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

（第三版）

为进一步指导各地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在

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区域核酸检测任务，实现“早发现、

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结合前期实践，我们对《全员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二版）》进行修订，

形成了《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三

版）》。

一、总体要求

在精准快速的流调排查、社区管控基础上，科学研判疫

情传播风险，划定区域核酸检测范围，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加强组织管理，优化采、送、检、报流程，进一步提升核酸

检测质量和效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所在的设区市，包

括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应当在 24 小时内

完成划定范围的区域核酸检测任务。需要时，可通过区域内

协同支援予以保障；必要时，可申请全国支援。

二、组织管理

（一）建立组织机制。设区市在当地联防联控机制下成

立核酸检测工作组，由市委常委牵头，组织卫生健康、公安、

民政、交通运输、财政、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党委宣



传部门等相关部门，多方联动，建立扁平化工作机制，出现

疫情时紧急启用，以设区市为单位，统筹协调区域核酸检测

工作，掌握辖区全面情况，避免将工作任务简单分割下派给

县区。

（二）制定工作方案。设区市在当地联防联控机制下制

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域核酸检测工作方案，明确各有关部门

的职责分工和负责人，理顺全链条工作流程，平急结合，适

时开展预警式筛查演练。

（三）成立工作专班。

1.数据统计专班。主要负责统一归口管理区域核酸检测

所产生的数据信息，建立清晰的信息流转流程，专人收集、

专人统计、专人上报。核酸检测工作组向每一家承担区域核

酸检测任务的检测机构派驻驻点联络人，建立起数据统计专

班和检测机构之间的联系监督机制，实时掌握每一家机构检

测进度，随时解决遇到的问题，督促检测结果及时上传等。

2.采检匹配专班。主要负责根据核酸检测工作方案制定

采检匹配计划，加强采检匹配的动态指挥和调整。需精确掌

握全市可用于调动的核酸检测能力和各街道（乡镇）、社区、

小区的人口底数，在区域核酸检测过程中，实时掌握采、送、

检进度，避免检测机构忙闲不均或样本积压。

3.样本转运专班。主要负责科学测算运力需求，合理部

署转运力量，与采检匹配专班密切配合，动态调整样本转运



方案，保证各检测机构以最快速度进入饱和工作状态。运力

的安排部署要根据核酸采样点的数量、距离、转运车运载量、

转运所需时间等进行优化。

4.阳性结果处置专班。主要负责统筹管理涉疫城市所有

核酸检测阳性结果的处置工作（包括单采阳性和混采阳性），

迅速协调完成信息流转、混采阳性的单采复核、单采阳性人

员的转运工作。专班由 120 转运、公安、疾控和应急采样小

分队组成。

5.物资保障专班。主要负责区域核酸检测工作所需的各

类物资估算、储备和供应保障，包括检测物资、防护物资、

