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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样本库最佳实践 2012：科研用生物资源的采集、贮存、检索及分发
国际生物和环境样本库协会（ISBER）

引

言

科学研究需要高质量的生物和环境样本资源，所以制定标准化的样本采集、长期贮存以及查找样本的
方法是将来如何正确使用与共享这个资源的根本保证。国际生物和环境样本库协会（简称为 ISBER）的宗
旨之一就是想通过推广认可并有效的方式方法来促进生物样本库建设的规范化。有关 ISBER 的详细信息，
请登录官方网站（www.isber.org）了解。
ISBER 关于样本库建设与管理的最佳实践方案（简称为最佳实践）经过广泛收集其会员多方面的经验
并采纳其他样本库专家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实践的全面性，此方案同时也涵盖了样本采集与保存方面的有
效操作方法。
“最佳实践”一词提法是指目前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最基本也是我们推崇的方式方法，但这并
不包括那些在实际操作中提出的也许会优于最佳实践或者专门设计的更加有效的方法。某些地区或者由于
其财政拮据的原因，样本库运作可能无法遵循“最佳实践”中的所有要求，所以任何一个样本库仅需要根
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决定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符合“最佳实践”方案。另外，至于是否遵从 ISBER 最佳实
践提出的要求是完全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样本的管理正确方法取决于其所在国家、
地区和地方的法律法规，这点要特别注意。所以读者应该直接参照并遵循其所在国家、地区和地方的法律
法规来建设和管理样本库。
本文已经尽可能地涵盖实践中可能用到的各种与样本类型相关的专业术语，但是读者在应用中应该考
虑是否适合自身样本库的实际情况，并逐步执行应用。比较重要的专业术语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会采用
斜体字来表示，并在术语表中给予解释。
ISBER 最佳实践会定期审查和修订，以便充分体现科学和技术方面最新的进展。现在的第三版就是建
立在 2005 年出版的第一版和 2008 年出版的第二版所奠定的基础上改版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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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章

样本库规划应考虑的因素

A1.000 概述
样本库从广义上可以分为实体库或虚拟库，涉及到样本采集、处理、贮存及分发等一系列过程，用于
支持科学研究及其相关数据的分析。通常所说的样本资源是指一个特定的研究采集的样本。本章涉及的许
多问题在后续章节有更充分的表述。读者可以参考目录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阅读。

