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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验科荣获四川省医学会“双料大奖”
2019 年 10 月 26 日，在四川省医学会第十九次医学哲学与

学、科研等多方面协同发展，并着力将打造温馨舒适的人文环境，

人文学术会议上，检验科喜获“2019 年度人文爱心科室”光荣称号，

将关爱员工，关心患者的工作不断狠抓落实，得到了社会各界、临

同时科室党支部“致瑷行动”项目荣获“2019 年度人文爱心项目”，

床同仁、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成为我院唯一一个同时收获两项大奖的科室！
多年来，检验科始终秉承医院“患者至上、员工至尊、医德至
善、技术至精”的核心价值观，长期坚持以党建促进科室医疗、教

本次活动是对检验科长期以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精于管理，
优化服务的又一次褒奖！检验科将继续深化改革，大胆创新，将医
学人文与医疗科研紧密结合，为患者创造更多价值。

图 1. 大会合影

图 2. “人文爱心科室”荣誉证书

图 3. “人文爱心精品项目”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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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续进步 再获殊荣
——检验科荣获国家青年文明号授牌

三、检验科顺利通过 CAP 第四次现场评审
2019 年 11 月 7-9 日，检验科两年一次的美国病理学家学会

的几近完美的表现表示出极大的肯定，对科室科学的管理、充分的

(CAP）现场评审如期而至。本次评审专家组阵容强大，由 5 位分

准备、从容的应对、周到的服务、温馨的氛围赞赏有加，多次表

2019 年 11 月 20-22 日， 共 青 团 中 央、 国 家 卫 健 委 对 在

多年来，检验科员工肩负使命，以创建一支战斗力强大“青年

别来自美国梅奥医院、西雅图儿童医院、田纳西大学健康科学中心

示“It’s an extremely impressive inspection, and the lab is

“2017—2018” 年度卫生健康系统“全国青年文明号”符合创建

文明号”集体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在医院党委、团委的领导下，在

等知名临床实验室的专家和 1 名来自台湾彰化基督教医院的专家组

very excellent” 。Dr. Zhai 特别指出，希望检验科这种标准化、

条件且表现突出的青年集体进行了表彰，检验科获得国家青年文明

党支部的大力支持下，全科人员思想统一、步调一致，通力合作，

成。专家们对检验科 CAP 管理体系的现运行情况进行了严肃认真

先进的管理模式能够带动其他临床实验室，用华西的学术水平和区

号授牌！科室青年文明号副号长陈平代表科室参加会议。会议回顾

在创建工作中取得了一次次的殊荣。

的评审。

域影响力提高更多实验室的管理质量。最后，伍金林主任对专家们

总结了 2017-2018 年青年文明号创建工作总体情况，提出了“青
年发展，群众期待的新要求”。

11 月 8 日上午 8：30，评审首次会议在研究院 5 楼 3 会议室
召开，医院领导牛晓宇副院长、医务部伍金林主任和院长办公室华
纪平副主任出席了会议。牛晓宇副院长代表医院对各位专家的到来

的辛勤评审和无私帮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希望检验科能够继续在
专家们的指导下，努力实现实验室国际化、规范化管理更上一层楼。
为推进医院检验大平台工作的顺利开展，此次评审还特别邀请

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真挚的感谢，江咏梅主任向各位专家精彩汇报

了产前诊断中心、病理科、精子库及药学部等科室的老师现场观摩，

了实验室的整理情况。随后，此次 CAP 评审组长、来自梅奥医院

势必会促进各平台科室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为检验大平台整体通过

的 Dr. Zhai Qinhui 与牛晓宇副院长、江咏梅主任进行了会晤。

国际认可奠定有力的基础。

本次活动不仅评审了华西院区检验科，还首次对锦江院区检验

本次评审的顺利通过首先得益于检验科常态化、规范化、人性

科进行了评审。6 位专家从实验室管理、仪器设备、人员设置、安

化、科学化的实验室管理，更离不开医院领导、院长办公室、各职

全管理等各个方面详细了解了实验室的运行情况；检验科的老师全

能部门以及车班的大力支持！相信在医院的重视与关爱下，检验科

程用英语和专家进行互动，圆满地完成了迎检任务。

一定能够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在不断提高医疗质量，造福患者的

下午 16:30，末次会议在锦江院区检验科召开，伍金林主任

大道上继续前进。

和检验科全体员工出席了会议。总结会上，6 位专家纷纷对检验科

图 4. 科室青年文明号副号长陈平代表科室参加会议

图 5. 2019 年 CAP 复评首次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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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 评审组长 Dr. Zhai 带队在锦江院区检验科开展评审工作

评审专家 Xiaowei Fu 在生化组现场评审

图 6. CAP 评审组长 Dr. Zhai 与牛晓宇副院长、江咏梅主任进行会晤
评审专家 Dean Pappas 在急诊组现场评审

评审专家 Min Xu 在血液组现场评审

评审专家 Jen-Shiou Lin 在血库组现场评审
图 7. CAP 专家在各专业组现场

评审专家 Henry Tsai 在分子组现场评审

图 8. 末次会议中伍金林主任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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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验科代表荣膺全国青年医生健康科普演讲大
赛西南大区一等奖
11 月 12 日，“2019 全国青年医生健康科普演讲大赛暨健康

入决赛现场，以《对话单增李斯特菌，这个“杀手”有点儿冷》为

科普优秀作品展”西南大区决赛在成都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举行，

题，通过丰沛饱满的激情、深入浅出的语言、通俗幽默的表达赢得

本次比赛旨在激发广大青年医生参与健康科普创作与传播的热情，

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荣膺科普大赛第一名，并将代表西南大区参加

提升其健康科普能力。

全国总决赛。

西南大区选拔赛以来，医院教务部高度重视，组织医院职工积

本次比赛展现了检验科青年医生的健康科普风采，我们将以此

极参赛。最终，检验科刘兴欣老师从 109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进

次比赛为契机，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为实现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图 9. Dr. Zhai 带队对锦江院区检验科进行评审

图 11. 全国青年医生健康科普演讲大赛西南赛区总决赛

图 12. 院长助理、教务部副主任王慧卿老师（左一）和教务部王聪老师（右
图 10. CAP 专家在锦江院区文化长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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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检验科刘兴欣老师获得西南大区一等奖

一）与检验科刘兴欣老师（左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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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检验科受邀参加“建立中国儿童临床常规检验
指标参考区间”结题报告会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北京儿童医院牵头、中华医学会检验

支持下，检验科通力协作，多次派出专家团队远赴资阳市安岳镇、

分会和国家卫生健康委临检中心支持开展的“建立中国儿童临床常

眉山市洪雅县和广元市剑阁县等地开展工作，为近两千名儿童进行

规检验指标参考区间”结题总结会于 12 月 4 日 -5 日在北京召开。

免费体检，顺利完成了该项全国重大项目。

该项目于 2016 年启动，历时三年，由来自华北、华南、西南、

在本次结题总结会上，中国儿童参考区间项目组为检验科颁发

西北的 11 家分中心共同参与。检验科作为该项目唯一的四川分中

了荣誉证书，以表彰检验科在本次项目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本

心，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共同负责西南片区的项目开展。

次会议通过与全国检验同行的经验交流，有助于我国儿童临床常规

检验科党支部书记刘小娟老师、谢洪建老师和彭路芸老师参加了本

检验指标参考区间建立和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

六、检验科江咏梅教授团队受邀参加 2019 年川渝
两地检验医学学术会议暨四川省医学会第十九次检
验医学学术论坛
2019 年 10 月 22 日 -10 月 25 日 “2019 年川渝两地检验医学学术会议暨四川省医学会第十九次检验医学学术论坛”在成都顺利召开。
检验科江咏梅教授团队受邀参加。
在本次大会上，检验科向大会投稿数篇。科室欧国进老师获得“优秀壁报奖”，颜子乙老师获得“优秀论文奖”。此外，车光璐老师在
知识竞赛环节荣获“四川省首届迈克杯检验医学知识竞赛三等奖”。

次项目结题总结会。该项目在医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相关科室大力

图 14. 刘小娟副主任（左二）、谢洪建老师（右一）和彭路芸老师（左一）参加了本次项目结题总结会
图 16. 检验科欧国进、颜子乙、车光璐三位老师分别获奖

图 15. 检验科获得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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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检验科成功举办全国继续教育项目《妇科肿瘤
相关的分子诊断研究》
2019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18 日，由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

月云教授，检验科主任江咏梅教授，妇科肿瘤放化疗科主任尹如铁

院检验科主办、成都市双流区妇幼保健院协办的全国继续医学教育

教授，医院研究院疾病转录剪切调控实验室主任陈路研究员等知名

项目《妇科肿瘤相关的分子诊断研究》培训会在成都召开。

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

本次盛会云集了国内外各级医疗机构的 150 余名医务人员。

随后参会代表饶有兴趣地参观锦江院区检验科，对检验科国际

会议由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主任江咏梅教授主持，医院党

化、现代化、信息化、人性化的实验室环境及卓越的实验室管理赞

委王素霞书记，成都市双流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韩代花致辞。

不绝口。

活动特别邀请到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李金明教授，中

此次培训节奏紧凑、内容充实，推广了分子诊断在临床中的应

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段朝晖教授，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辇伟奇

用，在让参会学员受益匪浅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院优质的医疗、

教授，西京医院刘淑娟教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王

教学和科研水平，充分彰显了华西精神。

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 李金明

图 17. 专家合影留念

图 18. 会议现场掠影

图 19. 医院党委王素霞书记致辞

图 20. 检验科主任江咏梅教授主持本次会议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段朝晖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辇伟奇

检验科主任 江咏梅

图 21. 专家们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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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医院 刘淑娟

研究院疾病转录剪切调控实验室主任 陈路

图 23. 学员们与专家进行了积极互动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 王月云

妇科肿瘤放化疗科主任 尹如铁

图 25. 学员在锦江院区合影留念

检验科副主任 刘小娟

检验科标本前处理组组长 梅兰

图 22. 专家们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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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之“大爱无疆 医脉相连”
义务献血活动成功举办
2019 年 12 月 9 日，在医院党委、团委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检验科党团支部和小儿血液科党团支部联合成都市血液中心
在医院锦江院区举办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之“大爱无疆 医脉
相连”义务献血活动。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红静，血液中心
副主任李文，医院团委书记陈莉娟，检验科主任江咏梅，检验科党
支部书记刘小娟，小儿血液科党支部书记陆晓茜莅临活动现场并指
导工作，广大志愿者参与了活动。
王红静书记首先发言，她告诫大家要勇于担当，发扬华西精神，
辐射三甲医院的大爱和能量；李文主任为活动致辞，他对我市血液
工作的持续进步表示肯定，感谢医院为妇幼健康作出的努力；江咏
梅主任代表检验科发言，她为大家讲解了无偿献血的重要意义，鼓
励大家奉献爱心，传递温暖；陆晓茜书记代表小儿血液科发言，她
感谢医院、成都市血液中心及检验科对于临床救治的大力支持。
随后，检验科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奋勇当先，献出了自己的健康

图 26. 检验科党支部合影留念

的热血，在他们的带领和鼓舞下，广大市民也陆陆续续加入进来，将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由此也温暖了锦江院区的寒冬。
据统计，截止到活动结束，共有 29 位献血者通过血液筛查，共筹得健康血液 8000 毫升，本次活动也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了极好的宣传
教育效果，取得了圆满成功。

图 24. 学员们饶有兴趣地参观了锦江院区检验科

图 27. 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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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图 32. 检验科老师踊跃献血

图 28. 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红静代表医院致辞

图 29. 血液中心副主任李文致辞

图 30. 检验科江咏梅主任代表致辞

图 31. 小儿血液科党支部书记陆晓茜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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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检验科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系列活动——“送医下乡”简阳市飞龙乡龙王村
义诊
2019 年 10 月 26 日，检验科党支部全体党员利用周末时间，

义诊活动后，刘小娟书记组织大家进行了《习近平关于“不忘

冒着绵绵秋雨，来到简阳市飞龙乡龙王村开展义诊活动。本次活动

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优秀共

由党支部书记刘小娟同志带队。

产党员先进事迹选编》的学习，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著名地球

同志们通过血型、血糖检测，健康科普，慰问关怀等方式让当

物理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同志们在认真聆听后感受深刻，纷纷

地老百姓真切感受到了华西医疗的温暖，也让党支部“为身边的人

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优秀党员为榜样，在工作中创先争优，

办实事办好事”的宗旨得到了深刻落实。活动持续了近三个小时，

为了健康中国梦不断奋斗。

为当地 200 余位村民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务。

图 35. 检验科党支部合影

图 34. 本次活动起到了极好的宣传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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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活动由检验科张梦兰老师和陈宇心老师主持

图 40. 活动现场

图 36. 义诊现场

管理组配音《唐山大地震》片段，声情并茂，感人至深
图 37. 刘小娟书记组织全体党员进行学习

图 38. 学习现场

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检验科党团支部举办
青年文明号系列活动之“永不消逝的红波”电影配
音比赛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为弘扬爱国主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的领导，有的致敬人民力量，有的讴歌革命先烈，有的赞美人民公

检验科党团支部在研究院二楼成功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仆。老师们准备充分、情绪饱满、着装整齐，用声音传神再现了毛

青年文明号系列活动之“永不消逝的红波”电影配音比赛。医院党

泽东、周恩来、焦裕禄、红色娘子军、人民战士、不屈民众等形象，

委书记王素霞，总会计师王春举，档案管理科主任陈帆，行风办主

表达了对祖国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赢得了全场观众热烈掌

任袁梅，工会副主席马桂芬，党办副主任陈静担任了本次比赛的评

声，许多同志在观影中频频洒下热泪。

委。

生化组配音《芳华》片段，重温时代记忆

前处理组配音《刘胡兰》片段，

最终管理组作品《唐山大地震》、免疫组作品《 一定会有人记得》
本次活动共计 9 个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的歌颂党

