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６－０９

［作者简介］　郭玲玲（１９９８－），女（汉族），重庆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医院感染管理研究。

［通信作者］　吴晓英　　Ｅｍａｉｌ：２３０１０８７９６０＠ｑｑ．ｃｏｍ

犇犗犐：１０．１２１３８／犼．犻狊狊狀．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２１５３７

·论著·

应用综合干预措施提高临床微生物标本送检质量

郭玲玲，陈　韵，吴晓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医院感染控制科，重庆　４０２１６０）

［摘　要］　目的　应用综合干预措施，提高临床微生物标本送检质量。方法　调查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２０年８月某

院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的住院患者，２０１９年９月开始实施综合干预措施。综合干预措施包括签订责任书、工作质

量考核与反馈、知识培训、信息系统控制等，比较干预前（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１９年８月）与干预后（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２０

年８月）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无菌性标本、呼吸道标本及血培养标本送检情况。结果　共调查治

疗性使用抗菌药物的住院患者４０３３５例，干预前２１４４１例，干预后１８８９４例。干预后抗菌药物、限制级抗菌药物、

特殊级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检率分别为６５．２０％、６７．３６％、９９．０２％，高于干预前的６３．６４％、６４．６８％、

９１．２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无菌性标本送检率由干预前的１３．８１％提高至干预后的１５．８５％，

呼吸道标本送检率由干预前的３７．６３％下降至干预后的３５．６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０１）。无菌性标

本占比由干预前的３０．４３％提高至干预后的３４．８４％，呼吸道标本占比由干预前的４５．７４％下降至干预后的

４０．０９％。两套及以上血培养标本占比由干预前的１８．６３％上升至干预后的２１．９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０１）。结论　应用综合干预措施可同时提高临床微生物标本送检率与送检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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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不合理使用抗菌

药物的现象，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加，给公共卫生领域

带来巨大挑战，已成为全球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事

件之一［１３］，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刻不容缓。我国

从２０１１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专项整治活动，将微生物标本送检率作为抗菌

药物临床合理应用的重要质控指标之一［４］，使国内

医疗机构微生物标本送检率逐渐提升。规范临床微

生物标本送检工作，有利于加强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提高细菌耐药性监测的准确性，对诊断和治疗感染

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５］。提高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

物标本送检率，特别是提高高质量的无菌性标本送

检比例，可以有效提高抗菌药物使用的科学性和规

范性，对遏制细菌耐药，提升治疗效果和保障人民群

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自２０１９年９月开始

对住院患者实施提高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

检质量的干预研究，为进一步提高微生物标本送检

质量和规范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资料　调查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２０年８月