A2.000 样本库发展
A2.100

模式

采集和贮存样本可能是为支持多方面的研究，也可能只是作为前瞻性或回顾性研究的一个方面，另外
采集这些样本的方法也取决于其资源和研究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样本的采集、贮存和制备方式有多种模
式，任何模式都取决于样本将来做哪些方面的检测和用途。要发挥样本库的科学使命，可能需要采用单一
模式或多种模式来实现。如果样本库是依照某种模式建立的，那么这种样本库在建设之初需要考虑其基础
设施扩容的便捷性，以便满足其他模式的需求，而无需根据新需求重新建设一个样本库。这种方法能避免
重复建设，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需要说明的是，无论采取哪种模式，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始终依照科学数
据和最佳实践所支持的最新方法来实施样本的采集和贮存。
A2.110 采集服务
提供常规或特定样本采集服务的样本库，在采集和处理组织样本时，应在“需求”的基础上做出具体
要求。研究者需要明确所需要的样本类型，并通常会提出样本采集、处理和贮存的方案及协议，该样本库
会依照这些特定要求来采集和处理样本。基于此模型构建的样本库，如果样本在很短的时间内转移，就不
要求有长期贮存样本的能力。并非每个捐赠者都能满足研究者的初始要求，必须等到合适的样本采集完毕
后才能开始实验。
A2.120 样本库服务
样本库要根据当前和未来对样本的预期需求来贮存样本。研究者可查看现有库存中是否有符合要求的
样本。样本入库时，样本库需要与临床机构签订相应的协议书，如果是非人体样本，也需要和采集人员签
订协议书。这些样本要经过标准化的预处理程序。在采集样本的时候就应该限定样本的信息，哪些是公开
的，哪些是保密的。为了推进某些特定疾病的研究，某些团体会发起样本收集的相关活动。捐赠者和捐赠
家庭可通过医院和其他临床机构直接提供样本，也可以自己把样本收集于指定的容器内从居住地寄送到样
本库（称为捐赠者的“自取”样本）
。由倡导团体发起的样本库也需要登记详细的临床和随访信息。样本
捐赠者及其家庭成员信息都要登记在案。
A2.130 来源于某个人群的样本
样本库中用于特定研究用途的样本要通过生物样本资源主管进行采集和监管。采集的样本类型和信息
应由研究者或研究团体根据其研究目的来决定。样本采集、处理应该由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临床机构或
医院根据最佳实践方案来完成。这种类型的样本库可以指定某一实验室来集中处理和贮存样本，这是样本
库服务的一部分。样本库可以由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来管理。
A2.140 虚拟样本库
虚拟样本库用于 保存 异地样本的有关贮存及分析的信息，可以作为异地样本资源的“信息交流中
心”。虚拟样本库可以记录样本的加工处理的相关信息，新的研究可以检索到这些信息并加以利用（例如，
用于免疫组化分析的组织切片信息）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中的公开数据也需要涵盖在虚拟样本库
中。可用样本的信息都集中到一个可搜索的电子目录中，供研究人员轻松检索。与此同时，虚拟库也提供
样本管理人员的联系方式，便于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直接联系，沟通如何使用或获得那些生物样本。虚拟
样本库的好处在于，研究者能够查询到当前可用的生物样本，而无需再发起新的样本采集工作，可以节省
时间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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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00

构建样本库注意事项

规划一个样本库时，最重要的是建库的目标要明确，要阐明采集样本服务的群体。随着样本库的不断
推进，建库目标也应不断地审查更新，以确保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要求。样本库的生命周期中，
建立一个合理的设备、设施、人员和资金的配置架构，对于支持样本库的运营非常重要，必须出台样本采
集、处理、使用及清理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并定期检查。
A2.210 样本库服务
样本库管理人员需要确定可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与这些服务相配套的基础设施，确保样本库能够提供
高质量的样本。这就不仅需要配套的基础设施、设备和耗材，还需要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这些服务包括
样本采集、入库、处理、贮存和分发。不同的样本类型以及样本接收状态（例如新鲜的、冷冻的、固定的）
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
除了以上这些服务以外，样本库可能还需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例如对研究人员的项目进行可行性评
估、评估研究计划和实施方案是否合理、提供审批文件、与研究人员建立合作关系、样本发送实验室时要
做好样本的批量处理和质量控制，更好地服务于组织学研究、显微切割、核酸提取和分析等。应明确所有
能提供的服务。
A2.220 样本采集
所要采集的样本类型主要取决于这些样本的研究目的。样本该如何采集、处理，取决于样本类型、样
本来源和下游的处理等。根据样本的不同，样本库要给这些样本提供最佳的贮存环境，并确保贮存设备和
设施到位。
最佳实践：应当制定新样本采集和库存清理（当样本完成其初始目的、样本不适合研究目的或捐赠者
要求销毁样本时）的政策。详见 M3.000 样本清理。
最佳实践：有效的研究计划应考虑样本的来源以确保取得最好的样本用于特定的研究（例如，人体样
本的来源可能有手术样本和尸检样本）
。在样本采集开始之前就应做好规定，对于不需要的样本无需采集。
A2.230 客户服务
样本库要明确自己的使命，要清晰地了解研究人员和科学家的需求。尽可能地了解下游的实验计划，
进而确定样本采集和处理的方式，以确保样本的有效性和后续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最佳实践：样本库应该建立反馈机制，接收用户的反馈意见，以确保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A2.240 沟通
样本库管理政策应该是透明的，样本库管理人员和捐赠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在样本的提供、
处理、贮存环节中建立信任是很重要的。同样地，对于研究者来说，在样本使用过程中，和样本库管理人
员建立和保持信任也是不可或缺的。
最佳实践：采集工作开始之前，利益相关者讨论并确定沟通方式可以增加透明度和相互间的信任。
最佳实践：样本库应制定指南，明确说明提供何种服务、服务成本、服务的时间及相关人员的联系方
式，包括工作时间及非工作时间的紧急联系人。

