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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物化学检验的基

本知识 

授课学

时 
3 

教学 

目标 

知 识 

通过对本章内容的学习将能： 

1、说出生化检验标本的种类及采集、储存的方法分类； 

2、复述血液标本采集的部位、器材及过程； 

3、说出常见尿液、脑脊液、浆膜腔积液、羊水等标本的采集方法及用途； 

4、归纳血液、尿液等标本采集及处理的注意事项；总结标本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能 力 

1.在上级技师指导下会进行静脉采血、毛细血管采血；进行真空采血管的选择和使

用；分离血清或血浆并选择合适方法储存标本；进行尿液、脑脊液、浆膜腔积液等

标本的分离处理；指导患者正确收集尿液标本。 

2.熟练进行血液标本采集，分析标本采集及处理环节对质量控制的影响；关注血液、

尿液等标本采集及处理的新技术，改进现有的采集及处理方法。 

素 质 

通过生物化学检验的基本知识的学习及实习阶段培训： 

1、树立严格按照规范操作，保护病人隐私的意识； 

2、有创伤性的标本采集前，应与患者沟通，消除恐惧紧张情绪； 

3、标本采集、储存、运送时，应严格消毒或无菌操作，具有生物安全意识； 

4、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 

学情 

分析 

授课对象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二年级学生，具有一定的医学理论基础，作为专业课初学者，对

于生物化学检验的基本知识如临床化学检验项目、临床实验室试剂用纯化水标准、静脉血液标

本采集标准（指南）及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等医疗法规尚未接触，知之甚少。本章内

容涉及面较广，篇幅有限，在培养学生树立严格规范操作意识、保护病人隐私意识、防污染意

识、生物安全意识等方面应在后续学习中始终如一贯彻（熏陶）。 

教学 

重点 

1、生物化学检验标本的采集及处理方法 

2、标本采集及处理环节对质量控制的影响 

教学 

难点 

1、标本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教学 

方法 

教法：讲授法、实物法、案例分析 

学法：自主学习法、讨论法 

教学 

用具 

多媒体、板书（黑板及粉笔）、手机（《生物化学检验》网络课程）、教材、各种类型真空采血

管 



参考 

资料 

1、《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4版）尚红、王毓三、申子瑜主编，2015年 4月 

2、《生物化学检验实验实训指导》江西科技出版社 2012年 11月，2019年修订 

3、《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第 5 版)》府伟灵、徐克前主编，2012年 1 月 