20

获得了比赛一等奖。

再现抗日英雄形象

血液组配音《焦裕禄》片段，刻画平凡而伟大的人民公仆

图 41. 比赛画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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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检验科开展民主评议专题活动
2019 年 12 月 9 日，检验科党支部在新老院区同时召开民主

建议。支部开展了党员民主评议的自评与互评工作，并进行党员对

评议专题活动。会议由支部书记刘小娟主持，医院党委委员王海英

支部的评议活动。最后，王海英主任对本次民主评议专题活动进行

主任到会指导工作。

总结，对支部工作进行了高度肯定，指出检验科在支部书记和科主

首先，王海英主任向全体党员通报了四川大学“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活动查找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然后，在支部书记带头下，
分子组配音《红色娘子军》片段，尽显舞台魅力

微生物组配音《我的战争》片段，还原战地实景

急诊组配音《建党伟业》片段，深情致敬革命先烈

血库组配音《无问西东》片段，演绎粤语经典

任的带领下，支部建设和科室建设各方面都表现非常优秀。
本次民主评议顺利召开，每位党员同志在听取别人意见建议后，

各位支委和党员同志先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剖析了自己在

定会不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工作，党支部也对下一步的工作梳理了

思想、工作、学习中的不足之处，并对支部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

前进的方向。

图 44. 检验科党支部刘小娟书记主持会议
图 42. 比赛画面（二）

免疫组配音《一定会有人记得》，层层递进、意义深远

图 45. 医院党委委员王海英主任到会指导工作

图 46. 支部党员同志先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图 43.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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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9.12.31 小儿感染科
提问：是否在报告单上增加检验科各专业组锦江院区联系电话？

检验与
临床
一、检验科临床联系问题与回复
1. 2019.10.29 小儿血液科
提问：提出开展珠蛋白检测的需求。
答复：已上报医院，预计次年待招标通过，试剂到位即可开展。

答复：检验科报告单格式由信息中心统一管理设置，由于网路的区别，两边院区打印的报告单上分别印有两边院区检验科对应专业组
的电话，即老院区取的报告印着老院区的各组电话，新院区取的报告则印着新院区相应各组电话，在更大程度上方便患者和医生的咨询需要。

二、检验科走进临床——小儿外科（二十一）
医院小儿外科开张在即，为更好地了解临床需求，服务患者，检验科多次与小儿外科取得联系，反复进行工作沟通。2019 年 11 月 15 日，
检验科江咏梅主任、刘小娟副主任、样本组组长王海娟老师再一次来到锦江院区小儿外科，与护士长杨旸进行了交流，同时为小儿外科送
去了检验科精心制作的小手册《如何下医嘱》。
护士长杨旸感谢检验科的热情周到，双方就样本采集、标本运送、危急值通报、如何下医嘱、临床联系方式等事宜做了详细的梳理和

提问：血小板抗体检测的适用人群？

细致的沟通。

答复：该项目可针对所有小儿血液科入院患儿，若 PLT 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便可以进行常规的输血治疗。血小板抗体检测的临床应
用可涉及以下多个方面：
（1）血小板同种免疫性疾病：①血小板输血无效；②输血后紫癜；③被动性同种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④移植相关同种免疫血小板减
少症；⑤胎母同种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 FNAIT)；
（2）血小板自身免疫性疾病：①自发性血小板减少症；②继发于母体的自发性血小板减少症；
（3）药物性血小板减少与疾病；
（4）输血不良反应的处置；
（5）妊娠与复发流产。
2.2019.11.29 小儿消化和内分泌综合病房
提问：可否开展单独的腺病毒核酸检测？
答复：目前检验科腺病毒的核酸检测项目包括在呼吸道病原体十三项套餐当中，暂时仅肺炎支原体、衣原体和甲、乙流两个组合可单
独检测。
3.2019.12.10 小儿感染科
提问：肺炎支原体只有总抗体和 IgG 检测，是否可测 IgM ？现有结果如何区分近期和既往感染？
答复：检验科目前开展的即为肺炎支原体总抗体（凝集法）和 IgM 抗体（胶体金）检测。当机体发生支原体感染时，最早产生的抗体
是 IgM，多在受病原体刺激后一周左右出现，持续时间较短，而后逐渐产生 IgG 抗体，从急性感染的一般过程，当 IgG 抗体出现后，浓度
会持续增高，IgM 则持续降低，直至消失，IgG 抗体会较长时间存在。因此 IgM 通常作为急性期感染的诊断指标，而 IgG 阳性则提示感染
中后期或既往感染。

图 47. 检验科江咏梅主任、刘小娟副主任与护士长杨旸进行交流

4.2019.12.17 小儿感染科
提问：EB 病毒核酸检测的拷贝数和参考值范围？若检测结果稍高于参考范围，这种情况如何解释，临床该如何处理 ?
答复：EB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定量检测样本中的 EB 病毒 DNA，400 拷贝 /ml 为检测下限，荧光定量 PCR 的技术在该试验中对大
于 400 拷贝 /ml 的 EBV-DNA 的结果是准确的，但对于检测限以下的结果则只能参考阴阳性，如果没有扩增曲线就判为阴性，有扩增曲
线就报的换算出来的具体拷贝数，因而结果的报告形式为阴性、小于 400 但有数值、大于 400 三种。本实验检测样本为血清 / 血浆，扩增
阳性的结果对于白血病患者、术后移植患者以及部分产科患者等是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也是有必要进行检测的。但对于一部分感染患儿的
病情指导可能有限，需要临床医生结合临床表现综合分析判断。
5.2019.12.26 小儿神经科
提问：建议临床联系频率为半月或一月一次；上一次临床联系之后确定下一次临床联系的时间。
答复：检验科将根据各临床科室的需要进行适当协调，保持及时有效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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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血症早期 SAA 即有明显升高。SAA 对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具
有较高的阴性预测价值。

检验
动态

建议 ：SAA 在细菌感染急性期的水平显著高于病毒感染急性
期，SAA 水平持续高于 100 mg/L 对于细菌感染的急性期具有较

供稿 急诊组 岳新爱

10 mg/L~100 mg/L

临床提示
病毒、细菌感染可能性小
病 毒 感 染，12~24 h 复 查； 持 续 在
10~100 mg/L 水平，病毒感染可能性大
细菌感染急性期可能性大，抗生素治疗

甚至更高，而 CRP 无明显升高。在肺炎支原体感染时，SAA 也

100 mg/L~500 mg/L 后 24 h SAA 水平下降 30% 提示治疗有
效，预后良好

表现明显升高，升高幅度可达 100 mg/L，是 CRP 的 7.24 倍。

病毒感染（重症）、细菌感染，抗生素

川崎病时，SAA 升高幅度较高，平均达 514 mg/L，是 CRP 的 6.31
≥ 500 mg/L

倍。

实验室检查手段有病原学检测（如微生物培养、病原体核酸、病原

染时，SAA 水平在有症状的流感患者中显著升高，而 CRP 水平

体抗原 / 抗体检测）以及血清学炎症标志物的检测。近年来，血清

只在部分患者中轻度升高。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患者通常在感染后

SAA 是一个较为敏感的急性炎症指标，其升高的幅度主要取

学炎症标志物的价值逐步得到临床广泛认可。目前临床最常用的血

36~48 h 出现临床症状，而 SAA 在病毒感染后逐渐升高，上升

清学炎症标志物有 C 反应 蛋 白（C-reactive protein，CRP）

时间早于 CRP，且非常显著，在第 3 至 4 天达到峰值，是鉴别细

治疗后 24 h SAA 水平下降 30% 提示治
疗有效，预后良好

建议：SAA 升高时需结合临床信息，以区别真菌、支原体等

SAA 对感染性疾病严重程度、预后和疗
效的评估

注：表 1 中描述了感染性疾病诊断时 SAA 在不同浓度可能对
应的临床提示。SAA 是非特异性的炎症标志物，应在结合临床其
他证据的前提下，进行相应诊断
表 2 感染急性期 SAA 与 CRP 联合检测结果的临床提示
SAA 浓度

CRP 浓度

临床提示

<10 mg/L

正常参考区间内

无急性期炎症

决于感染的严重程度。别重症患者可超过 500 mg/L 甚至更高。

10 mg/L~100 mg/L

正常或轻度升高

病毒感染（轻症）

处于康由于 SAA 水平的升高或者下降能较及时地反映感染性疾病

100 mg/L~500 mg/
L

和 降 钙 素 原（procalcitonin，PCT）和血清淀粉样蛋白 A（serum

菌感染与病毒感染的指标。在疾病恢复期 SAA 呈持续下降，其下

病情的发展情况，临床可根据患者 SAA 水平指导用药，当 SAA

amyloid A，SAA）。

降速度较 CRP 更快。因此，SAA 作为反映机体感染和炎症控制

呈现明显下降时，提示患者感染控制较好，治疗有效。
建议：SAA 可作为独立的因素对细菌、病毒等感染性疾病及

体内的 SAA 含量较低，机体受到刺激后（炎症、感染、损伤、肿

建议 ：检测 SAA 对于辅助诊断病毒感染具有重要值，动

炎症进行严重程度判断，大于 500 mg/L 提示病情严重；在预后

瘤等）SAA 升高。SAA 作为在炎症发生时被高度诱导的急性期蛋

态观察 SAA 水平变化，12~24 h 复检，SAA 水平持续高于 10

评估方面，抗生素治疗 24 h 后下降 30% 可判断治疗有效，下降

mg/L 而低于 100 mg/L，病毒感染可能性大。

表 1 感染性疾病 SAA 检测结果的临床提示
SAA 浓度

SAA 在真菌感染（念珠菌）中升高的幅度与细菌感染相似，

mg/L，而 WBC、CRP 和 PCT 一般无明显升高。呼吸道病毒感

白，在宿主防御中起着重要作用。SAA 浓度在感染 3~6 h 开始升

的可能。临床疗效评估需动态监测。

<10 mg/L

感染性疾病是临床常见的疾病类型，目前对于感染性疾病的

的敏感指标，对病毒性感染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细菌感染的可能；如果 SAA 升高而 CRP 不升高，提示病毒感染

测价值。

其他病原体的感染。

SAA 是一种由多基因编码合成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正常人

病毒和细菌感染进行早期识别：当 SAA 与 CRP 同时升高，提示

强的提示性作用。SAA 对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具有较高的阴性预

SAA 对其他感染性疾病的诊断：

一、《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在感染性疾病中临床应
用的专家共识》摘要

建议：在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中，SAA 联合 CRP 检测可对

幅度越大，提示预后良好。

细 菌 感 染， 动 态 观 察
> 50 mg/L

SAA 及 CRP， 以 评
价治疗效果

≥ 500 mg/L

升 高， 但 ≤ 50
mg/L

病 毒 感 染（ 重 症），
细 菌 感 染，12~24 h
复查

注：表 2 中描述了感染性疾病诊断时 SAA 联合 CRP 在不同
浓度可能对应的临床提示。SAA 联合 CRP 诊断感染性疾病，可提
高诊断的特异性和灵敏性，但也应在结合临床其他证据的前提下，

高，半衰期约 50 min，升高幅度可达正常值的 10~1 000 倍。清

进行相应诊断。

除病原体后又可迅速的降低至正常水平，是反映机体感染情况和炎

SAA 对细菌感染性疾病的诊断

SAA 联合 CRP 对急性期感染类型的鉴别

症恢复的灵敏指标。血清 SAA 水平在健康人群中大多处于 3 mg/

不同类型的细菌感染均能引起体内 SAA 水平上升。革兰阳

在病毒感染急性期，SAA 水平明显升高，而 CRP 升高并不

分层、治疗监测及预后评价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对指导抗生素的

性菌与革兰阴性菌感染 SAA 水平无明显差异。在细菌性肺炎急性

明显；在细菌感染急性期，CRP、SAA 均会出现明显的升高，

合理使用有很大的帮助。SAA 在感染急性期 3~6 h 内迅速升高，

期 SAA 和 CRP 都会显著上升，SAA 上升的幅度更 为 显 著 ，

且 SAA 升高的幅度要高于 CRP。研究分析病毒感染患者单独检

并且在疾病的恢复期迅速下降；在病毒感染性疾病中，SAA 显著

mg/L，当血清 SAA 水平≥ 10 mg/L 时提示病理状态（感染性疾病、

SAA 的 中 位 数 水 平 为 CRP 的 16.77 倍。在流感嗜血杆菌、

测 CRP、SAA、WBC 以及 3 个指标联合检测的诊断效率，曲线

肿瘤等）的可能。国内对健康人小规模在胶体金法和散射免疫比

肺炎双球菌或金黄色葡萄球菌严重感染的细菌性脑膜炎患者中，

下面积（AUC 值）在 SAA、CRP 和 WBC 的单独对病毒感染疾

浊法的研究提示血液中 SAA 的正常参考值为 <10 mg/L，若血液

SAA 升高的中位数水平达 800 mg/L，是 CRP 的 3.5 倍。在急

病检测时分别为 0.83，0.54，0.72，而三个指标联合时为 0.90，

中 SAA ≥ 10 mg/L 提示感染事件风险增加。

性期细菌性尿路感染的研究中，血清 SAA 水平在感染的 2~3 d

SAA/CRP 比值为 0.85。此外，SAA、CRP 和 WBC 联合检测

高达 800~900 mg/L，经过抗生素的有效治疗后，SAA 迅速下

的回归分析中对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的正确判断率分别达 92.25%

注：以上内容摘自于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019 年 3 月第 42 卷

SAA 在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

降并恢复至正常值水平。在小儿和成人急性阑尾炎发生时，血清

和 85.28%。3 个指标联合检测的特异性、灵敏性和阳性预测值、

第 3 期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在感染性疾病中临床应用的专家共识》

SAA 对病毒感染性疾病的诊断：SAA 作为急性时相反应蛋白，

SAA 水平会显著上升。脓毒血症患者 SAA 有显著升高，而在新

阴性预测值都比单独检测时更高。不同类别病原体感染的患者常

在多种病毒感染急性期都有较显著的升高，如流感病毒、呼吸道

生儿败血症患者中 SAA 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其特异性和敏感性

无特征性的临床表现，临床上较多依靠经验进行诊断。而 CRP 和

合胞病毒、腺病毒、肠道病毒等。

分别高达 95% 和 82%，与 CRP 和 PCT 比较，诊 断 特 异 性

SAA 的联合应用，有助于早期识别病毒或细菌感染，有利于更合

SAA>CRP>PCT，诊 断 敏 感 性 PCT>SAA>CRP。在新生儿

理地对患者实施抗感染治疗，并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

L 以下，96% 小于 10 mg/L。
SAA 水平不受性别和年龄影响，血清 SAA 参考区间为 <10

在 病 毒 感 染 急 性 期，SAA 水 平 明 显 升 高， 通 常 在 10~100

26

目前，临床常用的炎症标志物有多种，在感染性疾病的诊断、

升高，CRP 不升高；在细菌感染性疾病中，SAA 的敏感性高于
CRP，上升早、幅度大。随着对 SAA 蛋白结构、生物活性的了解、
检测技术的不断成熟，作为一个近期以炎症标志物应用于临床的检
测指标，SAA 对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疾病分层、治疗监测、
预后评价等一定会发挥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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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常规报告解读
供稿 血液组 张鸽

