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检测结果质量
内部监控的方法及评价



结果监控的概念及目的

• 影响实验室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质量的
因素包括人员、设备、设施与环境条件、
样品、方法、溯源性、与结果有关的材料
等等，一般来说，将上述影响因素控制好
了，即可保证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的准
确、可靠。然而，任何因素的控制都会存
在偏差，而这些偏差就有可能造成检定、
校准和检测结果的失准，因此需要定期地
对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进行验
证。



结果监控的概念及目的

• 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的监控实质就
是通过使用特定的方法，对检定、校
准和检测的结果是否准确、可靠进行
实验验证，找出造成结果失准的因素，
或者发现结果发展的趋势，以便及时
采取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以防止结
果失准的再一次发生或预防结果失准
的发生。



结果监控的时机
• 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的监控是一种定期
实施的技术活动，应该对每一项检定、校
准和检测项目进行监控。

• 一般情况下，在以下情况发生时，应及时
安排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的监控活动。

──对新开展项目试运行结果的监督；

──新上岗人员的考核；

──顾客投诉涉及的项目和参数结果的校

核；

──重要测量设备（如计量标准）计量性

能失控的预报；



结果监控的时机
──重要测量设备变更或改造后投入

使用；

──重要的检定、校准和检测（如仲

裁检 定（验）、涉及大额贸

易的验货、能力验证、现场考核

试验等）结果的校核；

──检定、校准和检测过程发生异常

情况后，对已检结果的验证；

──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实施效果的

验证等。



结果监控的方法及评价准则



统计方法

• 应用统计技术对测量系统进行过程控制，
使用的主要工具是质量控制图，质量控
制图是一种将一个过程定期收集的样本
数据按顺序点描绘而成的图示技术，一
般用两幅图组合使用，一幅用来监控测
量数据均值的变化，一幅用来监控测量
过程的变异。

• 对于某个需要监控的测量过程，应选定
核查标准进行测量，建立过程参数。核
查标准应选择与被测对象测量范围、准
确等级等指标接近的而又具有较好稳定
性的仪器、样品或其他物品。



统计方法

• 常用的控制图有均值─极差（ ）
控制图、均值─标准差（ ）控
制图、中位值─极差（ ）控制图。



参加实验室之间比对

• 实验室可以自身组织实验室间比对，也可
以参加其他实验室或有关管理部门组织的
实验室间比对。实验室自身组织实验室间
比对活动时，首先应选择一个性能稳定的
样品作为比对样品，规定比对路径，确定
比对方案及评价方法，然后按预先确定的
方案实施，最后进行实验室比对结果的评
价，编制评价报告。

• 实验室间比对路径有圆环式、星形式、花
瓣式。



参加实验室之间比对
• 圆环式



参加实验室之间比对
• 星形式



参加实验室之间比对
• 花瓣式



参加实验室之间比对

• 比对方案包括参加比对的实验室名称、
比对用样品描述及其相关的样品处理、
制备方法，比对方式、比对路线及时
间安排、具体的检定、校准和检测方
法、数据处理方法、不确定度评定方
法以及比对结果的评价方法等。

• 实验室间比对一般应至少选择三家实
验室以上，否则比对结果意义不大。
校准实验室和检测实验室的实验室间
比对有所不同。



校准实验室间的比对
• 选择其中一家实验室作为比对的参考
实验室，可以是组织实验室间比对的
实验室自身，也可以是其它实验室，
但其测量手段应在各参加实验室中是
最好的，结果是相当可信的。将参考
实验室的测量结果作为指定值，其他
实验室的测量结果与指定值进行比较，
其比对结果可以En值大小来判定。



校准实验室间比对结果的判定

式中：y0──参考实验室的测量结果；

yi──参加实验室的测量结果；

U0──参考实验室测量结果的扩

展不确定度；

Ui──参加实验室测量结果的扩

展不确定度；



校准实验室间比对结果的判定
• 当无法确定参考实验室时，可将所有参加实验室的
测量结果平均值作为指定值，此时En值为：

式中， ——进行结果监控实验室的测量结果；

—— 所有参加实验室的测量结果算术平

均值；

—— 进行结果监控实验室测量结果的扩

展不确定度；

—— 除进行结果监控实验室以外的所有参

加实验室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之和；

——参加比对的实验室数量。



校准实验室间比对结果的判定

当 ≤1时，认为比对结果满意；

当 ＞1时，认为结果不满意。



检测实验室间的比对

• 一般采用参加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中位
值作为指定值，以Z比分数评价实验
室检测结果是否满意。



