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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儀器安裝、查驗及維護保養作業指引 

序 

隨著檢驗醫學科技的進步與發展，在醫學實驗室中各種檢驗儀器逐漸取代繁複的手

工作業；目前大部分檢驗的結果，皆得自於儀器分析的數據。而在一般體外診斷儀器的

製造商，皆會提供其儀器的安裝執行、查證確效及維修保養等相關的要求，以供使用者

遵循，並確保儀器正常的運作。本指引針對實驗室一般儀器設備的安裝執行、查驗及維

修保養，提供一個基本的認知導引與建議，讓使用者知道選擇儀器考量的因素，以及一

般儀器基本的保養要件；但不能夠取代製造廠商的要求。  

 

1 使用範圍 

本指引可適用於一般醫學實驗室的儀器設備，但並不包含病理組織檢查及放射線γ計數

器等特定的設備。執行範圍包含： 

1.1. 儀器設備安裝與查驗。 

1.2. 儀器設備維護保養。 

 

2 解釋名詞 

2.1. 客觀證據(objective evidence) 

係指支持事物存在或其真實性的資料，可透過觀察、測量、試驗或其他方法獲得。 

2.2. 校正查驗(calibration verification) 

使用另一校正物質與病患檢體相同方法進行試驗，以確認校正的儀器、試劑或測試

系統在實驗室的可報告範圍中，是否對於病人的測試結果保持穩定。 

2.3. 確效 (Validation) 

是一種確效的流程或作業。依據客觀證據，證實該項作業已符合某些特殊應用的要

求。例如採取一連串相關程序、系統、設備及方法，來查證該作業表現達到預期的

品質結果（量化部份須提供數據）。 

2.4. 查驗(Verification) 

是一種查證的流程或作業。依據客觀證據，證實該項作業符合特定的規格要求。 

性能查驗（performance verification），係指在正式臨床應用前，先執行一次確認該設

備各項特質表現都符合規格的程序，如精密度及準確度評估、線性、偵測範圍、參

考範圍等項查證；操作查驗（operation verification），係指持續的依照既定時程，執

行查驗流程，確保該項設備持續地滿足使用於操作性能要求，如校正查驗、品管物

質查驗等。 

註：證實認可的方式可包含 

- 變換方法進行計算 

- 將新設計規範與已證實的類似設計規範進行比較 

- 進行試驗和演示 

- 文件發佈前的審核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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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儀器購置前的考量因素 

一部儀器能成功的安裝、使用，與儀器廠商是否有能力針對特定的環境和設施提供必要

的協助，息息相關。因此當在選擇一部特定的儀器時，考量實驗室是否能提供適當的操

作環境，與儀器是否具備必要的分析能力，其實是一樣重要的。 

 

3.1. 對製造商的評估 

3.1.1. 目前實驗室擁有許多複雜的儀器設備，即使實驗室最終僅是負責操作和維護，

但仍需要與廠商有良好的互動關係。自儀器安裝後，持續保持儀器的良好功能

及準確性，則有賴於使用者與廠商雙方的合作與努力。 

3.1.2. 當儀器發生故障時，其故障停機時間越久，對病患照護方面越不利。而若廠

商不能及時回應，會造成使用者對儀器與廠商的不信任，最終可能將導致廠

商銷售下降。 

因此，在選擇適用儀器時，實驗室應對本身與製造商的需求進行以下考量： 

3.1.2.1 實驗室本身的考量： 

〈1〉 實驗室的特定服務需求－如緊急檢驗項目，需要廠商能提供即時

的回應與服務。 

〈2〉 儀器的複雜性－廠商的維修服務能力。 

〈3〉 實驗室人員及儀器維修部門的維修保養技術能力。 

〈4〉 地處偏僻的實驗室是否有足夠的運輸機制。 

3.1.2.2 實驗室對製造商需求的考量： 

〈1〉 公司在業界建立的信譽與口碑，公司在未來幾年是否依然處於營

運狀態並能提供所需保養與維修服務。 

〈2〉 列入名單的儀器在該領域的使用得到使用者的好評，使用最新開

發的儀器或設備時，需考慮新儀器尚未浮現的諸多問題 

〈a〉 其他使用者的經驗是什麼?例行保養、維修的時效、叫修的頻

率及零件更換頻率與品質等。 

〈b〉 能保證什麼樣的服務品質? 