血液常规检查（blood routine test），也称血液一般检查或

中变化最频繁，幅度最大的指标。1.2 粒细胞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

血细胞分析，是通过各种实验室技术对血液中的细胞或其他有形成

（1）糖皮质激素，作用机理：增加骨髓粒细胞外移，促进

分进行分析的检测项目。目前，绝大部分的血常规检测是通过自

粒细胞由边缘池向循环池转移，延长粒细胞在外周血停留时间

动化检测设备完成的，但是受限于仪器检测原理的缺陷，人工复核，

（6.7-10 小时）。如：治疗剂量的糖皮质激素使用 5 小时后 , 可

特别是显微镜镜检仍然是血常规检测的必要部分。但是，由于检

以增加骨髓粒细胞外排 4.0*109/L。

测收费，人员能力，管理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大量基层医疗机构，

（2）内毒素，作用机理：促进循环池向边缘池流动，可造成

特别是妇幼机构的血常规检测往往仅限于自动化检测设备的数据，

明显的粒细胞减少，但往往在 2-4 小时后可观察到白细胞的反弹

无法开展镜检分析。而这一现实将极大的影响血常规解读的可靠

性升高。

性。也要求每一位解读血常规报告的医生在重视仪器数据的同时
更加关注可能存在的人工镜检信息，避免误诊或漏诊。
血常规检测的主要包括：白细胞、红细胞以及血小板三大主
要内容。本节主要对血常规解读中的主要干扰和影响因素进行阐
述和总结。

（3）肾上腺素，作用机理：促进粒细胞由边缘池向循环池流
动，在 5-10 分钟内能引起短暂性的粒细胞升高，但很少持续超过
20 分钟。
（4）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作用机理：刺激骨髓粒细胞生成
以及加速骨髓粒细胞释放，在集落刺激因子的作用下，骨髓中的
粒细胞的成熟时间可由 4-5 天缩短到 1 天之内，引起显著的外周

（一）、白细胞检测

粒细胞升高。

白细胞检测的主要内容是白细胞计数和白细胞分类以及计算

（5）药物，作用机理：多样，发生率极低（1/10 万），多

出的白细胞分类绝对值。目前主流的血常规检测设备均是白细胞

引发粒细胞下降，但是也能引发粒细胞升高，在引起粒细胞减少

五分类设备，即是可以通过激光散射，荧光染色，差异溶血等检

的同时也能造成淋巴细胞下降，可能伴随发热、肌痛以及咽喉不

测手段对标本中的白细胞进行计数并划分为中性粒细胞，嗜酸性

适等表现，但是往往难见皮疹。常见的可能影响粒细胞的药物众多，

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以及单核细胞五群。但是，目

如：吲哚美辛，对氨基苯酚类，保泰松类，氯霉素类，青霉素类，

前基于自动化设备的白细胞检测无法直接进行异常白细胞计数和

磺胺类，酚噻嗪类等。

分类（如：变异淋巴细胞以及幼稚细胞），需要显微镜镜下人工
对异常白细胞进行分类和计数。因此，开展显微镜镜检也是血常

2、淋巴细胞检测

规筛查恶性血液肿瘤性疾病的前提。

2.1 淋巴细胞的来源及分布：正常情况下，外周循环中的淋
巴细胞主要为 T 淋巴细胞，T 淋巴细胞的发育和成熟主要在外周

1、粒细胞检测

胸腺、脾索等淋巴组织，且寿命较长可达数月甚至数年。因此，

粒细胞的来源及分布：粒细胞是由一系列正负调控因子调控，

血常规中的淋巴细胞数量相对恒定，生理情况下在日间波动较小。

在骨髓中分化成熟并最终释放到外周的。按照粒细胞的分化状态以

2.2 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的鉴别：目前绝大部分的自动化设

及所处的位置，可以人为的将白细胞的分布位置分为骨髓中的分

备白细胞分类技术均使用激光散射以及荧光染色的原理，在此类方

裂池、成熟池、存储池以及外周循环的边缘池和循环池。正常情

法中，淋巴细胞群与单核细胞群的划分和鉴别在某些情况下可能

况下，粒细胞将会在骨髓中停留数天至十余天后方释放入外周血，

出现差错，如：当变异淋巴细胞存在时，仪器可能错误的将此类

并在外周血的边缘池及循环池中分布，停留数小时至十数小时后

淋巴细胞划分到单核细胞群，导致假性的单核细胞水平上升（以“传

进入组织。而血常规所检测的粒细胞仅是外周循环池中的白细胞。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为例，虽然命名是单核细胞增多，但实际

而由于骨髓中粒细胞的数量在常规状态下是外周循环中白细胞的

上增多的并非单核细胞，而是被仪器错误划分到单核细胞群的异

十到二十倍，且在特殊条件下，一方面骨髓储存池中的粒细胞能够

常淋巴细胞）。另外，在较多的情况下，幼稚的淋巴细胞也可能

在极快的时间内释放入血，另一方面外周白细胞也能够在边缘池

被划分到单核细胞群，由于儿童阶段淋巴细胞白血病是最常见的

与循环池中快速转移。血常规粒细胞计数的检测结果在短时间内

恶性肿瘤性疾病，因此一旦血常规报告中的淋巴细胞或单核细胞

可出现明显的变化，如：生理情况下，24 小时内的血常规粒细胞

的百分比或者数量出现异常增高，均需要参考镜检结果进行解读，

水平最低到最高可相差一倍，而由于能够影响到粒细胞成熟、释

保证幼稚淋巴细胞或大量的异常淋巴细胞不被漏判。

放及分布的影响因素众多，粒细胞（白细胞）是血常规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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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淋巴细胞分类的生理改变：年龄是儿童血常规淋巴细胞

数量及百分比的最大影响因素，从新生儿阶段到青少年阶段，淋

假性降低；脂血可能造成血红蛋白浓度假性增高，由于通过两种不

巴细胞的数量及百分比将会出现显著的改变，各个医疗机构需要

同的原理进行检测，当溶血或脂血干扰存在时，可以通过红细胞报

根据本地的人群特征选择适当的参考范围并依据此来对淋巴细胞

告解读发现异常提示，最常见的判断指标是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

的水平进行判断。直接使用成人的参考范围将导致血常规报告的

度（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 MCHC）,

错误解读。

该指标与血红蛋白浓度成正比，与红细胞计数呈反比，普通人群

总结：白细胞是血常规中最不稳定的检测项目，考虑到生理

的生理或病理波动范围极窄，因此一旦血常规中的 MCHC 出现了

情况下大量的粒细胞在血常规检测范围之外存在，且能够被多种疾

病理范围之外的增高（如：＞ 380 或 400g/L），报告解读人员即

病或非疾病因素迅速动员或改变分布。而白细胞分类水平在儿童

需要怀疑红细胞报告的准确性，可要求标本检测人员检查标本性

时期存在明显的与年龄相关的生理变化。因此，血常规白细胞的

状或复检标本。

解读需要充分的考虑患者的年龄及生理情况的影响，包括且不限

2.3 红细胞冷凝集：除外脂血和溶血，红细胞冷凝集也是

于：日内上午与下午激素水平改变影响粒细胞；哭闹、进食、运动、

常见的影响红细胞计数的干扰因素：红细胞在体外出现聚集，导

应急等情况下肾上腺素水平改变影响粒细胞；可能的药物因素影响

致仪器自动检测的红细胞计数水平降低，而血红蛋白正常，引起

粒细胞，且一定要配合儿童年龄性别相关参考范围进行判断。另外，

MCHC 异常增高。冷凝集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特殊病原体

白血病是儿童时期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血常规白细胞项目的

感染，在儿童常见于支原体感染。因此，在血常规分析的过程中，

解读中一定要考虑到自动化仪器检测的局限性，充分重视人工镜

针对 MCHC 异常增高的现象，报告解读人员需要对患者因素或标

检的结果，并对淋巴或单核细胞数量或比例异常的情况保持足够

本因素进行鉴别，避免错误判断。血液的稀释和浓缩：红细胞计数

的警惕。

以及血红蛋白浓度均是浓度的指标，鉴于红细胞主要布于外周循
环，因此，外周血容量的明显改变也可能对上述指标的判断造成

（二）红细胞系统检测

影响。常见的容量变化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大量补液，脱水，灌肠，

1、红细胞

术前禁水等，在红细胞计数与血红蛋白浓度变化与疾病情况不吻

1.1 红细胞的来源及分布：红细胞来源于骨髓的红系爆式和

合时，报告分析人员需要考虑容量改变干扰的可能。

集落形成单位，正常情况下，红系前体细胞经过 5 天以上的分裂，
最终形成失去细胞核的成熟红细胞，其后再在骨髓停留 2-3 天后

3、异常红细胞

释放入外周血，红细胞在骨髓的停留时间平均在十天左右，其后

基于自动化检测设备的红细胞检测，能够提示红细胞体积大

在外周循环完成其约 120 天的生命周期。与粒细胞不同，绝大多

小及分布异常，而无法具体的对红细胞的形态或结构异常进行报

数的红细胞均分布在外周循环，血常规的红细胞计数结果基本能

告。因此，血常规正确解读此部分信息的前提是检验人员能够提供

够反映体内红细胞的储备情况。

足够的显微镜镜检信息。而对儿科而言，至少需要获得有核红细胞

1.2 红细胞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与粒细胞的情况不同，红

以及裂片红细胞的相关信息，前者可能导致白细胞计数假性升高，

细胞系统仅主要受到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 EPO）影

导致错误判断；后者是儿科常见重大疾病微血管病性溶血如弥散

响。EPO 能够促进红细胞分化、分裂，并阻止红系前体细胞凋亡，

性血管内溶血，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诊断的关键提示

只受到“低氧”调控，在体内无储存，半衰期约 4-12 小时。即使

信息。

EPO 大量分泌，红系前体细胞也无法在短时内分裂成熟，大量补

总结：鉴于大部分红细胞均在外周循环，骨髓中前体红细胞

充。因此，鉴于外周循环以外并无成熟红细胞储备，且前体红细

的分化分裂主要受 EPO 调控，无法在短时间内大量补充成熟红细

胞无法在短时间内大量分化成熟，一旦外周红细胞大量破坏，丢失，

胞，且红细胞系统通过两种不同的检测原理进行检测。因此，红细

短时间内仅能依靠成分血输注的方式维持必要的红细胞水平。

胞系统是血常规中最稳定的指标，生理波动极小，异常的红细胞
系统的改变多由疾病因素引发。但是，在血常规解读中也需要考虑

2. 红细胞计数，平均红细胞体积和血红蛋白浓度

血容量稀释浓缩，标本溶血脂血，红细胞冷凝集等干扰因素。另外，

2.1 检测原理：红细胞检测项目众多，最主要的是基于电阻

显微镜镜检仍然是报告解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即是在基层单位，

抗法检测原理的红细胞计数和平均红细胞体积以及基于比色法检

也应该有最低的红细胞系统的镜检要求。

测原理的血红蛋白浓度，其余项目均由上述项目衍生或计算得出。
两种检测原理既保证了能够获得较多的临床信息，如平均每个或

（三）血小板检测

每体积红细胞的血红蛋白浓度，也能够进行相互验证，一旦两种

1、血小板计数

检测手段得到的结果出现明显差异，往往提示其中一种检测的结

1.1 血小板的来源及分布：血小板来源于骨髓中的巨核细胞，

果不准确。

正常情况下，每一个巨核细胞在骨髓经过 4-7 天的成熟期后能够

2.2 脂血和溶血：标本脂血和溶血是红细胞相关检测中最主

生产 1000-3000 个血小板。在正常成人，每天大约有 1011 个

要的干扰因素，溶血特别是医源性的溶血可能造成红细胞计数水平

血小板在骨髓生成并快速释放入外周血，并且在外周循环停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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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到十数天（在血小板减少的情况下，这一时间将大幅度缩短）。

以及检测中存在的干扰。现有常规的基于体积划分的检测技术无

如果按照成人 5L 的血容量计算，每日增加的血小板浓度大约为

法保证所有情况下的血小板的准确检测。因此，一旦存在血小板

20*109/L。从上述数据来看，血小板系统类似于红细胞系统，大

结果与临床表现不匹配，特别是血常规报告来自于末梢血采血标

部分均分布于外周循环，能够被常规检测，骨髓中无后续储备。但

本，排除检验因素是首选项。报告解读人员需要积极联系检验人员，

是，与红细胞系统不同的是，在需要的情况下 , 在促血小板生成素

复检或更换方法进行检验。对于解读人员而言，需要更加关注血

（thrombopoietin, TPO）的刺激下，巨核细胞的成熟时间可大

小板数量的异常，而血小板体积参数的异常能够帮助报告解读人

幅缩短，血小板能以十到二十倍的速度在短时间内大量补充。因此，

员对血小板计数异常的结果进行判断。

供稿 免疫组 甘春玉

目前临床仍普遍引用 Coomb’s 和 Gell 的建议，将变态反
应分为 I 型（速发型）、Ⅱ型（细胞毒型或细胞溶解型）；Ⅲ型（免

与红细胞成分血输注不同，血小板输注替代治疗的标准更加严格。
1.2 血小板计数的影响因素：虽然大部分血小板均分布于外

三、食物特异性 IgG（食物不耐受）检测项目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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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陷以及血小板自身的特点，血小板检测的稳定性远远低于红

Williams Hematology[J]. 7th ed. Williams Hematology,

系统把进入人体内的某种或多种食物当成有害物质，从而针对这些

细胞系统。在目前而言，来自于血常规检验的相关差错，而非患

2010：35-72.

