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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网点医院微生物实验室 

质量和能力要求（2020 年版） 

 

为了保证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的准确性，不断提高监测工

作质量，遏制细菌耐药性增长，特对影响细菌耐药性监测结果准

确性的因素提出规范性要求，包括检验前、中、后全过程，人员、

设备、设施、环境、方法学等各方面。 

一、人员 

微生物实验室负责人应满足以下要求：①具有医学及其相关

专业或生物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微生物检验工作至少 3 年，

或具有医学及其相关专业专科学历，从事微生物检验工作至少 5

年；②具有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③具备细菌学检验质量控

制、生物安全相关知识；④具有培训、沟通、管理等能力。 

负责细菌耐药监测数据上报人员应从事细菌检验工作至少1

年，能够正确使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信息系统完成数据上报工作，

并应用统计软件对本院细菌耐药性监测数据进行分层分析。 

从事细菌检验的新员工或离岗半年及以上员工经评估合格

后方可独立操作。 

从事细菌检验人员应相对固定（至少固定 2 人），数量满足

工作需要，每年需参加专业学习，包括自行组织学习、线上学习、

外出学习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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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施与环境 

设施和环境应与检测内容相适应。 

（一）布局 

微生物实验室若为独立单元，应划分为实验区和非实验区。

实验区应具有安全运行、清洁、维护所需空间，有足够的空间摆

放随时使用的物品；非实验区应有存放私人物品的设施、工作人

员用餐和休息的场所。微生物实验室若为临床实验室的一部分而

非独立单元，可与其它实验室共享非实验区。 

（二）设施 

1.温度、湿度、通风  应依据所用分析设备和实验过程的要

求，制定环境温、湿度控制要求并记录。应有温、湿度失控时的

处理措施并记录。 

2.照明  避免阳光直射。灯光能够分区控制，以便根据需要

调节光线。 

3.水槽  安装足够的水槽供染色、废液处理和洗手等使用。

洗手水槽应独立设置，不可与处理标本的水槽混用。水龙头应为

非手触式，备洗手液。实验室出口附近最好安装洗手水槽，以供

工作人员离开时洗手。 

4.工作台  工作台面大小、高度适宜，材料应光滑、致密、

耐用，易清洁、消毒，抗污染。放置重型设备的工作台足够牢固，

减少震动。 

    5.其他  应配备个人防护装备，如护目镜、防护服、手套、

口罩、帽子，以及必要的消防、防盗等安全设施。实验室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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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间断电源（UPS）和（或）双路电源以保证关键设备（如需要

控制温度和连续监测的分析仪、培养箱、冰箱等）的正常工作。

宜配备含酒精速干手消毒剂。 

（三）生物安全 

微生物实验室是对病原菌进行分离、培养、鉴定等临床检测

工作的特殊场所，其设计和管理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确定实

验室生物安全水平，确保工作人员在安全的条件下开展工作，遵

循安全、舒适、高效的原则，满足以下基本要求：①至少符合生

物安全 2 级（BSL2）标准；②尽可能减少病原菌对实验室内部

以及外部环境的污染；③有足够空间放置仪器设备，工作人员能

够安全地从事检验工作和质量控制活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卫生部）制定的《人间传染的病原

微生物名录》明确规定了各种病原体操作的防护要求，检验过程

中发现高致病性病原体时，应按相关法规的要求处理。 

由于实验室可能接触高于预期风险的标本，故具有潜在生物

危害的标本应在生物安全柜中开盖、处理。信息有限标本的风险

评估可参考医学、流行病学资料，如发病率、病死率、可疑传播

途径、暴发调查资料、标本来源地信息。 

   三、设备和试剂 

实验室设备的种类和数量应满足临床需要，至少包括：生物

安全柜、CO2 培养箱、普通培养箱（包括温度可调培养箱）、冰

箱、光学显微镜、细胞离心机、组织碾磨器具、游标卡尺（适用

时），以及与细菌分离、培养、鉴定、药物敏感性试验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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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含培养基、质控菌株等）。 

（一）设备校准和计量学溯源 

新设备经性能验证，且满足要求方可用于患者标本检测。 

应遵循国家、行业要求制定设备和试剂校准、检定周期，并

保存记录。鉴定仪、药敏仪、血培养仪的校准应满足制造商的要

求，其他建议如下： 

1、每12个月进行检定或校准的设备宜包括：生物安全柜（高

效过滤器、气流、负压等参数）、CO2培养箱（CO2浓度显示计、

温度显示器或温度计）、细胞离心机、压力灭菌器、游标卡尺、

普通培养箱（温度显示器或温度计）、温度计、移液器、微量滴

定管或自动分配器。 

2、每6个月进行检定或校准的设备应包括浊度仪。 

3、保存仪器功能监测记录的设备宜包括：温度依赖设施（冰

箱、培养箱、水浴箱、加热块等每日记录温度）、CO2培养箱（每

日记录CO2浓度和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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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设备维护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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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培养箱、鉴定仪、血培养仪、压力灭菌器、超净工作台、