〈c〉 廠商銷售員及服務員的專業能力如何? 

〈3〉 廠商是否有技術支援熱線? 

〈4〉 即使路途遙遠，他們是否也能保證即時回應? 

〈5〉 廠商能保證的回應時間是否符合使用者的要求? 

〈6〉 在初期訓練期間後，廠商是否願意繼續提供並教導使用者關於儀

器最新的訊息? 

〈7〉 製造商是否能保障零件供應無虞？ 

〈8〉 製造商對它的產品說明書是否能及時更新? 

  訂定相關契約時須將以上考量作為評估或納入規格中。此外，對於保養需

求及支援較複雜儀器設備的能力，實驗室要做明智的選擇。廠商亦應提供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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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儀器支援文件，說明儀器查驗及保養所需技術程度。 

3.1.3. 實驗室購買儀器後，若有需要，可要求廠商應提供操作指導教材及訓練(現場

及非現場)。 

3.1.4. 對儀器的維修保養，廠商應提供資訊或說明，對於有高故障率的組件，宜要求

提供合理備用品數量。要求廠商也應根據各種程度的服務契約，依實驗室個別

需求，訂定其特定的維修保養服務內容。而實驗室應就可行性、有效性與經濟

性考量，以確保所得到的服務品質與付出的價格，價與質、量齊觀。實驗室應

清楚知道，哪些服務屬契約內?哪些服務屬契約外，需要另外以計次或計時付

費? 

3.1.5. 廠商可利用一個適當且概括性的工作紀錄表單，提供給實驗室紀錄必要的資料

與數據，確認所執行工作符合規定，並且應包含所有維修保養費用。 

3.1.6. 保養紀錄表應進行定期的審查，以評估儀器的經濟效益。 

 

3.2. 電力 

3.2.1. 各式各樣針對保護儀器的用電選擇，端視儀器種類及它對電源失常的敏感度而

定。實驗室應能從廠商方面得到關於特定儀器的內部保護系統或電源保護需求

的資訊。 

3.2.2. 應和儀器廠商及使用機構的生醫工程部門共同決定電源保護系統的要求。 

3.2.3. 線路電壓的波動及線路電壓的變異是造成儀器故障與效能不佳的常見原因。 

3.2.4. 實驗室儀器理想的電力分佈迴路，應直接來自主要電源變壓器的分佈組。此變

壓器應由穩定的電力負荷、波動、及無電磁干擾的規律電源所供給。應提供實

驗室專用的電
。。

源
。
，避免其他重電使用設備和 X光設備干擾實驗室儀器。電源線

路應提供三線、單相電源線含有一個中立、額外的絕緣接地線。可裝設電壓過

高或過低警報系統，此有助於監控主分佈迴路電壓的穩定性。 

3.2.5. 實驗室中常見的電源保護系統 

3.2.5.1 電子干擾防護 

使用高精密電子設備時，主要重點是在當停電時，雖可使用備用的緊

急發電機解決，然而，微處理器系統不只針對停電，也要對短暫的電

壓失常及線路雜訊要有較高規格的保護。例如數毫秒的短暫電壓失常

就能中斷此系統，緊接而來就是失去數據及/或儀器故障。 

3.2.5.2 專用電源線路 

建議一般實驗室儀器使用最簡單的保護法，即是專用電源線路。不要

與大功率電器共用一條電源線，例如 X 光機、電梯、電烤箱、培養箱、

冷凍設備、低溫離心機及空調機等。 

3.2.5.3 獨立的變壓器 

獨立變壓器是提供線路保護的另一種方法。這些裝置不貴，也只能提

供有限的保護。它主要的目的是提供瞬變電流的保護。它無法使線路

電壓變穩定，也無法保護儀器免於瞬間電力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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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4 突波吸收器 

