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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以下简称“临检中心”)受卫生部临检中心委托，负

责四川省临床检验的质量管理和技术指导，开展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工作是

临检中心提高各临床实验室检验质量水平的重要工作之一。 

室间质量评价（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简称 EQA）是临床实验

室全面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院管理督导的重要内容之一。室间质量

评价适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参评实验室进行检测或测量的能力，及监控该实验室持续改进的能

力； 

2、确定新的检测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和可比性，并对这些方法进行相应的

监控； 

3、识别实验室中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补救措施； 

4、增加实验室用户的信心； 

5、识别实验室间的差异。 

我国始于 1982 年首次成立临检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临床检验室间质

量评价活动，通过对各医疗机构检验科检验结果的质量进行监测和评价，发现

问题并提出有效的建议和整改方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室间质量评价工

作，使参评实验室的检验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室间质量评价工作取得了较好的

社会效益，深受检验人员、医生、患者的好评。作为评价和提高医疗机构检验

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在全世界已普遍开展，并在实验

室质量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 

201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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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文件 
川检中字[2019]第 12 号 

 

2020 年四川省室间质量评价通知 
 

各室间质量评价参评单位及实验室：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在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和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全

省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工作，每年定期进行两次(个别项目一次或三次以上)室间质量评价工

作，对提高全省检验质量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依据卫医发〔2006〕73 号《医疗机构临床

实验室管理办法》和川编发(1986)125 号文件精神，临床实验室开展的检验项目必须参加室

间质量评价，以保证检验质量。各级各类临床实验室（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它开展

临床检测服务的实验室均可自愿参加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全省室间质量评价活动，为

维持室间质评计划正常运行，临检中心需向参评实验室收取室间质评费用。为确保室间质评

工作公证、科学、准确、及时、有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方法 

1、临检中心将于每年 7 月中旬开始按地区分布向有关单位发出质量评价活动通知及申

请表，2020 年室间质量评价申请日期为：自通知发出之日（2019 年 7 月 21 日）起，各参

评实验室务必在申请截止日期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登录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网站

（www.labmedol.com）提出申请，并在 缴费截止日期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将室间质量

评价活动费用汇到指定账号，由四川省临检中心依托单位四川省人民医院财务部负责收费并

开具发票。 

2 、 老 用 户 （ 已 参 评 实 验 室 ） ： 登 陆 四 川 省 临 检 中 心 网 站 主 页

（http://www.labmedol.com），直接输入实验室用户名和密码，完整填写申请表后直接提

交（见 p6-7）。在规定时间内，将 2020 年全省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申请表转交所在单位

财务部门，按相关说明缴纳室间质评费用，即完成 2020 年全省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的申

请。无效申请包括：①只缴费无网络申请，②只网络申请未缴费用， ③ 缴费金额与申请项

目不符， ④ 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统一汇款至： 

户名：四川省人民医院 

账号：51001446436050374282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支行 

汇款附言必须注明：①实验室代码 ②2020 年室间质评费③单位抬头 ④纳税人识别号。

备注：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索取增值税普通

发票时，除提供单位名称外，还必须提供单位纳税人识别号（税号）。 

3、新用户（首次参评单位）：在四川省临检中心网站“下载”栏目中下载申请表（见

p22），完成申请表填写后，请直接交临检中心质评办公室，并到省医院财务部出纳室现场

刷卡缴纳费用（一律不收取现金），缴费后请及时索取发票并签收。 

 

 

http://www.labmed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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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控品接收 