A3.000 资金和财务
样本采集、处理、贮存和分发的成本核算对于样本预期寿命和样本处理的资金规划是很重要的。资金
规划方案应定期审查，并根据需要进行调节。启动实施一个样本库，应该全面考虑成本管理、财政规划，
详见 H 章。

A4.000 样本库工作人员
A4.100

主管

主管是样本库管理的总负责人。作为主管的人选，必须要经过培训并通过考核，最好具有样本库管理
经验，能切实履行样本库管理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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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10 日常工作
样本库主管不仅要执行各项法规政策，还要对所有和样本库相关的操作负责。应遵守和符合现行的国
家、省市和地方的各项法规。主管的职责也取决于样本库的组织结构，其他责任可能包括：①确保样本库
费用在预算之内；②确保样本库的运作有足够的资金，可能需要制定资金回笼的战略计划，以确保样本库
的短期和长期财务稳定；③确保政策实施到位，取用样本时确保申请符合样本使用规定；④成为样本库和
主要用户之间的纽带；⑤确保数据的保密性；⑥确保标准作业程序（SOPs）和最佳实践的实施。
A4.120 人事管理
样本库主管应当建立样本库组织架构图，明确各部门的具体职能，并维护其正常运转。样本库主管负
责样本库工作人员、技术人员的任免。样本库主管还需负责把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以文件形式下达，并随
时监督，保证职责履行到位。样本库主管应确保每个工作人员有足够的经验和足够的能力履行其职责。
样本库主管还要负责实施并监督员工的培训，确保样本库的运行符合国家、省市、地区的各级各项要求。
A4.130 质量管理体系
样本库主管或其他部门负责人应确保质控系统健全和到位，使得各项操作符合样本库构建的要求。要
出台并遵守 SOPs 手册，遵守政府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样本库主管要定期进行内部审查并记录在案，检查
各项操作是否符合 SOPs 的要求，并尽量满足用户的需求，详见 D 章 质量管理。

A4.200

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经验，并通过培训以确保其遵守样本库的 SOPs 并完成其职
责。技术人员必须坚决执行主管确立的政策和标准操作规程。每个技术人员的职责都应当与文件规定一致。
技术人员需要出具相关培训证明，并具备完成他们职责的能力。每个工作人员具有明确的权利和责任。

A5.000 实验承包服务
提供实验承包服务的样本库应保留有关合同，记录相关负责人和研究所用的仪器。记录相关实验的主
要工作人员的姓名、联系方式、实验地点、日期、备份文件的名称以及任何附带的文档。明确承包服务的
范围。

A5.100

服务外包

启动阶段的精心策划对于样本库的质量和成本效益至关重要。无论是在样本库的启动阶段还是发展阶
段，如果内部资源不足以提供足够的专业知识指导，可以寻求外部专家和顾问的帮助。样本库顾问应该在
其涉及的领域有成功经验，并有相关证明（与对内部员工的要求一样）
。样本库顾问可以提供如战略规划、
设备选型、自动化设施、SOPs 制定、供应商选择、拨款和成本回收、合同管理、质量保证和法规事务等
领域的专业指导。同样，如果样本库与其他机构或服务供应商有合作，也可以向这些机构寻求帮助，解决
样本库无法提供的设施或服务。无论何种情况，样本库主管应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合作关系、预期目的
和各自职责。

