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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和微血管血液檢體採集之採血管的確認與驗證作業指引 
 

1. 摘要 

近年來隨著病人安全的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檢驗前作業的品質要求已逐漸成為焦

點，特別是對於正確的病人辨識、採檢與運送檢體等之要求；另外大眾也越來越重

視醫療院所選用的醫療器材品質，是否符合法規標準，現行各醫療機構所使用的醫

療器材必須取得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TFDA) 所核准發給醫療器材許可證，

始得製造或輸入，否則將處以相關刑責及罰鍰。但是目前在靜脈和微血管血液檢體

採集之採血管的確認與驗證卻尚未提供相關的指引作參考及規範；對於採血管在收

集和處理血液樣本過程中可能會發生許多的錯誤，最常見的包含容器使用錯誤與採

檢順序錯誤等，這些錯誤對於病人及抽血者極可能造成重大問題，因此制定作業指

引是為了盡量避免上述風險及錯誤的發生，進而提升檢驗結果之品質。 
 

2. 範圍 

本文件提供了靜脈和微血管血液採集設備確認 (Validation) 與驗證 (Verification) 的逐

步建議，文件中涵蓋的微血管血液採集設備僅包括微量採集設備 (詳見第 3.2 節)；其

中還包括化學、免疫化學、血液學和血液凝固中確定臨床表現的可接受性與相容性

的指引。指引內容並未涵蓋免疫血液學、分子診斷學、動脈血液氣體分析、蛋白質

體學或基因體學的臨床表現之確認與驗證。 
本文件的重點和程序僅適用於定量測量，對於定性測量，則需要不同的研究設計。 
本文件是為靜脈和微血管血液採集設備的製造商、試劑/儀器製造商、所有臨床實驗

室人員，以及文件中所描述負責取得、處理和使用設備的人員所編寫的。 
 

3. 名詞解釋 

 中文 英文 說明 

3.1 準確性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測定的值與真實之間的接近程度。 

3.2 添加劑 additive 在檢體採血管中，放置在收集容器中用

以促使 (達到) 預期功能的任何成分 (例
如，防止血液凝固或預防糖解作用)。 

註: 雖然容器封蓋不被視為添加劑，但

它可能包含或塗有添加劑，如果它們與

檢體接觸，可被視為添加劑。 

3.3 待測物 

 

analyte 指欲分析檢測的物質或成分 

註 1: 在「24小時尿液中的蛋白質質量」

的數量類型中，「蛋白質」是分析物。

在「血漿中葡萄糖的含量」中，「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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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是分析物。在這兩種情況下，長的

片語代表待測物 (ISO 17511)。 

註 2: 在「血漿中乳酸脫氫酶同工酶 1 的

催化濃度」的數量類型中，「乳酸脫氫

酶同工酶 1」是分析物 (ISO 18153)。 

3.4 抗凝固劑 anticoagulant 防止血液或血液製品凝結的藥劑  (媒
介)。 

3.5 偏差 bias  量測結果和量測真值之間的差異； 

註: 如果比較方法是參考方法，則兩種

方法之間的差異將衡量新方法的真實

性，以偏差度量。如果比較方法不是參

考方法，則無法確定新方法的真實性；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僅將不同稱為差

異，而不是偏差。 

3.6 微血管血液 capillary blood 透過皮膚穿刺或切口所獲得的血液，其

中含有來自小動脈、小靜脈和間質和細

胞內液體的未確定比例的血液混合物。 

3.7 凝塊催化劑 clot activator 用於啟動凝血機制的材料。 

3.8 比較管 comparative tube 目前臨床實驗室使用的採血管。 

3.9 控制管 control tube 在評估新的或經過實質上改進的試管時

用作對照試管的任何參考試管； 
註: 在美國，這些試管必須由美國食品

和藥物監督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批准。 

3.10 採檢 draw 從靜脈穿刺抽入採血管的血液量； 
註: 出於測試目的，條件定義如下：101 
kPa (760 mm Hg) 壓力和 20°C 環境溫

度，假設收集的血液溫度為 37℃。 

3.11 誤差 error (measurement) 測 量 值 減 去 參 考 量 值  (ISO / IEC 
Guide99)。 

3.12 有效期限 expiration date 產品在建議儲存條件下不可再使用的日

期。 

3.13  糖解作用抑制

劑/抗糖解作

用劑 

glycolytic 
inhibitor/antiglycoly
tic agent 

抑制血球利用葡萄糖的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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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不精密度 imprecision 一組重複測試值的隨機分散的統計，如

SD 或 CV。註:它以數字表示為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 SD) 或變異係數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 CV)。 