转运物资、消杀物资和必要的生活物资等，并建立有效的调

用机制，就近就便管理。其中，采样所需的耗材根据当地人

口进行属地储备，市县统一调度。

6.质量控制专班。主要负责区域核酸检测的质量控制，

成立核酸采样督导组、核酸检测督导组，对采样人员操作、

个人防护、实验室检测质控以及采样点和实验室内的交叉感

染防控进行监督督导。通过加强质量控制，最大限度减少假

阴性或假阳性，杜绝出具虚假核酸检测报告的现象。

7.医废处置专班。主要负责核酸检测各环节产生的医疗

废物收集、暂存、转运、处置等管理，根据医疗废物产生量

的增减变化，及时调整清运频次，对医疗废物进行集中处置。

8.信息化保障专班。负责核酸检测信息系统的运行、监



测，及时处理信息系统故障，保障系统安全运行，避免出现

宕机或系统崩溃等问题；做好核酸检测期间的通信保障工作。

9.综合管理专班。主要负责撰写区域核酸检测工作方案、

核酸检测分析报告，以及核酸检测工作组内各工作专班的综

合协调保障工作。

各地可结合实际，根据开展工作所需的组织动员、样本

采集、标本检测、秩序维护、生物安全、监督检查、新闻宣

传等，对上述 9 个专班进行增设或合并，但须做到职责清晰、

落实到人，不出现责任空白。

三、工作内容

（一）摸清人口底数。各设区市落实“四方责任”，建

立工作台账，通过网格化管理、拉网式排查，摸清辖区内街

道（乡镇）、社区、小区实际管理人口底数。

（二）测算采样检测能力。各设区市不区分人口规模，

均按照 24 小时内完成全市核酸检测的目标匹配采样和检测

力量。其中，原则上，全部采样任务应当在 6 小时内完成；

确有困难的，可在 12 小时内完成。按照每个采样台（2 个采

样人员）每小时采集 120 人的标准测算采样人员数量，测算

公式为：核酸采样人员数（单位：人）=人口数÷360；采用

10 合 1 混采检测技术的，检测能力测算公式为：核酸检测力

量（单位：管/日）=人口数÷10×2；采用 20 合 1 混采检测

技术的，检测能力测算公式为：核酸检测力量（单位：管/



日）=人口数÷20×2。

（三）细化采样方案。

1.采样点设置。一是科学规划采样点。各设区市应当综

合人口数量、地理交通、核酸检测机构分布等情况，科学规

划采样点布局。按每日 6 小时的采样时间计算，可参考

2000-3000 人设置一个采样点，600-800 人设置一个采样台，

每个采样点需 4-5 个采样台（各地可按照社区、街道、乡镇、

农村、城郊实际人口数量统筹设定），原则上以小区为单位

设置采样点。二是科学选择采样点。采样点应当选择空旷、

通风良好、相对独立的场地，可选具备通风条件、独立空间

的体育馆、展览馆、学校操场等场地。自然条件允许时鼓励

设置室外采样点。三是科学布置采样点。采样点内部划分等

候区、采样区、缓冲区、临时隔离区、医疗废物暂存区，有

效分散待检测人员密度。设置防护服穿脱区，配备手卫生设

施、穿衣镜或防护装置。采样点需设立清晰的指引标识，保

证人员单向流动，并明确采样流程和注意事项。60 岁以上老

年人、孕妇、残障等群体应设置绿色通道独立采样。应设置

健康码“黄码”人员专用核酸检测采样点（采样通道），避

免因人员交叉造成感染。四是迅速建设采样点。要求采样点

在 2-4小时内完成规范建设和启用，在固定采样点的基础上，

采取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小区采样为主，通过进学校、进企

业、进单位等形式细化完善布局，方便群众采样、提高采样



效率。

2.采样组织。在网格化管理基础上，加强核酸采样的组

织动员，明确负责组织动员工作的部门和人员，规范组织动

员工作流程。以居民小区楼宇、自然村组、学校、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公司、市场、宾馆等为最小单元，做到不缺户、

