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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normalize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oint-of-Care Testing (POCT) in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the consensus of expe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OCT in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has been formed by the POCT Equipment Technology Branch of China Medical Equipment 
Association, which is benefit for promoting the rationality of POCT in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ensuring the healthy promotion of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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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规范和加强现场快速检测(POCT)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开展和应用，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现场快速检测POCT装备

技术分会组织专家形成了“现场快速检测(POCT)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用专家共识”，以促进POCT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内

合理配置，保障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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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现场快速检测(point-of-care testing，

POCT)技术在我国广泛应用于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及其他机构等[1]。2017年全国

医疗机构的规模达983394家，其中医院仅29140家，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926518家之多，包括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34327家、乡镇卫生院36795家、村卫生室

638763家，诊所(医务室)316187家[2]。受条件所限，

绝大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难以购买和运行大型检验设

备，但是可以开展POCT检验项目。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24866家[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中

心)]、其他机构2870家(包括疗养院、临检中心等)，

也有POCT的应用[2]。此外，POCT在重大疫情监

控、慢病监测、传染病监测[3]、现场执法检测、应急

反恐、军事与灾难医学救援、海关检验检疫、食品

安全、毒品检验等公共卫生领域等，均充当现场检

验的重任。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

70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推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规范和加强POCT在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开展应用；促进POCT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内合理配置和安全有效，使得基层检验不断向实

时、定量和检测设备小型化的方向发展，保障基层医

疗卫生事业的健康推进。根据《执业医师法》《医疗

废物管理条例》《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之

要求，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现场快速检测(POCT)装备

技术分会与《中国医学装备》杂志联合发起，并邀请

国内部分专家讨论并撰写了“现场快速检测(POCT)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用专家共识(草案)”，希望通过

交流，充分征求意见。

1  现场快速检测

POCT是利用便携式装备直接在最贴近患者的地点

完成标本采集、检测和结果报告等整个流程的检验[4]。

POCT具有检验周转时间短和方便实用的优点，但由于

是分散检测，若操作不规范和质量控制把握不好，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将大受影响。在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的

POCT因直接作用于诊疗行为，存在诊疗程序、效果和

法律等问题，有别于医院内的管理规定。POCT设备的

规范化管理和使用将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

对推进分级诊疗具有重要作用。

为此，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的POCT，可按照共识

的要求，做好全面管理。

2  组织领导

2.1 基层医疗机构

基层医疗机构应成立POCT管理委员会，落实专

人负责POCT管理。如条件合适，加入就近的二级甲

等以上医疗机构POCT管理委员会开展工作。

2.2 POCT管理委员会职责

(1)负责受理本单位开展POCT的申请，按照下列

原则审批：①符合国家和本地区的有关法规、政策、

标准和伦理；②符合循证医学原则；③应用层次和范

围与本单位临床实验室不相互重叠。

(2)对开展的POCT进行统一编号管理，并做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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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登记。

(3)负责定期培训(每年至少一次)和考核POCT操

作人员，保证其具有做好相应POCT检测工作的专业

能力。

(4)监督各部门建立相应的质量管理制度，认真执

行并保留必要记录。定期组织POCT项目的比对，保

证同一医疗机构内检验结果的一致性。

(5)受理有关POCT的投诉和意见，持续改进工作。

3  仪器与试剂

(1)选用的仪器、试剂和耗材应当符合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规定，并按照要求妥善放置和保