3.15 基質效應 matrix effect 樣本基質與分析的待測物狀況不一樣，

而造成分析結果的偏差，粘度、表面張

力、濁度、離子強度和 pH 值是基質效

應常見的原因。 

3.16 待測物 measurand 某項待檢驗的成分 

3.17 微量採集設備 microcollection 
devices 

具有一致組成的專有系統或試劑盒，可

用於簡化收集、儲存、離心和分離體積

小於 1 mL 的血液成分的流程。 

3.18 採檢順序 order of draw 在血液採集過程中用於充填採血管的標

準化順序，可以將試管添加劑從管到管

間的影響降到最低。 

3.19 產品說明書 package insert 使用說明和隨材料提供的其他資訊，不

附屬在產品的任何部分 (ISO 15197)。 

3.20 測量精密度 precision (of 
measurement) 

各別或測量數量值之間的比較結果。通

過在特定條件下的相同或相似的對象重

複測量。 
註 1: 測量精度通常用數字表示不精確

性，如 SD 或 CV。 
註 2: “規定條件” 可以是，例如，重複性

的條件的測量，或再現性條件測量 (見
ISO 5725-3：1994)。 
註 3: 測量精密度是用來定義測量重複

性。 

3.21  測量重複性 repeatability 
(measurement) 

在一組可重複性測量條件下的測量精密

度 (ISO / IECGuide99) 。 

3.22 重複性條件 repeatability 
condition (of 
measurement) 

測量條件，除了包括相同的測量程序、

相同操作員、相同測量系統、相同操作

條件和相同位置的條件外，並能在短時

間內對相同或相似對象進行重複測量

(ISO / IECGuide99)。 

3.23 再現性 reproducibility 
(measurement) 

可再現的條件下的測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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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再現性條件 reproducibility 
condition (of 
measurement) 

測量的條件，包括不同的位置，操作

員，測量系統，和重複的測量。 
註 1: 在不同的測量系統可以使用不同測

量方法。 
註 2: 該規範應該給的條件變與不變，實

用的程度。 

3.25 樣本 sample 取自原始樣本的一個或多個部份。 
註: 例如，自大量血清中抽取的一個體

積的血清。(ISO 15189)。 

3.26 檢體 specimen (patient) 取自體液、呼吸、毛髮或組織的一部

份，作為檢驗、研究或分析，其一種或

多種量或屬性值，可類推全體。 
註 1: 全球醫療器材法規調和會  (The 
Global Harmonization Task Force，簡稱

GHTF)，在其調和指引文件中使用檢體

一詞，意謂醫學實驗室擬用於檢驗用途

的生物來源樣本。 
註 2: 在某些 ISO 及 CEN 文件中，檢體

定義為「取自人體的生物樣本」。 
註 3:「檢體」一詞在某些國家，取代原

始樣本 (或分裝樣本 (subsample)) 一詞，

該樣本用於準備送交實驗室，或由其接

收，擬用於檢驗。 

3.27 觸變分離凝膠 thixotropic separator 
gel 

離心過程中黏度暫時發生變化的惰性材

料。 
註: 它的密度介於細胞/凝塊和血漿/血清

之間。 

3.28 總分析誤差 total analytical error 包含測試和參考方法之間濃度差異分佈

的特定比例 (通常為 90％、95％或 99％) 
的區間。 
註 1: 例如，測試和參考方法之間 97.2％
的差異落在±4 mmol / L 的範圍內；因

此，滿足了 95％的總分析誤差目標； 
註 2: 「總分析誤差」和「測量誤差」都

包含隨機和系統效應 (EP21)。 

3.29 真實性 trueness 
(measurement) 

重複無限數目的平均值之間的接近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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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量測不確定度 uncertainty  
(of measurement) 

依可用資訊顯示受測量之分散性值得的

非負值參數。 
註 1: 為量測值 (檢驗結果) 離散程度之

量化的統計量，隨同一個檢驗量測結

果，說明可合理歸屬於受測量值 (真值) 
分散程度的參數；是對檢驗結果準確性

可疑程度的一種量化參數。通常會以多

次重複的量測結果之標準差 SD 或變異

數 CV 來表示。 

3.31 確認 validation 經由客觀證據之提供，證實業已達成特

定意圖用途或應用之要求。  
註 1: 「確認」一詞用於指明相對應的狀

態。 
註 2: 取材自 ISO 9000：2005，定義 
3.8.5。 
註 3: 世界衛生組織將確認 (validation) 定
義為「證明所使用的程序、流程、系

統、設備或方法能夠按預期工作並達到

預期結果的行動 (或流程)」(WHO-BS / 
95.1793))。 
註 4: 在本指導文件中，在臨床實驗室環

境中，確認主要是製造商的責任以確保

其符合設計目標及所聲明的性能要求。 

3.32 驗證 verification 根據客觀的證據，確保產品或服務已經

符合所訂的規格。 
註 1: 在將測試系統用於患者測試之前，

已經完成一次性流程以確定或確認測試

性能特徵。 
註 2: 在本指導文件中，最終使用者 (臨
床實驗室) 有責任確認製造商的聲明在

其手中的特定設備上能得到滿足，並且

還符合醫療需求。 
 
4. 採血管對檢驗性能的影響 

實驗室檢驗可能會受到許多檢驗前變量的影響，包括用於製造採血管的材料。採血管

不是用於血液的惰性容器，而是具有多種可能干擾測定的成分，包括抗凝固劑、表面

活性劑和用於橡膠瓶塞、凝塊活化劑和分離凝膠的潤滑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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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製造靜脈和微血管採血管的組件和用於填充該血液採血管的技術被認為不會導致