B 章

设施

B1.000 概述
高效的样本库应具有多元的设计，确保样本的安全贮存，支持设备的正常运行，并为样本库的工作人
员提供安全有效的工作环境。在样本库的规划设计中，有关样本贮存的类型、相关贮存和处理条件、预计
贮存周期、样本数量增长及贮存所使用材料的预算均为样本库设计的重要元素。规划应预留足够的空间，
以满足样本库初期和将来及备份样本贮存的需求，并根据法律和（或）其他监管机构的要求，提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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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样本的安全空间。

B2.000 供暖、通风和空调
B2.100

温度和湿度

样本库的环境温度保持在限定范围内是非常重要的。为保证足够的温控能力，需防止排水管冻结及冰
箱压缩机系统的超负荷运转所导致的过度磨损和过早失效。室温条件下贮存时要考虑环境湿度限制。
最佳实践：为延长制冷设备的使用寿命，样本库的外围环境温度应不超过 22 ℃（72 ℉）
，这对于放
置有多台冷冻设备的房间尤其重要。

B2.200

通风

必须保证良好的通风以防止过于潮湿及冷凝。过于潮湿的环境会导致细菌、真菌的生长，影响样本质
量和员工健康。尤其是在使用冰箱和冷柜的区域必须有足够的空气流动空间，防止温度过高而影响压缩机
的性能（见 C3.000 低温冰箱）
。
在使用液氮（LN2）罐及干冰的区域，应有良好的通风和监测以保证足够的氧气水平（见 C2.400 氧
气监测器）
。
最佳实践：在氧含量低或者有害气体产生的区域内安装气体监测装置（如 O2 和 CO2 监测器）和排
气系统。

B3.000 照明
B3.100

普通照明

样本库应有充足的照明以保证安全的工作环境和样本的准确存取。光照的强弱要依照贮存条件、操作
要求、样本的体积和类型、条码/标识系统来决定。照明条件可根据情形分为普通照明及工作照明。普通照
明的光源可以是白炽灯、荧光灯、金属卤灯及其他。有些样本库可能保存有对光强度和光频敏感的样本。
最佳实践：对照明条件敏感的材料和样本，在贮存和使用的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照明措施。

B3.200

工作照明

在样本贮存密集或顶灯亮度较低的地方，需提供工作光照以读取微小标识。使用工作照明时应考虑光
源是否影响样本质量或贮存条件。例如：由白炽灯散发的热能会导致贮存物融化。常推荐荧光灯作为冷冻
物质使用的光源。
最佳实践：建议在冷冻样本附近使用荧光灯或者其他不产生热量的灯。

B3.300

应急照明

在断电的情况下，应急照明是至关重要的。应急照明可用来指示逃生路线，为设备的监测和应对紧急
情况提供有光照的安全环境。应急照明应该有备用电池，并应连接到备用发电机上。在夜间，使用耗电量
低的小照明灯更为可取。如有需要，样本库也应该备有便携式照明设备（如手电筒）作为聚焦光源，聚焦
光源在设备的检修中是必不可少的。在安全和维护 SOPs 中应规定每年都要对应急照明设备和电池进行定
期检查，必要时进行更换。

B4.000 地板
样本库的地板应与样本库日常使用的设备和冷却剂相适宜。地板应便于清洁并方便设备移动。在使用
液氮的区域，不应使用乙烯基瓷砖，如果液氮溅至地面，将会导致瓷砖爆裂并带来危险。同时应考虑在员
工长时间站立的区域提供抗疲劳垫。

B5.000 备用电源
为保证样本贮存的恒温环境，样本库需持续、恒定的电力供应。鉴于商业用电中断的可能性，备用电
源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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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00

