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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提高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室内质量控制
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方法探究

李芬
（鄂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鄂州  436000）

0　引言

在我国各省市均开设疾控中心并下设微生物检验室，目

的是针对不同时期制定疾病的预防、控制策略，并在出现公

共突发事件时能够有效控制事件发生，减少事件的严重性，

提高和改善当地疾病控制能力 [1]。微生物检验的准确性，是

工作中的核心和关键，因此对微生物检验室的工作质量有较

高的要求，工作质量下降会影响微生物检验准确性，对疾病

防疫与突发事件的解决带来影响 [2]。本文对所选 2 年时间中

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室的检验工作质量进行观察，总结质量

控制管理的应用价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我院 2017 年 1 至 12 月疾控中心微生物检

验室样本 166 分，并另选取 2016 年 1 至 12 月样本 166 件，

2017 年样本作为实验组，2016 年样本作为对照组。实验组样

本中饮用水 57 份，人体尿液样本 59 份，人体血液样本 50 份，

对照组样本中饮用水 56 份，人体尿液样本 62 份，人体血液

样本 48 份，本次实验样本均为随机抽样，两组样本基本资料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实验组采用质量控制管理，包括建立标准、样本

管理、仪器设备管理、环境监测。

1.2.1　建立标准：在原有质量控制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针对目

前已有的质量问题，进行新的质量管理制度，并根据实验设备、

仪器进行质量控制标准的建立，包括实验仪器、实验药剂的规

范管理，对购入的仪器、药剂、抗血清进行时间记录，记录内

容包括购入时间、有效时间等，保证试剂、抗血清的有效性，

并严格规范药剂的保存方法，在保存过程中避免污染、失效。

1.2.2　样本管理：在样本进入实验室后，立即由专人对样本

进行专门管理，管理内容包括进入实验室时间、按照要求保

存和处理，送入检验时间等。

1.2.3　仪器设备管理：仪器设备包括温箱、冰箱、冰柜、二

氧化碳培养箱、生物安全柜、灭菌器等多个实验设备。在日

常工作中，除保证工作中使用仪器的规范性外，还需注意仪

器的维护和保养，对仪器的维护保养工作进行有效开展，记

录维修保养时间，并为不同的仪器设置专门的维护、保养日期。

使用仪器检测前，应调试仪器至正常状态后放入样本，保证

检验质量。

1.2.4　环境监测：由于实验室内抗血清、样本、病原体等相

对较多，对检验质量的影响较大，因此在日常工作中，除开

展有效的消毒、清洁工作，还需要定期针对实验室环境进行

监测，避免病原体外泄，实验后严格按照规范处理实验室废物，

避免污染实验室及周围环境。

1.3　观察指标。对比两组质量问题发生率，发生率 = 发生例

数 / 总数 ×100%。对比两组质量问题发生因素，包括人员

因素、样本因素、仪器因素、操作因素、环境因素。

1.4　统计学分析。利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

量资料：均数 ± 标准差（ ±s），t 检验，计数资料：发生率，

率（%），χ 2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实验组发生率 3.61%，对照组发生率 12.04%，影响因素

差异明显（P < 0.05），见表 1。

3　讨论
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室是针对该地区疫病防控、公共事

件处理的主要力量，能够对疫病的防控形势，公共事件的发

生原因以及处理方法进行有效的观察。对地区防疫工作的开

展提供事实和理论依据，我国各级卫生部门对疾控中心微生

物检验室的工作均十分重视 [3-6]。针对实验室的微生物检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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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影响因素、质量问题比较（n，%）

组别 例数 人员因素 样本因素 仪器因素 操作因素 环境因素 发生率

实验组 166 0 2 1 1 2 3.61

对照组 166 3 5 4 5 3 12.04

χ 2 - 6.31 5.15 6.28 4.23 5.35 6.37

P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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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质量，同时对工作人员的工作安全重视程度较深。多数情

况下微生物检验室发生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但出现检验质

量问题的发生率则受到多因素影响，无法完全避免 [7-11]。

对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室的工作质量控制进行研究后发

现，多数质量问题存在于实验当中，由于样本处理、人员管理、

仪器使用、环境因素等原因引发的质量问题相对较多。为减

少质量问题对微生物检验室工作的影响，利用质量控制管理

势在必行。

质量控制管理是针对当前工作质量问题开展的管理措

施，能够针对不同影响因素对工作质量进行提高，取得显著

效果。本次实验利用质量控制管理，发生质量问题的几率明

显下降，产生质量问题的因素中，人员因素导致的质量问题

得到有效避免。

综上所述，利用质量控制管理进行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

室的工作质量与水平改善效果显著，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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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淋巴细胞，若机体内白细胞水平高于正常水平，则表明其

机体内白细胞增多，能够作为检测疾病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受检人员 PCT（1.79±0.32）

ng/mL、CRP（11.65±1.65）mg/mL、WBC（13.98±1.58）

×109/L 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表明降钙素原、白细胞、

C 反应蛋白水平的变化对支气管肺炎的实验室指标有一定的

指导价值，可为临床正确使用抗生素提供价值，值得进一步

推广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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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49 株（40.83%）。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检测耐甲氧西林

金葡菌的灵敏度、特异度、漏诊率、误诊率及 Youden 指数

分别为 81.69%、77.56%、18.31%、22.45%、0.584；头孢西

丁纸片扩散法检测耐甲氧西林金葡菌的灵敏度、特异度、漏

诊率、误诊率及 Youden 指数分别为 92.96%、95.92%、7.04%、

4.08%、0.817[5]；比较示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对耐甲氧西林

金葡菌的检测效果优于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P<0.05）。可

以得出结论：PCR 法是检测耐甲氧西林金葡菌的首选方法，

此外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操作方便、实验要求低、结果较准确，

也是一种较好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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