對電腦使用者而言，突波吸收器是最常見的一種電源保護裝置。是由

吸收能量的元件所組成，當接踵而來的電壓升高超過能承受的範圍（又

稱 clamping voltage；箝制電壓）時則會啟動。 

最常被建議使用的吸收器就是以金屬氧化物變阻器為主要元件。 

3.2.5.5 高頻雜訊過濾器 

是一種利用過濾器篩除高頻雜訊，以防止電源干擾的保護裝置。在數

位化的設備中，雜訊可能導致數據錯誤。此類過濾器很少為單一裝置，

通常會與其他元件合併使用，通常稱為電源處理器。 

3.2.5.6 不斷電系統(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UPS) 

不斷電系統是電源保護系統中最常被使用的，它能有效預防突然停電

對儀器產生的不良影響，降低因停電造成對儀器的損失。雖然有些 UPS

只提供約 5 到 15 分鐘的備援，但這時間已足夠讓實驗室來保存數據、

關閉儀器，或持續運行設備直至該機構的應急發電機啟動銜接供電。 

 

3.3. 安全考量 

3.3.1. 實驗室所有操作過程，應將安全預防措施列為優先。 

3.3.2. 實驗室的設備都必須在適當安全的條件下生產及保養，也必須安置在正確的環

境，並且正確的使用。 

3.3.3. 儀器查證及保養的安全防護應從儀器安裝時就開始，且應包含下列二點： 

〈1〉 儀器本身的危害，包含功能上、試劑及儀器所在環境。 

〈2〉 因儀器的保養操作或儀器故障可能對個人所造成的危害。 

 

4 儀器操作查驗與保養計畫 

4.1. 儀器操作查驗與保養計畫之建議 

4.1.1. 建立儀器操作查驗維護保養文件 

4.1.1.1 主要以廠商建議為基礎，通常在操作手冊中。對儀器維護保養及操作

查驗，實驗室可以使用廠商文件當作參考，以建立詳細且可行的步驟。 

4.1.1.2 操作查驗是相當複雜的。人體外診斷的儀器，廠商會提供使用者有關

該儀器的操作查驗需求，也有可能放在定期的保養計畫中。但對於一

般的設備，其操作手冊中可能很少提供相關指引。如廠商缺乏提供相

關操作查驗的文件，可以建議使用品管物質執行儀器操作查證，但此

不能以病人檢體充當品管物質。 

4.1.2. 使用單位責任 

應建立對執行儀器或設備保養的責任分擔，並責成專責人員負責監督儀器的

保養維修系統，確保所有的作業都遵照執行，並且定期的予以檢討、評估與

改善。 

4.1.3. 建立適當的容忍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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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 目的是要建立動態監督系統，以避免過分的反應，導致沒有必要的啟

動稽察系統。 

4.1.3.2 應系統性的收集數據以提供足夠的分析資料，查出急遽的飄移及細微

趨勢的變化。當超出容許範圍，應制定評估問題的步驟。 

 

4.2. 適用的規章和文件製作的要求 

         對於規章及文件制訂的需求，其來源可依據政府法規及地方立案機構的法規要求制

定文件，如 ISO 15189 等。 

 

