｇＭ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５７ 脑脊液 乳酸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１５８ 血清 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适当：４．５
最低：６．７５
最佳：２．２５

１５９ 全血 铜（Ｃｕ）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适当：２．５
最低：３．６８
最佳：１．２３

１６０ 全血 锌（Ｚｎ）

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为靶值±２ｓ
适当：４．７
最低：６．９８
最佳：２．３３

１６１ 全血 钙（Ｃ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９．０９）：３．０３

１６２ 全血 镁（Ｍｇ）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６３ 全血 铁（Ｆｅ）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１６４ 血斑 葡萄糖－６－磷酸脱氢酶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３．７
最低：５．４８
最佳：１．８２５

１６５ 血斑 １７羟孕酮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６６ 血斑 瓜氨酸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６７ 血斑 亮氨酸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４３—



编号 样本类型 项目 允许ＣＶ（％）

１６８ 血斑 甲硫氨酸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６９ 血斑 苯丙氨酸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７０ 血斑 酪氨酸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７１ 血斑 缬氨酸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７２ 血斑 游离肉碱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７３ 血斑 丙酰肉碱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７４ 血斑 异戊酰肉碱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７５ 血斑 辛酰肉碱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７６ 血斑 月桂酰肉碱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７７ 血斑 棕榈酰肉碱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７８ 血斑 十八碳酰肉碱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７９ 全血 血红蛋白Ａ２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１８０ 全血 血红蛋白Ｆ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１８１ 血清
妊娠相关血浆蛋白
－Ａ（ＰＡＰＰ－Ａ）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８２ 血清
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游离ｂ－亚基
（Ｆｒｅｅβ－ＨＣＧ）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１８３ 血清 清蛋白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适当：１．６
最低：２．３３
最佳：０．７７５

１８４ 血清 α１球蛋白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５．７
最低：８．５５
最佳：２．８５

１８５ 血清 α２球蛋白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５．２
最低：７．７３
最佳：２．５７５

１８６ 血清 β球蛋白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５．１
最低：７．５８
最佳：２．５２５

１８７ 血清 β１球蛋白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８８ 血清 β２球蛋白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３０）：１０
适当：３．０
最低：４．４３
最佳：１．４７５

１８９ 血清 γ球蛋白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５）：８．３３

１９０ 血清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

１／３室间质量评价标准（２０）：６．６７
适当：１２．２
最低：１８．２３
最佳：６．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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