1、2020 年进行两次室间质量评价活动，发放标本时间分别于 当年 4 月和 10 月中旬。

临检中心收到申请表及费用后，在规定时间内，以快递方式向参加单位邮寄质控样品，参评

单位自行登录四川省临检中心网站首页下载专栏中，下载快递单号查询质控品邮寄状态。 

2、请认真填写室间质量评价申请表回执，首次参加实验室请保留室间质量评价申请回

执复印件。如参评单位需要更名，请于每年 3 月底前以公函加盖公章的形式快递至四川省临

检中心（邮寄地址见联系方式）。 

3、请务必按申请表逐项填写清楚，特别注意实验室编码、单位名称、详细地址（省、

地、市、州、区、街道）、联系人及联系人电话，以保证质控物顺利寄到。 

4、各单位接收质评样品后，应对质评样品及活动安排进行详细检查，并及时登录四川

省临床检验中心网下载该质评专业相关文件。请认真检查核对质控品，如有破损，缺失或标

本编号错误，请自收到快递后 5 个工作日内与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质评办公室联系，以便能

及时补寄。 

三、质控品检验与结果回报 

1、请各参评实验室在规定时间内对质控品进行检测，并在网上回报结果（规定时间在

四川省临检中心网站首页可查询）。临检中心根据各单位返回的检验报告，评价其检验质

量，评估结果及建议将在规定时间反馈各参评单位，并于当年年底 12 月发放合格证或参与

证书。 

2、请认真填写报表，按照各专业要求将结果及各项编码等内容逐项清楚填写并核实，

结果一经发出不再更改；结果回报请按要求日期及时回报，超过截止日期则不予统计。 

3、老用户（已参评实验室）直接在临检中心网站进行检测结果回报，新用户（首次参

评单位）请以快递的方式邮寄结果。如无法打印质评统计结果回报的实验室，请及时与临检

中心质评办公室联系。 

四、联系方式及通讯地址： 

临检中心室间质评办公室负责全省室间质评计划相关事项的发布、咨询和协调工作。我

们将尽力为各参评单位服务，也接受各参评单位的协助和监督，以共同搞好室间质评工作，

提高全省检验质量。 

联系电话：临检中心办公室（028-87394057）。 

 电子邮箱：scslcjyzx@163.com。 

联系人：王为， 黄璐。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网址：http://www.labmedol.com。 

QQ 群：112805625，148709614。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网站电话：010-84533392（参评单位忘记登陆密码致电修改）。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 32 号 省医院门诊部三楼检验科临检

中心质评办公室，邮编：610072 。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 

2019 年 7 月 21 日 

mailto:scslcjyzx@163.com
http://www.labmed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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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文件 
 

川检中字[2019]第 13 号 

 

2020 年室间质量评价网络化使用要求 

2020 年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将免费提供给参加室间质量评价活动单位使用基

于 web 方式进行室间质量评价申请及信息传递。 

2019 年 Web 用户继续使用原来的用户名及密码进行 2020 年室间质量评价

计划的申请及信息传递。 

2019 年参评单位在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网（www.labmedol.com 首页），

请使用您单位室间质量评价的实验室编码作为用户名及密码进入，为了您的室间质量

评价信息的安全，首次进入后请尽快修改您的密码。每次在网上填写结果和编码

时，应仔细审核，没有问题后再发送；提示发送成功后，还必须到已上报数据栏进

行结果的确认（必须步骤）。2020 年将不再给室间质量评价网络化用户邮寄纸张

统计结果报告，请登录网站自行打印。 

2020 年新申请单位请先下载纸质版申请填报后自行交回临检中心，实验室编

码于第二年四月随质控品包裹一同寄出。 

室间质评办公室联系：028-87394057，电子邮箱：scslcjyzx@163.com，如

果网络使用有问题（用户名及密码、上传数据和查看统计结果等），可与四川省临

床检验中心网站（www.labmedol.com）联系：010-84533392。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 

2019 年 7 月 21 日 

mailto:scslcjyzx@163.com
http://www.labmed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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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 

2020 年全省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申请表 

备注：此表格内容均为必填项。＊选项参考。 

＊类别：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第三方独立实验室、其他。    

＊医院类别：（1）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专科医院、康复医院；（2）妇幼保健院；（3）中心卫生院、