某院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的住院患者，其中２０１８年

９月—２０１９年８月为干预前阶段，２０１９年９月开始

实施提高临床微生物标本送检质量的综合干预措

施，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２０年８月为干预后阶段。本研

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１．２　综合干预措施

１．２．１　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　将临床微生物标本

送检质控管理纳入医院感染目标管理，制定预期目

标，与科主任和护士长签订目标责任书，将目标任

务的完成情况纳入临床科主任、护士长年度绩效考

核管理。

１．２．２　工作质量考核与反馈　制定临床微生物标

本送检工作质量考核标准，设４个考核指标，包括限

制级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检率、特殊级抗

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检率、呼吸道标本构成

比、无菌性标本构成比。考核指标设定以前１年临

床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检率、呼吸道标本

构成比、无菌性标本构成比为基线，综合各临床科室

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个性化特征，如内科、重症监

护病房（ＩＣＵ）限制级、特殊级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

物标本送检率分别≥７０％、≥９５％，而外科≥６０％。

考核分值总分为１００分，其中限制级为３０分，特殊

级为３０分，微生物标本送检为４０分。限制级和特

殊级每项指标下降１％扣２分，扣完为止；无菌性标

本培养送检比例未达到目标比例，按差值扣分，每差

１％扣２分；呼吸道标本培养送检比例高于目标值，

按差值扣分，每升高１％扣１分。２０１９年９月开始

实施，每月考核与反馈１次，对不达标的科室进行督

促整改，考核结果与科室绩效工资挂钩，并纳入科室

年度评优评先管理。

１．２．３　知识培训　在全院开展多种形式的微生物

标本送检知识培训。（１）制定并下发《临床微生物标

本采集与运送标准操作规程》与采样视频，要求所有

临床医务人员学习实施。（２）定期开展临床微生物

标本送检全员培训，强化“送对标本，用对药”理念。

（３）根据每月考核结果，对微生物标本送检考核结果

差的科室，医院感染控制科专职人员或微生物实验

室人员入科进行个性化培训，帮助其解决问题，提高

临床微生物标本送检质量。

１．２．４　信息系统控制　特殊级抗菌药物使用管理

较限制级更为严格，为促进特殊级抗菌药物治疗前

微生物标本送检，医院在 ＨＩＳ系统内设置了信息化

控制功能，即开具特殊级抗菌药物治疗医嘱，必须先

开具并执行高质量微生物标本（无菌部位标本、支气

管肺泡灌洗液）送检医嘱。

１．３　评价方法　以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

物标本送检率、无菌性标本送检率及构成比、呼吸道

标本送检率及构成比、血培养标本送检率与送检方

式构成比为评价指标。相关数据从医院感染实时监

控系统和检验系统提取。（１）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

物标本送检率：包括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

检率、限制级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检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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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级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检率。（２）无菌

性标本、呼吸道标本送检率：指无菌性标本或呼吸道

标本送检患者在同期使用抗菌药物治疗住院患者中

所占比率。（３）无菌性标本、呼吸道标本构成比：指

无菌性标本、呼吸道标本在所有微生物标本中所占

比率，无菌性标本包括血液、脑脊液、胸腔积液、腹腔

积液等无菌性标本，呼吸道标本包括痰、支气管肺泡

灌洗液、鼻咽拭子。（４）不同血培养送检方式构成

比：指单瓶、单套、双套及三套血培养标本数在所有

血培养标本中所占比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３．０统计学软件进

行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微生物标本

送检率及无菌性标本、呼吸道标本送检率比较采用

卡方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２０年８月该院治

疗性使用抗菌药物的住院患者共４０３３５例，其中实

施综合干预前２１４４１例，实施综合干预后１８８９４例。

２．２　微生物标本送检情况　干预后的抗菌药物治

疗前、限制级抗菌药物治疗前、特殊级抗菌药物治疗

前微生物标本送检率分别为６５．２０％、６７．３６％、

９９．０２％，高 于 干 预 前 的 ６３．６４％、６４．６８％、

９１．２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综合干预前后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检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组别
抗菌药物

使用例数 送检例数 送检率（％）

限制级抗菌药物

使用例数 送检例数 送检率（％）

特殊级抗菌药物

使用例数 送检例数 送检率（％）

干预前 ２１４４１ １３６４４ ６３．６４ １５９５３ １０３１８ ６４．６８ １５６９ １４３２ ９１．２７

干预后 １８８９４ １２３１８ ６５．２０ １４４３５ ９７２３ ６７．３６ １１２８ １１１７ ９９．０２

χ
２ １０．６５９ ２４．２３１ ７６．１２２

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　无菌性标本和呼吸道标本送检情况　无菌性

标本送检率由干预前的１３．８１％提高至干预后的

１５．８５％，呼吸道标本送检率由干预前的３７．６３％

下降至干预后的３５．６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犘＜０．００１），见表２。无菌性标本占比由干预前

的３０．４３％提高至干预后的３４．８３％，呼吸道标本占

比由干预前的４５．７４％下降至干预后的４０．０９％，见

表３。

表２　综合干预前后无菌性标本和呼吸道标本送检率比较

犜犪犫犾犲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ｔｅｒｉｌ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ｎｄ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组别
调查

例数

呼吸道标本

送检例数 送检率（％）

无菌性标本

送检例数 送检率（％）

干预前 ２１４４１ ８０６９ ３７．６３ ２９６１ １３．８１

干预后 １８８９４ ６７４２ ３５．６８ ２９９４ １５．８５

χ
２ １６．４３９ ３３．０９４

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表３　综合干预前后送检微生物标本类别构成

犜犪犫犾犲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ｏｆ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ｂｅ