不间断电源

不间断电源（UPS）
，有时也叫“备用电池”，能在商业用电中断的时候保持电力的持续供应。
在商业电源和需保护设备之间插入一个 UPS。当电源出现故障或异常时，UPS 能瞬间实现电源切换。
最佳实践：计算机系统和电子系统（如环境监测系统）、安全系统（如氧气监测器、通风系统）或液
氮罐控制器，应当由 UPS 保护。每年应对样本库中使用的 UPS 进行测试，以确保其备用能力。

B5.200

发电机

最常见的备用电源是动力发电机。当商业用电中断时，发电机能自动启动并继续供电。通常情况下，
这类装置使用的燃料有：柴油、天然气、丙烷。其中，管道天然气为首选燃料，因为它可以无限传输且不
被中断。具体采用何种备用系统还要根据设备、区域和资源的风险评估来确定。
双燃料发电机（如天然气和丙烷）是一个更高效的备用电力供应系统。除了自动开关外，还要安装手
动开关，以保证断电时快速切换至备用发电机。各种断电的情况和预期的结果都要考虑周全，确保备用电
力系统的基础设施到位。大型样本库应根据风险评估来确定采用一个大型发电机还是多个小的发电机。
关键设备是否配备备用电源应基于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和财务状况。
最佳实践：必须备足发电装置能至少持续运转 48 小时（最好是 72 小时）的燃料，并且具备燃料储
备、补给的能力。
最佳实践：运用发电机的样本库应有一个成熟的计划，保证紧急情况下的燃料补充。这个计划应包含
供应商及备用供应商名单。
最佳实践：紧急情况下样本库应及时联系供应商，快速做出反应。
B5.210 发电机的检测
为保证备用电源能可靠运行，必须进行常规检测，在需要时能应急启动和承载所需的用电负荷。还应
进行负载测试，以确保发电机在满负荷情况下可以正常运行。另外，对于储存有大量柴油的设备，应对柴
油进行年度检验和过滤，防止水或细菌影响发电机的性能。
最佳实践：发电系统应制定一个维护计划，其中包括每周一次对发电机系统进行自动启动和发电检测，
每月作加载负荷运行检测，如有对电流敏感的设备，应降低检测频率。同时，对含有自动转换开关的系统
也要定期进行检测，如每 6 个月检测一次。
最佳实践：大型机构（如医院或学校）的样本库，在停电后自动启动备用电源，并瞬间连接到冰箱和
其他重要设备。这些安全操作和检测须由专业管理员进行。
最佳实践：应考虑冰箱和其他设备的启动顺序，以确保有足够的停机时间，使压缩机安全地重新启动。

B6.000 访问
样本库应配备严格的门禁系统，仅对授权人员开放，防止未授权人员进入。所有的门保持关闭状态，
钥匙是管控的，并有所有人员进出样本库的记录。可在出入口处安装磁卡控制并记录出入情况。只有授权
人员能够进入到样本库。对存有贵重样本或敏感样本的设备应另外加锁。
最佳实践：不得随意配制样本库钥匙。

B6.100

参观守则

应制定外来人员访问制度。在可行的情况下，对来访者的姓名、工作单位、参观目的和出入时间进行
登记。对已经登记且允许参观的人员可发放胸牌，整个参观过程都有工作人员的陪同。
最佳实践：对参观者的书面或者电子参观记录都要按照样本库归档条例进行存档。

B7.000 安全系统
所有样本库应采用基本的安全系统以确保贮存样本的安全性。监测和报警系统应全天候运作。应安排
专人随时处理紧急情况，防止或者尽量减小样本损伤。当第一责任人无法接收到报警信号时，系统应主动
向其他工作人员启用报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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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100

入侵监测系统

样本库应安装入侵监测系统，在无工作人员的情况下，监测并记录未授权人员的进入情况。该系统包
括移动探测器、玻璃破碎警报器和入门传感器。当相关人员离职时，系统应该更换相应密码和钥匙。

B8.000 消防系统
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新建建筑都要有消防系统，之后的改建和翻新也需要遵守消防相关规定。