4.3. 文件化 

建立儀器維修保養計畫書，制定定期保養計畫，依計畫執行確實執行。 

4.3.1. 目標 

制定ㄧ個良好且能確實施行的儀器維修保養計畫，是確保實驗室品質門檻。 

〈a〉 維修保養計畫主要的目標就是使實驗室的儀器設備使用達到最良好

的效能。 

〈b〉 維修保養計畫應提供最基本的資訊及文件，以評估儀器的效能，除能

評估現行功能外，也能確保長期的穩定度。 

〈c〉 維修保養計畫應提供一個合理可行的保養排程，且方便實驗室人員執

行。這能使儀器的使用年限延長，節省成本且增進實驗室品質。此外，

該計劃應足以滿足當地法規、實驗室性能標準與認證規範要求。提供

一個邏輯方式去設計與開發這樣一個儀器設備維護保養計劃。可用來

補充儀器製造商的說明，並在廠商未能提出適當的建議或給予足夠的

指導的情況下，建立一個全面的計劃。 

4.3.2. 人員權責 

制定實驗室相關人員的權責範圍。 

4.3.2.1 實驗室主任 

實驗室主任應全面負責實驗室所有儀器設備的維修保養，包括定期檢

修、定期檢查、儀器適當的操作查證和維修計劃。 

主任應負責監測計劃的結果，並對檢測瑕疵時採取矯正的行動。 

主任應保證該文件系統是完備的，且符合所有管理要求。 

4.3.2.2 實驗室技術人員 

〈1〉 實驗室基層主管 

基層主管應該協助儀器查驗和維修計劃的發展，負責監督執行和

保證所有在實驗室之內的技術人員瞭解他們的責任。 

另外，技術組長的責任是及時報告實驗室主任所有檢測缺失和修

正。 

〈2〉 實驗室基層人員 

技術人員的責任是依照計畫執行儀器的保養與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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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員是有能力查出儀器執行時相關的缺失或問題，並應該對

缺失進行修正。 

4.3.2.3 製造商 

製造廠商應提供一份明確的文件，包含儀器性能及維修保養規格，並

應提供實驗室工作人員足夠的訓練。 

4.3.2.4 電子及維修部門 

許多機構已設有電子及維修部門，可以自主進行實驗室儀器設備維修

保養。但仍需訂有文件，以釐定相關之責任範圍，並置放於實驗室中。 

 

4.3.3. 紀錄保存 

4.3.3.1 實驗室應訂定一套操作查驗標準及流程，且應有紀錄操作查驗的結

果。當有問題被偵測到時，也應該有所紀錄問題及後續矯正補救措施。 

4.3.3.2 所有的儀器安裝、查驗及維修保養都應文件化保存。 

 

5 實驗室基本設備 

5.1. ㄧ般通用離心機 

5.1.1. 原理－利用離心力，將細胞分離，重複多次離心可能造成溶血。離心力隨則速

度和離心半徑搖臂的長度增加而增加。一般離心機速度高達 5000 rpm（每分

鐘 5000 轉）已足夠大多數實驗室使用。超高速離心機(Ultracentrifuges)則提供

更高的轉速以符合特定離心目的。計算相對離心力(RCF, relative centrifugal 

force )的列線圖(Nomograms)，可以在製造商的文件或一般檢驗醫學教科書取

得。RCF 以（G）表示，計算公式如下： 

      RCF = 28.38 (r) [N/100] 2   

         
 r = rotor radius in inches，N= revolutions per minute (RPM)， 

每台離心機的 RCF 計算是件重要的事，因為相同轉速(rpm)下，不同離心搖臂

半徑長度，會產生不同的離心力(RCF)。 

5.1.2. 人員操作查驗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離心後利用肉眼觀察被分離出的血清或血漿。 

5.1.3. 設備操作查驗 

5.1.3.1 計時器校正 

必須追溯至標準品，且應紀錄結果，必要時應調整。 

5.1.3.2 轉速查核 

可利用遮光器或轉速計確認所有日常工作使用的轉速。若用於血庫檢

驗或血球濃厚液製備，轉速查核至少宜每季執行一次。 

5.1.4. 其他例行性保養及操作查驗(執行前應先關掉電源) 

5.1.4.1 每次保養：包含平衡、檢視不尋常的聲音、溢出。 

5.1.4.2 每日保養：清潔內外部，檢視儀器。 

5.1.4.3 週保養或月保養：使用適當的清潔劑清潔儀器，確認儀器能停止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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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視 rotor 的平衡。 

5.1.4.4 季保養或半年保養 

〈1〉 每季或依操作手冊建議之時程，檢查電刷。移除任何會妨礙電刷

接觸的可能。 

〈2〉 檢查整流器是否有刮痕或灰塵。 

 

5.2. 吸管及稀釋器 

5.2.1. 體積測定的設備在實驗室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檢體或試劑的吸取添加若有

