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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规范．

便携式血糖仪临床操作和质量管理规范
中国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临床检验中心

随着床旁检验（ｐｏｉｎｔ．ｏｆ—ｃ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ＯＣＴ）产业
的快速发展，新型检测设备的不断面世，ＰＯＣＴ在医

（４）质量控制体系不完善，缺少对仪器及试剂的规

疗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对快速便捷的疾病诊断与

不参加室间质评。

治疗监测起了重要作用。但临床实践中，ＰＯＣＴ的
操作流程及质量管理规范还不完善，由此导致的不

范化质量要求，有些医院甚至既不进行室内质控，又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仪器准人性能要
求和院内血糖监测管理方面进行改善。

准确检测结果可能影响临床决策及治疗效果。为规

二、便携式血糖仪医疗机构准人的性能要求

范检测流程，提高检验质量，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

便携式血糖仪进入医院正式用于临床之前应进

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临床检验中心组织

行必要的方法学评价，从而确认此款血糖仪是否满

全国相关领域专家共同制定了“便携式血糖仪临床

足临床需求、是否适用于医院复杂的医疗环境，确认

操作和质量管理规范中国专家共识”。

属于ＢＧＭＳ，而非ＳＭＢＧ设备。建议评价标准

本共识适用于使用便携式血糖仪的各级医疗机
构和人员，旨在为便携式血糖仪操作及管理提供临

如下‘引。

１．精密度：当血糖浓度＜５．５ ｍｍｏＬ／Ｌ时，标准差

床检测和质量管理的可行性建议和工作流程，使便

（ＳＤ）应＜０．４２ ｍｍｏｌ／Ｌ；当血糖浓度≥５．５

携式血糖仪的临床应用更加科学、合理、准确和规

时，变异系数（ｃｙ）应＜７．５％Ｅ ３］。评价方法详见附

范，最终提高检测质量和管理水平。

录１。

一、便携式血糖仪血糖监测应用现状简介

ｍｍｏｌ／Ｌ

２．准确度：可采用与生化仪血糖检测结果比对

ＰＯＣＴ检测是在患者近旁使用便携式仪器进行

的方式进行。当血糖浓度＜５．５ ｍｍｏ］／Ｌ时，至少

的检验，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可快速得到检测结果，

９５％的检测结果差异在±０．８３ ｍｍｏＬ／Ｌ的范围内；

有助于缩短检测周期、改进治疗效果和提高医疗效

当血糖浓度／＞５．５ ｍｍｏＬ／Ｌ时，至少９５％的检测结果

率，已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１ Ｊ。采用便携式血糖仪

差异在－４－１５％范围内‘２圳。

的血糖监测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

ＰＯＣＴ血糖监测可分为通常用于医疗机构的血

３．可检测范围：２．２～２２．２

ｍｍｏｌ／Ｌ。

４．抗干扰性能：

ｓｙｓｔｅｍ，ＢＧＭＳ）

（１）类葡萄糖物质：采用葡萄糖脱氢酶（ＧＤＨ）

和患者居家进行的血糖自我监测（ｓｅｌ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法的便携式血糖仪易受麦芽糖、木糖、半乳糖的影

ｂｌｏｏｄ

响，使检测结果偏高（表１）。

糖监测系统（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ｇｌｕｃｏｓｅ，ＳＭＢＧ）两类。

当前国内各医疗机构便携式血糖仪监管和质量

表１影响不同检测方法便携式血糖仪的常见干扰物质

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１）产品质量和技
术要求不统一，市场上便携式血糖仪设备种类繁多，
质量不一。（２）管理要求不明晰，常常处于监管不
到位的状态；许多医院没有ＰＯＣＴ管理机构。（３）人

员培训不到位，不少操作者缺乏相应的培训和考核，
便携式血糖仪结果的准确性达不到相应的要求。
注：ＧＯＤ：葡萄糖氧化酶；ＮＡＤ—ＧＤＨ：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葡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 ６．３６．００３