者自身的生理情况，是血常规报告解读最主要的干扰因素，一旦
血常规解读过程中出现不吻合，检验差错应该被首先排除。
1.3 血小板检测原理及方法缺陷：在现有的主流使用电阻抗
法的血常规检测系统中，血小板与红细胞在一个通道内同时检测，
且二者仅依靠体积大小进行区分，鉴于生理情况下红细胞的数量
远超血小板，二者的相互干扰主要体现在于血小板的计数异常。

抗体。

疫复合物型）、Ⅳ型（迟发型）。

[1]Beutler E , Kaushansky K , Lichtman M A , et al.

周循环，能够被血常规直接检测，但是鉴于现有检测方法和原理

愈，则可以从食物的免疫方面寻找病因，建议检测食物特异性 IgG

物质产生过度的保护性免疫反应，产生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IgG
抗体与食物颗粒形成免疫复合物（Ⅲ型变态反应），可引起所有组
织（包括血管）发生炎症反应，并表现为全身各系统的症状与疾病。
食物不耐受与 IgE 介导的速发性过敏反应不同，IgG 介导的
食物过敏反应发病迟缓，并可导致长期慢性疾病，由于起病隐匿，

检验科现已开展食物特异性 IgG 检测项
目（共 14 项）：
牛肉、鸡肉、鳕鱼、玉米、蟹、蛋清 / 蛋黄、蘑菇、牛奶、猪肉、
大米、虾、大豆、西红柿、小麦。
医嘱录入见下图：

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提高 IgG
介导的食物过敏反应的临床认识，及早予以检测 IgG 抗体情况，
具有针对性干预，可避免对日后生长发育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现有主流的血常规检测技术能够满足红细胞以及血小板体
积分布正常的检测环境，但是一旦存在血小板或红细胞体积异常，

项目

食物不耐受

电阻抗技术就不足以获得准确的结果，需要用光学计数法等方法

作用机制

IgG 介导

进行复检。

发作特点

延迟性（慢性累积发作）

1.4 血小板自身特点：血小板的主要功能是止血，在血常规
标本采集的过程中，胶原暴露，组织因子释放难以避免。一旦血

常见症状

小板被过多的激活，产生凝聚，血常规血小板数量就会明显降低，
难以准确计数。一旦由不合格的标本产生血常规结果被错误解读，
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而血小板聚集是最常见的血常规标本不合
格因素。特别在儿科，一旦采用末梢血采血进行血常规检测，血
小板聚集影响血小板计数的情况将更为常见。

诊断难易
敏感食物
治疗措施

全身各系统慢性症状

预后情况

血小板的形态与功能密切相关，但由于原发性血小板功能异

小时内发作）
主要表现为呼吸、消
化、皮肤症状
起病迅速，涉及食物

易自查

较少，容易自查

多为常吃食物

多为不常吃食物

根据不耐受等级进行合理轮

完全忌食，免疫或对

替或忌食

症治疗

免疫系统恢复后多能重新纳
入，不耐受症状也多能消除

多为终身过敏，需要
终身忌食

过敏或做过敏疾病甄别。

platelet volume, MPV）是最主要的血小板形态参数，反应单个

可导致慢性发作的如下临床表现：

血小板的平均容积。但是，在部分血常规报告中，可能出现包括

1. 消化道症状：腹痛、腹泻、口臭、口腔溃疡、恶心、胃肠胀气

MPV 等几项血小板形态指标无法检出结果的情况，这也是血常规

2. 皮肤症状：湿疹（奶癣）、荨麻疹、皮肤淀粉样变、痤疮

报告血小板形态解读的常见问题。此问题仍然由血小板检测原理

3. 呼吸道症状：哮喘、慢性咳嗽、慢性鼻炎、鼻窦炎

导致：可能存在的少量血小板聚集；血小板数量太低；小红细胞、

4. 神经症状：头晕、头痛、偏头痛、睡眠障碍

红细胞碎片被划入血小板检测区域；较多大血小板被划分入红细

5. 精神症状：焦虑、忧郁、暴躁易怒、儿童多动症
6. 其他症状：体重快速变动、高血糖、肥胖、磨牙、乳腺增

胞检测区域等情况均可能导致电阻抗法无法准确描绘血小板检测
曲线，获得形态相关参数。而血小板计数的检测也依赖于血小板
检测曲线的准确建立，因此，一旦血常规报告中 MPV 等指标无法
获得结果，报告解读人员有理由怀疑血小板计数检测的可靠性。
总结：鉴于血小板自身的聚集倾向，以及血小板检测原理的

诊断流程如下：

食物特异性 IgG 检测适用于诊断Ⅲ型（免疫复合物型 / 慢性）

常发病率极低，远低于血小板数量异常的情况，因此血小板形态
的异常应结合血小板数量的异常进行分析。血小板平均体积（mean

IgE 介导
速发性（接触后 2

起病隐匿，涉及食物多，难

饮食指导后，待肠道功能及

2、血小板形态

速发食物过敏

生等
儿童尤其容易出现反复发作的如下情况：慢性腹泻、便秘、奶
癣，湿疹，过敏性紫癜、反复流涕、反复发作口腔溃疡、反复咳嗽、
儿童哮喘、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厌学、儿童自闭、孤独症。

结果判读及饮食指导原则
根据每种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浓度不同，可解释为“阴性、轻、
中、重度”，判定结果及饮食指导原则如下
“Avoid”

“Rotate”

“No reaction”

忌食

轮替

安全

如有上述临床表现，排除器质性病变且反反复复发生，迁延不

缺陷，血常规血小板检测的最大的干扰因素来自于标本采集差错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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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G 浓度 (U/ml)
< 50 U/ml

结果判读
阴性

50 - 100 U/ml
100 - 200 U/ml
> 200 U/ml

检验动态
饮食指导原则

-

轻度

1+

敏感
中度
敏感

轮替 ( Rotate )：间隔一段时间

不耐受食物的重新纳入过程应格外小心。关注所有的相关症状

后食用，一般至少间隔 4 天。

3+

敏感

忌食食物的重新纳入

忌食 ( Avoid )：从食谱中剔除。

2+

高度

安全 ( No reaction )：正常进食

以做参考。遵循每次只纳入一种忌食食物，每两种食物纳入之间间
隔至少一周的原则。

选择合适的替代食物。若出现营

注意：不耐受食物由忌食转入 4 天或 4 天以上的轮替状态都

养不足问题，可将 1+ 的食品轮

没有相关症状出现，也不要贸然放任进食，最好坚持一段时间的轮

替食用。

替状态。假如曾经存在哮喘或显著的过敏症状，纳入的同时应预备
好治疗药物以防万一。

如何进行饮食调整

品和含有该项食物的食品，也需要忌食。如对牛奶不耐受，那用牛
奶做成的蛋糕、冰激凌等也要避免食用。

鉴于每个人不耐受的食物各不相同，在此只能提出一些通用的
建议，进一步的建议请向医生咨询。
普遍的建议是，欲将某种食物重新纳入饮食，应先选择这种食
物的一种简单制品，如果重新出现相关症状，那么其他形式就不要
进行尝试了。

饮食轮替

每种需要重新纳入的食物之间应间隔至少 1 周。

一部分食物，因为其特异性食物 IgG 抗体水平较正常水平高，
但是又没有高到必须忌食的程度，可以归入轮替行列。
之所以要设计轮替的规定，完全是为了预防这部分食物演变成
显著不耐受的程度。尽量拓宽饮食谱可以更好地避免不耐受食物的
出现。
列入轮替行列的食物，食用的间隔应在 4 天以上。如果需要轮
替的食物较多，那么应尽量将同类的食物安排在同一天。
假设以下食物需进行轮替：大米、玉米、大豆、牛奶、猪肉、
西红柿、虾和蟹。可按下表安排食谱：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西红柿

虾

玉米

猪肉

大米

蟹

大豆

牛奶

供稿 生化组 郭英

辞旧迎新，检验科生化组若干新项目与大家见面，更好的帮

新生儿。

助临床医生服务患者。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开展的新项目有：

重新纳入食物的选择建议

避免误食
养成食用前查看配方的习惯，除忌食该项食物外，该食物的制

四、2020 年生化检验新项目全新上线

忌食食物的重新纳入，应先选择检测结果为 1+ 的食物，因为
在忌食一段时间之后，1+ 食物的特异性 IgG 抗体将最早降回正常
水平。其次选择 2+ 的食物，最后才是 3+ 的食物。
假如忌食的是奶制品，那么活性酸奶作为重新纳入的检测品是
个不错的选择，如果 5 天以上都没有相关症状出现再尝试牛奶的纳
入。
假如忌食的是小麦，可以用麦片等简单加工食品作为重新纳入
的首选。同样，如果是燕麦不耐受，可以选择麦片粥作为首选。其
他谷物同理可推。
蛋类的尝试比较容易，用煮蛋黄就可以了。如果 5 天以上没有
症状出现，下一步再用蛋清。

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是红细胞生成的主要调节因子，可

高血压两项：肾素与醛固酮；甲状腺功能检测又添两位新成员：

以刺激骨髓红系前体细胞的分化。哺乳动物几乎全部由胎肝生成，

血清甲状腺结合球蛋白、甲状腺球蛋白；钙磷代谢相关激素检测

成人 90% 以上由肾脏产生。EPO 可用于贫血的诊断与分类，辅

再添：降钙素；另外还有游离脂肪酸、甘胆酸、促红细胞生成素、

助诊断肾脏疾病。

免疫球蛋白 IgG 亚类等。

人 免 疫 球 蛋 白 G 抗 体 由 四 种 亚 类 组 成， 分 别 是 IgG1、

肾素与醛固酮是 RAAS 系统重要的两种激素，对血容量起着

IgG2、IgG3 和 IgG4。研究认为，人免疫球蛋白 G 不同的抗体浓

调节作用，醛固酮主要控制钾离子和钠离子，减少钠离子的排出，

度与参考区间偏差和不同疾病状态有关。IgG1 浓度降低可能是由

增加钾离子的排泄。肾素通过水解成血管紧张素 I、II 和以及在血

于综合免疫缺陷而不是由于某特异的亚类缺陷；IgG2 缺陷表现为

管紧张素转换酶的作用下，共同作用维持醛固酮的浓度，在应对外

病毒和细菌感染发生率增加，预示着免疫应答的功能缺陷。上呼

来刺激时可以使血容量、血压和钾离子处于动态平衡。主要用于继

吸道和支气管肺部感染的病人 IgG2 浓度较低，肾病综合征患者体

发性高血压的辅助诊断，如原发性与继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区分、

内 IgG1 和 IgG2 浓度较低，轻微肾炎的患者尤为明显；IgG3 缺

艾迪生病、巴特氏综合征、肾动脉狭窄等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陷在尿道病毒相关感染中有过报道；慢性支气管肺病和支气管扩

甲状腺结合球蛋白（TBG）是甲状腺素的主要载体蛋白，游

张的病人 IgG4 浓度很低。

离与非游离 T4 水平处于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在 TBG 水平发生改

甘胆酸是妊娠晚期血清中最主要的胆汁酸组分。当肝细胞受

变时通过引起总 T4 水平改变重新达到平衡。妊娠、口服避孕药、

损时，肝细胞摄取 CG 能力下降，致使血中 CG 含量增高，使孕

雌激素治疗时 TBG 水平特征性升高而不引起游离 T4 水平升高。

妇易患肝内胆汁淤积综合征（ICP）。ICP 患者升高的甘胆酸会导

甲状腺球蛋白（TG）是甲状腺素和其他碘化甲腺原氨酸的前体，

致早产、胎儿宫内窘迫等。急慢性肝炎、原发性肝硬化、肝癌、

新生儿和妊娠末 3 个月时水平会升高。其测定主要用于先天性甲

胆囊排泄障碍症患者甘胆酸水平也会升高。游离脂肪酸浓度与脂类

状腺功能减退的诊断和鉴别诊断。TG 水平高且变化大主要见于甲

代谢、糖代谢、内分泌功能有关，其浓度会因为糖尿病、重症肝障碍、

状腺发育不全、异位甲状腺组织、激素生成障碍性甲状腺肿；TG

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而上升。

水平极低或检测不出可见于无甲状腺组织（甲状腺发育不全）的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建立饮食的良性循环。
各检验项目采血条件及取报告时间如下表所示：