總誤差或以其他方式降低試管預期使用的測定性能。 
為確保對待測物沒有影響，實驗室應審查臨床文獻和採血管製造商的評估資訊。 
除了在審查檢驗結果時，提高警覺與改善臨床回饋意見外，臨床實驗室在不考慮其檢

測方法的整體情況下，無法輕易地檢測出採血管的問題。定期追踪平均值可以提醒實

驗室採血管的潛在問題。 
4.1 管壁 

實驗室檢驗可能受到許多檢驗前變量的影響，包括用於製造採血管的材料。重

要的是要確定血液樣本與試管材料的相互作用不會改變實驗室結果。文獻指出，

空的採血管由鈉鈣或硼矽酸鹽玻璃所製成，發現由鈉鈣製成的試管將微量元素

(尤其是鈣和鎂) 釋放到溶液中。玻璃已成為血液收集真空管的參考材料。在過

去二十年中，由塑膠材料製成的採血管已取代玻璃採血管，可用於製造採血管

的塑膠類型包括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乙烯、聚丙烯、聚四氟乙烯、聚矽

氧烷、聚氯乙烯、聚丙烯腈和聚苯乙烯，塑膠試管的優點包括 (a) 增加抗震性，

(b) 提高離心速度的耐受性，以及 (c) 降低成本和易於處理。另一方面，塑膠試

管的使用具有潛在的侷限性，與玻璃試管相比，塑膠對氣體運動的滲透性會增

加，通常用聚丙烯和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這二種塑膠製造塑膠採血管，根據

採血管製造商觀點，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實際上是不可破壞的並且能夠保持

真空。然而聚丙烯比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保持更好的液體阻隔性，從而在樣

本中保留了液體抗凝劑的適當濃度。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管內的液體易於蒸

發，幾項研究比較了玻璃試管和塑料試管在臨床化學、內分泌學、分子檢測、

血清學、血液學和凝血方面測量的結果。雖然在這些研究中發現在玻璃和塑膠

採血管之間統計學上存在顯著性差異，但沒有一個差異具有臨床意義。從這些

研究中得出結論是，從玻璃管轉換到塑膠管可以在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的情況下

解釋結果。 
4.2 管蓋 

可以使用橡膠瓶塞或塑膠螺帽閉合採血管。 
管蓋一般由橡膠製成，例如異丁烯-異戊二烯或氯化異丁烯-異戊二烯。橡膠瓶

塞需要潤滑劑才能發揮最大功能 (即易於拆卸和重新插入)。 
在採血管中所使用的一些橡膠瓶塞被發現含有「三 (2-丁氧基乙基) 磷酸酯」塑化

劑，這可能導致某些藥物的置換，特別是奎尼丁、普萘洛爾、利多卡因、三環類

抗抑鬱藥和幾種酚噻嗪藥物 (包括氟奮乃靜和 α-酸糖蛋白中的氯丙嗪)，將導致藥

物在血液中重新分佈，使紅血球對藥物的吸收增加，而在血漿或血清的濃度降低。 
大多數製造商現在已經用低萃取性橡膠重新配製其橡膠瓶塞，以最大程度地減

少或消除三 (2-丁氧基乙基) 磷酸酯的干擾。 
某些金屬，例如鎂、鋁和鋅，被用於製造橡膠瓶塞，重要的是這些金屬在接觸

血液樣本時不會被大量的萃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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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蓋潤滑劑 
將潤滑劑如矽油、液體或甘油添加於採血管的管蓋上，以利於從採血管中插入