使用有证标准物质
• 利用有证标准物质进行内部质量控制，相当于盲
样试验，即将有证标准物质作为盲样进行检测，
其测试结果与标准物质提供了已知的量值进行比
较，采用En值判定：

式中：xu──实验室测量得到的有证标准物质的量

值；

xRM──有证标准物质的赋值证书给出的标

准物质的量值；

Uu ──测量结果xu的扩展不确定度；

URM──有证标准物质量值xRM的扩展不确定

度；



方法比对

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对相同样品的检
定、校准和检测结果进行监控。

采用En值判定法，即：

式中：y1、y2──采用方法1和方法2的

测量结果；

U1、U2──采用方法1和方法2时

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



二台套设备比对法

• 分别用二台套测量设备对同一样品进
行检定、校准和检测，采用En值判定
法。

• 当二台套的测量设备是溯源到同一计
量标准时，它们之间具有相关性，当
相关性比较弱时可以忽略不计，当相
关性较强时，在不确定度评定时，应
该要考虑相关性的影响。



多台套设备比对法

• 当实验室具有二台以上的可以测量相
同参数的测量设备时，可以按实验室
间比对的方法来对结果进行监控与评
价，可以将准确度等级较高或测量不
确定度较小的测量设备的检定、校准
和检测结果作为指定值。



人员比对法

• 由不同的检定、校准和检测人员，采
用同一台测量设备对同一样品进行检
定、校准和检测，采用En值判定。



留样再试

• 对性能较为稳定的样品，在首次检定、
校准和检测后，使用同一台设备进行
重新检定、校准和检测，则当
时认为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是准确
的，其中y1、y2分别为前后两次检定、
校准和检测结果，U为扣除由系统效
应造成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后的扩展
不确定度。



利用样品不同项目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 对同一物品不同特性参数之间的相关性进
行分析，可以得出相关参数之间的经验公
式，从而可以间接地用一个参数的量值来
核查另一个参数量值的准确程度。通常采
取不同特性参数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检验
方法，即用直线方程 ，其中斜率
a、、截距b以及相关系数r可用最小二乘法
求得。

• 为了判断两个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是否
符合线性关系，必须对线性回归进行显著
性检验，检验方法有t检验法、F检验法、
相关系数r检验法等。



有关方法的组合

──方法比对+人员比对

由不同的人员，采用不同的方法，
对同一样品进行检定、校准和检测。

──人员比对+设备比对

由不同的人员使用不同的设备对同
一样品进行检定、校准和检测。



结果监控的后处理、频次

• 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的质量监控是
确保实验室报告结果的准确、可靠的
措施之一，相当于工厂对产品质量的
抽检，当发现质量控制数据已经超出
或将要超出预先确定的判据时，应采
取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来纠正或预防
出现的问题。通常，实验室内部质量
监控结果采用En值判定时，可划分三
个控制段：



结果监控的后处理、频次
• 接受段判据： ≤0.7，表明测量结果的质
量得到保证；

• 拒绝段判据： ＞1 ，表明测量结果的质
量失控，需查找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

• 临界预防段判据：0.7＜ ≤1，表明测量

结果的质量接近临界，需查找原因并采取
适当的预防措施。

• 其中临界预防准则下限0.7的设定应根据不
同实验室和不同设备情况而定，其选择需
综合考虑资源投入与所承担的风险。



结果监控的后处理、频次
• 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的质量监控的频次应结合
实验室往年的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的准确程度，
结合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的变化趋势，同时考
虑监控成本和实验室风险与给顾客带来风险的平
衡，下述情况下应增加监控的频次：

• ⑴ 当实验室统计的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持续
单方向变化时；

• ⑵ 实验室设施与环境条件变化较大时；

• ⑶ 测量设备使用环境较为恶劣时；

• ⑷ 测量设备发生变化，如修理、更新时；

• ⑸ 检定、校准和检测人员新上岗或转岗时；

• ⑺ 检定、校准和检测的规程、规范、标准发生
变化时，如修订、改版时；

• ⑻ 样品特性不很稳定时。



结果监控的后处理、频次
• 当监控结果表明，实验室检定、校准和检
测结果已不满意或已接近不满意时，实验
室应停止相应的检定、校准和检测工作，
对造成不满意或接近不满意的原因进行分
析、评价，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或预防措
施，以确保实验室提供给顾客的数据是准
确、可靠的。当监控结果表明实验室检定、
校准和检测结果已不满意时，实验室还应
对以往的检定、校准和检测结果对顾客所
造成的影响或伤害进行分析、评价，必要
时应对以往的结果进行追溯，并告知相关
顾客，停止使用实验室的检定、校准和检
测结果，采取有关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
对顾客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