乡（镇）卫生院、街道卫生院等。 

＊医院等级：特级、三等甲级、三等乙级、二等甲级、二等乙级、其他。 

＊经营性质：公立、私立、其他。  

＊隶属关系：省卫健委、市卫健委、县、区卫健局、其他。 

请在参加项目“□”上打√ 

质评计划 收费标准 

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计划 

常规化学和脂类分析 □ 1450 元 （医疗单位） 

干化学分析 □ 700 元 （医疗单位） 

心肌标志物（含同型半胱氨酸） □ 950 元 （医疗单位） 

血气及酸碱分析 □ 500 元 （医疗单位） 

糖化血红蛋白 □ 650 元 （医疗单位） 

便携式血糖检测仪 □ 700 元 （医疗单位） 

血铅 □ 750 元 （医疗单位） 

特殊蛋白 □ 700 元 （医疗单位） 

内分泌 □ 900 元 （医疗单位） 

肿瘤标志物 □ 900 元 （医疗单位）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 A □ 550 元 （医疗单位） 

实验室编码： 单位名称： 实验室名称： 

详细通信地址：（省、地、市、州、区、街道）： 邮编： 

类别＊： 医院类别＊： 医院等级＊： 经营性质＊： 隶属关系＊： 

负责人姓名： 座机电话（加区号）： 手机： 电子邮箱： 

本实验室拟参加以下共（        个）计划的室间质量评价，于 （       年   月   日）将所需费用

（           元）汇/寄至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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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 B □ 700 元 （医疗单位）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 C □ 550 元 （医疗单位） 

优生优育免疫学测定 □ 700 元 （医疗单位） 

自身抗体 □ 650 元 （医疗单位） 

全血细胞计数、尿液化学分析、血细胞形态学检查、寄生虫形态学检查、

尿液沉渣形态学检查 
□ 1900 元（医疗单位） 

凝血试验 □ 650 元 （医疗单位） 

流式细胞分析 □ 1800 元（医疗单位） 

血液粘度检测 □ 650 元（医疗单位） 

临床微生物学（中级），备注：中级和高级只选择其中一项 □ 600 元 （医疗单位） 

临床微生物学（高级），备注：中级和高级只选择其中一项 □ 800 元 （医疗单位） 

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浓度（新增） □ 1600 元（医疗单位） 

全血细胞计数正确度验证（Complete Blood Cell Count Tureness 

Verification）全省临床检验质量控制 21 个分中心所在医院实验室可申请

参加，见纸质版通知。 

□ 1600 元（医疗单位） 

核酸检测（病毒学） □ 650 元 （医疗单位） 

核酸检测（非病毒学） □ 650 元 （医疗单位） 

核酸检测（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 □ 800 元 （医疗单位） 

核酸检测（人乳头瘤病毒-16，-18 分型） □ 800 元 （医疗单位） 

血型 □ 650 元 （医疗单位） 

临床输血相容性检测 □ 1000 元（医疗单位） 

采供血机构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计划 

采供血机构血液检验（传染指标、ALT） □ 1300 元（只限采供血机构参加） 

全血细胞计数 □ 650 元（只限采供血机构参加） 

血型 □ 650 元 （只限采供血机构参加） 

临床输血相容性检测 □ 1000 元（只限采供血机构参加） 

临床检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室间质量评价 

临床检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室间质量评价 □ 免费 （医疗单位每年必须申请填报） 

合计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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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0 年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计划（Healthcare  

Organization） 
 

5.1 常规化学和脂类分析(Routine Chemistry,Lipids and lipoproteins) 

 

评价项目（Analytes）： 

钾(K)、钠(Na)、氯(Cl)、钙(Ca)、镁(Mg)、无机磷酸盐(P)、离子钙(iCa)、葡萄糖(GLU)、尿素(Urea)、尿

酸(UA)、肌酐(Cr)、白蛋白(ALB)、总蛋白(TP)、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

