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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以下简称 CARSS）目前有国网成员单位

1435 所医疗机构，根据 2020 年对各成员单位的摸底调查，其上报

数据的源头主要来自 LIS或者自动化药敏系统直接导出、WHONET录

入后导出、LIS或者自动化药敏系统导出的数据经 BacLink人工转

换后导出，由于数据导出方式多样，所导致的数据错误和异常问题频

发。 

近年来，通过 CARSS 数据分析组对异常数据的统计分析、跟踪

和溯源，发现如下较为突出的问题： 

第一，使用 WHONET录入的成员单位中，特别是使用自动化药敏

系统的成员单位，通过工作人员手工录入数据工作量巨大，产生误差

在所难免； 

第二，不同品牌 LIS 系统和自动化药敏系统所导出的数据质量

参差不齐，通常会出现对码错误和漏报药物的情况，个别单位甚至由

于数据转码问题导致出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超高耐药率； 

第三、基层医疗机构对 CARSS 技术方案的要求掌握不到位，导

致上报的数据中含有大量不可靠的药敏结果，甚至出现未经复核的罕

见耐药菌株； 

第四、各 LIS厂商对 CARSS的数据标准文档缺乏了解，未能及

时跟进 CARSS 数据标准的更新，导致新增加的字段内容缺失，如：

“诊断”“碳青霉烯基因分型”“多粘菌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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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因素都直接影响 CARSS的数据质量，虽然 CARSS每年

在数据分析前都会要求各成员单位对一些异常指标进行审核确认，但

由于相隔时间较为久远、数据量大和菌株未保存等原因，导致审核工

作很难进行。因此，很多单位的反馈结果都是直接删除，这样做虽然

满足了数据统计分析的需要，但数据质量问题并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为减轻一线工作人员的大量重复劳动，避免 LIS 和自动化药敏

系统数据导出和数据转换出现错误，进一步深化“优改计划”的实施，

提升实验室技术水平，有必要开发一款中间件系统直接连通自动化药

敏系统进行数据采集，通过较少的人工干预，帮助 CARSS 成员单位

生成高质量的监测数据并快速完成每个季度的数据上报工作。  

该中间件系统需依据 CARSS“优改计划”所涉及到的各方面内容

不断更新。通过与自动化药敏系统的无缝对接，彻底解决工作人员重

复劳动、LIS转码错误、关键药物和重点字段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同

时该中间件应内置“优改计划”相关内容，并将相关内容在日常工作

中不断渗透给一线的工作人员，在提升 CARSS 数据质量的同时也提

高实验室整体的技术水平。 

2 建设目标 

围绕 CARSS“优改计划”的核心内容，开发能够从主流自动化药

敏系统和 LIS系统中抓取（归集）数据的中间件系统，中间件系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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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导出符合 CARSS 标准的数据快速上报，从而减轻监测网成员单位

技术人员的工作负担，进一步提升 CARSS数据质量。 

3 业务目标 

中间件系统应能够解决以下四个突出问题： 

第一、减轻大量的不必要的重复录入。 

对于使用自动化药敏系统但因各种原因仍然采用人工录入数据

的 CARSS 成员单位，在使用中间件系统管理数据后，会大幅度降低

其人工录入数据的工作量，同时提升其数据质量。 

第二、减少繁琐的数据转换环节，避免数据缺陷。 

对于使用 BacLink 进行人工数据转换后才能上报数据的成员单

位，在使用了中间件系统管理数据后将不再需要进行繁琐和易出错的

人工数据转换，中间件系统将通过文件导入、智能匹配或者自动对接

LIS 系统的方式将 LIS 数据或者自动化药敏系统数据转换为标准的

CARSS数据进行上报，避免由于数据转换所导致的错误。 

第三、对数据转换有误的 LIS系统进行纠正。 

对于已经拥有 LIS系统，但数据转换有误（例如：缺药敏结果、

MIC值转换错误等）的 CARSS成员单位，中间件系统会对 LIS系统

转换有误的数据进行严格检测并予以纠正，给出相关指导意见，促使

其做出相应改进，最终能够使成员单位上报出高质量的数据。 

第四、深入推广 CARSS“优改计划”，提升实验室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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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CARSS 成员单位，中间件系统应具备对其数据文件格式标