誤差，都有可能影響結果。所有容積設備，除了已驗證的 Class A Glassware

外，在剛開始使用前應先查驗準確度與再現性。 

5.2.2. 吸管建議每季進行校正，可利用秤重法或比色法。 

5.2.3. 稀釋器保養 

5.2.3.1 每次使用後以蒸餾水沖洗。 

5.2.3.2 使用十次以上，應以最大量蒸餾水循環整個系統。 

5.2.3.3 月保養：檢視管子是否有裂縫。 

5.2.3.4 季保養（或根據操作手冊建議）：保養壓縮機馬達。 

5.2.4. 稀釋器及吸管保養 

5.2.4.1 每半年應清潔儀器外部。 

5.2.4.2 定期執行校正。 

5.2.4.3 僅由具資格人員負責維修。 

 

5.3. 生物櫃及排氣櫃 

5.3.1. 操作原理 

主要為提供實驗室人員安全的作業環境，另外亦可避免檢體受到污染。排氣櫃

一般使用於有機溶劑、有毒氣體和放射性物質等作業。不建議用來處理生物性

材料，因為排氣櫃沒有能力過濾或加熱消毒感染性物質。 

5.3.2. 操作查驗 

5.3.2.1 確認加熱槽的溫度在適當範圍內。 

5.3.2.2 確認鼓風機燈示。 

5.3.2.3 清潔內部並紀錄：可每週執行落菌培養監控。 

5.3.2.4 設備於執行安裝或移動後，亦應量測風速並紀錄。 

5.3.2.5 每年至少一次量測風速並紀錄。 

5.3.3. 保養 

5.3.3.1 徹底清除所有噴濺物。 

5.3.3.2 清潔內部。 

5.3.3.3 運作 1200~1500 小時(或根據操作手冊建議)，應更換濾網並紀錄。 安 

裝新濾網後，應至少運行一小時，再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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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溫度計 

5.4.1. 操作原理 

5.4.1.1 所有 SRM 溫度計都應校正，並可追溯至 NIST，而所有搭載溫度計或

溫度測定的設備，都應追溯至 SRM 溫度計。 

5.4.1.2 ㄧ般實驗室內所使用的溫度計可區分為二種形式，玻璃液柱式及電子

式。 

5.4.1.3 玻璃溫度計又可分成完全沒入及部分沒入二種。若為完全沒入者，必

須確認溫度計被放置在通風調節處，此種溫度計較常使用在監控ㄧ個

空間溫度(例如冰箱或培養箱)。 

5.4.2. 操作查驗 

5.4.2.1 啟用前都應執行溫度計校正。 

5.4.2.2 液柱式溫度判讀前應先檢查是否有間斷、氣泡或是破裂。 

5.4.3. 保養 

5.4.3.1 移除間斷及氣泡(以酒精或乾冰慢慢降溫)。 

5.4.3.2 每年定期以標準溫度計(traceable thermometer)，查核溫度計。 

 

5.5. 水浴槽及加熱盤 

5.5.1. 操作查驗 

5.5.1.1 確認溫度計的擺放位置與其溫度。 

5.5.1.2 每天更換乾式加熱槽的溫度計位置。 

5.5.2. 保養 

5.5.2.1 每週定期換水。 

5.5.2.2 每月消毒(漂白水或 biocide)。 

 

5.6. 一般冰箱、冷凍櫃 

5.6.1. 操作原理：能維持一室內空間於特定的溫度區間，一般冰箱標準設定約在 2~8

℃，而冷凍櫃則是＜-10℃。 

5.6.2. 操作查驗 

5.6.2.1 檢視外觀。 

5.6.2.2 檢查門是否有裂痕或破損。 

5.6.2.3 檢視儀器擺放是否有平穩(使用水平儀檢視)。 

5.6.2.4 每年定期以標準溫度計(traceable thermometer)，查核輔助溫度計，輔助

溫度計應放置於設備最可能出現超出溫控之處。 

5.6.2.5 確認溫度計範圍是否符合。以可靠的溫度計，並將其放置在冰箱中幾

個不同的地點查核。這可驗證整個設備室內存在一個可接受的溫度範

圍。 

5.6.3. 保養 

5.6.3.1 定期清潔 壓縮機的鰭片與管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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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2 定期清潔 壓縮機冷凝風扇片。 