和移除瓶塞。添加於試管封蓋的潤滑劑不僅提供潤滑性，而且還使紅血球和凝

塊對可能落入並污染血清或血漿層的封蓋的附著力降至最低。當測量血液中甘

油和三酸甘油酯的濃度時，不應將甘油用作採血管封蓋的潤滑劑，因為在二種

測定中都會測定甘油。矽化瓶塞通常是首選的，因為矽酮對檢測的干擾較小。 
4.4 表面活性劑 

表面活性劑是許多免疫分析試劑的常見成分。表面活性劑用於減少或消除非特

異性吸附，提高試劑的穩定性，或修飾固相表面使其疏水性降低，從而使非共

價結合抗體的損失最小。高濃度的表面活性劑可能導致固相中被動吸附抗體的

直接損失，以及其他非特異性的影響，關於塗覆在內表面和塑料血清採血管的

橡膠塞上的表面活性劑濃度的資訊很少或沒有公佈。先前的報告顯示，塗有矽

樹脂的收集管會干擾離子化鎂 (magnesium) 和鋰 (lithium) 的離子特異性電極測定，

進而導致導致濃度錯誤增加。此外，塗在血清分離管內部的水溶性有機矽聚合

物可在免疫放射分析中對促甲狀腺素 (thyrotropin)、催乳素 (prolactin) 和人類絨

毛膜促性腺激素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的抗生物素蛋白-生物素結合產生

負面影響。經鑑定，採血管中使用的普通試管表面活性劑會以劑量依賴性方式

引起三碘甲狀腺素 (triiodothyronine) 和其他被測物的錯誤升高。該表面活性劑是

用於塗覆採血管內部的塗層，是含有親水性聚氧化烯鏈的非離子矽氧烷表面活

性劑家族的成員之一。通常，它們會以聚氧乙烯和聚氧丙烯的均聚物或共聚物

形式存在，並且連接到疏水性聚二甲基矽氧烷主鏈上，表面活性劑的分子結構

可以是梳狀的，聚氧化烯鏈側接枝在聚二甲基矽氧烷主鏈上，也可以是線性的，

以 AB-或 ABA-型構型排列，A代表聚氧化烯親水物，B代表聚二甲基矽氧烷疏

水物，表面活性劑的聚二甲基矽氧烷部分吸附在疏水錶面，如採血管壁中的塑

膠(即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而親水性聚環氧烷部分朝向樣本朝外，並防止

紅血球黏附，當在採血管中過量存在時，該表面活性劑透過解吸捕獲抗體引起

干擾。其他研究顯示，有機矽與 C-反應蛋白 (C-reactive protein；CRP) 形成複

合物，在此試驗中增強了抗原 - 抗體反應，並且假性地提高了結果。 
臨床實驗室應遵循試管製造商的建議，將抽血量填充到相對應要求的採檢體積，

以確保添加劑與血液比率適當，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潛在的檢測干擾。 
4.5 凝塊活化劑 (Clot Activators) 

當靜脈採血管和微量採集設備中收集的血液是用於血清的產生，應盡可能快速

完全地形成緻密的凝塊，以便透過離心將凝塊從血清層中分離。 
通常玻璃採血管不需要凝塊活化劑，因為血液與玻璃表面的接觸會引發凝血。

然而，塑膠管需要存在凝塊活化劑，例如矽藻土、無機矽酸鹽顆粒或生化藥劑，

如鞣花酸、凝血酶和促凝血酶原激酶，一些採血管使用如聚乙烯吡咯烷酮的載

體或塑膠微粒，以使活化劑發揮作用。有時，凝塊活化劑顆粒可能不會與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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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中的凝塊完全沉澱，因此可能會殘留在血清層中，從而導致某些檢測方法

受到干擾。 
臨床實驗室應遵循試管製造商的建議，將抽血量填充到相對應要求的採檢體積，

以確保添加劑與血液比率適當，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潛在的檢測干擾。 
4.6 抗凝固劑 

為了防止血液凝結，使用抗凝固劑來獲得血漿和全血樣本。最常用的抗凝固劑

是乙二胺四乙酸 (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EDTA)、肝素 (Heparin) 和檸

檬酸鈉(Sodium Citrate)。為了保存某些待測物而添加適當濃度的抗凝劑，可能

會引起其他代測物的檢測問題，通常會受到干擾的是抗原-抗體複合物的結合

或沉澱。 
4.6.1 EDTA 

EDTA 是一種螯合劑，可以結合鈣並防止凝塊的產生。它是血液學檢測的

首選抗凝固劑。由於其螯合特性，EDTA 可以干擾某些測定。例如，它可

以結合金屬離子，如銪 (存在於免疫測定試劑中)、或鋅和鎂，它們是用作

免疫測定試劑 (如鹼性磷酸酶) 中酶的輔助因子。因此，血液與 EDTA 的

比例對於最佳檢驗結果相當重要。由於樣本體積不足，樣本-試劑混合物

中 EDTA 等級升高，可能導致鎂和鋅的螯合效率更高，並且可影響化學

發光測定中使用的鹼性磷酸酶 (Alkaline Phosphatase；ALP) 標記的活性，

例如完整副甲狀腺激素(intact parathyroid hormone；IPTH) 和促腎上腺皮質

激素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 測量，許多蛋白質含有二價陽

離子結合位點，且試劑抗體可辨識陽離子 (主要是鈣和鎂) 所具有的構型。

因此，在沒有這些陽離子的情況下，構造可能會發生變化，因此，抗體

的辨識可能會降低，影響檢驗結果的效率。高濃度的 EDTA 可以使紅血

球高度收縮並影響紅血球細胞大小，從而引起形態學變化。 
4.6.2 肝素 

肝素主要透過與抗凝血酶 III (antithrombin III) 形成的複合物起作用，該複

合物加速抑制凝血酶並活化因子 X (Factor X) 以防止凝血酶的凝固或活化，

從而阻止纖維蛋白原 (fibrinogen) 形成纖維蛋白 (fibrin)。肝素可能會干擾

某些抗體-抗原反應，降低某些抗體的反應速度，特別是在第二抗體系統 
(second-antibody systems) 的沉澱步驟。然而，固相系統的使用讓這個問題