食物成分替换表
食物类别

食物名称

主要成分

常见接触品举例

可选代替食物

谷类

玉米

淀粉、维生素、蛋白质、叶黄素、矿物质

玉米油、面条、淀粉等

小麦、红薯、高粱、燕麦

谷类
奶类
蛋类

大米
牛奶

淀粉、脂肪、纤维素、维生素、矿物质
乳糖、无机盐、乳清、铁、维生素 A、维生素 B2

米线、米饼、米酒等

采血时间

标本种类

采血管类型

肾素（直接肾素浓度）

任意时间点，需记录采血时间

血液

仅 EDTA 血浆

土豆、红薯、小麦、高粱

牛奶糖、酸奶、饮料、奶片、奶粉等

豆浆、鸡蛋、虾皮

蛋糕、饼干、面包、糕点等

豆腐、酸奶、牛奶、豆浆、肝脏、
奶制品等

蛋清

蛋白质、核黄素、尼克酸、生物素和钙、铁

蛋类

蛋黄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且含有较高的铁、磷、硫和钙、
胆固醇、蛋白质、卵磷脂

蛋糕、饼干、面包、糕点等

肝脏、奶制品、坚果

谷类

小麦

淀粉、蛋白质、钙、铁、硫胺素、烟酸和维生素 A

白酒、饺子、蛋卷、饼干等

大米、土豆、红薯、山药

豆类

大豆

蛋白质、核酸、低聚糖、磷脂

豆芽、豆浆、豆奶等

奶类、酸奶、动物蛋白

蔬菜类

西红柿

胡萝卜素、维生素 C、叶酸、钾、

调味品、饮料、饼干等

南瓜、胡萝卜等蔬菜

肉类

牛肉

蛋白质、脂肪、胆固醇、维生素、

肉干、汉堡、酱料等

猪肉、羊肉、鸡肉、鱼肉

肉类

鸡肉

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维生素 A，B1，
B2，C,E 和烟酸

肉干，汉堡，酱料等

鸭肉，鱼肉，牛奶，豆类

海鲜类

螃蟹、鱼

蛋白质，胡萝卜素，烟酸

汉堡，火锅，保健品等

畜禽肉蛋，奶制品，鱼肉

海鲜类

虾

镁，磷，钙，虾青素

虾酱，虾丸，汉堡等

鱼肉，奶制品，坚果

海鲜类

鳕鱼

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A1，硫胺素，胆固醇

汉堡，调味品，保健品等

畜禽肉蛋，奶制品，坚果

菌类

蘑菇

氨基酸，维生素，磷，钾，钙，铁，微量元素

炒菜，调味品等

木耳，银耳，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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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醛固酮

血液样本 7-10 点间采集；尿
液为 24 小时标本

血液、尿液

甲状腺结合球蛋白

任意时间，推荐空腹

血液

甲状腺球蛋白

任意时间，推荐空腹

血液

促红细胞生成素
降钙素
IgG 亚类

7:30-10:00 之间采血
任意时间，推荐空腹
任意时间，推荐空腹

血液
血液
血液

标本特殊要求

报告发放时间

采集时应记录坐

11 点前采血当天 16:30 前；11 点后第二天

位、立位、卧位

EDTA 血浆管、血

直立位或仰卧位

清管

采集标本

肝素抗凝管、EDTA
抗凝管、血清管
肝素抗凝管、血清
肝素化血浆、血清
肝素化血浆、血清
血清

无
无
无
无
采集后立即冷冻

中午前出报告
11 点前采血当天 16:30 前；11 点后第二天
中午前出报告。尿液醛固酮隔 3 隔工作日出
报告
11 点前采血当天 16:30 前；11 点后第二天
中午前出报告
11 点前采血当天 16:30 前；11 点后第二天
中午前出报告
11 点前采血当天 16:30 前；11 点后第二天
中午前出报告
11 点前采血当天 16:30 前；11 点后第二天
中午前出报告
11 点前采血当天 16:30 前；11 点后第二天
中午前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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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文献
交流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2 月在河北省儿童医院住院并接
受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及肺泡灌洗治疗的 MP 肺炎患儿 213 例，其
中男 118 例、女 95 例，年龄（5.6±2.5）岁，病程 6 ～ 15 d。
将所有患儿按年龄分为 <1 岁组（8 例）、1 ～ 3 岁组（29 例）、
4 ～ 6 岁组（97 例）、>6 岁组（79 例），
按病程分为≤ 7 d 组和 >7 d 组。
按照《诸福棠实用儿科学》（第 8 版）[3] 的诊断标准，MP

3 种方法检测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临床评估
冯志山，李贵霞，刘建华，郭巍巍，张文超，张丽霞，黄慧，王乐（摘自《检验医学》 2019 年 9 月第 34 卷第 9 期）

肺炎可通过临床和实验室两方面证据确诊：（1）症状、体征证据
为 X 线检查或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可见肺部大面积损伤，伴
有发热、咳嗽症状和肺部听诊异常；（2）实验室证据为血清特异
性 MP 抗体、痰液 PCR 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PCR 阳性。

表 1 不同检测方法结果分析
荧光定量
+

-

+

-

+

187

3

154

36

-

22

1

8

…

24.12

P值

0.369

<0.001

Kappa 值

0.043

0.301

注：Kappa 值以荧光定量 PCR 为判断标准计算

2.2 不同年龄 MP 肺炎患儿 3 种方法阳性率的比
较 <1 岁组被动凝集法阳性率明显低于 1 ～ 3 岁组、4 ～ 6 岁组
和 >6 岁组（P<0.001），但 1 ～ 3 岁组、4 ～ 6 岁组和 >6 岁组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 岁组多重 PCR 阳性率显
著高于 1 ～ 3 岁组（P<0.01），其他各年龄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

1.2 样本收集

group（29 cases）， 4-6-year-old group（97 cases） and >6-year-

采集患儿入院检查时的静脉血 2 mL，同时抽吸痰液，另收集

差异，探讨不同方法在不同年龄段及不同病程肺炎患儿中的应用价

old group（79 cases）. According to disease courses，they were

值。方法 选取接受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治疗的 MP 肺炎患儿 213 例。

classified into ≤7 d and >7 d groups. The positive determination rates

采用被动凝集法、多重 PCR 及荧光定量 PCR 分别检测血清 MP

of the 3 method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mong the 213 children

1.3 方法

抗体、痰液 MP DNA 及肺泡灌洗液（BALF）中的 MP DNA。以

with MP pneumonia，the positive determination rates of passive

1.3.1 血清 MP 抗体检测 采用被动凝集法检测血清 MP 抗体。

荧光定量 PCR 在 BALF 中检出 MP DNA 为病原学判断标准，比

agglutination，multiplex PCR and realtime quantitation PCR were

Serodia-Myco Ⅱ 试剂盒购自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血清

较 3 种方法的一致性。将所有患儿按年龄分为 <1 岁组（8 例）、

98.12%，76.06% and 89.20%，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real-time

学阳性判断标准为配对血清滴度升高至 4 倍及以上或单份血清滴度

1 ～ 3 岁组（29 例）、4 ～ 6 岁组（97 例）、>6 岁组（79 例），

quantitation PCR for MP DNA in BALF were regarded as gold standard.

≥ 1 ∶ 160[4]。

按病程分为≤ 7 d 组和 >7 d 组。比较各组 3 种方法的阳性检出率。

The Kappa value of multiplex PCR with real-time quantitation PCR

1.3.2 痰 液 MP DNA 检 测 采 用 多 重 PCR 检 测 痰 液 MP

结果 213 例 MP 肺炎患儿中，被动凝集法、多重 PCR 及荧光定

（0.301）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assive agglutination with real-time

DNA。13 种呼吸道病原体复合试剂盒（PCR 毛细管电泳片段分析

1~3 岁组

量 PCR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98.12%、76.06% 和 89.20%。以

quantitation PCR（0.043）. The positive determination rates of the 3

法）购自宁波海尔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在 GenomeLab GeXP

4~6 岁组

荧光定量 PCR 在 BALF 中检出 MP DNA 为病原学判断标准，多

methods were related to ages（P<0.05）. The positive determination

遗传分析系统（美国 AB SCIEX 公司）上进行毛细管电泳，数据

>6 岁组

重 PCR 与荧光定量 PCR 的 Kappa 值为 0.301，优于被动凝集

rate of real-time quantitation PCR in >7 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由检测系统自带软件分析。严格按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合计

法与荧光定量 PCR 的 Kappa 值（0.043）。按年龄分组，3 种方

in ≤7 d group（P=0.003），while the positive determination rates of

1.3.3 BALF MP DNA 检测 BALF 震荡混匀，离心去上清，

法的阳性检出率均与年龄有关（P<0.05）。病程 >7 d 组荧光定

passive agglutination and multiplex PCR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加入细胞裂解液提取 DNA，采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 BALF 中的

量 PCR 阳性率高于≤ 7 d 组（P=0.003），而被动凝集法和多重

（P>0.05）. Conclusions Among MP pneumonia patients treated with

MP DNA。试剂盒购自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仪器

PCR 的阳性检出率 2 个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fiberoptic bronchoscopy，the consistency of real-time quantitation

为 750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美国 Applied Biosystems 公司）。

结论 在使用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治疗的 MP 肺炎患儿中，荧光定量

PCR and multiplex PCR is superior to passive agglutination，and the

以扩增曲线呈 S 形，且循环阈值（cyclethreshold，Ct）<36 判

PCR 与多重 PCR 的一致性优于被动凝集法，荧光定量 PCR 的阳

positive determination rate of real-time quantitation PCR is related

定为阳性 [5]。由于缺乏 MP 分离培养这一金标准，本研究以荧光

性检出率与患儿病程相关。

with disease courses.

定量 PCR 在 BALF 中检出 MP DNA，即 BALF MP DNA 阳性
作为 MP 感染的病原学标准。

关键词：肺炎支原体；多重聚合酶链反应；荧光定量聚合酶
链反应；肺泡灌洗液

Ke y wo rd s ： M yc o p l a s m a

pneumoniae；Multiplex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al-time quantitation polymerase chain

1.4 统计学方法

reaction；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采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

methods [passive agglutination，multiplex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 MP）是引起儿

（PCR） and real-time quantitation PCR]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最

岁组（P<0.01），其他各年龄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不同年龄 MP 患儿 3 种方法阳性率的比较
被动凝集法
组别

例数

<1 岁组

8

阳性
例数

百分
比

多重 PCR
阳性

（%） 例数

百分
比

荧光定量 PCR
阳性

（%） 例数
6

百分
比
（%）

6

75

6

75

75

29

29

100*

18

62

22

76

97

96

99*

70

72

86

89

79

78

99*

68

86#

76

96#

213

209

98

162

76

190

89

X2 值

24.304

8.282

11.082

P值

<0.001

0.041

0.011

注： 与 <1 岁 组 比 较，*P<0.001； 与 1 ～ 3 岁 组 比 较，
#P<0.01

2.3 不同病程 MP 肺炎患儿 3 种方法阳性率的比
较 >7d 组 荧 光 定 量 PCR 阳 性 率 高 于 ≤ 7d 组（P=0.003），
被动凝集法和多重 PCR 的阳性率 2 个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Mycoplasma pneumoniae（MP） infection，and to investigate their

常见的病原体之一，MP 肺炎患儿可占住院肺炎患儿的 40%[1]。

roles in different ages and disease stages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与其他易引起儿童肺炎的病原体不同，MP 对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

2.1 不同检测方法 MP 检测结果比较

Methods A total of 213 children with MP pneumonia treated with

敏感 [2]。因此，研究快速、灵敏、特异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对 MP

213 例 MP 肺炎患儿中，被动凝集法、多重 PCR 及荧光定量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were enrolled. The passive agglutination，

感染的诊断和治疗均有重要意义。MP 检测的金标准是病原体分离

PCR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98.12%（209 例）、76.06%（162 例）

multiplex PCR and real-time quantitation PCR were used to determine

培养，但操作繁琐，检测时间长，因此不作为常规检测方法。荧光

和 89.20%（190 例）。以 BALF MP DNA 阳性为病原学判断标准，

serum MP antibodies, MP DNA in sputum and MP DNA in the

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血清

多重 PCR 与荧光定量 PCR 的 Kappa 值为 0.301，被动凝集法与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学检测方法也可用于 MP 检测。血清学检测方法因操作简单而广泛

荧光定量 PCR 的 Kappa 值为 0.043，见表 1。

realtime quantitation PCR for MP DNA in BALF were regarded as gold

应用于临床。本研究拟探讨血清学检测方法、多重 PCR 与荧光定

standar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3 methods was compared. All the

量 PCR 在不同年龄及不同病程 MP 肺炎患儿中的应用价值。

34

学意义（P>0.05）。>6 岁组荧光定量 PCR 阳性率明显高于 1 ～ 3

表 3 不同病程 MP 肺炎患儿 3 种方法阳性率比较
被动凝集法

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3 种方法之间的一致性采用 χ2 检验。以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among 3

15

X2 值

children were classified into <1-year-old group（8 cases），1-3-year-old

患儿 BALF。

多重 PCR

PCR

目的 比较 3 种检测肺炎支原体（MP）感染的方法
（被动凝集法、多重聚合酶链反应（PCR）及荧光定量 PCR ）的

摘要：

被动凝集法

组别

例数

阳性
例数

百分
比

多重 PCR
阳性

（%） 例数

≤ 7d 组

113

109

96

82

>7d 组

100

100

100*

80

百分
比

荧光定量 PCR
阳性

（%） 例数

百分
比
（%）

68

94

83

86

96

96

X2 值

1.942

1.61

9.044

P值

0.163

0.205

0.003

3 讨论

MP 是引起儿童 CAP 最常见的病原体之一，可造成患儿肺部
大面积损伤。本研究以 BALF
MP DNA 阳性作为病原学诊断标准，结果显示多重 PCR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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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定量 PCR 的一致性高于被动凝集法与荧光定量 PCR 的一致

情况选择不同方法分别或联合检测，为临床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性。被动凝集法检测血清 MP 抗体的阳性率随患儿年龄的增大而升

提供依据。

高，>6 岁患儿多重 PCR 和荧光定量 PCR 的 MP DNA 阳性率高
于 1 ～ 3 岁患儿（P<0.01）。病程 >7 d 组荧光定量 PCR 的阳
性率高于≤ 7 d 组（P=0.003），提示荧光定量 PCR 检测 BALF

[1] JAIN S， WILLIAMS D J， ARNOLD S R， et al.