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标本类型

干预前

标本数

（份）

构成比

（％）

干预后

标本数

（份）

构成比

（％）

呼吸道标本 １９０７１ ４５．７４ １７０４１ ４０．０９

无菌性标本 １２６９０ ３０．４３ １４８０９ ３４．８３

分泌物标本 ２５２８ ６．０６ ２４２７ ５．７１

粪便标本 ７２０ １．７３ １０５３ ２．４８

尿标本 ４４９４ １０．７８ ４６３６ １０．９０

脓液标本 ５７９ １．３９ ７７８ １．８３

生殖道分泌物标本 １５６０ ３．７４ １６９５ ３．９９

其他类别标本 ５４ ０．１３ ７２ ０．１７

合计 ４１６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５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４　不同血培养标本送检方式　单瓶、单套血培养

标本占比由干预前的１１．０１％、７０．３６％降低至干预

后的９．５６％、６８．４９％，≥两套血培养标本占比由干

预前的１８．６３％上升至干预后的２１．９５％，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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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综合干预前后不同血培养送检方式构成

犜犪犫犾犲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ｏｆ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ｌｏｏ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组别

送检

血标本

例数

单瓶

例数
构成比

（％）

单套

例数
构成比

（％）

≥两套

例数
构成比

（％）

干预前 ４０３１ ４４４ １１．０１ ２８３６ ７０．３６ ７５１ １８．６３

干预后 ４２０５ ４０２ ９．５６ ２８８０ ６８．４９ ９２３ ２１．９５

χ
２ ４．７２５ ３．３７０ １４．００３

犘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细菌耐药特别是多重耐药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感染性疾病治疗的难度［６］。为规范抗菌药物的合理

应用，遏制其耐药性，该院于２０１８年９月开始对临

床微生物标本送检质量进行综合干预研究。本研究

通过制定临床微生物标本送检工作质量考核标准，

设定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检率的考核指

标，并对送检率较低的科室进行入科培训，提高送检

意识，住院患者抗菌药物、限制级抗菌药物、特殊级

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检率均得到了明显提

高，分别由干预前的６３．６４％、６４．６８％、９１．２７％提

高至干预后的６５．２０％、６７．３６％、９９．０２％，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提高临床抗菌药物治

疗前微生物标本送检率是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和成功

控制感染的前提。干预前，该院已采取系列措施提

高微生物标本送检率，送检率已达到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相关要求［７］，干预后，临床微生物标本送检率