5.6.3.3 定期除霜(每季至少一次)。 

5.6.3.4 定期清潔外部。 

5.6.3.5 檢查冷媒是否洩漏(每年一次)。 

 

5.7. 血庫專用冰箱、冷凍櫃 

5.7.1. 操作原理 

用來儲存血液製品的恆溫箱都應附有警報系統及自動記錄裝置。當溫度超過設

定時以及斷電時，警報系統將發出警示音。自動記錄裝置則會連續性的紀錄內

部溫度。 

5.7.2. 操作查驗 

5.7.2.1 檢視外觀及清潔。 

5.7.2.2 每日檢查電源警報器。 

5.7.2.3 檢查門是否有破裂損害。 

5.7.2.4 每日紀錄溫度，溫度差異不應超過 1℃。 

5.7.2.5 確認溫度計位置，若容積超過 400L 時，頂部及底部都應有放置溫度計。 

5.7.2.6 測試溫度警報系統並紀錄。 

5.7.3. 保養：每週定期更換圓形溫度紀錄表。 

 

5.8. 微生物培養及組織培養專用培養箱 

5.8.1. 操作原理-提供微生物生長的理想條件，包含溫度、溼度及二氧化碳濃度都應

管控。 

5.8.2. 操作查驗 

5.8.2.1 每日確認溫度。 

5.8.2.2 檢查 CO2 壓力表，若<1000 kPa，準備更換氣瓶。測量二氧化碳濃度。 

5.8.2.3 檢查相對溼度。 

5.8.3. 保養 

5.8.3.1 每週使用 70％酒精清潔培養箱內部。 

5.8.3.2 若為 water-jacketed 水套式培養箱，每月定期換水，建議使用添加抗生

素的蒸餾水。 

 

6 特定的實驗室儀器 

6.1. 自動血液分析儀 

6.1.1. 基本介紹 

目前已有許多自動血液分析儀被生產製造，這類的儀器可同時操作多項檢驗，

例如白血球計數及分類、紅血球濃度和血小板濃度等，有些甚至可以偵測到不

成熟的血球。 

因此，此類儀器應有特定的操作查證及維修保養步驟，可參考廠商的文件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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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操作查驗及維修保養步驟。 

6.1.2. 操作查驗 

6.1.2.1 每一種可偵測的血球都應執行操作查證，例如白血球、紅血球及血小

板等。 

6.1.3. 每日保養 

6.1.3.1 每天開機前或一段時間後都應進行背景計數，目的是確認試劑中並沒

有其他顆粒污染。 

6.1.3.2 使用稀釋劑沖洗。 

6.1.3.3 清潔內部，包含 cuvettes 及 sampling valves 等。 

6.1.3.4 將玻璃器皿部分浸泡於等滲透壓的清潔液中。 

6.1.3.5 依廠商建議更換試劑。 

6.1.3.6 確認溫度範圍。 

6.1.3.7 將 pneumatic unit trap chamber 中的液體移除。 

6.1.4. 週保養 

6.1.4.1 vacuum pumps 須定期上油。 

6.1.4.2 檢視及清潔自動化檢體輸送系統。 

6.1.5. 雙週保養 

必要時將玻璃器皿部份拆下並清潔。 

6.1.6. 月保養 

清潔洞孔 aperture。 

6.1.7. 半年保養 

6.1.7.1 儀器安裝後，至少每 6 個月執行一次校正確認。 

6.1.7.2 Hemoglobin 的確效要能追溯至 ICSH-WHO。 

6.1.8. 視需要時保養 

6.1.8.1 清潔 manual rinse cup 

6.1.8.2 清潔光學偵測系統 

6.1.8.3 移除氣泡 

6.1.8.4 移除阻塞 

 