不漏人。核酸采样现场加强精细化组织管理，在由工作人员、

志愿者维护工作秩序的同时，鼓励通过采用座椅、金属网格

线等物理手段，严格落实“1 米线”间隔要求。通过提前分

时段预约、通知及采样等，减少人员在短时间内聚集，力争

群众排队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避免交叉感染。

3.采样方式。根据目标人群已采取的管控措施确定采样

方式。集中隔离点及其他重点人群实行单采单检；封控区人

群实行单采单检或 1 户 1 管；管控区可实行 10 合 1 混采；

防范区和其他区域可实行 20 合 1 混采。单采单检对象在多

轮检测均未检出阳性的情况下，可视情实行 10 合 1 混采。

（四）落实采样力量。提前准备采样医务人员和信息录

入人员，并开展相关培训。在合理评估工作量的基础上，配

备人员，按每个采样台应配备 2 名采样人员（须为医务人员，

考虑换班）、1 名信息录入人员，每个采样台每小时采集 120

人样本计算。采样医务人员应熟练掌握鼻咽和口咽拭子的采

集方法，并进行严格的个人防护和感染控制培训。信息录入

人员应熟练掌握核酸检测信息系统操作流程，并进行相关的



感染控制培训。

（五）样本保存与转运。检测样本应当低温（2-8℃）

保存。在启动区域核酸采样 1 个小时后，应将首批样本转运

至检测机构，使检测机构开始运行。后续样本可每半小时至

2 小时收集转运一次，保证采集后 3 小时送达实验室。优先

转运封控区、管控区的样本，保证不超过 2 小时转运一次；

边远乡村、山区、牧区视具体情况，合理确定转运时间及频

次。可参考每次送样数量约为检测机构单日检测能力的 10%，

以便有序进行检测。

样本转运专班根据实际需求，估算转运所需的专用车辆、

人员和转运箱数量，做好车辆、人员和转运箱等物资的储备

和调用。同时，要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承担区域核酸检

测转运任务的车辆情况。承担转运任务期间，不得将车辆用

于其他用途，做好转运时的生物安全防护。非灭活样本运输

需依法经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公安、交通运输

等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做好运输保障工作。

做好核酸样本转运过程中的人员防护和物品消杀工作。

非灭活样本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感染性物质运输规章指导》

中 UN2814 的 A 类感染性物质以 PI602 进行规范包装，灭活

样本按照 UN3373 的 B 类感染性物质以 PI650 进行规范包装。

样本转运箱封闭前，须使用 75%酒精或 0.2%含氯消毒剂消毒

容器表面。



（六）加强信息化支撑。

1.建立核酸检测信息系统。各省份统筹设区市区域核酸

检测信息系统建设。信息系统要实现相关信息的快速、准确

录入，包括受检者信息（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居住

地址、联系电话）和采样信息（采样点名称、所在区县、样

本编号，样本采集的日期、时间、采集部位、类型、数量），

迅速反馈疑似阳性样本的受检者信息。实现核酸检测采、送、

检、报信息的快速准确和实时监测，做到核酸检测工作的全

流程管理。信息系统能够支持多角色、多用户、高并发运行，

并具备实时汇总统计采、送、检各类信息的功能。上线使用

前，须按照每 10 分钟完成实际管理人口数 10%的人群采样的

标准，提前进行压力测试，确保信息系统稳定性。

2.做好采、送、检匹配。启动区域核酸检测前应提前做

好采、送、检匹配，并进行动态调度。一是根据已设置采样

点的采样能力、各检测机构的实际检测能力，提前做好划片

送样的匹配。二是根据核酸检测机构的实验节奏，分批次送

样，动态调度，做到“不空机、不积样”，充分利用好各检

测机构的检测能力。

3.核酸结果反馈。各设区市要及时反馈核酸检测结果，

做到采、送、检各环节信息准确，及时向公众提供检测结果

查询方法和途径，提前做好查询服务系统压力测试，保证群

众采样后 24 小时内能够查询到结果。



（七）保障物资供应。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

无备”的原则，启动区域核酸检测工作前，要提前做好物资

保障工作。保证检测所需采样管（单管、10 合 1、20 合 1 等，

建议使用灭活型采样管）、咽拭子（鼻咽、口咽）、检测试

剂、医用耗材、防护用品、消杀用品等物资充足供应，且质

量优良、型号规格适宜，办公用品、必要的生活用品等物资

充足供应。采样点的物资储备要充分考虑雨雪、低温、高热、

台风等特殊天气的因素，根据采样点的布局进行清单式、台

账式的储备管理。

四、科学确定检测策略

设区市联防联控机制要根据流调溯源、密接人员推送等

情况，研判疫情传播趋势，第一时间科学划定风险地区和区

域核酸检测范围并动态调整。原则上，疫情发生后的前 3 日，

每日开展 1 轮区域核酸检测，摸清社会面潜在风险；之后根

据流调溯源情况、社区封控范围、核酸筛查结果等综合研判，

确定后续的筛查范围和频次。

若社会面风险未得到控制、风险点位不清，则继续每日

开展 1 轮区域核酸检测。当社会面风险得到控制、风险点位

基本摸清时，可根据病例分布情况，针对有关街道、社区、

小区划分重点区域，对重点区域每日一检，非重点区域可视

情况隔日一检或 3 日一检，并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具检