萄糖脱氢酶；ＦＡＤ—ＧＤＨ：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葡萄糖脱氢酶；ＰＱＱ—

通信作者：潘柏申，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检验科

ＧＤＨ：吡咯喹啉醌葡萄糖脱氢酶；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ＧＯＤ：改良的葡萄糖氧化

Ｅｍａｉｌ：ｐａｎ．ｂａｉｓｈｅｎ＠Ｚ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ｅｎ

万方数据

酶；“＋”表示有干扰，“一”表示无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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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影响氧化还原反应的因素：①维生素Ｃ、对

培训内容应当涵盖：便携式血糖仪检测原理；便

乙酰氨基酚、尿酸等还原性物质会影响酶的氧化还

携式血糖仪检测操作流程；标本采集流程；便携式血

原反应，使便携式血糖仪检测结果偏高【５Ｉ。②氧分

糖仪质量控制流程、质量保证相关措施；血糖监测的

压会使部分葡萄糖氧化酶（ＧＯＤ）法的检测结果产

应用价值及其局限性；仪器、试纸条及质控品的贮存

生偏差旧Ｊ。

条件；血糖检测结果的解读；血糖检测结果的误差来

（３）血细胞比容（ＨＣＴ）：ＨＣＴ在３５％～５５％区

源；生物安全预防措施等。

间内时，便携式血糖仪通常可正常使用；当超出这个

（三）建立血糖监测系统质量控制体系

范围时，应该注意便携式血糖仪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１．分析前质量控制：

尤其是新生儿，其ＨＣＴ可在４３％～６３％之问，检测

（１）每台便携式血糖仪均应有相应记录，包括

结果偏低。另有研究表明，贫血时也会使便携式血

测试日期、时间、试纸条批号及有效期、仪器编号及

糖仪数据降低。６ Ｊ。

质控结果等。

（４）其他因素：①胆红素、三酰甘油等体内代谢

标本采集程序必须正确，详见附录２。

产物达到一定浓度时，会影响便携式血糖仪的检测

（２）维护仪器：仪器处于良好状态是确保检验

结果∽ｊ。②ｐＨ值、温度、湿度等因素也会影响便携

结果的关键，必须经常进行仪器的维护。检验仪器

式血糖仪的检测结果。

要按规定做好保养，使仪器终始处于良好的工作

临床出现便携式血糖仪结果与实验室结果偏差
较大时，尤其是发生低血糖事件时，应考虑临床症状
以及用药对检测结果产生的可能影响。

５．信息化要求：便携式血糖仪应能与医院信息

状态。

（３）准备试纸：试纸一定要按标准操作规程储
存、使用，暂时不用的试纸必须迅速盖好瓶盖，以防
止试纸变质。

系统（ＨＩＳ）以及实验室信息系统（ＬＩＳ）相连接，有助

２．分析过程中质量控制：

于实现全院室内质控的实时监控，满足医疗机构对

（１）质控频次：建议每个检测日至少做１次

ＰＯＣＴ血糖仪信息化管理的需求。
三、血糖监测院内管理的建议

质控。

（２）确保仪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做好室内质

（一）成立院内ＰＯＣＴ管理机构

控、室间质评，一旦出现失控情况，必须要有失控的

ＰＯＣＴ管理机构可由相关科室组成，下设相关

分析记录及纠正措施。

小组（人员）分管不同工作。
（二）制订便携式血糖仪血糖监测相关的程序
文件及操作标准规程
医疗机构应以血糖监测系统厂家的说明书为依
据，制订以下相关文件【８ Ｊ。