MP DNA 的阳性率可能与 MP 肺炎病程有关，而被动凝集法、多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requiring hospitalization

重 RCR 与 MP 肺炎病程无关。

among U. S. children[J]. N Engl J Med，2015，372（9）：

分离培养是诊断 MP 感染的金标准，但存在操作困难、检测
时间长（2 ～ 3 周）、敏感性低等缺点，不适用于临床常规检测，
因此血清学、分子生物学等方法被广泛用于 MP 的临床检测。
MEDJO 等 [6] 配对比较了采用被动凝集法检测 MP 肺炎患儿血清
和采用 RCR 检测 MP 肺炎患儿痰液的一致性，结果显示 2 种方法
一致性良好（Kappa 值 >0.8）。KIM 等 [7] 的研究结果显示，单

835-845.
[2] 崔明姬 . 阿奇霉素在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应用效果探讨 [J].
河北医学，2014，20（1）：156-158.
[3] 江载芳，申昆玲，沈颖 . 诸福棠实用儿科学 [M]. 8 版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375-380.
[4]

TEMPLETON K E，SCHELTINGA S A，

份血清与 PCR 检测的一致性一般（Kappa 值 <0.8）。由此可见，

GRAFFELMAN A W，et al.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of

样本差异是导致方法之间结果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IgM 抗

real-time PCR， real-time nucleic acid sequence-based

体一般在感染 1 周后出现，可持续 3 ～ 4 周。抗体检测除了检测

amplification， conventional PCR， and serology for diagnosis

的时间窗问题，还易受患儿年龄、病程、免疫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7]。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J]. J Clin Microbiol，2003，41（9）：

因此，血清学检测方法在疾病早期或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儿中易

4366-4371.

发生漏诊，而 PCR 直接检测病原体核酸水平，敏感性、特异性及
阳性检出率均高于血清学检测 [6]。本研究结果显示，被动凝集法

检验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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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认真带教，主人翁意识强。用热情和努力，以敏锐的观察力，

PCR 3 种方法检测 MP，结果显示采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 BALF

Pathol，1990，43（2）： 163-165.

弃旧图新，锐意进取，以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奋力拼搏，

MPDNA 的阳性率最高。钟礼立等 [11] 的研究结果显示，在 MP

[9] LOENS K，IEVEN M. Mycoplasma pneumoniae：

感染早期及难治性肺炎患儿中，荧光定量 PCR 检测 BALF MP

current knowledge on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chniques and

DNA 的准确性优于单份血清 MP 抗体检测，采用荧光定量 PCR

serological diagnostics[J]. Front Microbiol，2016，7： 448.

检测 BALFMP DNA 的敏感性与准确性优于血清抗体检测和咽拭
子快速培养。

[10] 龚亚东，马庆庆，林牧 .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 3 种检测方
法对比分析 [J]. 现代医药卫生，2017，33（2）：251-253.

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充实自己。
对每个医务人员来说，病人的评价是一杆最公平的秤，它
最真实的反映出每个人在工作中抛洒的汗水，付出的心血。自工作
以来她不知受到多少患者的表扬。今年 8 月的一天，一个病人家
属慌忙的推开的采血窗口的门，告诉徐婷老师他的爱人晕倒了，徐

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 MP 抗体的阳性率随着患儿年龄的增长

[11] 钟礼立，彭力，黄寒，等 .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荧光定量

婷老师急忙的放下手上的工作，冲出去观察这名患者的实际情况，

而升高，与文献报道 [12] 一致，但荧光定量 PCR 和多重 PCR 阳

PCR 对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断研究 [J].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看到病人脸色嘴唇发白，额头上冒着细汗，她马上呼叫病人，在病

性率仅 >6 岁组高于 1 ～ 3 岁组（P<0.01），未显示出阳性率与

2011，13（3）：191-194.

人能告知她自己的名字及现在的自身情况时，判断病人应该是发生

年龄相关，原因可能是 MP 肺炎的发病与人体免疫反应有关 [13]，

[12] WANG L，FENG Z，ZHAO M，et al. A comparison

了低血糖症状，再仔细询问家属，得知患者是一名孕妇要做糖耐量

而 PCR 直接检测 MP DNA，不易受患儿免疫状态的影响。袁艺

study between GeXP-based multiplex-PCR and serology

检查，因为饿的时间太久了而出现的低血糖症状后。于是她赶紧将

等 [14] 将 MP 肺炎患儿按病程分为 5 组，结果显示病程 <1 周时，

assay for Mycoplasma pneumoniae detection in children with

患者扶进了采血间，倒上温开水叫病人喝，期间不断的观察病人的

MP 抗体检测的敏感性仅为 60% 左右，而 MP DNA 检测的敏感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J]. BMC Infect Dis， 2017，17

恢复情况，并用温柔的的言语关心、安慰着病人，待病人情况好转，

性超过 90%。单份血清抗体检测的敏感性在 3 周后达到 90%，因

（1）： 518.

经过患者同意后优先为患者采集了血液标本。她以熟练的技术为病

此 MP 感染病程处于早期或晚期是选择何种检测方法的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在采用纤维支气管镜 - 肺泡灌洗治疗的 MP 肺炎

[13] 刘剑荣，张勇，陈玲 . 小儿肺炎 1 224 例肺炎支原体抗体
检测结果分析 [J].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0，9（1）：54-55.

人一次性穿刺成功，而后详细地交代了喝葡萄糖后的反应及注意事
项，患者和家属感激不尽！

患儿中，血清 MP 抗体检测的阳性率最高，且血清 MP 抗体检测在

[14] 袁艺，伏瑾，曹玲，等 . 肺炎支原体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

这也只是徐婷平常工作的一个缩影，无论是患者还是工作人

不同年龄段中的阳性率存在差异。荧光定量 PCR 检测 BALFMP

应检测在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诊断意义 [J].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员对她的评价都很高。被评为服务之星是对她工作的高度肯定的评

DNA 的阳性率在疾病早期和晚期存在明显差异。临床可根据患儿

2009，24（10）：760-762.

价，相信她在会不骄不躁地继续发挥光和热，把她满腔的热情奉献
给光荣神圣的医务事业，把白衣开使的形象树造得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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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工作和生活中的徐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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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原菌临床标本来源：

7.0%；阿米卡星 0.0％、呋喃妥因 1.8%；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痰 及 呼 吸 道 标 本 246 株， 占 27.2 ％； 全 血 116 株， 占

10.5％；头孢哌酮 / 舒巴坦 12.7％；氨苄西林 / 舒巴坦 50.9％；

12.8％；生殖道标本 213 株，占 23.6％；脓 8 株，占 0.9％；尿

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分别为：头孢曲松 59.6％、头孢他

液 50 株，占 5.5％；脑脊液、胸腹水 17 株，占 1.9％；创面分泌

啶 26.3％、头孢吡肟 19.6％；单酰胺类氨曲南耐药率为 36.8％；

物 29 株，占 3.2％；大便 47 株，占 5.2%；其它种类标本 178 株，

头霉素类头孢替坦 7.0％、头孢西丁 8.8％；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及

占 19.7％。

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47.4％及 47.4％，复方磺胺耐药率为
50.9％。

四、主要分离菌耐药率：
1. 金黄色葡萄球菌（84 株）： 青霉素耐药率 89.6％；苯唑
西林耐药率（MRSA）为 37.7%；红霉素耐药率 63.6％；克林霉

2019 年第三季度（7-9 月）华西院区主要分离菌
耐药率通报
供稿 微生物组 周伟 旷凌寒

4. 白色念珠菌（57 株）：耐药率分别为：5- 氟胞嘧啶 1.9%；
伊曲康唑 20.8%；两性霉素 B0.0%；伏立康唑 26.4%；氟康唑
20.8%；

素耐药率 62.3％；复方磺胺耐药率 15.6％；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

5. 肺 炎 克 雷 伯 菌（54 株 ）： 肺 炎 克 雷 伯 菌 产 ESBL 率

环丙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1.3％、2.6％、2.6%；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

35.0%；对碳青酶烯类药物（厄它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

利福平、替加环素无耐药。

耐 药 率 为 8.7%； 阿 米 卡 星 6.7 ％、 呋 喃 妥 因 15.6%； 哌 拉 西

2. 流感嗜血菌（72 株）：第 3 季度分离的流感嗜血菌 76.5％

林 / 他唑巴坦 10.9％；头孢哌酮 / 舒巴坦 8.7％；氨苄西林 / 舒

β 内酰胺酶阳性；氨苄西林耐药率为 76.5%；阿莫西林 / 克拉维酸、

巴坦 37.0％；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分别为：头孢曲松

利福平、头孢噻肟的耐药率分别为 2.9％、0.0％、0.0％；对头孢

41.3％、头孢他啶 19.6％、头孢吡肟 13.0％；单酰胺类氨曲南耐

克洛、头孢呋辛的耐药率分别为 14.7％、23.5％；复方磺胺耐药

药率为 26.1％；头霉素类头孢替坦 8.7％、头孢西丁 19.6％；喹

率为 73.5％；氯霉素耐药率为 1.5％；四环素耐药率为 1.5％。

诺酮类环丙沙星及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17.4％及 13.0％，复

3. 大肠埃希氏菌（69 株）：大肠埃希菌产 ESBL 率 55.6%；

方磺胺耐药率为 45.7％。

对碳青酶烯类药物（厄它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耐药率
为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现将 2019 年第三季度（7-9 月）医院华西院区主要病原菌分离率和耐药率通报如下：

一、细菌分离情况：
2019 年 7-9 月，华西院区共分离病原菌 904 株，其中专性厌氧菌 119 株，占 13.2％；需氧革兰阴性杆菌 370 株，占 40.9%；需氧
革兰阳性球菌 259 株，占 28.7%；真菌 113 株，占 12.5％；其它菌（解脲脲原体 / 肺炎支原体 / 分枝杆菌）43 株，占 4.7%。与上一季度
相比，构成比变化不大。分离率前十位的细菌 / 真菌分别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84 株（9.2％）；流感嗜血菌 72 株（7.9％）；大肠埃希菌
69 株（7.5％）；白念珠菌 57 株（6.2％）；肺炎克雷伯菌 54 株（5.9％）；疮疱丙酸杆菌 52 株（5.7%）；铜绿假单胞菌 36 株（3.9%）；
表皮葡萄球菌 35 株（3.8%）；粪肠球菌 26 株（2.8%）；光滑念珠菌 23 株（2.5％）。

二、主要病区前五位分离菌分布：
病区 \ 病原菌

1

2

3

4

5
人性支原体
（1 株）

妇科
（17 株）

表皮葡萄球菌
（6 株）

大肠埃希菌
（4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2 株）

粪肠球菌
（2 株）

人葡萄球菌
（1 株）
奇异变形杆菌
（1 株）

产科
（145 株）

疮疱丙酸杆菌
（40 株）

大肠埃希菌
（11 株）

感染儿科
（58 株）

沙门菌属
（21 株）

流感嗜血菌
（6 株）

儿科 ICU
（89 株）

铜绿假单胞菌
（19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7 株）

急诊儿科
（91 株）

流感嗜血菌
（25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8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3 株）

38

粪肠球菌
（11 株）
屎肠球菌
（5 株）
白色念珠菌
（5 株）
流感嗜血菌
（7 株）
肺炎克雷伯菌
（7 株）
大肠埃希属
（13 株）

阴道加德纳菌
（10 株）

表皮葡萄球菌
（8 株）

肺炎克雷伯菌
（4 株）

阴沟肠杆菌
（3 株）

粘质沙雷菌
（6 株）

木糖氧化无色杆菌
（5 株）

肺炎克雷伯菌
（7 株）

铜绿假单胞菌
（5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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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原菌临床标本来源：

率为 75.4％；氯霉素耐药率为 1.8％；四环素耐药率为 3.5％。

痰及呼吸道标本 293 株，占 36.6％；全血标本 26 株，占 3.2%；

3. 金黄色葡萄球菌（52 株）： 青霉素耐药率 92.2％；苯唑

生殖道标本 305 株，占 38.0％；脓 3 株，占 0.4％；尿液 43 株，

西林耐药率（MRSA）为 33.3%；红霉素耐药率 51.0％；克林霉

占 5.4％；创面分泌物 12 株，占 1.5％；大便 24 株，占 3.0%；

素耐药率 51.0％；复方磺胺耐药率 2.0％；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

其它种类标本 95 株，占 11.9％。

环丙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3.9％、5.9％、5.9%；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
利福平、替加环素无耐药。