存，尽量选用与仪器配套的原装试剂。

(2)为便于质量管理和售后服务，建议同一医疗机

构内同一POCT项目应使用同一个厂商的仪器或试剂。

(3)开设的POCT项目应有仪器和试剂生产厂商提

供的性能规格(如精密度、准确度、可报告线性范围及

灵敏度等)证明文件，POCT管理委员会应组织专家抽

验其主要性能指标，验证记录装入项目档案。

4  操作人员资质

基层医疗机构从事POCT操作的人员应满足下列

条件的临床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护士、医生或其他

医务人员：①具备卫生专业技术职称；②经专门的

POCT培训并考核合格；③由所在POCT管理委员会

认定，具有做好相应POCT检测工作的专业能力。

5  POCT质量保证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POCT要建立POCT质

量管理制度[5]和POCT操作人员培训制度。

(2)每个POCT项目均应结合实际建立健全相应

的标准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文件，其中包括：①患者准备；②标本留取；

③检验方法原理；④仪器品牌，试剂(纸)保存；⑤检

测操作步骤；⑥结果的分析和报告；⑦室内质量控

制；⑧比对；⑨仪器校准和维护；⑩干扰因素及注

意事项；11经验证的项目性能规格；12结果超出可报

告范围的处理程序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标准操作程序

文件必须经POCT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检验专家审核，

报委员会主任签字后，方可实施。

(3)POCT操作人员必须按照要求认真做好日常质

量控制、填写相关质量控制记录，供POCT管理委员

会检查和备案。有关质量保证应参照《即时检测质量

和能力的要求》(GBT 29790-2013)[6]执行。

6  POCT结果报告

(1)POCT结果报告应参考《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

管理办法》[7]对检验报告的要求，遵从便医便民、保

护患者隐私、符合病历书写和保存规范的原则进行(建

议基层医疗机构具备检验信息管理系统)。

(2)POCT结果属于医学检验报告，必须保证医学

检验报告准确、及时和信息完整，不得出具虚假检验

报告。

(3)当发现医学危急值的结果时要严格按照《医学

检验危急值报告程序规范化专家共识》[8]处理。

(4)POCT结果报告(或记录)单上须醒目注明“POCT”

字样，须有检测仪器的统一编号和操作人员签名。

(5)对于外送连锁经营的医学检验实验室，在保证

生物安全和检验质量的前提下，可以在其连锁经营的

实验室之间进行标本的异地检测，并在检验报告中清

晰标注实际进行检验的实验室名称，便于出现差错时

查找原因。

7  操作人员的培训与考核

各基层医疗机构POCT管理委员会负责各自管理

范围内从检人员的培训、考核和指导。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POCT产品设备提供企业相关技术人员可参与受

训。POCT管理委员会要认真安排POCT从检人员的培

训，培训要规范化、定期化且加强检查，保证培训时

间和培训质量，特别要重视对非实验室专业背景的操

作人员的培训。一般性培训之外，每个人正式操作某

项目和(或)仪器前还应经过该项目和仪器操作的培训

和考核，并写入其个人培训记录。个人培训记录应由

培训组织者填写签章，并注明培训内容和考核结论。

7.1 培训内容

(1)开展POCT的目的、意义、局限性以及从检人

员的责任心。

(2)POCT实验前质量保证：①影响检验结果的因

素包括临床原因、药物、饮食、采集标本的部位和方

式，血浆和全血结果间的差异等；②对合格标本的

要求；③POCT标本采集的具体步骤和操作，如从指

端、新生儿脚跟及静脉埋入管采样等。

(3)试剂的正确选用、存放和使用，以及仪器校

准、保养和故障排除方法。

(4)POCT标准操作程序文件的编写和执行。

(5)误差产生原因和分析处理方法，质量保证具体

内容，包括日常室内质量控制和比对的做法和要求、

出现差错时的纠正措施。

(6)检验对及时性的要求，急诊检验及特定要求的

规定。

(7)结果规范化报告的程序和相关知识(原始结

果、记录、复核、正式报告等)。

(8)学习《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学习医疗废物管理的相关知识。

(9)上机操作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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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学习在工作中发生职业暴露事件时，应如何采

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并及时报告机构内的相关部门。

7.2 培训考核

培训完成后必须有书面考核，同时受训者须通过

实际操作考核评估，并对实际样品检测符合要求后，

方可从事相应POCT检测工作。

8  POCT安全与感染防控

(1)开展POCT的基层医疗机构，必须建立并严格

遵守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与安全操作规程，必须保障检

验服务的质量及安全，以及员工、患者和来访者的健

康和安全。建议洁污区域分开，做到布局合理、分区

明确且标识清楚。

(2)应设专人负责标本在实验室内部，以及其他机

构与实验室之间传递过程的生物安全工作，包括生物

安全培训以及相关设备耗材的管理等。

(3)POCT实验室开展艾滋病检测及其他特殊检验

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规定通过有关部

门审核。

(4)标本采样区域建议达到《国家医院消毒卫生标

准》(GB15982-2012)[9]中规定Ⅱ类环境标准。严格按照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10]有关规定，

加强对传染性疾病标本的采集、运输、储存及检验相

关管理。应当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11]和《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12]相关规定妥善处理医疗废

物，满足污物和污水的消毒和无害化的要求。

(5)具有传染性的检验标本预防措施：①穿戴工作

服、口罩、手套、眼保护镜等；②保管好刀片、采血

针等锋利物品，避免刺破皮肤；③操作后正确洗手，

每日用含氯消毒剂擦试操作台，如有试剂或标本溅出

应及时消毒；④按照污染物种类分装废物，按医疗机

构的规定处理；⑤科室中应该备有工作人员的名册和

联系方式，以及建立健康档案[13]以备紧急情况使用；

⑥如果工作人员意外发生皮肤破损并接触到污染品，

应对其采取有效的保密检查、诊断并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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