B8.100

消防计划

每个样本库都应具备消防计划。该计划应包括重大火灾隐患和潜在火源的排查、有害物质的妥善处理
和保存，控制每个重大危险源所必需的设备准备。该计划应规定对消防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同时记录设备
维护人员的姓名和工作内容。

B8.200

监测系统

火灾自动监测系统可以第一时间发现火灾并及时通知工作人员和应急人员，以避免更大事故或灾难的
发生。火灾自动监测系统通过电子传感器探测到烟雾、热或火焰，并提供预警。为保持火灾监测系统的可
靠性和运行状态，应由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定期测试。应根据样本的燃烧特性和存放位置来选择火灾监测器。

B8.300

灭火系统

B8.310 喷淋系统
喷淋系统是最常用的火灾控制装置。标准的喷淋系统在管道中应该始终都蓄有喷淋用水。当温度过高
时，该系统会启动喷淋。
在安装有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的区域，可以安装“预作用”自动喷淋系统。该系统的管路在火灾发生前
都是干的，这样可以防止自动喷淋系统意外启动时对周围设备带来的损害。在冷库附近使用喷淋系统需要
注意地面防滑。
B8.320 无水阻燃剂
有些设备和存储物品不适合用水来灭火，此时需要使用其他化学物质。灭火的机制通常是阻断氧气来
抑制燃烧，这种机制能有效地保护珍贵的样本不接触到水。可是，这样的灭火系统通常花费很大并有安全
隐患。虽然大部分阻燃剂不会危害工作人员，但相关工作人员必须接受安全培训。
大部分场合都可以使用干粉灭火器，里面的干粉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如果在冰箱附近使用的话，释放
的干粉可能会进入到压缩机工作区域，并对设备造成损害。同时由于这些粉末难以完全消除和清理，也可
能对样本造成污染。
最佳实践：建议使用非腐蚀性气体灭火器。

B9.000 应急预案
突发事故包括自然事故和人为事故，会对设施和样本库造成重大影响。事故的类型和持续时间可能取
决于样本库所在的地理位置。根据样本的“价值”和可替代性，样本库可以进行分区，将样本贮存在不同
的容器中或者不同区域。这样，事故只会影响到样本库的局部，而不会影响整个样本库。
样本库应该有一个容灾计划来应对各种紧急事故。该计划应定期进行测试，如每年至少进行一次，需
要对所有人员进行培训，确保容灾计划符合预期结果。这些计划的副本应分发给所有相关人员。
紧急联系人应该在紧急事故发生时随叫随到，并及时作出回应。他们需要合理安排假期，以确保在休
假时，他们的职责有人接替。紧急联络电话应张贴在样本库的突出位置，需要对联络信息定期进行更新以
确保其准确性。
最佳实践：样本库主管或相关的工作人员应与当地的电力供应商沟通，将样本库置于“优先级”用户
列表中，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优先恢复供电。
最佳实践：在发生紧急事故时，样本库应有一个“随叫随到”的人员名单，这些工作人员应该熟悉关
键设备的位置和操控程序（如控制面板），因为在紧急情况下，这些关键设备可能需要检查。专业服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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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例如工程师/设备管理人员、电力公司、燃料供应公司和运输服务公司）的电话号码应清楚地张贴在样
本库和相应行政区域。
最佳实践：安全报警和环境监测系统应在日常工作的基础上进行验证。如果可能，需要对紧急情况进
行模拟，以确保应急预案切实可行。
最佳实践：如果样本库存管理系统位于远程服务器上，则应该考虑采用本地电子库存记录，否则，在
紧急情况下，需要的信息可能无法访问。
最佳实践：在转移用液氮罐贮存的样本时，应预先充满液氮。