四、主要分离菌耐药率：

2019 年第三季度（7-9 月）锦江院区主要分离菌
耐药率通报
供稿 微生物组 周伟 旷凌寒

4. 肺 炎 克 雷 伯 菌（44 株 ）： 肺 炎 克 雷 伯 菌 产 ESBL 率

1. 大肠埃希氏菌（85 株）：大肠埃希菌产 ESBL 率 52.1%；

38.5%；对碳青酶烯类药物（厄它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

对碳青酶烯类药物（厄它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耐药率 0.0%；

耐 药 率 为 16.7%； 阿 米 卡 星 0.0 ％、 呋 喃 妥 因 20.0%； 哌 拉 西

阿米卡星 1.4％、呋喃妥因 1.4%；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0.0％；头

林 / 他唑巴坦 16.7％；头孢哌酮 / 舒巴坦 17.2％；氨苄西林 / 舒

孢哌酮 / 舒巴坦 1.4％；氨苄西林 / 舒巴坦 68.9％；对头孢菌素类

巴坦 60.0％；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分别为：头孢曲松

抗生素的耐药率分别为：头孢曲松 51.4％、头孢他啶 10.8％、头

50.0％、头孢他啶 26.7％、头孢吡肟 26.7％；单酰胺类氨曲南耐

孢吡肟 10.8％；单酰胺类氨曲南耐药率为 20.3％；头霉素类头孢

药率为 30.0％；头霉素类头孢替坦 20.0％、头孢西丁 30.0％；喹

替坦 0.0％、头孢西丁 2.7％；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及左氧氟沙星耐

诺酮类环丙沙星及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13.3％及 3.3％，复方

药率分别为 27.0％及 25.7％，复方磺胺耐药率为 59.5％。

磺胺耐药率为 36.7％。

2. 流感嗜血菌（64 株）：第 3 季度分离的流感嗜血菌 89.5％

5. 光滑念珠菌（42 株）：耐药率分别为：5- 氟胞嘧啶 0.0%；

β 内酰胺酶阳性；氨苄西林耐药率为 89.5%；阿莫西林 / 克拉维酸、

伊曲康唑 35.1%；两性霉素 B0.0%；伏立康唑 13.5%；氟康唑

利福平、头孢噻肟的耐药率分别为 0.0％、0.0％、0.0％；对头孢

2.7%。

克洛、头孢呋辛的耐药率分别为 28.1％、21.1％；复方磺胺耐药
为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现将 2019 年第三季度（7-9 月）医院锦江院区主要病原菌分离率和耐药率通报如下：

一、细菌分离情况：
2019 年 7-9 月，锦江院区共分离病原菌 801 株，其中专性厌氧菌 116 株，占 14.5％；需氧革兰阴性杆菌 309 株，占 38.6%；需氧
革兰阳性球菌 200 株，占 25.0%；真菌 96 株，占 12.0％；其它菌（解脲脲原体 / 肺炎支原体 / 分枝杆菌）80 株，占 10.0%。与上一季度
相比，构成比变化不大。分离率前十位的细菌 / 真菌分别是：大肠埃希菌 85 株（10.4％）；流感嗜血菌 64 株（7.8％）；金黄色葡萄球菌
52 株（6.4％）；疮疱丙酸杆菌 49 株（6.0%）；肺炎克雷伯菌 44 株（5.4％）；光滑念珠菌 42 株（5.1%）；粪肠球菌 37 株（4.5%）；
白念珠菌 36 株（4.4%）；肺炎链球菌 31 株（3.8％）；B 群链球菌（无乳链球菌）25 株（3.1%）。

二、主要病区前五位分离菌分布：
病区 \ 病原菌

1

2

3

4

5

妇科
（22 株）

大肠埃希菌
（6 株）

专性厌氧菌
（4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3 株）

肠球菌属
（3 株）

表皮葡萄球菌
（2 株）

产科
（221 株）

疮疱丙酸杆菌
（50 株）

解脲脲原体
（29 株）

粪肠球菌
（23 株）

大肠埃希菌
（20 株）

卷曲乳杆菌
（16 株）

大肠埃希菌
（5 株）
新生儿科
（69 株）

解脲脲原体
（15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0 株）

阴沟肠杆菌
（5 株）
表皮葡萄球菌
（5 株）

感染儿科
（54 株）

儿科 ICU
（46 株）

急诊儿科
（114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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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嗜血菌
（16 株）
大肠埃希菌
（7 株）
铜绿假单胞菌
（7 株）
流感嗜血菌
（31 株）

屎肠球菌
（11 株）

白色念珠菌
（6 株）

沙门菌属
（16 株）

肺炎克雷伯菌
（5 株）
大肠埃希菌
（5 株）
肺炎克雷伯菌
（5 株）
流感嗜血菌
（5 株）
大肠埃希菌
（14 株）

王月芳 老师
王月芳，主管技师，2008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
华西临床医学院，获硕士学位。后进入我院检验

鲍曼不动杆菌
（4 株）
肺炎克雷伯菌
（4 株）

粪肠球菌
（3 株）

科工作，主要从事血液相关疾病的临床实验室诊
断及科室试剂管理工作。擅长于临检血液学、骨
髓形态学检验和临床报告的解读等，具有丰富的
临床工作经验。工作至今，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

金黄色葡萄球菌
（4 株）

铜绿假单胞菌
（3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4 株）

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3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2 株）

肺炎链球菌
（10 株）

论文数篇，多次获得医院先进、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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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王晓东副院长带领检验科参加四川省医师
协会输血分会成立大会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17 日四川省医师协会输血分会在成都
大成宾馆召开了成立大会暨 2019 年输血年会。我院作为输血医师
分会的成员单位受邀参会。本次活动由医院副院长王晓东教授带
队，检验科主任江咏梅教授、检验科血库组长陈剑老师和成员王

海娟老师参加了会议。会议中，我院老师入选为分会副主任委员、
常委及委员。
王晓东副院长受大会邀请，作了题为《急性大量产科出血的
液体复苏与输血治疗》的精彩授课；江咏梅主任受邀主持专题会议。

图 50. 王晓东副院长受邀授课

图 49. 大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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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王晓东副院长（右二）、江咏梅主任（左二）、陈剑老师（左一）和王海娟老师（右一）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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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全院输血培训会顺利召开

三、输血不良反应鉴别诊断标准及处理流程（2018 版）
作者：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创新工程输血不良反应团队、输血不良反应重点实验室

2019 年 12 月 5 日下午，在医院的大力支持和医务部等各相
关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我院输血管理委员会在研究院二楼会议

一、输血不良反应定义及诊断标准

室召开了 2019 年全院临床输血培训会。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了四川

1、 输 血 相 关 循 环 超 负 荷 (Transfusionassociated circulatory overload, TACO )

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主任刘进教授、我院副院长王晓东教授开展讲
座。检验科主任江咏梅全程参与并主持了会议。医院副院长牛晓宇，

诊断标准定义：输血停止后 6 小时内出现以下 3 个或 3 个以

医务科主任伍金林、副主任张彦，医保办主任李华凤，麻醉科主任

●新生儿和小婴儿（＜ 1 岁或体重＜ 12kg）：任一血压测量
值降低幅度超过标准血压值的 25％ （例如：平均动脉压）
可能：出现低血压，但未到达上述数值标准 .

上症状的新发或恶化：

林雪梅，产科周容老师等广大医务工作者参加了培训。

●急性呼吸窘迫（呼吸困难、端坐呼吸、咳嗽）

会上，牛晓宇副院长首先介绍了本次大会的意义，希望各部门
精诚协作，为进一步提高全院输血工作质量不断努力；江咏梅主任

●脑钠肽升高（BNP）

总结了 2019 年临床输血工作，通报了临床用血相关数据，她感谢

●中心静脉压升高（CVP）

各相关部门对检验科血库的大力支持，表示检验科将与时俱进，提

●左心衰

高服务，继续保障临床用血的安全。

●液体超负荷

6、非溶血性发热反应 (Febrile non-hemolytic
transfusion reaction, FNHTR)
注意：没有体温的变化，仅出现畏寒或寒战的情况也属于
FNHTRs
诊断标准定义：输血时或输血停止后 4 小时内患者出现以下任

●肺水肿的影像学证据

随后，刘进教授、王晓东教授分别进行了《大量输血患者的液
体复苏和输血技术》、
《产科血液保护，我们还能做什么？》专题讲座。

●婴儿、儿童、青少年（1-18 岁）：收缩压降低幅度超过标
准血压值 25%（例如：收缩压从 120mmHg 降低到 90mmHg 以下）

意一条：

图 54.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主任刘进教授进行专题讲座

2、输血相关急性肺损伤 (Transfusion-related
acute lung injury, TRALI)

最后，医务部伍金林主任、王晓东副院长先后对本次会议进行
了总结，希望全院医护人员认真学习临床输血相关知识，将输血新

●发热：患者体温达到或超过 38℃或者较输血前升高 1℃或
1℃以上
●畏寒、寒战

诊断标准定义：以下 5 条同时满足

知切实贯彻到临床工作中。

可能：怀疑为 FNHTR，但患者症状不足以满足以上的标准，

1. 患者输血前无急性肺损伤
2. 患者输血时或输血停止后 6 小时内出现新发急性肺损伤

其他不良反应的定义也不适用。

3. 患者出现低氧血症：氧合指数 (PaO2/FiO2) ≤ 300mmHg
或自然呼吸情况下血氧饱和度 (SpO2) ＜ 90% 或低氧血症的其他
临床表现

7、 急 性 溶 血 性 输 血 反 应 (Acute hemolytic
transfusion reaction, AHTR)
诊断标准定义：同时满足第 1 条和第 2 条以及第 3 条中任何

4. 影像学：X 线显示双侧肺浸润
5. 无左心房高血压（即循环超负荷）

一条
1. 输血时或者输血停止后 24 小时内患者出现以下任何一种体

3、输血相关呼吸困难 (Transfusion-associated
dyspnea, TAD)
诊断标准定义：输血停止后 24 小时内发生的急性呼吸困难。
图 55. 王晓东副院长进行专题讲座

同时排除过敏反应、TACO、TRALI 等导致呼吸困难的其它原因。

尿 / 无尿、输血部位疼痛或渗出、肾功能衰竭
2．患者出现以下两种或两种以上症状：纤维蛋白原降低、结
合珠蛋白降低、胆红素升高、乳酸脱氢酶 LDH 升高、血红蛋白血症、
血红蛋白尿、血浆变色（溶血）、血涂片可见球形红细胞

4、过敏反应 (Allergic reaction)

图 52. 牛晓宇副院长介绍大会意义

征或症状：腰背痛、寒战、DIC 鼻出血、发烧、血尿、低血压、少

诊断标准定义：输血时或输血停止后 4 小时内出现以下 2 个
或 2 个以上症状：结膜水肿、嘴唇 / 舌头 / 悬雍垂水肿、皮肤红斑
和眶周水肿、面部潮红、低血压、局部血管神经性水肿、斑丘疹、
皮肤瘙痒、呼吸困难 / 支气管痉挛、荨麻疹
很可能：输血时或输血结束后 4 小时内出现以下任何 1 种症状：
结膜水肿、嘴唇 / 舌头 / 悬雍垂水肿、皮肤红斑和眶周水肿、局部
血管神经性水肿、斑丘疹、皮肤瘙痒、荨麻疹

3.1 免疫介导：抗 IgG 或抗 C3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DAT）
阳性、输注的红细胞同种抗体洗脱试验阳性
3.2 非免疫介导：血清学检测阴性，但确定存在可以导致溶血
的物理性原因（例如：热，渗透，机械，化学等）
很可能：患者的症状符合急性溶血反应的症状体征，以及以下
2 条之一 ：
（1）免疫介导：物理性因素被排除，血清学证据不够充分
（2）非免疫介导：血清学检测阴性，可能存在导致溶血的物
理性因素

5、 输 血 相 关 低 血 压 反 应 (Hypotensive
transfusion reaction)

可能：输血后 24 小时内怀疑出现急性溶血反应，但患者的症状、
体征及检测结果未达到上述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定义 : 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低血压，患者输血时或输
血停止后 1 小时内出现血压降低。血压降低标准：
● 成 年 人 ( ≥ 18 岁 )： 收 缩 压 降 低 ≥ 30 mmHg 且 收 缩 压
图 53. 检验科江咏梅主任总结 2019 年临床输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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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医务部伍金林主任进行会议总结

≤ 80 mmHg

8、迟发性溶血性输血反应 (Delayed hemolytic
transfusion reaction, DHTR)
诊断标准定义：同时满足第 1 条和第 2 条中任何一条以及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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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中任意一条

二、皮疹 瘙痒

1、输血停止后 24 小时至 28 天内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阳性
2.1 输注的红细胞同种抗体洗脱试验阳性

11、 输 血 后 紫 癜 (Post transfusion purpura,
PTP)

2.2 受血者血浆中有新检测到的红细胞同种抗体

诊断标准定义：同时满足以下 2 条

3.1 输血后患者血红蛋白升高没有达到预计值或者迅速降低到

1、血小板计数较输血前降低 80% 以上

输血前的水平

2、可检测到血小板 HPA 抗体或其他血小板特异性抗体

3.2 其它原因不能对球形红细胞形态进行解释

很可能：同时满足以下 2 条

很可能：输血停止后 24 小时至 28 天内可以检测到新出现的

1、血小板计数较输血前降低幅度在 20% ～ 80% 之间

红细胞同种抗体，但实验检测结 果不够充分。

2、可检测到血小板 HPA 抗体或其他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可能：

可能：怀疑患者出现 DHTR，但其的症状、检测结果等未达
到上述诊断标准。

怀疑为 PTP，但实验室结果不足以满足上述标准。例如，患者血
小板计数较输血前降低 20%，但未检测血小板抗体或测试结果阴

注意：患者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患者的症状与 AHTR 类似，但

12、感染性输血反应 (Transfusion-transmitted
infection, TTI)
诊断标准定义：受血者病原体检测阳性。

13、其它 / 未知 (Other/Unknown)

高钾血症、血栓形成等。

中度过敏反应

1. 抗过敏处理
2. 停止继续输血

无

1. 重度过敏反
应
2. 过敏性休克

1. 抗过敏处理 : 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
2. 停止继续输血
1. 将 3-5ml 血样和输血管路送至输血科
3. 出现休克，给予肾上腺素
2．血型、抗筛、DAT、相容性检测等常实验室检测
4. 需要时可给患者输注洗涤红细胞或 3. 建议进行患者 IgA 缺陷检查
IgA 阴性血液