6.2. 血液凝固分析儀 

6.2.1. 操作原理 

大部分儀器多使用下列其中之一的原理： 

〈1〉 偵測電傳導性變化 

〈2〉 偵測光學密度的變化 

〈3〉 偵測黏度的變化 

6.2.2. 操作查證 

安裝後或大保養後應確認： 

〈1〉 確認試劑的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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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認在加熱區的停留時間 

6.2.3. 保養 

6.2.3.1 每次保養：利用電極偵測黏度變化的儀器，須用蒸餾水清洗，部分的

儀器會自動執行此功能 

6.2.3.2 每日保養：確認加熱區溫度。設有冷藏功能的儀器，也應確認其溫度。 

6.2.3.3 週保養：清潔 filters, drawers, needles, incubation wells, conveyer belts, 

water traps, and syringe 唧筒 

6.2.3.4 週期性保養（1 至 3 個月不等）：確認燈泡，並清潔潤滑儀器。 

6.2.3.5 更換批號時，或每 6 個月應執行校正確認。 

 

6.3. 自動生化分析儀 

6.3.1. 基本介紹 

6.3.1.1 自動生化分析儀可區分為二種類型，一為連續流動式系統，另一為分

注式系統，皆屬於多管道(multiple channel)。 

6.3.1.2 依儀器類型各有不同的操作原理，須依標準執行操作查證，執行確認

及維修保養要求。 

6.3.2. 操作、執行及維修之要求 

6.3.2.1 設備於初次安裝時應執行方法確認。 

6.3.2.2 廠商應提供詳盡的維修保養排程，以確保儀器操作時功能的正確性。 

6.4. 自動免疫分析儀 

6.4.1. 基本介紹：主要可區分成三種類型： 

1. Batch analyzers using dedicated reagent systems：使用專屬的試劑系統。  

2. Limited throughput, random access systems：可隨機處理作業系統，但有檢體

作業量限制。 

3. Random access, self-contained, high-throughput analyzers：可隨機處理作業系

統，功能齊全，高作業產能。此系統需要較大實驗室作業區空間及獨立的電

路系統。 

6.4.2. 操作、執行及維修之要求 

6.4.2.1 儀器設備初次安裝應包括應執行方法查驗。 

6.4.2.2 廠商需提供詳盡的保養維修排程，以確保在操作流程的儀器功能正確

性。  

 

6.5. 血液氣體分析儀 

6.5.1. 操作原理： 

6.5.1.1 所有的血液氣體分析儀都可區分成五個部份組成：測量槽內的恆溫調

節器、pO2 電極、pCO2 電極、pH 值測量電極和參考電極，以及毫伏

特計量器。 

6.5.1.2 pH 值，pCO2 和 pO2 會隨溫度有顯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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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3 毫伏特計量器依序測量每個電極所產生的電壓變化。 

6.5.1.4 偵測器非常敏感，需小心操作，應安排足夠的基礎訓練。  

6.5.2. 保養  

6.5.2.1 檢查濕潤器的水量。 

6.5.2.2 更換 pH 值參考電極膜。 

6.5.2.3 去除 pO2 和 pCO2 電極的氣泡。 

6.5.2.4 檢查飽和 KCl pH 值參考電極的量，必要時應充填足夠。 

6.5.2.5 更換 pCO2 和 pO2 電極膜，並依照手冊說明書更換電極液。 

6.5.2.6 檢查校正液的量。 

6.5.2.7 檢查生理食鹽水或沖洗液的量。 

6.5.2.8 校正之前，檢查氣體壓力，當壓力過低時需更換。 

6.5.2.9 清空廢液筒。 

6.5.2.10 每次使用後應依廠商建議之步驟立即清除血液。 

6.5.2.11 使用後應清潔儀器上的灰塵及空氣濾網，必要時應更換。 

6.5.2.12 依據廠商建議潤滑印表機。 

6.5.2.13 檢查印表機的紙張是否足夠。 

6.5.2.14 主要或是頻率低的保養及檢查步驟應依照操作手冊建議執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