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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多中心血糖检测电子化质量监控系统的
建立与实施
刘勇

王丽敏 彭永祥

【摘要】 目的

莫南勋

胡艳

邓茜

胡朝晖

建立多中心血糖检测电子化质量监控系统，为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中多地区

血糖和其他指标实验室检测质控系统的建立提供借鉴。方法

在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

项目中，利用电子信息化技术建立基于网络的血糖检测质量控制系统，包括血糖检测实验室性能
验证数据、血糖检测实时质控数据输入、传输和质量评估反馈，对 302 个监测点血糖检测质量和有
效性进行评估。结果

参与该项目的所有监测点，满足了质量要求并成功地完成了血糖重复性精

密度监测初步评估。仅有少数监测点需要强化训练和重新进行中间精密度检测性能评估。从各
监测点每日质控的数据分析来看，绝大部分监测点实验室所采用的血糖监测系统具有良好的室内
重复性。结论

为确保多中心的血糖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电子化血糖质控系统的建立和适当

质量保证程序可以帮助识别监测点是否可以满足室内精密度质量标准，确保其能够胜任血糖实验
室检测工作，及时评估各地区血糖检测的质量；同时发现，实验室人员的培训和有效沟通非常重
要。后续可以根据研究项目的需要增加并完善监控系统的功能，降低因使用不同血糖检测方法导
致的室间分析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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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以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

相应的监控指标，即可录入相关数据。各监测点实

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开展了三次针对成人

验室根据质量监控要求将血糖检测性能验证结果及

和一次针对流动人口的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的

每天室内质控结果及时录入到质量监控软件中，如

；2013 年该项目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

录入性能验证的数据时点击“性能验证”键后，在相

现场调查

［1-2］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02 个县（区、

应的位置录入重复性精密度和中间精密度的数据；

团）开展，血糖检测在当地符合要求的实验室进行。

室内质控数据录入时点击“室内质控”键后录入相应

空腹血糖和服糖后 2 h 血糖是“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

数据。数据录入时要按照质控的检测频率和要求及

因素监测”项目中的重要指标。在各监测点检测仪

时录入，每次录入完数据后点击“保存”键。质量控

器品牌、型号、检测方法不一致的情况下，为保证各

制检测数据录入界面见图 1。各监测点按照要求录

监测点实验室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检测质量的一致

入质控数据并保存后系统会自动判断质控通过情

性，调查组织方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建立了血糖检测

况；同时，该监测点检测的质控通过情况也可以在质

电子化质量监控系统，实现了对 302 个监测点血糖

量监控小组的终端上显示。各监测点质控结果的判

检测的性能验证和实时监控室内质控的功能。本文

断反馈和质控通过情况显示界面见图 2。

重点介绍该电子化质量控制系统的建立和实施。
资料与方法

4. 检测开始前的性能验证：考虑到分布在全国
各地 302 个监测点实验室的情况不同，为保证各监
测点血糖检测结果的可靠性，要求各监测点在正式

1. 实验室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在检测开始前，各

开始检测现场调查样本前必须进行血糖检测的性能

省选派 2 名具有实验室背景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家

验证，各监测点统一采用相同批号的 Bio-Rad 三个

级培训班学习，通过考核合格后方能参与省级培训

浓度水平临床化学液体定值控制品（Multiqual QC，

的实验室检测内容授课。各省按照慢病监测培训方

上海伯乐生命公司代理）进行血糖检测的质量控

案对各调查点所有参加现场调查的实验室工作人员

制。根据各监测点需要的质控品用量及分布地点，
将

进行二级培训，只有合格者方能参加现场调查工作。

各监测点的质控品分别采用专用泡沫箱包装，
全程干

2. 血糖检测电子质量监控系统的建立：参照国

冰运输，通过航空托运的方式快递到各监测点；各监

家和国际建议标准［3-4］，制定客观的
检测性能评价标准和每日室内质量
控制的判断规则，质量监控软件能够
实现对各监测点实验室的血糖检测
性能验证通过情况和每日室内质控
的通过情况具有实时判断提示功能；
同时，质量监控小组可以浏览和查阅
各监测点的检测数据通过情况。由
软件开发专业人员根据软件功能需
求，设计界面原型及数据库结构，采
用 J2EE 技术搭建的开发平台（开源

图 1 血糖质量控制检测数据录入界面

技 术 框 架 为 Spring，Hibernate 和
FreeMarker）编 写 代 码 ，从 而 实 现 软
件功能。
3. 电子质量监控系统的使用：在
IE 浏览器地址栏上输入质量监控系
统 网 址（http：
//cdc.kingmed.com.cn：
8080），进入质量监控系统登录界面，
输入监测点账号及密码进入质量监
控系统。在监控系统的主页面，点击
左边菜单中的“质控录入”项中选择

图2

血糖质控通过情况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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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调查开始前至少 7 d 进行血糖检测性能验证（如性能