初步诊断

以高血压为特点

TACO

以低血压为特点

1.TRALI
2. 细菌污染（败血症）
3. 溶血反应
4. 过敏性休克

以呼吸困难为唯一临床 TAD
特征

●腹泻

二、输血不良反应症状诊断处理流程

●发烧

注：疑似发生输血不良反应，应立即遵循以下原则进行初步处

●肝肿大

理：

●肝功能异常（ALT、AST、碱性磷酸酶、胆红素升高）

1、停止输血

●髓再生障碍性贫血

2、维持静脉通路

●全血细胞减少

3、检查患者生命体征

2、皮肤和肝脏活检有特征性的组织学表现

4、重新核对患者

很可能：有符合条件的临床症状但患者活检阴性或者未做活检。

5、通知医生和输血科

初步诊断

血管内溶血：输血后 24
小时内患者出现黄疸、
急性溶血反应
血红蛋白降低、腰背疼
痛、 酱油色尿等
血 管 外 溶 血： 输 血 后
迟发性溶血反应
24 小时至 2 周出现

后续检查

1. 停止继续输血，维持静脉通路，咨询
医生
2. 给氧进行呼吸支持
3. 注射利尿剂
4. 患者体位：头高脚低位
1. 停止继续输血
2. 对症治疗（肾上腺素、抗组胺药、
类固醇、给予氧和呼吸支持 ; 补液，维
持血压和肾脏支持等）
3. 如果怀疑细菌污染，应立即给予抗
生素
4. 怀疑出现过敏性休克，给予肾上腺
素
1. 停止继续输血
2. 对症治疗

1. 将 3-5ml 血样和输血管路送至输血科
2. 胸部 X 线检查双侧肺间质浸润情况
3. 检查有无左心房高压等体液过载的证据
4. 高度怀疑 TRALI，建议进行供受者 HLA/HNA 分型及抗
体检测（经输血科医生进行讨论决定）
5. 高度临床怀疑脓毒症，则对患者血液和输注血液进行血
培养
6. 怀疑发生溶血反应（尿液、血浆呈红色）：血型检测、
抗筛、DAT、肌酐、胆红素、LDH、APTT、血浆血红蛋白、
尿液检查等溶血反应

处理方式

确诊
结果

后续检查

1. 停止继续输血、维持静脉通路
2. 重新核对患者
3. 维持患者尿量
4. 关注 DIC 和患者的出血状况

1. 立即通知输血科
2. 将 3-5ml 血样和输血管路送至输血科
3. 将输血后第一袋尿液标本送至输血科
4. 溶 血 相 关 实 验 室 检 测： 血 电 解 质、 肌 酐、 胆 红 素、
LDH、结合珠蛋白、血型、抗筛、DAT、相容性检测等。
将 2-5ml 血样和输血管路送至输血科进行溶血相关实验室
密切监测患者，必要时可输注抗 原阴
检测：血电解质、肌酐、胆红素、LDH、结合珠蛋白、血型、
型血液
抗筛、DAT、相容性检测等

五、低血压
症状体征

初步诊断

输血过程中出现突发性
输血相关低血压反应
血压降低

后续检查

1. 体温低于 39℃
2. 除畏寒、寒战无其 非溶血性发热反应
它异常症状

1. 对症处理，密切观察生命体征
2. 患者症状稳定，没有其他新的
症状，经医生允许，可继续输血

无

1. 体温低于
39℃，除畏寒寒战外，1. 非溶血性发热反应
患者出现低血压等其 2. 细菌污染
3. 急性溶血反应
它异常症状
2. 体 温 高于 39℃

1. 停止继续输血
2. 密切监测患者血压、肾脏功能、
DIC
3. 对症处理：退热剂
4. 怀疑细菌污染，可以经验性使
用抗生素

1. 考虑患者血培养
2. 将输血管路和 3-5ml 血样送至输血科
3. 如果体温升高≥ 2℃或临床高度怀疑脓毒症，则
强烈建 议对输注血液制品进行细菌培养
4. 怀疑发生溶血反应（尿液、血浆呈红色）：血型
检测、抗筛、DAT、肌酐、胆红素、LDH、INR、
APTT、纤维蛋白原、血浆 血红蛋白、结合珠蛋白、
尿液检查等溶血反应相关检测

处理方式
1. 停止继续输血，维持静脉通路
2. 患者体位：头低脚高位
3. 输注生理盐水
4. 必要时可使用升压药物
5. 停止继续输血，患者血压可恢复

确诊
结果

后续检查
1. 将 3-5ml 血样和输血管路送至输血科
2. 血型、抗筛、DAT、相容性检测等常规实验室检测

六、血小板减少

一、发热：患者体温达到或超过 38℃或者较输血前升高 1℃或 1℃以上
处理方式

确诊
结果

处理方式

四、溶血症状
症状体征

不良反应

重时可出现全身广泛的红皮病和血泡。

46

无

未知：病人出现输血相关的不良症状，但不能确定是何种输血

●特征性皮疹：红斑，丘疹等爆发性的从躯干蔓延到四肢，严

初步诊断

1. 抗过敏处理，如果症状消失，经医生
允许，则可以恢复输血
2. 如果症状没有改善或恶化、复发，则
停止输血

其他：患者发生了未在标准中规定的不良反应，如：输血相关
急性肠损伤（TRAGI）、输血相关性免疫调节（TRIM）、铁超负荷、

1、输血停止后 2 天至 6 周出现以下临床症状：

症状体征

轻度过敏反应

可能：不明原因的临床症状与感染同时发生，但受血者病原体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阳性或者红细胞抗体筛查阳性）。

诊断标准定义：同时满足第 1 条和第 2 条

后续检查

三、呼吸困难

检测阴性。

10、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Transfusionassociated graft vs. host disease, TAGVHD)

确诊
结果

处理方式

症状体征

诊断标准定义：患者无溶血的临床症状，可检测到新出现的、
有临床意义的红细胞抗体。

1. 轻度皮疹（＜ 2/3 体
表面 积）
2. 轻度皮肤瘙 痒
3. 无其它异常
1. 中 度 皮疹（＜ 2/3
体表面积）
2. 中度瘙痒
1. 重 度 皮疹（＞ 2/3
体表 面 积 ）
2. 重度瘙痒
3. 出现其他异常症状：
低血压、呼吸困难、咽
喉肿胀等

初步诊断

性。

较为轻微。因此不要求患者的症状一定要符合病例定义的标准。

9、 迟 发 性 血 清 学 反 应 (Delayed serologic
transfusion reaction, DSTR)

症状体征

确诊
结果

症状体征

初步诊断

血小板计数较输血前降
输血后紫癜
低 80% 以上

处理方式
1. 咨询血液病专家
2. 首选静脉注射用免疫球蛋白
3. 使用血小板抗原阴性的血液

确诊
结果

后续检查
1. 将 3-5ml 血样和输血管路送至输血科
2. 血型、抗筛、DAT、相容性检测等常规实验室检测
3. 进行血小板同种抗体的检测 : 患者血小板抗原缺乏，存
在血小板抗体 (HPA-1a 占 70%)

七、高热、特征性皮疹、全血细胞减少
症状体征

初步诊断

输血后 2 天至 6 周出现 输血相关移 植物抗宿主 病
以下临床症状 ：
(TAGVHD)
特征性皮疹、腹泻、发
烧、肝肿大、肝功能异
常、骨 髓再生障碍性贫
血、全血细胞

确诊
结果

处理方式

后续检查

1. 咨询血液病专家
2. 进行循环支持
3. 可尝试进行免疫抑制治疗
4. 干细胞移植
5. 死亡率高，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
预防为主，建议高危受血 者使用辐照
血

1. 将 3-5ml 血样和输血管路送至输血科
2. 进行供血者和受血者 HLA 配型
3. 进行皮肤组织活检：皮肤和肝脏活检是否有特征性的组
织学表现（典型特征包括界面淋巴细胞浸润与 basil 细胞空
泡化）
4. 血型、抗筛、DAT、相容性检测等常规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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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召开全省第九次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
临床检验室间质评工作总结会暨全国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临床实验室的标准化质量
管理》培训会
2019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

控中心成立以来的成绩；刘瀚旻院长代表医院对甘孜州人民医院给

/ 四川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联合我院联盟医院——甘孜州

予大会的支持表示感谢，对检验科举办继续医学教育，深化区域联

人民医院，成功召开了全省第九次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临床

盟医院建设，下沉优质医疗资源表示赞许。

检验室间质评工作总结会暨全国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妇幼健康服务
机构临床实验室的标准化质量管理》培训会。
本次会议由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主任、四川省妇幼临

当天上午，江咏梅主任、刘小娟副主任对 2019 年全省第九
次室间质评工作进行了总结；21 日下午，按计划召开了 2019 年
全国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临床实验室的标准化质

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江咏梅教授主持。会议得到了四川省卫健

量》。本次会议邀请到了应斌武、李贵星、陈大鹏、黄文芳、贺勇、

委员、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甘孜州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四川

熊大迁等国内著名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参会人员全程认真听讲，表

省卫健委妇幼处副处长雷激，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院长刘瀚旻，

示受益匪浅。

甘孜州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张勇棋出席了会议；来自全省各妇幼健
康服务机构的 230 余人参加了会议。
在第一天的室间质评工作总结会上，雷激副处长充分肯定了质

图 58. 开幕式现场领导，从左至右分别是刘小娟、张勇棋、雷激、刘瀚旻、江咏梅、李丰益

本次总结培训会节奏紧凑，内容充实，不仅回顾总结了质控中
心的工作，还为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实验室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新
知，彰显了华西精神及我院优质的医疗服务水平。

图 59. 中心专家合影留念

图 57. 大会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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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医院 黄文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陈大鹏

检验科副主任 刘小娟

检验科主任 江咏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贺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贵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应斌武
图 60. 专家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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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熊大迁

检验科血液组组长 张鸽

检验科急诊组组长 于凡

图 61. 专家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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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英语
（奖励规则：选择适当的单词或词组填到相应的空格里，必要时可改变单词或词组的形式，填词正确率 100% 即可带着杂志或本页复
印件到检验科领取奖品。领奖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85501277）

slight

discharge

vaginosis

distinctive

symptom

gynecologic

cover

particularly

absent

typical

gonorrhea

confound

white

menstrual cycle

besides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red blood cells is to transport (1)

from the lungs to the (2)

. Oxidation of

Analysis of Vaginal Secretions
The vaginal lubricative fluid can vary in consistency, texture, taste, color, and odor, depending on sexual arousal, the phase of the(1)
the presence of an infection, certain drugs, genetic factors, and diet. A vaginal wet mount (or vaginal smear) is a (2)
sample of vaginal. A vaginal smear is not done during the menstrual period, because menstrual blood on the slide can(3)
A vaginal smear may be considered in case of vaginitis(4)

test wherein a
the results.

such as vaginal itching, burning, rash, odor, or discharge. It may assist

in suspicion of vaginal yeast infection, trichomoniasis and bacterial(5)
simplex, and(6)

,

. Infections such as chlamydia, genital warts, syphilis, herpes

can also affect the vagina, but these diseases are found by doing other tests.

Normally, vaginal fluid is(7)

acidic and can become more acidic with certain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The normal pH of

vaginal fluid is between 3.8 and 4.5, whereas male semen is(8)

between 7. 2 and 8.0. There are no yeast, bacteria, trichomoniasis, or

clue cells are found on the slide of vaginal fluid. White blood cells are normally(9)
A vaginal yeast infection often causes a(10)

or very low in number.

, lumpy discharge that looks like cottage cheese. Trichomoniasis causes a vaginal

discharge that is yellow-green, foamy, and bad-smelling. Bacterial vaginosis generally produces a vaginal(11)
with a strong fishy odor.(12)
stippled appearance by being (14)

that is thin and milky

, clue cells may be seen in bacterial vaginosis. Clue cells are epithelial cells of the vagina that get their(13)
with bacteria. They are a medical sign of bacterial vaginosis,(15)

that caused by

Gardnerella vaginalis, a group of Gram-variable bacteria. This bacterial infection gives a foul, fishy smelling yellow/grey frothy vaginal discharge, also
the vaginal pH is increased above 5.5. Furthermore, presence of white blood cells is a general sign of infection.

图 62. 参会代表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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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检验通讯》的关注与支持，为把通讯的每一个栏目办得有声有色，我们真诚地希望您在阅读本刊后填写如下问卷。
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将推动我们不断进步，为您呈现一份更加优秀的通讯期刊，同时也希望本刊能在您的工作和学习中助您
一臂之力。谢谢您的合作！

读者评刊
1 您阅读本期《检验通讯》主要想获得哪个专题的信息？
□科室动态；

□检验与临床； □检验动态；

□细菌耐药监测； □输血园地；

□文献交流；

□四川省妇幼检验质控中心 ;

□检验风采；

□医学英语；

2 您最关注本期《检验通讯》的哪些栏目？
□科室动态；

□检验与临床； □检验动态；

□细菌耐药监测； □输血园地；

□文献交流；

□四川省妇幼检验质控中心 ;

□检验风采；

□医学英语；

3 您认为《检验通讯》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哪些？
□封面；

□内容；

□版面设置；

□排版设计

4 您是否希望继续收到《检验通讯》？
□是；

□否

5 您希望检验通讯增加的其他栏目和内容？您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习惯调查
1 您获取专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有？
□专业杂志 / 报纸；		

□专业网站；

□医学图书馆 / 网页；

□学术会议；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经常阅读的专业杂志有：
□中华儿科杂志；

□中华妇产科杂志；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中华医院感染杂志；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临床检验杂志；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认为哪一级以上的杂志对你的专业最有帮助？
□省级期刊以上； □统计源期刊以上； □核心期刊以上； □ MEDLINE、SCI 以上
请将填写完的调查表沿裁剪线扯下，投至“检验科意见箱”（检验科“血标本接收窗口”旁）
联系电话：85501543；E-Mail：hxeyjytx@163.com；新浪微薄 @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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