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临床检验中心文件

青临检中（2019）01 号

———————————————————————————————————————————

关于开展 2019 年青海省部分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室间质评

第一次现场比对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在西宁市、海东市实施区域医疗机构临床检

验结果互认的通知》（青卫医〔2018〕149 号）已下发,为进一步贯彻文件

精神，加快全省实验室结果互认工作步伐，按照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

工作要求，省临床检验中心、省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决定开展“2019 年

青海省部分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室间质评第一次现场比对”工作。具体安

排如下：

一、标本发放时间

1、海西州、海南州、黄南州人民医院，海北州第一、二人民医院，格

尔市人民医院等六家新参加单位请派人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上

午 11:00 - 12:00 领取比对标本（地点：青海省人民医院外科大楼三楼，

医学检验科）。玉树州、果洛州人民医院等两家不安排本次检测活动。



2、其余参评单位请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1:00 - 12:00

领取比对标本（地点：青海省人民医院外科大楼三楼，医学检验科）。

二、比对时间

201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 17:30 开展“2019 年青海

省部分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室间质评第一次现场比对”工作，全部参评实

验室同时检测、上报。

三、比对内容

限时检测常规化学 20项目:钾（K），钠（Na），氯（Cl），钙（Ca），

血糖（Glu），肌酐（Cr），尿素（Urea），总蛋白（TP），白蛋白（ALB），

尿酸（UA），总胆固醇（TCh），甘油三脂（TG），总胆红素（TBil），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基转移酶（AST），碱性磷酸酶（ALP），

肌酸激酶（CK），乳酸脱氢酶（LDH），淀粉酶（AMY），γ-谷氨酰基转移

酶（GGT）。

临床免疫 5项:乙肝表面抗原（HBsAg），乙肝表面抗体（HBsAb），丙

肝抗体（抗-HCV），梅毒螺旋体抗体（TP-Ab），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HIV）。

血细胞分析 4项:白细胞计数（WBC），红细胞计数（RBC），血红蛋白

（HGB），血小板计数（PLT）。

每个项目 5个标本，限时 3小时内完成检测并上报的全部过程。

四、比对方法

依据《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青海省临床实验室室间质

量评价协作方案》（青卫医〔2018〕151 号）、《青海省医疗机构临床实验



室建设与管理规范》、《青海省临床检验质量考核标准（2018 版）》等相

关文件要求，严格以《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规范操作，并按《通知》

要求按时上报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上报请登录“青海省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信息网”，网址：

http://jianyanke.applinzi.com，按附件 2 要求操作、填报。请将比对结果与检

测仪器原始测定结果截屏一起，准时上报（17:30 分以前）。未按时上报结

果、发送截屏或上报数据与截屏不符者，比对成绩均以零计算。不明之处

请与周丹（18509711197）联系。

附件 1：2019 年青海省部分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室间质评第一次现场

比对参评单位表

附件 2：网络上传数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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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9 年青海省部分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室间质评第一次现场比对

参评单位表

序号 实验室编号 医院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qh0101 青海省人民医院 彭 海 13007772116

2 qh0102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吉雪蓉 13519760999

3 qh0103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王林魁 13909718489

4 qh0104 青海省中医院 杨江民 13309788800

5 qh0105 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 李祥武 13519788889

6 qh0106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马晓莉 13519755517

7 qh0107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谢海林 15110985870

8 qh0108 青海省妇幼保健院 王桂英 13195797099

9 qh0109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唐永平 18997203218

10 qh0110 青海红十字医院 马慧英 18997189768

11 qh0112 青海省藏医院 冯学梅 13519700537

12 qh0141 青海省交通医院 秦海萍 18997263746

13 qh0161 武警青海总队医院 高建国 13997201169

14 qh0171 青海省康乐医院 韩 梅 18997109526

15 qh0172 青海仁济医院 郭寿军 18997298183

16 qh0201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祁蕙燕 13519742505

17 qh0202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 军 13007762151

18 qh0203 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金凤 13139059131

19 qh0271 大通县人民医院 索有岩 13369762885



20 qh0281 湟中县第一人民医院 苟学云 15500515218

21 qh0282 湟中县第二人民医院 乔海林 13997116908

22 qh0291 湟源县人民医院 王 震 13897366917

23 qh0301 海东市人民医院 石岱英 15297268006

24 qh0311 海东市乐都区人民医院 阴燕舞 18997301669

25 qh0321 海东市平安区中医院 星向华 13897028079

26 qh0341 互助县人民医院 吉生花 13649731706

27 qh0193 青海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马晓斌 18597012539

28 qh0194 青海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王万江 13519160072

29 qh0401 海西州人民医院 王桂玲 18935670360

30 qh0501 海南州人民医院 黄青平 18609740368

31 qh0701 黄南州人民医院 拉毛加 18609732159

32 qh0601 海北州第一人民医院 边晓耘 18009709322

33 qh0602 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 岳明祥 15309708571

34 qh0421 格尔市人民医院 徐雪芳 13897090869

35 qh0801 玉树州人民医院（暂不参加） 王占鹏 13389763099

36 qh0901 果洛州人民医院（暂不参加） 罗 莉 18609756776



附件 2：网络上传数据流程

1. 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jianyanke.applinzi.com，转到青海省临床

实验室质量管理信息网。

2. 在左侧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用户名为实验室在省临检中心的编号，

初始密码同用户名。

3. 登陆成功后在左侧出在快捷面板，如下图：

http://jianyanke.applinzi.com


4. 点击“工作任务”，转到任务管理网页，在任务主题下拉列表中选择“2019

年青海省部分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室间质评现场比对（第一次）”，点

击文件上传，显示上传文件界面。

5. 在文件上传界面点击选择文件，弹出打开文件界面，选择需上传数据所

在文件夹，选择相应文件，点击打开将文件上传到文件上传缓存内，点



击确定上传至网络，完成本次比对结果上传工作。



6. 说明：

(1) 因设置为一个任务只能上传一个文件，因此要求所有参评实验室上

报数据均须将各类项目检测原始结果放入规定文件夹内，并将整个

文件夹压缩成一个文件上传。（文件夹格式及结果上报表到网站首

页通知内下载）

(2) 各参评实验室需任务时限内上传文件，本次比对文件上传时限为

2019 年 3 月 20 日 14:00 至 17:30，在本时间段内实验室可进行上传

或删除操作，任务结束后可下载查看本室上传文件及比对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