显微镜和离心机。 

如果设备故障影响了方法学性能，如自动化药敏仪器的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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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故障，在设备修复、校准后，实验室应通过检测质控菌株或

已知结果标本的方式进行性能验证。 

(三)试剂和耗材验收 

试剂和耗材验收试验应符合如下要求： 

1、新批号及每一货次试剂和耗材使用前，通过新旧批号平

行实验或常规质控等方法进行验证，并记录。 

2、新批号及每一货次试剂和耗材，如吲哚试剂，杆菌肽，

奥普托辛，X、V、XV 因子纸片等使用阴性和阳性质控菌进行验证。 

3、新批号及每一货次的药敏试验纸片使用前以标准菌株进

行验证。 

4、新批号及每一货次的染色剂（如革兰染色）使用已知阳

性和阴性（适用时）的质控菌株进行验证。 

5、新批号及每一货次直接抗原检测试剂（无论是否含内质

控）使用阴性和阳性外质控进行验证。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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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一次性定量接种环每批次抽样验证。 

(四)自配试剂和耗材记录 

自配试剂或培养基，应记录制备过程，内容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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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基（试剂）名称和类型； 

2、配制日期和配制人员； 

3、培养基（试剂）的体积； 

4、分装体积； 

5、成分及其含量、制造商、批号； 

6、最初和最终pH值（适用时）； 

7、无菌措施，包括实施的方式、时间和温度（适用时）； 

8、储存条件及时间。 

四、检验前过程 

（一）标本采集手册 

实验室应遵循行业标准或指南编写、定期审核标本采集和运

送标准化操作程序供医务人员查阅并遵照执行（相关技术资料可

参考下文“参考文献”）。 

“标本采集手册”除符合通用要求外，还应明确规定以下内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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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血量。诊断成人不明原因发热、血流感染

时应在24h内不同部位至少采集2套，每套2瓶（需氧、厌氧各一

瓶）； 

2.合格的标本类型、送检次数、标本量； 

3.明确规定需要尽快运送的标本； 

4.合适的运送培养基； 

5.延迟运送标本的保存方法及期限； 



20 
 

6.安全运送方法（如：密封容器、无标本外漏等）。 

(二) 申请单信息 

除一般要求外，应标明标本来源和种类，必要时说明感染类

型和（或）目标微生物、抗菌药物使用信息。 

(三)标本采集和运送 

应遵循实验室制定的“标本采集手册”采集和运送标本。医

务人员应记录标本采集时间，并尽可能记录患者自采标本的采集

时间。 

(四)标本接收 

实验室接收的所有标本均应进行纸质或电子登记，记录接收

时间，拒收以下标本：①容器不适合或泄漏，如培养标本未置无

菌容器或标本渗漏；②标本错误或不恰当，如培养标本含福尔马

林等固定液、Foley 导尿管头培养、拭子干涸；③送检时间延迟

或转送温度不适合。 

五、检验过程 

实验室应遵循行业标准或指南制定合格标本（或不合格标

本）标准、各种标本处理的标准化操作程序、标本保留期限（用

于核对或必要的补充试验），宜建立紧急检查程序，明确需要紧

急处理的标本类型、检验项目，并遵照执行（相关技术资料可参

阅“参考文献”）。 

（一）细菌培养和鉴定 

所选择的涂片、染色技术、培养基、培养环境应能识别、分

离相应病原菌；鉴定方法应符合相关要求，如：通过革兰染色、



21 
 

菌落形态、生长条件、代谢反应、生化和酶活性、血清学、抗菌

药物耐药谱等特性鉴定。 

组织标本应碾磨后检验；痰培养应先染色镜检评估标本合格

性，至少接种血平板和巧克力平板；尿液常规进行定量培养（菌

落计数），能分离、鉴定革兰阳性和/或革兰阴性细菌；脑脊液

培养标本立即处理，常规进行离心、革兰染色，至少接种血平板

和巧克力平板，能分离常见苛养菌；阳性血培养瓶，根据直接涂

片结果转种相应的培养基及培养环境。血平板和巧克力平板，均

应置二氧化碳环境培养。 

当流行病学或感染控制需要时，实验室应进行相应检测或将

菌株送有条件的实验室进行检测。建议有条件的实验室建立相关

检测技术，以满足流行病学或感染控制需要。 

（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 

1、应遵循“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技术方案”、行业标准、

制造商建议，尽量包括本医院临床常用抗菌药物，制定常规药敏

试验方法的标准化操作程序，包括药敏试验操作步骤、各类病原

体和/或标本的检测药物、质控方法和标准、结果报告和解释，

特殊耐药性检测方法，少见药敏试验结果的处理步骤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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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全国细菌耐药