4、《医学检验创新创业教程》徐克前主编，2020 年 7 月 

教研室主任意见 
教学设计合理，方法得当，能突出本章重点内容，难点做到深入浅出，遵循了

教学规律，教学环节完整。 

教 学 内 容 教学活动设计及时间 

第二章 生物化学检验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的项目与检验报告单的发放           

一、生物化学检验的项目 

（一）常规生化检验 

1、单项检验 

①用于诊断和治疗 

②用于评价机体某器官功能 

③了解体内物质排出量 

2、组合检验 

①提高诊断疾病敏感度 

②提高诊断效率 

③快速了解某器官的多种功能 

④快速掌握重症和初诊患者多方信息 

⑤健康监督和评价 

（二）特殊生化检验 

量极少、较难获得的标本，据标本量与临床需求酌情确定报告

时间。 

1、需要加强管理的检验项目 

2、标本难以获得的检验项目 

3、发病率低或成本高的检验项目 

4、技术要求高的检验项目 

（三）急诊生化检验 

 常见于对危、急、重症患者的诊断和抢救，如血气分析、电解

质、淀粉酶、心肌标志物、血糖等检验。 

（四）床旁生化检验 

床旁生化检验（point of care testing,POCT），也称即时检验。

其主要应用于危、急、重患者的快速检查，大大缩短了检验周转时

间（turn-around time,TAT）。 

二、生物化学检验报告单的发放  

（一）检验报告单的发放时间 

1、常规生化检验的报告时间 

常规检验：平诊常规项目当天发出报告。（3~4 小时，不超过 2

天 ） 

2、急诊生化检验的报告时间 

危、急、重患者  2 小时内发放。血、尿、粪三大常规可在 30

分钟内发出报告。 

课前 

老师活动： 

在学习通平台发布课前任务 

学生活动： 

完成课前预习 

课中 

第一节（约 40分钟） 

一、生物化学检验的项目（20 分

钟） 

老师活动：讲解 

学生讨论：单项检验与组合检验的

应用，举例说明。 

单项检验:如糖尿病病情监测：测

定血糖；肾功能：测定尿微量白蛋

白。 

组合检验：初诊病人入院检查如肝

功能、肾功能、血脂功能组合等。 

 

老师活动：讲解、举例说明 

 

学生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核酸测

定是特殊还急诊生化检验？ 

 

老师活动：介绍 POCT的应用趋势 

POCT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如心肌

梗死快速检测 

 

二、生物化学检验报告单的发放

（20分钟） 

（一）检验报告单的发放时间（15

分钟） 

老师活动：展示几种不同类型的报

告单，常规报告单、急诊报告单及

危急值报告单。 

学生活动：讨论不同报告单的发放



3、危急值报告（资格考点） 

 “危急值”是表示危及生命的检验结果，故把这种检验数据称

为危急值 

危急值与急诊检验： 

危急值 不受申请报告的限制，只有出现了规定的危急值的数

字，立即电话通知并详细记录 

急诊检验：不管结果正常与否，必须书面快速报告 

（二）检验报告单的发放要求 

1、授权审核及发放  报告授权发布人发放 

2、报告单的内容  完整、规范 

 

第二节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的标本  

临床化学检验最常用的标本是血液，其次是尿液，此外还有脑

脊液、浆膜腔积液、羊水等各种体液。 

一、标本的采集 

（一）血液标本的采集 

1、血液标本的类型 

分为全血、血浆和血清，血浆和血清临床常用，全血使用较少。 

2、血液标本的采集方法（资格考点） 

①小组讨论：血液标本采集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学生活动：检索相关信息，小组汇报结论 

老师活动：点评小组汇报及总结注意事项 

血液标本的采集方法 

方法 注意事项 

毛细血管采血法： 

微量血液的检验 
严格消毒、迅速采血、穿刺部位合理 

静脉采血法： 

以真空采血法常用 
避免溶血、剧烈振摇、血液流速过快 

动脉采血法 肝素抗凝、隔绝空气 

②标准真空采血管各类及用途（资格考点） 

实物展示各种真空采血管，列举其用途。 

 

 

 

标准真空采血管种类 

时间要求。 

老师活动：点评及总结；提出危急

值的概念，重点说明其报告的方

式，即“危急值报告制度”。 

 

（二）检验报告单的发放要求（5

分钟） 

老师讲解为主 

 

 

 

第二节（约 40分钟） 

 

 

一、标本的采集（25分钟） 

老师活动：讲解 

学生活动：问题讨论 

血清与血浆有何不同？ 

此问题常被临床老师提问:反映对

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老师活动：将学生分成三组 

学生活动：检索信息，得出结论 

小组讨论：血液标本采集的注意事

项有哪些？ 

老师活动：点评及总结 

 

 

 

 

 

 

老师活动：展示各种真空采血管，

列举其用途。以讲解和实物介绍为

主。 

 

 

 

第 1课时结束  

全血

•静脉全血：肘静
脉、腕静脉

•动脉全血：桡动
脉、尺动脉、股
动脉

•末梢全血：指尖、
耳垂、足跟

血浆

•抗凝剂：草酸盐、
枸橼酸盐、乙二
胺四乙酸
（EDTA）、肝素

血清

•与血浆的区别：
缺乏纤维蛋白原
及某些凝血因子
因消耗减少

•用于血液生化成
分测定：肝功能、
肾功能、血脂等
项目



 种类 
头盖 

颜色 
添加剂 检测项目 

1 
草酸钾/氟

化钠 
灰色 

草酸钾/氟化

钠 

血糖、葡萄糖耐量

试验 

2 普通血清管 红色 无添加剂 

肝功能、血糖、血

脂、无机离子、血

清蛋白，各种酶类

测定 

3 EDTA 抗凝管 紫色 EDTA 
血细胞计数；出凝

血时间 

4 肝素抗凝管 绿色 肝素 
血气分析、血沉、

普通生化测定 

5 
枸橼酸钠血

沉管 
黑色 枸橼酸钠 血沉试验 

 