果

验证未通过，现场调查需适当延后），验证指标包括

1. 基本情况：全国 302 个监测点通过血糖电子

重复性精密度、中间精密度。现场开始后，质控样品

化质量监控系统共计录入血糖检测性能验证数据

须与流调人群的样本同样操作进行实验室内质量控

34 800 个，室内质控数据 18 585 个。根据电子质量

制。系统校准需按照仪器、试剂、校准品厂家的要求

监控软件的统计，除 13 个监测点未有效上传验证数

对检测系统进行校准；重复性精密度检测质控数据

据外，其余 289 个监测点实验室血糖检测的检测性

的结果，其浓度水平覆盖方法的可报告范围均应落

能均达到了质量控制的要求，即其血糖检测的重复

在随质控品提供的浓度控制范围内，否则可能存在

性精密度 CV 均在 3.3%以内，中间精密度 CV 在 5%

仪器、试剂、校准品、质控品或操作方面的严重问题，

以内。

需排除后重新进行重复性精密度检测。

2. 每日室内质量控制：根据各监测点在性能验

5. 性能验证的评价标准：目前，行业内部尚无关

证阶段累积的中间精密度检测数据（x 和 s）作为日常

于临床检验定量测定项目精密度和正确度性能验证

检测时各浓度判断质控数据的靶值和 s。每个检测

一致的要求和标准，仪器制造商实施仪器评价的标

工作日均进行质控，正式检测调查样本前先做一次

准各不相同，临床实验室操作人员对如何开展临床

3 个浓度水平的质控样本，质控结果满意后开始检

检验定量测定项目精密度和正确度性能的验证缺乏

测调查样本；然后按照每 50 份调查样本穿插一次 3

可遵循的标准。按照国际专家目前达成的共识，分

个浓度质控的方式进行检测，当天全部检测工作结

析变异系数（CV）不应超过一半的最大允许误差

束后再进行一次质控检测。失控判断规则：1－3 s

（TEa），其中有的采用个体内生物变异。鉴于参加

或 2－2 s，即当某一浓度水平质控检测值超出靶

此项研究的 302 个监测点血糖检测的实验室多数为

值±3 s 或者某两个浓度水平的质控检测值同时超

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少数为当地二

出靶值±2 s 或同一浓度水平的质控数据连续 2 d 超

级、三级医院实验室或者第三方医学检测实验室；使

过±2 s 时则判断为质控失控［5-6］。各监测点实施血

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实验室约占 82%，其他为半

糖每日室内质控流程见图 3。

自动生化分析仪或手工操作分光光度计；大部分的
监测点实验室使用试剂盒自带校准品，其他为第三
方校准品。分析的偏差是难以评估，内部质量控制
主要侧重于精密度的监控，因此，基于理性和现实的
建议，本次评价拟定了分别以 CLIA’88 推荐的血糖
检测项目的 TEa（＜10%）［3］的 1/3 和 1/2 作为重复性
精密度和中间精密度的目标评价标准。
6. 重复性精密度评价：在现场调查前，各监测
点实验室在一天内将 3 个浓度水平的血糖质控品
分别检测 20 次，根据检测得到的数据输入系统后
自动计算出各个浓度水平的 x、s、CV，各浓度水平
的 CV＜1/3 的 CLIA’88 推 荐 的 血 糖 检 测 项 目 的
TEa，即各浓度水平的 CV＜3.3%（1/3×10%）。在
完成重复性精密度评价后，各监测点实验室开始每
天对 3 个浓度水平的血糖质控品各检测 4 次（每间

图 3 每日室内质量控制流程

隔 2 h 检测 1 次），连续检测 5 d，检测完毕共计得到

从每日室内质控测定的数据情况看，除少数监

60 个数据，即 3 个浓度水平各累积有 20 个数据。然

测点未有效上传室内质控数据外，共计上传的室内

后分别输入系统自动计算各个浓度水平的 x、s、

质控数据 6 195 个，监控软件判断为失控的有 67 个，

CV。各浓度水平的 CV＜1/2 的 CLIA’88 推荐的血

已上传数据的监测点实验室总体的血糖检测室内质

糖 检 测 项 目 的 TEa，即 各 浓 度 水 平 的 CV＜5.0%

控失控率为 1.08%（67/6 195）；利用质量监控数据也

（1/2×10%）。

可以统计出各个监测点每日室内质控测定 CV 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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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情况，根据美国国家临床生化学院（NACB）关
于糖尿病的实验室诊断临床要求血糖检测精密度

血糖检测质量均达到国家质控要求。
由第三方机构对大型多中心研究进行室内质量

CV＜2.9%的分析标准 ，在 3 个浓度水平（低、中、

控制，简化了多中心研究组织者的工作，并使质量控

高）血糖检测室内质控 CV≤2.9%的实验室占监测

制的结果更客观。同时电子化质量控制监控系统的

点实验室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87.9%、93.4%、95.8%，

使用，方便了各监测点及时反馈质量控制的结果，也

平均为 92.4%。各监测点每日室内质控测定 CV 值

方便多中心研究组织者及时查看各监测点质量控制

分布情况见表 1。

的结果，为以后多中心研究的室间质量控制提供了

［7］

表1

很好的借鉴经验。由于本项目血糖检测电子化质量

各监测点每日室内质控测定 CV 值分布
＜2.9%

2.9%～5.0%

＞5.0%

监控系统未考虑根据不同品牌检测仪器、检测方法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等信息进行质控结果统计分析，后续将对质控数据

浓度

CV 值
个数

1

289

254

87.9

30

10.4

5

1.7

2

289

270

93.4

16

5.5

3

1.0

3

289

277

95.8

12

4.2

0

0.0

合计

867

801

92.4

58

6.7

8

0.9

讨

论

进行深入分析，并完善监控系统的功能，降低因使用
不同检测方法导致的室间分析偏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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