胆红素(TBIL)、碱性磷酸酶(ALP)、淀粉酶(AMS)、肌酸激酶(CK)、乳酸脱氢酶(LDH)、直接(结合)胆红素

(DBIL)、γ-谷氨酰转肽酶(GGT)、α-羟丁酸脱氢酶(α-HBDH) 、总胆汁酸(TBA)、胆碱酯酶(CHE)、脂肪酶

(LPS)、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

脂蛋白 A1(ApoA1)、载脂蛋 B(ApoB)、脂蛋白 a(Lp(a)）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1450 元 

 

5.2 干化学分析 (Dry Chemistry) 

 

评价项目（Analytes）： 

钾(K)、钠(Na)、氯(Cl)、钙(Ca)、无机磷酸盐(P)、葡萄糖(GLU)、尿素(Urea)、尿酸(UA)、肌酐(Cr)、白

蛋白(ALB)、总蛋白(TP)、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总胆红素(TBIL)、碱性磷酸酶(ALP)、淀粉酶(AMS)、肌酸激酶(CK)、乳酸脱氢酶(LDH)、结合胆红

素(DBIL)、镁(Mg)、γ-谷氨酰转肽酶(GGT)、胆碱酯酶（CHE）、脂肪酶（LPS）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700 元 

 

5.3 心肌标志物(Cardiac Markers) 

 

评价项目（Analytes）： 

肌酸激酶-MB 亚型活性 (U/L)、肌酸激酶-MB 亚型质量 (μg/L)、肌红蛋白(Myoglobin)、肌钙蛋白 I 

(Troponin I)、肌钙蛋白 T (Troponin T)、同型半胱氨酸（Hcy）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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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血气和酸碱分析(Blood Gases and Electrolytes) 

 

评价项目（Analytes）： 

动脉血酸碱度（pH）、动脉血 O2 分压（PO2）、动脉血 CO2 分压（PCO2）、钾（K）、钠（Na）、氯

（Cl）、钙（Ca2+）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2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500 元 

 

5.5 糖化血红蛋白（Glycated Haemoglobin） 

 

评价项目（Analytes）： 

HbA1C（Haemoglobin A1C）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5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1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650 元 

 

5.6 便携式血糖检测仪（POCT Blood Glucose Meter） 

 

评价项目（Analytes）： 

葡萄糖（GLU）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5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1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700 元 

 

5.7 血铅(Blood Lead) 

 

评价项目（Analytes）： 

铅（Ld）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7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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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特殊蛋白 (Specfic Proteins) 

 

评价项目（Analytes）： 

IgG 、IgM、IgA 、IgE、C3、C4、C-反应蛋白（CRP）、类风湿因子（RF）、抗链球菌溶血素 O

（ASO）、转铁蛋白(TRF)、前白蛋白(PA)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700 元 

 

5.9 内分泌 (Endocrinology) 

 

评价项目（Analytes）： 

总 T3(T3)、游离 T3(FT3)、总 T4(T4)、游离 T4(FT4 )、促甲状腺刺激激素(TSH)、皮质醇(Cortisol)、卵

泡刺激素(FSH)、黄体生成素(LH)、孕酮(P)、泌乳素(PRL)、睾酮(T)、雌二醇(E2)、C 肽(C-P)、叶酸

(FA)、胰岛素(INS)、维生素 B12 (VB12) 、25-羟维生素 D(25-OH-VD)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900 元 

 

5.10 肿瘤标志物(Tumor Markers) 

 

评价项目（Analytes）： 

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游离前列腺

特异性抗原(f-PSA)、CA125、CA 15-3、CA 19-9、铁蛋白(Ferritin)、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亚单位(β-

HCG)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900 元 

 

5.11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 A (Serological Markers A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评价项目(Analytes）： 