③常用抗凝剂（资格考点） 

讨论：肝素、氟化钠-草酸钾、枸橼酸盐、EDTA等的抗凝原理。 

此知识点为复习，组织学生讨论，目的是帮助学生回忆所学知

识，同时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习的热情。 

病例分析：错误选择采血管导致的结果误差。 

总结：正确选择采血管避免误差，培养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 

（二）尿液标本的采集 

1、尿液标本的类型 

①晨尿；②随机尿；③计时尿；④餐后尿；⑤24h尿 

2、尿液常用的防腐剂 

①浓盐酸；②甲苯；③冰醋酸；④麝香草酚 

（三）特殊标本的采集 

1、脑脊液标本的采集 

脑脊液标本采集的顺序：第一管用于细菌学检查；第二管用于

临床化学和免疫学检查；第三管用于常规检查。 

细菌学及病毒学分析：成人 2ml,儿童 1ml； 

细胞学及化学分析：成人 2~8ml,儿童 1~1.5ml。 

2、浆膜腔积液标本的采集 

浆膜腔穿刺术采集中段液体于消毒试管内，且根据需要加入抗

凝剂，另采一管不加抗凝剂，以观察积液有无凝固现象。 

常规检查及细胞学检查：2ml，EDTA-K抗凝； 

化学检查：2ml,肝素抗凝； 

厌氧菌培养：1ml； 

结核杆菌检查：10ml。 

3、羊水标本的采集 

一般采集 20~30ml，立即送检，离心羊水标本取上清液做化学

分析。抽取送水时速度不宜过快。 

二、标本的收检 

1、不合格标本的原因分析  合格标本：标识唯一性，标本完整

此知识点是资格考点之一，要求会

正确选用真空采血管。 

 

 

 

 

 

 

 

 

 

 

 

 

学生活动：回顾肝素、氟化钠-草

酸钾、枸橼酸盐、EDTA 等的抗凝

原理。 

此知识点也可用来检查学生既往

学习基础的牢固程度。 

老师活动：提供病例 

学生活动：分析误差可能的原因。 

 

（二）尿液标本的采集 

（三）特殊标本的采集 

老师活动：以讲解为主 

启发思维：对于尿液是否加防腐剂

存在着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尿液不

加防腐剂与加防腐剂对测定没有

区别，因此持尿液不加防腐剂的观

点。——激发探究精神。 

 

 

 

 

 

 

 

 

启发思维： 

羊水的采集为有创检查，目前临床

提倡无创检查。——检测方法的改

进 

二、标本的收检（5分钟） 

 

学生活动： 



性。 

2、不合格标本的处理  一般不合格标本率应控制在 1%以下，如

果过高，应总结分析原因并进行人员的培训。 

三、标本的处理 

（一）标本的分离、储存与转运 

标本离体后就开始发生变化，原则上应尽快送检。接收标本后

应立即分离血清或血浆，如不能及时测定，一般应低温保存血清或

血浆，注意要加盖，以防止水分的蒸发。 

此处案例分析：标本不能低温保存的测定项目有没有？ 

学生讨论：可课堂检索信息作出回答 

老师点评:如 LDH测定，室温放置可稳定 3天。 

（二）废弃标本的处理要求 

实验室废弃物应按《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11修订）》规定采用

专用包装、由专人送到指定的清毒地点集中处理。 

组织学生观看医疗废物处理视频，加强医疗垃圾集中处理的生

物安全意识及法律意识。 

 