降到最低。肝素可以沉澱冷纖維蛋白原 (cryofibrinogen)，因此，這種抗凝

劑不應用於冷凝球蛋白 (cryoprotein) 的檢查，在外源性給予肝素對血清甲

狀腺激素 (thyroid hormones) 和其他待測物的影響的研究中，肝素被證明

可引起體內脂蛋白脂肪酶的刺激，隨後釋放非酯化脂肪酸，非酯化脂肪

酸進而抑制放射性標記的甲狀腺素  (thyroxine) 與甲狀腺結合球蛋白 
(thyroid-binding globulin) 的結合，導致甲狀腺素結果明顯增加。 

4.6.3 檸檬酸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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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酸鈉是另一種鈣螯合劑，是凝血測試的首選抗凝固劑。它可作為某

些(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和鹼性磷酸酶)的抑制劑。檸檬酸鈉也是其他抗凝

固劑的成分，例如檸檬酸葡萄糖 (acid citrate dextrose；ACD) 和檸檬酸茶

鹼腺苷雙嘧達莫 (citrate theophylline adenosine dipyridamole；CTAD)。 
4.6.4 草酸鉀 

草酸鉀 (Potassium oxalate) 是另一種用於螯合鈣的抗凝固劑。草酸鉀透過

將水從細胞吸入血漿而導致紅血球收縮，從而導致血球比容值降低多達

10％。草酸鹽還抑制多種酶，如酸性和鹼性磷酸酶  (acid and alkaline 

phosphatase)、澱粉酶 (amylase) 和乳酸脫氫酶 (lactate dehydrogenase)，草酸鉀

最常見的應用是與抗糖解作用添加劑一起使用的抗凝劑。 
有一部分抗凝劑包括抗糖解作用劑，例如氟化鈉 (sodium  fluoride) 和碘乙

酸鈉 (sodium iodoacetate)。 
氟化鈉抑制參與糖解作用的酵素系統，進而保存葡萄糖和酒精。由於氟

化物會抑制酵素的活性，因此收集到含有氟化鈉的試管中的樣本可能不

適用於某些酵素免疫測定方法。 
碘乙酸鈉會抑制肌酸激酶 (creatine kinase)，似乎對臨床檢驗沒有其他顯著影

響。 
由於抗凝血和抗糖解作用的特性，用特定抗凝劑和抗糖解作用劑收集的

樣本所分離的血漿可能無法用於某些測定。製造商應明確說明經過驗證

可與其系統一起使用的血漿來源 (製造商應將經過驗證可與其系統一起使

用的血漿來源列如說明書中)。臨床實驗室還應在其檢測和儀器平台上驗

證血漿試管的性能。 
臨床實驗室應遵循試管製造商的建議，將抽血量填充到相對應要求的採

檢體積，以確保添加劑與血液比率適當，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潛在的檢

測干擾。目前使用的許多添加劑多以噴霧乾燥的形式存在於管壁上；但

是，有些仍以液態存在。液體添加劑會稀釋樣本，並不會造成干擾，但

可能影響待測物的回收率、參考區間和醫療決策點。 
4.7 分離凝膠 (Separator Gel) 

分離凝膠廣泛用於血液採檢管中，可以從凝結的全血中分離血清或從細胞中分

離血漿。通常，分離凝膠是由黏性液體、填料或增黏劑等材料所製成。目前已

知，某些血清分離管中的分離凝膠會與某些疏水性藥物結合，導致其結果降低。

在某些含凝膠的採血管中，在分離的血清上或內部可以看到分離凝膠的碎片或

油滴。凝膠或油滴會干擾檢體探針、塗層管和比色皿，並在固相免疫測定系統

中對結合產生物理干擾；需注意遵循試管製造商的建議，不要在過高的溫度、

不適當的離心速度或不尋常的方向使用試管，以減少分離凝膠的分析干擾。 
4.8 微量金屬 

微量金屬污染是測試血液樣本微量金屬的一個問題。因部分真空採血管會有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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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元素產出在血液中，故分析微量金屬有其專屬的收集管。 
 

5. 靜脈採血管的確認 (validation) 和驗證 
5.1 檢驗前注意事項 

許多變數會影響實驗室檢驗結果的準確性。這些變數被認為有檢驗前、檢驗中

或檢驗後變數。檢驗前變數從檢驗開始一直到分析為止，檢驗中變數指在測試

期間發生，而檢驗後變數與結果報告有關。 
檢驗前變數可以進一步分類為採檢前、採檢期間或採檢後發生的變數，如下所

述: 
5.1.1 血液採檢前 

(1) 正確的患者辨識 
(2) 不正確的試管添加劑 
(3) 儲存條件不當 
(4) 與患者相關的變數 (例如，年齡、性別、藥物) 
(5) 靜脈穿刺部位的選擇 
(6) 靜脈穿刺部位的準備 
(7) 採檢系統不正確 
(8) 採檢時間不正確 