（３）严格按照标准操作程序检测。
（４）规范保存必要的结果记录。
３．分析后质量控制：当检测结果出来以后，按

照标准操作规程上报结果。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检测结果达到或超过

１．标准操作规程：（１）标本采集标准操作规程

“危急值”时，应立即向上级医师报告并及时处理，

（详细方案及注意事项见附录２）；（２）仪器操作标

同时立即采集静脉血送医院检验科紧急检测∽Ｊ。

准操作规程；（３）质量控制标准操作规程；（４）结果

“危急值”应当根据临床医师意见确定。９。１

０Ｉ。

报告标准操作规程；（５）废弃物处理标准操作规程；

（四）医疗机构血糖仪室间质量评估。

（６）仪器维护、保养以及试纸储存标准操作规程。

１．室间质量评价（ＥＱＡ）／能力验证（阳）：建议

以上文件也可合并。
２．人员培训和考核的相关标准操作规程：便携

每年至少参加１次国内、外相关机构举办的ＥＱＡ／

门活动。

式血糖仪的操作培训考核应由医院ＰＯＣＴ管理机构

２．生化比对：建议医疗机构每年进行１次便携

主持，生产厂家积极配合。ＰＯＣＴ管理机构应定期

式血糖仪与本医疗机构实验室生化仪方法学比对活

组织相关操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记录并保存培训

动，详细方案及注意事项见附录３。

及考核结果。经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人员方能从事Ｉ临
床便携式血糖仪的检测活动。
医疗机构操作人员未经考核通过及授权，不得
进行血糖检测活动。

万方数据

附录１

血糖监测系统精密度性能评价方案

收集肝素抗凝的静脉血样本至少２份，进行重
复性试验，每份样本在检测前充分混匀，分别重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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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２０次，计算有效检测结果的ＳＤ和ＣＶ。

样本。

结果判断：当血糖浓度＜５。５ ｍｍｏｌ／Ｌ时（低浓

高浓度样本可以选择较高浓度（６～８ ｍｍｏｌ／Ｌ）

度样本），５Ｄ应＜０．４２ ｍｍｏｌ／Ｌ；当血糖浓度≥５．５

的静脉血样本，然后加入稀释１０倍的５０％葡萄糖

ｍｍｏｌ／Ｌ时（高浓度样本），ＣＶ应＜７．５％。如果检测

注射液（２７７．８ ｍｍｏｌ／Ｌ），即可获得血糖浓度

结果超出要求，需要对便携式血糖仪进行维护和校

１１．０

准后重新进行精密度性能评价检测。

衡１０ ｍｉｎ方可进行检测。

ｍｍｏｌ／Ｌ左右的样本，样本在检测前需室温平
６．样本预处理：对于静脉血比对，首先应根据

附录２血糖检测操作规范

厂家的要求和血糖监测系统的方法学原理对样本进

１．选用７５％乙醇消毒采血部位，不可选择其他
对检｛．贝４有干扰性的消毒剂，例如碘伏。

行预处理，例如某些血糖监测系统如果采血时间过
长，需要进行加氧处理；某些血糖检测系统只可应用

２．待乙醇干后，方可进行采血。

新鲜血液等。

３．采血针穿刺皮肤后，轻压血液自然流出，用

样本根据不同的血糖监测系统的要求处理后，

消毒棉球轻拭去第１滴后，将第２滴血液滴人试纸

方可按照医疗机构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操作，为避

区上的指定区域。穿刺皮肤后勿过度用力挤压，以

免糖酵解带来的误差，务必保证每份样本的血糖仪

免组织液混入血样造成结果产生偏差。

检测与生化仪检测之间时间间隔不超过３０

４．检测结果的记录包括被测试者姓名、检测日
期、时间、结果、单位、检测者签名等。

７．生化比对判断标准：血糖浓度＜５．５

ｍｉｎ。
ｍｍｏｌ／Ｌ

时，检测结果差异在±０．８３ ｎｕｎｏｌ／Ｌ范围内；当血糖

５．出现血糖异常结果时，应及时分析原因，针
对不同的原因采取处理措施，例如复测、复测质控后
重新检测、复检静脉生化血糖、复测后通知医师采取

浓度≥５．５ ｍｍｏｌ／Ｌ时，检测结果差异在±１５％范
围内。

对每台仪器而言，样本合格率整体需达到８０％
以上才能判断此仪器为比对合格仪器Ｈ Ｊ，即如

必要的干预措施。

果５份样本参与检测，必须保证有４份样本检测结
附录３血糖监测系统生化比对方案

果达到上述要求。
执笔：潘柏申、陈文祥

１．生化比对样本抗凝剂的选择：为更好地排除

外界因素对比对结果的干扰，建议生化比对涉及的
参与编写的专家（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陈鸣（第三军

