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2022 年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能力提高学习班”通知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各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习国家、国际和行业对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质量管

理文件，持续提高临床实验室负责人及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的质量意识、

管理能力，着力解决实验室常见的质量问题，为临床疾病诊治、防疫抗疫

提供全面的质量保障，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拟于 2022年 5月 16日-5月 20

日举办国家继续教育项目“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能力提高学习班”

【2022-11-01-075（国）】。本次学习班邀请了来自国家卫健委临检中心、

省市临床检验中心、临床实验室以及相关机构的知名专家教授，重点学习

国家对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检测相关质量规范，专题研讨实验室质量管

理、结果互认、标准化、POCT 等工作规范和存在问题的解决策略。通过学

习，学员将学有所获，对临床实验室质量工作有全新提升。考试合格可授

予Ⅰ类学分 10 分，请各医疗机构（新任）实验室负责人、技术和质量管理

人员等积极报名参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课程安排：详见附件或者平台培训页面。 

二． 培训时间：2022年 5月 16日-5月 20日。 

三． 培训方式：本次继续教育学习班将采用线上授课和考核的方式。将使用

医 会 宝 平 台 以 直 播 和 录 播 的 方 式 进 行 授 课 。 登 录 以 下 链

接 https://mobile.medmeeting.com/#/series-live/3691或使用微信扫描下

方二维码进行观看。 

https://mobile.medmeeting.com/#/series-live/3691




 

附件： 

2022 年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能力提高学习班(网络课程) 

日程表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专家 单位 

5 月 16日 

（星期一） 

9:00-11:30 开班事宜、网络测试 杨雪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1:30-13:00 午间休息 

13:00-16:30 主持人：居漪 教授 

13:00-13:45 紧急情况下开展检验工作的要求 胡晓波 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3:45-14:30 
临床检验项目全国互认质量评价指标

及技术要求 
王治国 教授 国家卫健委临床检验中心 

14:30-14:45 课间休息 

14:45-15:30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性能验证 李金明 教授 国家卫健委临床检验中心 

15:30-16:15 
全国常规化学室间质量评价常见问题

分析 
张传宝 教授 国家卫健委临床检验中心 

16:15-16:30 讨论 

5 月 17日 

（星期二） 

8:30-16:30 主持人：徐翀 教授 

8:30-9:15 CNAS临床免疫学领域的要求 许斌 教授 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 

9:15-10:00 “智慧”开启临检美好未来 沈佐君 教授 安徽省临床检验中心 

10:00-10:15 课间休息 

10:15-11:00 城市核酸检测基地运行的经验和思考 郦卫星 教授 浙江省临床检验中心 

11:00-11:45 
ISO22367：2020《医学实验室风险管

理应用》简介 
胡冬梅 教授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

员会 

11:45-13:00 午间休息 

13:00-13:45 脑脊液检验助力神经系统疾病诊治 关明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45-14:30 
从 BRCA 到遗传肿瘤基因检测,不断提

升检验科服务临床能级 
郭玮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30-14:45 课间休息 

14:45-15:30 凝血因子检测的行业标准解读 王学锋 教授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15:30-16:15 
全面质量管理与临床内分泌实验室检

测 
周文中 副教授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内分泌研究所 

16:15-16:30 讨论 

5 月 18日 

（星期三） 

8:30-16:30 主持人：黄维纲 教授 

8:30-9:15 中美对 POCT 类设备的监管情况简介 邹迎曙 教授 北京医疗器械检测所 

9:15-10:00 助力临床诊疗，促进学科发展 李敏 教授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 



 

10:00-10:15 课间休息 

10:15-11:00 
天然免疫识别受体TLR4及NLRP3炎性

小体调节子宫激活分娩的机制研究 
康向东 教授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11:00-11:45 
上海市松江区域检验中心建设探索与

实践 
侯彦强 教授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11:45-13:00 午间休息 

13:00-13:45 
上海市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

规范解读 
王青 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3:45-14:30 临床分子诊断专业质量管理要求 肖艳群 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4:30-14:45 课间休息 

14:45-15:30 临床免疫专业质量管理要求 朱宇清 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5:30-16:15 临床微生物专业质量管理要求 王敬华 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6:15-16:30 讨论 

5 月 19日 

（星期四） 

8:30-16:30 主持人：王青 教授 

8:30-9:15 临床血液体液专业质量管理要求 徐翀 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9:15-10:00 
临床生化专业质量管理要求和正确度

验证计划 
欧元祝 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0:00-10:15 课间休息 

10:15-11:00 定量检测的统计学质量控制 黄维纲 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1:00-11:45 
实验室现场督查常见不符合项及整改

措施 
蒋玲丽 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1:45-13:00 午间休息 

13:00-13:45 
持续葡萄糖监测技术临床应用与评价

标准 
王煜非 教授 

上海交大附属第六人民医

院 

13:45-14:15 质谱与临床检验结果的量值溯源 李卿 副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4:15-14:45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假阴性/假阳性原

因及对策  
王雪亮 副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4:45-15:00 课间休息 

15:00-15:30 
血凝常规项目检测的质量要求及注意

事项 
宋颖 副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5:30-16:00 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基本要求 陈蓉 副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6:00-16:15 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视频 

16:15-16:30 讨论 

5 月 20日 

（星期五） 

8:30-11:30 主持人：朱宇清 教授 

8:30-9:00 常用药物对实验室检验结果的影响 赵晓君 副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9:00-9:30 
临床 PCR 实验室常见问题分析及整改

措施 
鲍云 副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9:30-10:00 同型半胱氨酸的标准化现状 金中淦 副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0:00-10:15 课间休息 

10:15-10:45 医学检验实验室管理暂行办法介绍 朱俊 副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0:45-11:30 上海市医疗机构检验结果互认介绍 居漪 教授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1:30-13:00 午间休息 

13:00-16:30 考试 杨雪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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