5.1.2 血液採檢期間 
(1) 綁止血帶時間過長 
(2) 不正確的採血技術 
(3) 試管混合不當 
(4) 採檢體積不正確 
(5) 採檢順序錯誤 86 

5.1.3 血液採檢後 
(1) 凝膠分離試管的處理不正確 
(2) 干擾物質 
(3) 運輸或傳送不當 
(4) 延遲處理 
(5) 暴露在光線下 
(6) 不正確使用氣動管道輸送系統 
(7) 離心速度和時間不正確 
(8) 試管與儀器不相容 

在進行比較管評估時，建議遵循試管製造商的使用說明，以便正確控管這些變

數。此外，這可以透過標準化採血、流程、處理和測試程序書，並確保所有員

工事先得到適當的培訓來完成。 
5.2 確定確認 (validation) 和驗證 (verification)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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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風險分析 
錯誤會影響實驗室檢驗結果的品質。關於使用者而言，存在高度的可變

性，例如技能和知識水平、樣本類型和環境。據估計，32％~75％的實

驗室錯誤發生在檢驗前階段，這使得血液採集存在不同程度誤差的風險。

目前，還沒有機制能評估檢驗前變數對實驗室檢驗結果的影響。以下提

到的是可用於評估風險的二種工具。 
失效模式和影響分析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FMEA) 是對於儀器

系統或流程的系統評估，旨在檢查失效如何影響儀器系統或流程。故障

報告、分析和矯正措施系統 (Failure reporting analysis and corrective action 

systems；FRACAS) 是一個流程，透過該流程對系統進行測試，並根據嚴

重程度和發生頻率對失效進行觀察和分類。 
製造商應在產品設計開始時進行 FMEA。FMEA 的目的是集思廣益去討

論潛在的錯誤並確保在設計中實施控制措施。製造商在設計開始之後但

在發布之前執行 FRACAS 以矯正錯誤。 
臨床實驗室在實施測定或儀器系統之前進行 FMEA。在執行分析以校正

觀察到的錯誤後，臨床實驗室進行 FRACAS。 
對於製造商和臨床實驗室，FMEA 和 FRACAS 是防止失效的重要技術。

建議使用時機如下： 
5.2.2 認證 

一些認證機構會要求提供文件以證明採血管不會對檢驗前性能產生不利

影響。實驗室可以透過直接測試、臨床文獻審查以及評估來自試管和儀

器/測定製造商的資訊來對此進行記錄。 
5.2.3 法規要求 

應諮詢地區、國家和地方監管機構，以了解目前的適用法規要求。 
5.3 臨床評估-規劃、設計和進行臨床評估 

每當試管製造商將新的或實質上改良的採血管推向市場時，需要進行分析和臨

床研究以確保設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樣地，當上市新的或實質上改良的試

劑或儀器時，試劑或儀器製造商需要用他們的試劑或儀器驗證採血管的性能。 
當臨床實驗室更換其產品組合中的試管時 (例如凝膠、添加劑或更換為不同供

應商的試管時)，建議進行比較管評估。試管比較研究有助於確定所評估的試

管是否達到可接受的性能。如果發現試管不可接受，建議實驗室人員聯繫各自

的試管、試劑或儀器製造商以獲得更多資訊。 
為了產生準確的檢驗結果，必須正確設計和實施試管比較研究方案。在設計研

究期間應考慮許多重要步驟。這些步驟對於檢驗結果品質很重要。 
為了評估所有測定所需的真實性，盡可能進行類似於 CLSI 文件 EP09 描述的方

法比較。樣本數量可以根據選擇用於評估的被測量對象而有所不同。在確定任

何評估新試管的最小實驗樣本量時，應牢記 (1) 分析可變性、(2) 分析測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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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所需的統計能力與 (4) 研究驗收準則幾點重點，目的是證明新試管的測

定結果與對照管相比之間的差異並不大。計算臨界重要點 (例如臨界值) 附近不

同的差異和信賴區間。 
為了精確起見，將評估管 (多批號) 中收集的結果的可變性與對照管 (雙重複) 收
集的結果的可變性進行比較。 
 
5.3.1 製造商的確認研究 

以下是試管製造商設計試管確認研究時需要考慮的一系列步驟。 
(1) 設計研究以符合當地法規要求。 
(2) 建立一個包括可接受性標準和人體試驗保護措施的研究設計方案，。