血样应采用肝素抗凝管采集静脉血。

２．生化比对浓度设定：生化比对样本建议选择
５份，浓度分别涵盖：高浓度（１１．０ ｍｍｏｌ／Ｌ左右）、
中浓度（７．０ ｍｍｏｌ／Ｌ左右）和低浓度（２．８

ｍｍｏｌ／Ｌ

医大学大坪医院检验科）；陈文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临床检验中心）；管庆波（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郭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姜晓峰（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检验科）；康熙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左右）。

京天坛医院检验科）；李蓬秋（四川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３．仪器抽样：每个医疗单元抽取１台便携式血

李永军（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李延兵（中山大学

糖仪进行生化比对，其他未进行比对试验的便携式

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刘勇（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

血糖仪可利用日常质控与参与比对的仪器进行比对

院检验科）；吕礼应（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评估。

罗迪贤（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潘柏申（复旦大学附

４．生化比对血样来源：为了更好地验证结果相

属中山医院检验科）；桑圣刚（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

关性，排除分析前某些因素的影响，建议选择静脉血

科）；王卫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

进行比对：同一份静脉血分成２份，１份使用便携式

血糖仪检测，另ｌ份离心后使用生化分析仪检测。
５．不同浓度样本获取：尽可能采用未经人为处
理的静脉血样本。如难以获取，可采取如下方法
配置。
低浓度样本可以选择血糖浓度为４—５

科）；王煜非（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杨红玲（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检验科）；张华（贵州省人
民医院检验科）；张枝（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检验科）；朱洪权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
参与征求意见的专家（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艾承锦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丁元廷（贵阳中医学院

ｍｍｏｌ／Ｌ

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伏建峰（解放军乌鲁木齐总医院检

的静脉全血样本，将其放在３７℃温箱中孵育使血糖

验科）；匡洪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酵解６ ｈ，即可获得血糖浓度２．８ ｍｍｏｌ／Ｌ左右的

李丰益（四ＪｉＩ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李世军（大连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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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李增安（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检验科）；伦立民（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马建峰（江苏

５

省人民医院检验科）；马建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市第
一医院内分泌科）；牛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欧启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潘世扬（江苏

６

省人民医院检验科）；王树辉（贵州省人民医院检验科）；
徐根云（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张传宝（国家

７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临床检验中心）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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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张媛）

和能力认可准则在Ｉ『每床化学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Ｓ／ＯＬ］．

．读者．作者．编Ｎ－．
本刊“疑难病例析评＂栏目征稿
中华医学杂志开辟“疑难病例析评”栏目。结构分“病
历摘要”和“分析与讨论”两部分：

图片。字数以不超过１ ０００字为宜（不包括图片）。“分析与
讨论”部分：要求逻辑性强，条理清楚，能较好地体现正确的

１．病例选择：（１）疑难病例，特别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

临床思维，对读者的临床工作有实际借鉴意义。重点部分可

的疑难病例。（２）误诊且有经验教训的病例。（３）诊断已经

采用序号标示法，以突出层次。写作上应满足以下要求：

明确，但病情危重或有诸多并发症，治疗上甚为棘手的病例。

（１）开门见山，首先说明本例需要从哪几个方面讨论；（２）写

（４）罕见病例。（５）其他对临床实践有指导或提示意义的病

清诊断和治疗思路，如何发现并优先处理疾病的关键问题；

例。以上病例须最终获得明确诊断或成功治疗，临床资料应

（３）请将疑点、鉴别诊断要点另列出，通过什么手段排除相

齐全，能提供实验室、影像学和（或）病理确诊证据。

关疾病；（４）给出本例的最后诊断和诊断依据；（５）若为误

２．写作格式：文题可用主要症状、体征或诊断命题，各

诊，则总结经验教训；（６）若为罕见病，则介绍目前国内外的

短语之间用一字线连接：正文分“病历摘要”和“分析与讨

最新进展；（７）列出相关的国内外主要参考文献。字数以控

论”两部分。“病历摘要”部分：交代清楚患者主诉、病史（包

制在２

括既往史）、作者接诊后的诊治经过等。应提供必要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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