进一步提升。说明综合干预措施可以提高临床医务

人员微生物标本送检意识，其中基于上一年度基线

水平设定考核指标是持续提高临床微生物标本送检

率的关键措施。

临床微生物标本送检率高并不能代表送检质量

好，高质量的微生物标本对细菌耐药性监测和合理

应用抗菌药物至关重要，不合格标本会产生不正确

的检验结果，甚至误导临床治疗。在临床实际工作

中，微生物标本送检类型繁多，既包括来自无菌部位

（血、脑脊液、关节腔积液、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和其

他无菌体液或分泌液等）的标本，也包括来自非无菌

部位（痰、咽拭子、尿、粪便等）的标本。应根据感染

部位采集不同来源的标本。来自非无菌部位的标

本，必须排除细菌污染或定植的可能性，才有诊断价

值。从无菌部位标本分离的细菌和真菌，其临床价

值较大，尤其是血培养［８］。临床微生物标本送检中，

非无菌性标本仍占绝大多数，２０１９年全国ＣＨＩＮＥＴ

三级医院细菌耐药性监测结果显示［９］，呼吸道分泌

物标本占４０．７％，血标本仅占１５．１％。国内外专家

呼吁要提高微生物标本送检质量，尤其要提高更有

意义的无菌性标本的送检比例［１０］。本研究通过制

定无菌性标本占比预期目标，纳入科室年度绩效考

核；设定无菌性标本考核标准并及时反馈；全院培训

无菌性标本送检规范并进行考核，对考核结果不合

格的科室进行入科个性化指导；以信息化系统作为

数据监测支撑，经过一系列综合干预措施，最终使无

菌性标本送检率由１３．８１％上升至１５．８５％，呼吸道

标本送检率由３７．６３％下降至３５．６８％，无菌性标本

占比由３０．４３％提高至３４．８３％，呼吸道标本占比由

４５．７４％下降至４０．０９％。研究结果表明，采取综合

干预措施，能有效提高无菌性标本送检比例，进而减

少临床意义不大的呼吸道标本送检比例，对于明确

致病菌和相应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研

究中，虽然无菌性标本送检比例呈上升趋势，但呼吸

道标本仍占有较大比例，有待今后进一步改善。

通过综合干预，无菌性标本送检率得到提高，其

中血培养标本送检比例也有所提高。血培养标本作

为无菌部位标本，质量高、较容易获取，是常用的最

直接、最有效的诊断血流感染的方法［１１］。准确的血

培养阳性结果可为临床诊断感染性疾病提供病原学

依据，对指导临床治疗和评估患者预后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１２］。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ＣＬＳＩ）

认为，由于双份或３份血培养具有较高的病原菌检

出率和临床鉴别污染的价值，因而推荐血培养采集

双份或３份
［１３１５］。因医疗费用负担和医务人员认识

不足，我国采集多套血培养的送检方式较少，但近几

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血培养标本的送检规范［１６１７］。

该院为了提高血培养标本送检比例，对医务人员进

行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血培养采集方法培训，规范

采集流程，使医务人员深刻认识到血培养的意义，掌

握其正确方法并在工作中实践。本研究显示，综合

干预后，单瓶、单套血培养标本送检比例呈下降趋

势，双套及以上血培养送检比例呈上升趋势，双套及

以上血培养标本占比由干预前的１８．６３％上升至干

预后的２１．９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说

明医务人员对血培养标本的送检意识逐渐提高，对

双套及以上血培养检测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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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单瓶血培养容易造成血流感染中某些病原菌的

漏检；提高双套及以上血培养比例，有利于提高病原

菌检出率，降低漏检风险［１８］，从而为临床准确判断

血流感染提供参考。多种因素影响血培养标本检测

阳性率，包括采集时机、采集血液量、血培养份数、采

血之前是否使用抗菌药物治疗等［１９］。血培养标本

的采集时机是影响血培养标本检测结果的重要因

素，应尽可能在患者使用抗菌药物前、发热和寒战前

１ｈ进行采集，若在抗菌药物使用后进行采集，会导

致血培养标本阳性率偏低和皮肤定植菌污染［２０］。

国内外相关文献［２１２２］报道，每次采集２～３套，怀疑

有血流感染时采集４０～６０ｍＬ血液，在此范围内采

血量每增加１０ｍＬ，阳性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增加

血培养送检套数可有效提高血流感染检出率，在临

床值得继续推广。

综上所述，通过采取签订责任书、工作质量考核

与反馈、知识培训、信息系统控制等综合干预措施，

抗菌药物治疗前微生物标本送检率与送检质量均得

到明显提高，对指导临床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减少细

菌耐药性具有积极作用。

本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是未获取血培养阳性率

的数据，虽然提高了双套及以上血培养标本的送检

比例，但其送检套数、采集是否规范将直接影响血培

养结果，不规范的采集会造成血培养阳性率低、污染

率高等问题。另外，信息化系统无法获得住院患者

入院前使用抗菌药物的信息，大部分住院患者可能

已在其他医疗机构使用过抗菌药物，从而降低了送

检标本的准确性，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

探究。

［参 考 文 献］

［１］　ＺｈｕＥ，ＦｏｒｓＵ，Ｓｍｅｄｂｅｒｇ?．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ｆｏｒ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ＢＭＣ

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Ｒｅｓ，２０１８，１８（１）：８６０．

［２］　李雅倩，胡同平，张文兰，等．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包头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细菌耐药性监测［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２１，４８（３）：