確實遵守當地人體試驗保護政策和程序書。 
(3) 為醫護人員建立一個熟悉方案和其他研究相關程序書的適應期。其

中一些程序書包括但不限於樣本的收集和處理；製造商確保正確處

理試管的要求，以及研究中使用的儀器所需的品質控制、校正和維

護。 
(4) 根據製造商的使用說明收集和處理樣本。此外，還應遵守當地安全

機構規定的處理和處置尖銳物和其他相關醫療設備的程序書。確實

遵守標準預防措施，確保將檢驗前的可變性最小化。 
(5) 為了真實性，試管製造商應獲得適當數量的樣本，這些樣本應均勻

分佈在所評估的被分析物的整個分析測量範圍內，方能提供足夠的

能力 (power) 進行一個或多個統計分析。當部分測量範圍的樣本無

法取得時，就必須使用「添加 (Spiking)」方式取得。 
如果可能，在至少二個不同的儀器平台上對每個被測物進行分析

(要求試管製造商在所有各種平台上測試他們的試管是不切實際的，

但是應該在文件中註明被測試的平台)。可以同時評估多個待測品

項，確認目標中包括的待測物總數取決於其預期用途。製造商可以

選擇代表性檢測方式。與地區監管機構一起確定所選檢測的清單和

適合的記錄原則。 
(6) 為了檢查批次之間的差異，試管製造商應使用不同的測試方法 (例

如，離子特異性電極、免疫測定、分光光度測定法)，測試三種不

同批次的評估管，並重複每個受試者的對照管 (每個受試者 5 管)， 
如果適用的話需要重複對照管來估計對照管的可變性。 

(7) 為了提高 within-tube 精密度，對每個控制和評估管進行三次重複分

析；使用來自至少 20個健康的受試者的樣本可以達成這二個目標。 
(8) 建立隨機化收集計畫以消除收集順序偏差 (根據 CLSI H03 已確定的

採檢標準順序，改變每個受試者的對照和評估管的收集順序)。此

外，分析時程的隨機化，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由於樣本殘留或浮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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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的潛在分析偏差。 
(9) 在規定的分析時間內分析每個樣本。確保分析控制管和評估管在同

一次運作 (run) 中被檢測中。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儀器和實驗

室內的差異。 
(10) 在產生結果時，對數據進行初步檢查以檢測界外值 (在評估管和比

較管之間，如果可行的話，在相同的試管內)。遵循 CLSI EP09 所提

供的建議和統計來評估界外值。 
(11) 對於特定樣本的穩定性聲明，需要進行穩定性研究加以證實。如果

可能，需包含步驟 (6) 的內容。如果不可能，至少測試 20 個樣本。 
(12) 如果適用，建議根據相關規範執行數據管理。 
(13) 執行數據分析。 

註: 某些監管機構可能不會要求評估微血管採集設備。但是，製造

商販售之前需要使用簡化的分析和臨床研究方法確保這些設備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 
5.3.2 最終使用者驗證研究 

用於驗證研究的分析總數將根據血液採集設備的預期用途而不同。實驗

室可以從不同的測試方法中選擇代表性的測試方法 (例如，離子特異性

電極、免疫測定、分光光度測定法)。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比較新的和目

前使用的設備 (採血管) 的診斷測定結果之差異性和不精密度。當結果不

一致時，實驗室人員應聯繫製造商進一步調查。 
在銷售新的採集設備之前，製造商必須透過分析和臨床研究證明其安全

性和有效性。雖然製造商在所有分析平台上測試其產品是不切實際的，

但它們應確保其試管套組和添加劑的數量和品質的流程一致性。製造商

還應在最大干擾條件下去評估新的或實質上改進的試管 (例如，減少樣

本體積和延長與試管成分的接觸時間)。需要分析試管穩定性以確定採

集設備的適當儲存和使用時間。此外，在總允許誤差的範圍內需考量採

血管套組對臨床測定的影響。試管套組不應增加臨床試驗的總允許誤差

而使測定的有效性無效。同樣，在發布新的檢測或儀器平台時，製造商

應使用其診斷分析或儀器驗證採血管的性能。 
以下是在臨床實驗室設計試管驗證研究時需要考慮的一系列步驟 (詳見

CLSI EP15)。研究的規模應取決於單位用量的大小、複雜程度以及實驗

室的能力。 
設計研究以符合所有可應用的國際、國家、地方、組織和認證要求。如

果使用者選擇將產品用於製造商所聲明應用以外的用途，則使用者必須

確認 (validate) 該產品的用途。 
註:製造商無法評估所有儀器平台上的所有待測物。，當使用多個製造商

的試管，實驗室應驗證每個製造商的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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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 5.3.1(2)~(5)  
(2) 為了取得 within-tube 精密度，對每種類型的比較管和評估管進行二

重複分析。這可以透過來自至少 20名受試者的樣本或透過在準確性

研究中重複測試來達成。 
(3) 同 5.3.1(8)~(10) 
(4) 記錄數據並根據先前所建立的標準來檢查其可接受性。 
(5) 確定結果的數量是否足夠，以及結果的範圍是否可以接受。 
(6) 執行數據分析。 