乙型肝炎病毒血清学标志物(HBsAg、HBsAb、HBeAg、HBeAb、HBcAb)、抗丙型肝炎病毒抗体(HCV-

Ab)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 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5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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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 B (Serological Markers B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 

 

评价项目（Analytes）： 

抗甲型肝炎病毒抗体 IgM(HAV-IgM)、抗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 IgM(HBcAb-IgM)、抗戊型肝炎病毒抗

体 IgM(HEV-IgM)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700 元 

 

5.13 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系列 C (Serological Markers C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评价项目（Analyte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I 型抗体(HIV-1-Ab)、抗梅毒螺旋体抗体(TP-Ab)、抗梅毒螺旋体非特异性抗体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550 元 

 

5.14 优生优育免疫学检测（TORCH） 

 

评价项目（Analytes）： 

抗巨细胞病毒抗体(CMV-IgG，CMV-IgM)、抗单纯疱疹病毒抗体(HSV-IgG，HSV-IgM，HSV-1-IgG，

HSV-1-IgM, HSV-2-IgG, HSV-2-IgM)、抗弓形体抗体(TG-IgG，TG-IgM)、抗风疹病毒抗体(RV-IgG，

RV-IgM)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2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800 元 

 

5.15 自身抗体（Autoimmune） 

 

评价项目（Analytes）： 

抗核抗体、抗 ENA 抗体（anti-RNP、anti-Sm、anti-SS-A、anti-SS-B、anti-Scl-70、anti-Jo-1）、抗

双链 DNA 抗体（anti-dsDNA）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 6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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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全血细胞计数 ( Complete Blood Cell Count ) 

 

评价项目（Analytes）： 

血红蛋白量(Hb)、白细胞计数(WBC)、红细胞计数(RBC)、血小板计数(PLT)、血细胞比积(HCT)、平均红

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650 元 

 

5.17 凝血试验(Coagulation) 

 

评价项目（Analytes）： 

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激活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Thromboplasti n 

Time，APTT)、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国际标准化比值(INR)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650 元 

 

5.18 尿液化学分析(Urinalysis) 

 

评价项目（Analytes）： 

pH、蛋白质(Protein)、胆红素(Bilirubin)、葡萄糖(Glucose)、酮体(Ketones)、潜血(Blood)、亚硝酸盐

(Nitrite)、尿胆原(Urobilinogen)、白细胞脂酶(Leukocytes)、比重(Specific Gravity)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500 元 

 

5.19 血细胞形态学检查(Blood Cell Morphology Examination) 

 

评价项目（Analytes）： 

不同类型血细胞图片的识别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2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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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寄生虫形态学检查(Parasites Morphology Examination) 

 

评价项目（Analytes）： 

不同类型寄生虫图片的识别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5 

全年测定次数(Time /year)：1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200 元 

 

5.21 尿液沉渣形态学检查(Urine Sediments Identication) 

 

评价项目（Analytes）： 

不同类型尿液沉渣图片的识别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5 

全年测定次数(Time /year)：1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200 元 

 

5.22 流式细胞分析(Flow Cytometry) 

 

评价项目（Analytes）：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CD3+、CD3+CD4+、 CD3+CD8+、 CD3-CD16+CD56+、CD3-CD19+）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5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1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1800 元 

 

5.23 血液粘度检测(Blood Viscosity) 

 

评价项目（Analytes）： 

血液粘度(Blood Viscosity)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6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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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D-二聚体（D-Dimer）、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检测( Fibrinogen Degradation 

Product，FDP） 

评价项目（Analytes）： 

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浓度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 of specimen）：4 

全年测定次数（Round/year）： 2 次 

收费标准（Price）: 1600 元  

 

5.25 全血细胞计数正确度验证（Complete Blood Cell Count Tureness Verification） 

参加要求：参加实验室需在规定时间自取质评物，并确保标本采集后 8 小时内能完成检测。 

 