５３２－５３７．

ＬｉＹＱ，ＨｕＴＰ，ＺｈａｎｇＷＬ，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ａｏｔ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

ｌｅｇｅ，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Ｊ］．Ｍｏｄｅｒ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２１，４８

（３）：５３２－５３７．

［３］　ＫｕｅｈｎＢＭ．ＣＤ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ｕｓ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Ｊ］．ＪＡＭＡ，２０１４，３１１（１５）：

１４８５－１４８６．

［４］　刘波，张卫红，李松琴，等．提高微生物标本送检率的临床效

果评价［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６，１５（１１）：８６２－８６４．

ＬｉｕＢ，ＺｈａｎｇＷＨ，ＬｉＳＱ，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６，１５（１１）：８６２－８６４．

［５］　朱榕生，宋姣姣，徐领城，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住院患者治疗性

抗菌药物使用前分离菌株及药敏情况［Ｊ］．中国感染控制杂

志，２０２０，１９（１１）：９８１－９８９．

ＺｈｕＲＳ，ＳｏｎｇＪＪ，ＸｕＬＣ，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ｍｉ

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

ｆｏｒ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ｕｓｅｉ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０，１９（１１）：９８１－９８９．

［６］　ＺａｗａｃｋＫ，ＬｏｖｅＷＪ，ＬａｎｚａｓＣ，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Ｊ］．ＰｒｅｖＶｅｔＭｅｄ，２０１９，１６７：１３７－１４５．

［７］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进

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Ｊ］．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５（７）：２８－２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ｏｔｉｃｅ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ａ

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Ｊ］．Ｇａｚｅｔｔｅｏｆ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

ｎａ，２０１５（７）：２８－２９．

［８］　李儒，刘波，张卫红，等．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微生物培养中无菌标

本送检情况分析［Ｊ］．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

３７（３）：３３２－３３４．

ＬｉＲ，ＬｉｕＢ，ＺｈａｎｇＷＨ，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

ｓｔｅｒｉｌ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１５［Ｊ］．Ａｃ

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

３７（３）：３３２－３３４．

［９］　胡付品，郭燕，朱德妹，等．２０１９年ＣＨＩＮＥＴ三级医院细菌

耐药监测［Ｊ］．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２０２０，２０（３）：２３３－

２４３．

ＨｕＦＰ，ＧｕｏＹ，ＺｈｕＤＭ，ｅｔａｌ．ＣＨＩＮＥＴ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ｆ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ｎ２０１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２０，２０（３）：２３３－

２４３．

［１０］刘善善，李家树，史家欣，等．综合干预对病原微生物标本送

检的临床效果评价［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８，１７（２）：

１６０－１６４．

ＬｉｕＳＳ，ＬｉＪＳ，ＳｈｉＪＸ，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８，１７（２）：１６０

－１６４．

［１１］徐丽华，任霄剑，张婷，等．多部门协作管理模式在提高血培

养标本送检率及送检质量中的应用［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２０２０，１９（４）：３６０－３６４．

ＸｕＬＨ，ＲｅｎＸＪ，ＺｈａｎｇＴ，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ｂｌｏｏ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２０，１９（４）：３６０－３６４．

·４８·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２年１月第２１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２



［１２］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临床微生物标本采集和

送检指南［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８（２０）：３１９２－

３２００．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

ｓｏｃｏ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８（２０）：３１９２－３２００．

［１３］ＳｈｉｎＣＨ，ＬｉｍＣ，ＫｉｍＴ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ｂｌｏｏ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ｏｔｔｌｅｓ［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Ａｍ，２０２０，１０２（２０）：

１７９２－１７９８．

［１４］ＹａｎＱ，ＫａｒａｕＭＪ，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ＫＥ，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

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ｐｅｒｉ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ｔｉｓｓｕ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ｂｌｏｏ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ｏｔｔｌｅｓ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ｓｏ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ｌｕｉｄｃｕｌ