註:微血管採集設備的評估沒有被絕對要求。但是，建議實驗室在使

用前利用實用的分析和臨床研究方法，以確保這些設備在其機構中

的檢驗前性能。 
5.4 數據分析 

評估的目的應該是在證明使用所研究的試管可獲得可接受的性能。換句話說，

顯示使用新試管並不會增加總誤差 (定義為偏差和不精密度的組合) 或是以其他

方式降低試管預期測定的性能。 
對新的採血管完成評估後，實驗室可以使用以下數據分析來評估結果的一致性，

包括從製造商試管之加工、處理指引中點出的影響、不同批號之間的差異，以

及用以查看伴隨著時間變化的批號改變的審查程序。 
以邏輯方式記錄數據，進而在外觀和統計上繪製和評估數據的相對線性、適當

的範圍和均勻分散的情況。根據數據檢查的結果，可以使用幾種統計方法來估

計預期偏差和該偏差的信賴區間。 
5.4.1 真實性 (Trueness) 的分析方法 

如果使用單一試管，建立一個 X、Y 散佈圖，對於同一患者的結果，其中

橫 (水平) 軸 (X) 上的為當前使用的試管所獲得的結果，在垂直軸 (Y) 上是

使用評估管所獲得的結果，然後繪製一條斜率為 1 從起始點開始的斜線。

如果獲得重複試管檢測的結果，請詳見 CLSI EP09；對於其他類型的數據

表示，如 Bland-Altman圖。 
在 95％信賴區間下，應用 Y對 X的線性迴歸分析來估計斜率 (比例誤差) 
和截距 (恆定誤差)。使用適合的數據中錯誤結構的迴歸方法，並考慮重

複試管的檢測結果 (如果可取得) (詳見 CLSI EP09)。 
透過迴歸方法獲得具有 95％信賴區間的平均差異，以判斷由醫療主管或

機構的指定人員所確定臨床決策等級上平均系統差異的大小。 
如果在整個分析測量範圍內觀察到恆定差異 (系統差異)，並且與臨床決

策等級的差異相似，則可以在整個範圍有效使用一種估計系統差異的方

法 (偏差)，例如配對 t 檢定 (paired t-test) 的雙向信賴區間。 
5.4.2 精密度 (Precision) 的分析方法 

試管製造商的確認 (Validation)，可以使用來自統計軟體變異數組成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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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來估計從評估管估計其 within-tube (repeatability) 和批次間 (lot-to -lot) 
的標準差 (SD)。 
同樣地，從對照管獲得的數據可用於估計 within-tube (repeatability) 和
tube-to tube (如果僅使用同一批號) 或 lot-to -lot (如果使用兩個批號) 的標

準差。對於最終使用者驗證，每個評估管和比較管的可重複性標準差 
(SDs) 來自以下公式： 

這裡的 N =受試者總數，yi1 =受試者 i重測 1的
結果，yi 2 =受試者 i 重測 2 的結果。 
 
為了比較評估管和控制管中的重複性，可以在 95％信賴區間下，計算評

估管標準差 SD 平方與控制管標準差 SD 平方的比率： 

 

這裡的  代表的第 2.5 百分位數具有 N 和 N 自由度的 F 分佈 (例如

 = 0.4058)。比率為 1 表示評估管和控制管重複性之間的相等性。 
如果受試者內部的可重複性取決於測量的大小，則上述計算可能是不準

確的。可用於解決此問題的方法是使用自然對數轉換數據在等式 (1) 中
執行標準差 SD 計算。如果標準差 SD 是自然對數轉換變量的標準差 SD，

則獲得的變異係數 CV 百分比的近似值是 。或者，該範

圍可以細分為單獨分析的區域。但是，除非收集其他數據，否則每個區

域的樣本量將減少。 
5.5 臨床驗收規範 

不要單獨依賴統計學的意義。有時在沒有臨床意義的情況下，會存在檢測到統

計學上顯著性的情況。反之，臨床上的顯著性差異有可能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例如，對於零與臨床驗收標準上會有大於預期的變化，可能導致信賴區間重

疊的差異。) 
臨床驗收準則用於確定試管的性能是否可用於臨床環境。可以藉由採用可接受

限度來評估其性能，在可接受限度內，測試結果被認為與臨床上有相同的效果。

這些接受限度是由每個機構的實驗室工作人員或臨床醫生結合其醫務人員或技

術文獻來加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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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準則的一些範例包括：(1) 使用公式評估重複數據的不精密度、(2) 待測物

的生物變異與 (3) 已發布的數據。 
使用試管製造商已認證上市的設備，臨床驗收準則也可用於評估新的採血管的

臨床性能。 
當二個採血管的性能差異不太可能影響診斷或患者管理的醫療決策時，它們在

臨床上被認為是等效的。如果不符合臨床驗收準則，請複審結果以評估非等效

性的醫療風險。該審查的結果用於記錄試管確認 (validation)、驗證和實施的情

況。 
 

6.  結論 
許多檢驗前變數，包括用於製造採血管的材料，可能會影響實驗室檢測。因此，實

驗室應評估靜脈和微血管採血管，以確保沒有對待測物產生干擾或影響檢查性能。

在進行這些類型的臨床評估研究之前，實驗室和試管製造商應考慮本指導文件所中

提供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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