准化和药敏数据合理性判断的指导作用，例如：罕见耐药菌株提示、

板卡限制性信息提示、是否符合 CARSS技术方案要求等，最终将“优

改计划”中的内容以碎片化形式融入到实验室的日常工作中，从根本

上提升实验室的整体技术水平。 

4 功能需求 

中间件系统的主要定位是作为自动化药敏系统与 CARSS 之间的

数据管理工具，其核心的功能应具备： 

（1）数据采集功能 

中间件系统应可以从自动化药敏系统抓取和解析原始药敏数据。 

（2）数据格式校验、修正和药敏结果合理性分析功能 

依据 CARSS“优改计划”中所涉及的技术方案、数据上报规则和

仪器限制性信息对原始药敏结果和 LIS 传入的相关数据格式进行校

验和格式修正，对相关药敏结果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并给出指导意见。 

（3）数据转码和导出功能 

通过与自动化药敏系统厂商的深度技术合作，将从自动化药敏系

统抓取出来的原始数据进行存储和解码，解码后的药敏数据可转换和

导出为 CARSS标准数据格式。 

（4）数据去重功能 

中间件系统应能识别因仪器操作不当等原因所导致的完全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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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敏结果，在转换为 CARSS 数据的过程中将完全重复的药敏结果

自动剔除。 

（5）数据归集功能 

中间件系统作为数据归集的中枢系统，LIS系统可以将数据以文

件形式导入到中间件系统，中间件将对其文件格式的合理性做出分析，

并将正确的数据进行存储。 

有条件的 LIS 系统可以依据中间件系统的数据标准开发数据传

输接口，可以将 LIS系统产生的数据自动传输给中间件系统。 

（6）数据补录功能 

中间件系统除抓取自动化药敏系统的 MIC 药敏结果外，还应提

供独立的数据补录功能，能够补录 KB法和 Etest法药敏结果。 

（7）数据接收功能 

中间件系统应对其他软件系统公开数据接口，便于自动化药敏系

统和 LIS 系统向该中间件归集数据，通常自动化药敏系统归集 MIC

药敏结果而 LIS 系统归集病人基本信息、标本信息、诊断信息、KB

法和 Etest 法药敏结果等数据，而中间件系统收到相关数据后能够

自动合并两者的数据，形成完整的药敏数据库。 

（8）数据复核功能 

归集到中间件系统的药敏结果应可以通过中间件系统所提供的

复核功能对药敏结果进行复核修正，修正后的药敏结果在数据上报时

将替代仪器中所导出的原始药敏结果进行上报。 

（9）数据备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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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经中间件系统归集和转换的数据均可通过其内置的数据备

份功能进行归档备份，避免由于数据丢失所造成的损失。 

5 建设周期 

本项目的建设周期为合同签订后 10个月内完成。 

6 项目团队 

承建单位需要成立针对本项目的专项工作组，工作组中至少拥有

一到两名 CARSS学术委员会专家，对技术团队给予 CARSS“优改计

划”中所涉及的相关专业性内容的指导。 

7 项目实施 

该项目整体上应分为三个阶段实施，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中间件开发 

软件开发商应首先从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自动化药敏系统和 LIS

系统着手进行针对性开发。 

第二阶段：小规模试用 

中间件系统开发完成后即开始小规模试用，选择部分 CARSS 成

员单位进行试点。 

第三阶段：大范围推广 

经小范围试点，使中间件系统应用趋于稳定，并形成一套完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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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部署流程后，再进行大范围推广。 

8 项目交付和验收 

（1）按照合同规定时间提交中间件系统，且以双方认可的方式

进行验收； 

（2）系统实施验收按照合同计划进行，须在验收时完成各应用

模块完成实施功能确认； 

（3）验收人员由建设方组织的相关专业人员和投标人共同组成，

验收标准按验收规范，并以系统稳定运行为前提，系统验收前，由投

标人按技术要求提供对各模块、子系统的测试结果，双方主管人员签

字认可，存档留作验收时参考； 

（4）系统验收后承建单位须保证提供详细的相关技术服务文档、

使用说明书、维护手册等文件资料及其电子版； 

（5）承建单位妥善保管文档资料。文档是保证项目实施连贯性

的重要保证，承建单位需要提供完善的文档，并对项目进行过程中的

文档进行有效的管理，接受项目发起单位对项目各阶段评估分析和监

督管理。 

9 技术培训 

对本项目相关的具体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技术培训以远程视频

培训和授课为主，个别有必要进行现场技术培训的可双方友好协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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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具体事宜。 

确保参培人员能够达到熟练使用系统管理药敏数据，并能够达到

将药敏数据正常导出上报到 CARSS的程度。 

10 售后服务 

在中间件系统正式投入使用后，应该根据建设方的实际需要提供

现场培训或者远程视频培训。 

该项目的质保期为二年，质保期内承建单位需根据建设方实际需

要，提供本技术需求书所规定的需求范围内的技术支持、系统升级和

系统优化等服务，其中技术支持的常规时间段为 7*12 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