评价项目（Analytes）： 

血红蛋白量(Hb)、白细胞计数(WBC)、红细胞计数(RBC)、血小板计数(PLT)、血细胞比积(HCT)、平均红

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4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1600 元 

 

 

5.26 临床微生物学（中级）(Clinical Microbiology，Medium Level) 

 

评价项目（Analytes）： 

细菌、真菌分离鉴定(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s)、细菌药敏试验(Antimicrobial 

Suscepitibility Testing)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600 元 

 

5.27 临床微生物学（高级）（Clinical Microbiology，Senior Level） 

 

评价项目（Analytes）： 

细菌、真菌、少见菌、罕见菌分离鉴定(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s)、耐药性检测

（Detecting of Drug  Resistance）、细菌、真菌药敏试验(Antimicrobial Suscepitibility Testing)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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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核酸检测（病毒学）( PCR-Virology） 

 

评价项目（Analytes）：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HBV DNA)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650 元 

 
5.29 核酸检测(非病毒学)(PCR- non Virology) 
 

评价项目（Analytes）： 

结核分枝杆菌核酸(MT DNA)、 沙眼衣原体核酸(CT DNA)、 淋球菌核酸(NG DNA)、解脲衣原体脱氧核

糖核酸（UU DNA）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2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650 元 

 

5.30 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 （HPV  Genotyping) 
 

评价项目（Analytes）： 

21 种基因型的检测或区分，包括：HPV-6、-11、-16、-18、-31、-33、-35、-39、-42、-43、-44、 

-45、-51、-52、-53、-56、-58、-59、-66、-68 和 81 型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血站及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800 元 

 

5.31 人乳头瘤病毒脱氧核糖核酸-16、-18 分型（PCR-HPV-16、-18） 
 

评价项目（Analytes）： 

人乳头瘤病毒脱氧核糖核酸-16、-18 分型（HPV DNA -16、-18 ）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血站及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800 元 

 
5.32 血型（Blood  Group）（适用于只开展血型鉴定，未开展抗体筛查和交叉配血的医疗
机构） 
 

评价项目（Analytes）：ABO 血型(ABO Grouping) 、Rh(D)血型（RhD Typing）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3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 6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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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临床输血相容性检测(Transfusion Compatibility Testing)（适用于开展血型鉴定、

抗体筛查、交叉配血的医疗机构） 

 

评价项目（Analytes）： 

ABO 正定型(ABO grouping)、ABO 反定型(ABO Reverse Grouping)、RhD 血型(RhD Typing)、抗体

筛检(Antibody Screen)、交叉配血(Cross Match)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64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医疗单位(Healthcare organization)：1000 元 

 

6. 2020 年采供血机构临床检验室间质评计划(Blood banks) 

 

6.1 采供血机构血液检验 ( Transfusion Medicine ) 

 

评价项目（Analytes）：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抗丙型肝炎病毒抗体（HCV-Ab）、抗梅毒

螺旋体抗体（TP-Ab）、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I 型抗体（HIV-1-Ab)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2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采供血机构(Blood banks)：1300 元 

 

6.2 全血细胞计数 ( Complete Blood Cell Count )  

 

评价项目（Analytes）： 

血红蛋白量(Hb)、白细胞计数(WBC)、红细胞计数(RBC)、血小板计数(PLT)、血细胞比积(HCT)、平均红

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1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采供血机构(Blood banks)：650 元 

 

6.3 血型(Blood Group)（适用于只开展血型鉴定，未开展抗体筛查、交叉配血的采供血机

构） 

 

评价项目（Analytes）： 

ABO 血型(ABO Grouping) 、Rh(D)血型（RhD Typing）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30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采供血机构(Blood banks)： 6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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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临床输血相容性检测(Transfusion Compatibility Testing) （适用于开展血型鉴定、

抗体筛查、交叉配血的采供血机构） 

 