监测网技术方案”的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 



22 
 

3、应在技术方案、行业标准、制造商文件更新6个月内完成

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方法标准化操作程序的修订并实施。 

4、除常规药敏试验方法外，宜利用经评估的分子技术快速

检测、鉴定临床分离菌株或标本（含血培养阳性培养基）中的病

原体，以及细菌的耐药性。 

六、检验后过程 

    (一)结果报告 

尽快报告结果，为诊断、治疗、预防提供信息。宜开展分级

报告，如无菌体液、组织标本涂片或湿片镜检结果、快速鉴定结

果、药敏结果等。 

出现对患者处理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时，应立即通知临床医

生或相关人员。如血培养阳性结果、脑脊液显微镜检查及培养阳

性结果、法定传染病。 

应报告具有临床意义的结果。结果报告应与检验内容一致，

如粪便沙门菌、志贺菌培养，报告为“未检出沙门菌、志贺菌”。 

药敏报告应注意标本类型、细菌种类等，如粪便分离的伤寒

沙门菌只报告氨苄西林、一种氟喹诺酮类药物和甲氧苄啶磺胺-

甲噁唑。药敏报告单除一般信息外，应至少包括细菌、药物名称、

折点、MIC值或抑菌圈直径、结果解释，不报告替代药物的药敏

结果。 

疑似医院感染暴发时，应立即报告医院感染控制相关人员。 

(二) 菌种保存 

实验室应遵照国家法令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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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制定菌种保存规

定，严格管理菌种，保证有效、安全使用。 

实验室应保存质控菌株，包括标准菌株、经证实的其它来源

菌株。 

菌种应有专人保管，详细记录名称、编号、来源、保存日期、

传代等，不得擅自处理或带出实验室，如确需带离实验室，应做

详细记录。 

（三）检验后标本的处置 

检验后标本、污染培养基等感染性废弃物最好在实验区域内

消毒或去污染。如果在处理前运送，应置防穿刺、防渗漏容器，

并适当标记和记录。 

（四）耐药监测数据统计 

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本机构耐药监测数据统计并将结果发布

给临床及相关人员，发现新的流行趋势时，应立即报告相关人员。 

七、质量控制及质量改进 

（一）标本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网点医院应根据本院实际开展标本质

量控制和改进工作。每年至少制定一种标本质量改进目标，并定

期向相关部门（医务处、护理部和/或临床科室等）反馈、评估。 

实验室应制定合格痰培养标本标准、不合格痰标本处理方

法，并遵照执行。提倡实验室对有意义的培养标本实施直接显微

镜检查及分级报告。 

（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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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引进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新方法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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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应不超过（≤）1/20 或 3/30；也可采用替代质

控方案，即连续 5 天，每天对每一组药物/细菌重复测定 3 次，

每次单独制备接种物，15 个数据超出参考范围（抑菌圈直径或

MIC）的结果应不超过（≤）1 个，若失控结果为 2-3 个，则如

前述，再进行 5 天，每天 3 次重复试验，30 个数据失控结果应

不超过（≤）3个。此后，应每周使用标准菌株进行质控。若检

测频率低于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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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使用中试剂 

实验室应制定使用中试剂质量控制周期和方法，满足以下要

求： 

1、使用中的染色剂，宜每周（如革兰染色，若检测频率低

于每周1次，则实验当日）、当日（如抗酸染色）或每次（如抗

酸杆菌荧光染色）用已知阳性和阴性（适用时）质控菌株检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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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试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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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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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质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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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贮存与诊断相配套的质控物，以便在染色、试剂（包括培

养基）、试验、鉴定系统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中使用。最理想

的质控菌是标准菌株，但实验室难以获得与其检测能力相应的所

有标准菌株，可依次选择标准菌株、能力验证或室间质评菌株，

以及其它来源的已知菌株用于质量控制。 

药敏试验应选用标准菌株。药敏试验质控所用标准菌株和药

物的种类和数量应覆盖向临床报告药敏结果的菌种和药物种类。

实验室应保存标准菌株的来源、传代等记录，并有证据表明标准

菌株性能满足要求，至少贮存以下标准菌株：大肠埃希菌

ATCC25922、大肠埃希菌 ATCC35218、铜绿假单胞菌 ATCC27853、

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25923（纸片法）、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29213（MIC法）、肺炎链球菌 ATCC49619、粪肠球菌 ATCC29212

（MIC 法）、流感嗜血杆菌 ATCC49247 或 ATCC49766（取决于所

测试药物）。 

（五）检验结果一致性 

实验室应制定人员比对程序，规定由多名专业人员实施的手

工检验项目的验证方法和判断标准，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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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检验结果准确性 

应有证据表明临床检验及细菌耐药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内容

至少包括细菌分离（包括苛养菌）、鉴定、药敏。通常以参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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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验证或室间质量评价活动且获得合格结果来证明。实验室应保

留参加能力验证/室间质评活动的原始记录、结果和证书。 

检验结果准确性评价应由从事常规工作的人员使用与患者

标本相同的检验方法进行。禁止与其他实验室核对检测结果。对

“不满意”和“不合格”的评价结果需进行分析，采取纠正措施

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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