ｔｕｒｅ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ｊｏｉｎ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ＪＩ）ｂｙｕｓｅｏｆ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ｌａ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ＤＳＡＰＪＩ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８，５６（６）：ｅ００３１９－１８．

［１５］王亚，阮燕萍．血培养双侧双瓶送检的持续质量改进［Ｊ］．中

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７（１）：７９－８１．

ＷａｎｇＹ，ＲｕａｎＹＰ．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ｂ

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ｏｕｂｌｅｂｏｔｔｌｅｓｆｏｒｂｌｏｏ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Ｃｈｉ

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２７（１）：７９－８１．

［１６］吴丽凤，付光莲，陈修文．ＰＤＣＡ循环在改善儿科血培养质量

中的应用效果［Ｊ］．当代护士（上旬刊），２０１９，２６（５）：１７６－

１７７．

ＷｕＬＦ，ＦｕＧＬ，ＣｈｅｎＸＷ．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ＤＣ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ｂｌｏｏ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Ｍｏｄｅｒｎ

Ｎｕｒｓｅ，２０１９，２６（５）：１７６－１７７．

［１７］尹亚非，保勇，陆玲，等．ＩＣＵ血培养标本送检及细菌分离情

况变迁分析［Ｊ］．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９，１６（１４）：２０６５－

２０６８．

ＹｉｎＹＦ，ＢａｏＹ，ＬｕＬ，ｅ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ｌｏｏ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ｍ

ｐｌｅｓａｎ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ＣＵ［Ｊ］．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２０１９，１６（１４）：２０６５－２０６８．

［１８］王坚镪，汤瑾，庄亦晖，等．双套血培养对提高血流感染检出

率和鉴别污染的评价［Ｊ］．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２０１２，１２

（６）：４４０－４４２．

ＷａｎｇＪＱ，ＴａｎｇＪ，ＺｈｕａｎｇＹＨ，ｅ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

ｂｌｏｏ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

ｎ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１２，１２（６）：４４０－４４２．

［１９］林振素，张静，朱红军．持续干预措施对急诊科血培养标本质

量的影响［Ｊ］．临床医学工程，２０２０，２７（１１）：１５８１－１５８２．

ＬｉｎＺＳ，ＺｈａｎｇＪ，ＺｈｕＨＪ．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ｂｌｏｏ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

２７（１１）：１５８１－１５８２．

［２０］史庆丰，胡必杰，崔扬文，等．上海市８７所医院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血培养标本送检调查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８，

２８（１８）：２７６６－２７６９．

ＳｈｉＱＦ，ＨｕＢＪ，ＣｕｉＹＷ，ｅｔａｌ．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ｆｏｒ

ｂｌｏｏ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８７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ｒｏｍ２０１２ｔｏ２０１５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８（１８）：２７６６

－２７６９．

［２１］张敏，韩树梅，韩静，等．培养血量与血培养阳性率的关系探

讨［Ｊ］．河北医学，２０１５，２１（４）：６９２－６９４．

ＺｈａｎｇＭ，ＨａｎＳＭ，ＨａｎＪ，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ｌｏｏｄ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ｂｌｏｏ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Ｊ］．

Ｈｅｂｅｉ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５，２１（４）：６９２－６９４．

［２２］Ｂａｕｓｔａｏｇ

ｌｕＡ，ＳüｚüｋＹｌｄｚＳ，Ｍｕｍｃｕｏｇ


ｌｕＩ

·
，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ｏｏ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ｕｓｅ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ｄａｔａ

［Ｊ］．ＭｉｋｒｏｂｉｙｏｌＢｕｌ，２０１９，５３（１）：１２－２１．

（本文编辑：陈玉华）

本文引用格式：郭玲玲，陈韵，吴晓英．应用综合干预措施提高临床

微生物标本送检质量［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２，２１（１）：８０－

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２１５３７．

犆犻狋犲狋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犪狊：ＧＵＯ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ＣＨＥＮＹｕｎ，ＷＵＸｉａｏｙ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Ｊ］．ＣｈｉｎＪ

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２，２１（１）：８０－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２１５３７．

·５８·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２年１月第２１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