测结果。逐步缩小核酸筛查范围，提高筛查精度，科学精准



筛查。

各地可结合新冠病毒抗原检测有关要求，推进“抗原筛

查、核酸诊断”的监测模式，增加抗原检测作为区域核酸检

测的补充手段，研究细化实施方案后组织实施。

五、规范阳性样本处置流程

（一）单采检测阳性处置流程。单采样本检测结果阳性

时，检测机构应当立即上报核酸检测工作组数据统计专班，

数据统计专班立即通知阳性结果处置专班，由其开展以下五

项工作：一是通知 120 负压救护车进行阳性感染者转运；二

是通知集中隔离管理设施准备接收该阳性感染者；三是通知

阳性感染者所在社区（小区）找到并控制该阳性感染者；四

是通知公安机关协助进行阳性感染者转运，并开展该阳性感

染者轨迹排查；五是通知疾控部门开展后续的流调溯源、密

接排查和社区封控等工作。上述部门通知不分先后。

（二）混采检测阳性处置流程。各市成立应急采样小分

队，24 小时在岗待命，做好随时出发的各项准备。混采检测

阳性时，检测机构应当立即上报核酸检测工作组，工作组同

时通知应急采样小分队、混管样本所在社区（小区）和公安

机关，立即原地隔离所涉人员并进行单采复核。混采阳性单

采复核要求鼻咽、口咽双采单检。单采复核样本采取首检负

责制，送至原实验室进行检测，如单采复核结果阳性，参照



单采检测阳性处置流程处理。混采检测阳性处置工作应在 6

小时内完成（详见下图）。

图 混采检测阳性处置流程图

六、加强核酸检测质量控制

（一）加强采样质控。核酸采样督导组采用分片包干的

形式巡回指导各采样点，规范采样操作、个人防护和交叉感

染防控等相关工作，指导各采样点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加强

已采集样本的保存管理，确保采样工作高质高效。

（二）加强检测质控。核酸检测督导组建立蹲点督导机

制，组织临床检验专家对各检测机构进行点对点蹲点督导。



实验室性能验证、室内质控、室间质评等按照《医疗机构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手册（试行第二版）》相关要求执

行，保障检测质量。首次采用 20 合 1 混采检测的地方，要

按照《新冠病毒核酸 20 合 1 混采检测技术规范》，加强培

训和组织实施。严格落实实验室准入和人员准入要求，制定

实验室标准化流程，严防实验室污染和实验室内交叉感染。

七、规范人员等相关管理

（一）规范人员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各地应按照《生

物安全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新型

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二版）》等规定，按要求

进行实验室备案，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防范生物安全

事件发生。加强医务人员及其他非医务人员的感染控制培训、

区域核酸检测信息系统应用培训。采样人员、实验室检测人

员防护要求按照《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手册

（试行第二版）》执行。当地要做好统筹协调，加强对参与

核酸采样、检测人员的关心关爱，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二）加强医疗废物处理。各地应规范医疗废物管理，

做好医疗废物收集、包装、无害化处理、暂存、交接和转运

等工作，使用双层包装袋盛装医疗废物，有效封口，确保封

口严密，确保医疗废物包装无破损、无渗漏。医废处置专班

要及时协调具有相应资质的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处置转运采

样点和核酸检测机构的医疗废物。核酸采样点产生的医疗废



物要当日清运；核酸检测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在暂存条件允

许时，暂存时间不得超过 2 天，医疗废物产生量激增无法安

全暂存时，要当日清运。核酸检测机构应根据暂存场所、医

疗废物贮存情况，与收运单位预约清运时间，清运应避免大

风、雷雨天气。收运单位要优化运输车辆调度，合理安排收

运路线，做好医疗废物清运保障。

相关链接：1.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

（第三版）修订要点

2.《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

南（第三版）》有关问题解答

http://www.nhc.gov.cn/yzygj/s3594/202203/69c0d7e325d44c39a2a73d1e70048882.shtml
http://www.nhc.gov.cn/yzygj/s3594/202203/69c0d7e325d44c39a2a73d1e70048882.shtml
http://www.nhc.gov.cn/yzygj/s3594/202203/d6a7cdbde6884daaaed1222bf0040541.shtml
http://www.nhc.gov.cn/yzygj/s3594/202203/d6a7cdbde6884daaaed1222bf004054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