评价项目（Analytes）： 

ABO 正定型(ABO grouping)、ABO 反定型(ABO Reverse Grouping)、RhD 血型(RhD Typing)、抗体

筛检(Antibody Screen)、交叉配血(Cross Match) 

 

全年发放样本数(Total numbers of specimen)：64 

全年测定次数(Times /year)：2 次 

采供血机构(Blood banks)：1000 元 

 

7. 基于 Web 的室间质量评价方式 
 

免费使用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网（www.labmedol.com） 

↓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网分配专用的用户名和密码（新参加单位的用户名和密码

将随质控品包裹一同寄出） 

↓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网首页或在线 EQA 页面输入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http://www.labmedol.com） 

↓ 

进入电子化的室间质量评价界面室间质量评价申请 

上传室间质量评价结果查询室间质量评价成绩及汇总信息上传每个月份室内质

量控制信息（为了保证您的数据安全，请间隔一段时间后要修改您的密码）在

室间质评界面可见质评试验上报、已上报数据和质评成绩，以及原始数据统计

结果、不同方法、仪器、试剂和校准物统计结果。点击质评试验上报：可见各

专业的室间质量评价上报结果空白表。点击已上报数据：可见已上报各专业的

室间质量评价数据。点击质评成绩回报：可见各专业室间质量评价成绩（简单

报表和图形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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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电子化室间质量评价界面 
 
 
 
 
 
 
 
 
 
 
 
 
 
 
 
 
 
 
 
 
 
 
 
 
 
 
 
 
 
 
 

 

7.2 质评实验上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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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已上报数据（上报数据后必须到已上报栏再进行确认） 
 
 
 
 
 
 
 
 
 
 
 
 
 
 
 
 
 
 
 
 
 
 
 
 
 
 
 
 
 
 
 
 
 
 

7.4 已上报生化数据结果 
 
 
 
 
 
 
 
 
 
 
 
 
 
 
 
 
 
 
 
 
 
 
 
 
 
 
 
 



 21

7.5 质评成绩回报 

 

 

 

 

 
 
 
 
 
 
 
 
 
 
 
 
 
 
 
 
 
 
 
 
 
 

7.6 常规化学室间质量评价成绩简单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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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室间质评网络申请操作 
 
8.1 登录临检中心网站，输入自己实验室的用户名和密码 
 
 
 
 
 
 
 
 
 
 
 
 
 
 
 
 
 
 
 
 
 
 
 
 
 
 
 

 

 

8.2 进入页面左侧质评活动中的室间质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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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0 年新用户室间质评申请流程 
 
 
 

1、下载---登陆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官网（www.labmedol.com），“下载”

栏目中下载“2020 年室间质评申请表”。 

↓ 

2、填报---准确填报申请表相关信息，在实验室编码处填写“新单位”字样。 

↓ 

3、递交---将申请表递交至室间质评办公室现场确认，第二年起须网上申请。 

↓ 

4、缴费---只接受银行卡，现场提供 POSE 单。 

↓ 

5、查询编码---第二年四月随质控品包裹一同寄出实验室编码和密码。 

↓ 

6、完成---新用户网络使用权将在 2020 年 4 月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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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0 年实验室质量控制指标上报流程 

 

10.1 登录临检中心网站 EQA 会员登录，输入自己实验室的用户名和密码 

 

 

 

 

 

 

10.2 进入页面左侧质室间质评中的质评试验上报，在项目名称中选中临床检验

医疗质量指标室间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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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计划 

 

2020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Programs 

in Laboratory Medicine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 

Sichuan Provintial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P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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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办公室联系方式和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028-87394057 

QQ 群：112805625 

QQ 群：148709614 

电子邮箱：scslcjyzx@163.com 

网  址：www.labmedol.com 

联系人： 王为  黄璐 

通讯地址：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 32 号，邮编：610072 

四川省人民医院门诊部三楼检验科 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办公室

 

mailto:scslcjyzx@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