第三节  标本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一、生理因素的影响（资格考点） 

1、年龄  受年龄影响较明显的项目有 ALP、血清总胆红素、间

接胆红素及血清肌酐清除率等。 

2、性别  血清肌酐、肌酸激酶水平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3、运动  剧烈运动可使血清乳酸、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葡萄糖升高。 

4、情绪  情绪激动、紧张可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血清

脂肪酸、乳酸、血糖升高。 

5、妊娠  妊娠期代谢水平的改变，如血容量增加，微量元素水

平降低；但代谢需求增加使 TG、ApoA1、ApoA2、TC、LDL-C 增加，

ALP、AFP等也增多。 

6、体位  体位的改变将改变血液循环与体液循环之间的平衡，

大分子的分布平衡也随之改变。站位较卧位血浆 Alb、TP、ALP、TC

及 TG等浓度高 5%~15%。 

7、采集时间  血液中的许多成分表现为昼夜节律性变化，如生

长激素的变化最为显著，其它如血钾、血钙、胆红素、肾上腺皮质

激素也都有峰值及谷值期的表现。 

临床化学检验血液标本的采集时间一般在清晨空腹时（7~9

点）。 

二、饮食和药物的影响 

1、饮食和嗜好 

饮食的结构及特点对血液成分的测定存在不同的影响：如高脂、

高蛋白、高嘌呤饮食对指标的影响各有不同。 

2、药物的影响 

药物进入体内对代谢产生影响，可通过影响被测物浓度或干扰

检测方法对测定结果产生影响；输液对体内成分的影响：输入性增

加及对血液产生稀释而影响结果。 

讨论：什么是合格标本？或者说不

合格标本有哪些情况？ 

老师活动：总结不合格标本的原因 

三、标本的处理（10分钟） 

老师活动：讲解一般处理方法 

学生活动：讨论分析 

案例：不能低温保存标本的测定项

目 

老师活动：点评和总结讨论结果 

 

 

学生活动：观看医疗废物处理视频

（约 3分钟） 

 

 

 

第三节  标本因素对检验结果的

影响（30分钟） 

一、生理因素的影响 

老师活动：讲授为主 

讲解过程中，以历年资格考点为

例，进行分析及解释——激发学生

对后续知识点学习的兴趣及关注，

并试图逐步培养学生对检验结果

进行合理分析的初步思维能力。 

学生活动：举例发言 

 

老师：对学生发言予以点评及总

结。 

 

 

 

 

 

 

 

 

二、饮食和药物的影响 

老师活动：讲授为主 

学生活动：检索信息 

讨论：高嘌呤饮食主要食物类型有

什么？对什么指标影响大？其饮

食结构特点的分析也可举一反三

进行讨论。 

老师活动：总结饮食及药物的影响 

第 2课时结束  



第四节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简介 

一、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包括 

1、标本接受站 

2、检测工作站 

3、库房管理工作站 

4、检验报告发送站 

5、管理站和系统站 

二、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的完善与维护 

1、检验科所有患者检验信息应列入网络管理系统。 

2、科室设有专人进行网络管理，不同的操作者限制不同的操作

权限。 

3、所有进入网络连接的计算机一律不准外来磁盘上机操作，以

防病毒污染。 

4、计算机内信息应定期备份。 

  

第四节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简

介（5分钟） 

 

老师讲解为主 

 

章节测验：（5分钟） 

学生活动：学生使用手机登入《生

物化学检验》网络课程，完成本章

章节测验。 

老师活动：分析考试成绩，总结不

足。 

 

 

 

课后 

老师活动：布置新课内容的预习及

思考。 

学生活动：通过学习通平台完成课

前预习任务。 

课后

分析 

1、本章内容涉及知识面较广，对于生物化学检验的基本知识如临床化学检验项目、临床实验

室试剂用纯化水标准、静脉血液标本采集标准（指南）及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等医疗

法规接触不多，应在后续课程中加强学习。 

2、学生的严格规范操作意识、保护病人隐私意识、防污染意识、生物安全意识均较薄弱，在

后续学习中应始终如一注重相关意识的培养。 

 

第 3课时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