B10.000

样本库转移

样本库在某些情况下常常需要搬迁到别的地方。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租赁合同无法续订，或者是其他
特殊情况（如样本数量的增减）时。对设备和耗材的转移涉及诸多因素，因此应尽早做好转移计划，确保
有效转移。
样本库的选址应以书面形式规定，需要满足预期空间增长的需求。利益相关者和工作人员应参与讨论
样本库转移时涉及到的所有细节，要包括样本库在新的工作地点上所有相关的培训。
制定转移计划时应考虑转移过程中突发状况所需的处理时间。在运输途中，满足不同温度需求的备用
设备应稳定运行，确保在转移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以临时储存样本。应告知设备维修人员转运日期和时间，
以确保事故出现时能快速做出应对。对有危险性和传染性物品的运输，样本库工作人员应确保托运人、承
运人和司机按照规范进行操作。
最佳实践：对于设备和样本待转移的新地点，应提前做好设备和样本存放位置的规划图。
最佳实践：应实时掌握转移进度，以提高转移效率。
最佳实践：对转移的细节（如规划、时间表、工作人员和合同）都应记录在案，以确保可以充分了解
转移的进程和成本，从而提高转移效率。

C 章 贮存设备和环境
C1.000 概述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贮存方式的发展，出现了各种样本贮存系统。选择贮存设备时应考虑以下因素：样
本类型、贮存周期及样本使用计划等。除此之外，样本库的容量、结构设计和样本的数量（包括对未来增
长的样本数量的估计）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自动存取冰箱能降低样本库的长期运营成本，但是这种大型
设备初始投入比传统样本库设备要高很多。总之，选择样本库的贮存设备时，应考虑人员的需求、质量问
题、资源有效性以及设备技术支持和维护。
样本库的维护成本会持续增加，所以应尽可能地将设备运行成本降至最低。随着节能技术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节能设备可以用于节约样本库的开支。一些供应商可为冰箱提供水冷却系统或者室外冷凝器装
置，以减少空调系统的热负荷。室温保存技术降低了对低温设备的需求，也值得推荐和关注（详见 C6.000
室温贮存）
。

C2.000 液氮罐
对于一些长期贮存的样本，只要不超过其临界温度，使用液氮罐是最理想的方式。使用液氮来进行长
期的低温贮存非常有效，因为极端低温能防止各种导致样本变质的化学和物理变化，同时也降低对冰箱的
依赖。
传统意义上的液氮贮存是将液氮注入液氮罐底部用于保存样本，或者直接将样本浸没在液氮中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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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有些设备可以使用 LN2 将箱内温度维持在 –80 ℃ 左右，其优势是断电的时候仍然可以维持样本
的温度。样本库在设备购买前需要对设备设计需求进行综合评估。

C2.100

气相液氮罐和液相液氮罐

用液氮罐贮存时，一般考虑气相液氮罐（≤ –150 ℃）而非液相液氮罐（–196 ℃），因为气相贮存不仅
能够保证样本低于 Tg（玻璃化温度：–132 ℃）的临界低温，而且能够避免液相液氮罐的安全隐患。需要
注意的是，由于液相液氮能渗透到冻存管内，因此采用液相液氮罐贮存样本时，在使用前必须对冻存管进
行严格的测试。使用液相液氮罐保存样本时，需要采用专用装置，如低温麦管、封膜密封等。

C2.200

贮存容器

液氮进入室温环境时，会发生汽化并膨胀 700 ~ 800 倍，有爆炸的危险。当液氮渗入玻璃、金属以及
部分塑料容器并从贮存设备中将其取出时，很容易发生爆炸。
最佳实践：任何在低温下使用或贮存的容器，必须根据其具体设计温度进行分类使用。

C2.300

液氮的供应

采用液氮罐贮存样本时，必须保证有足够的液氮供应。采用杜瓦瓶或补给罐供应液氮的条件下，需
要确保能够维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不少于 3 天的用量，并且保证液氮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对大型液氮
贮存罐所需的液氮供应也至少要能够维持 3 个工作日。需要有稳定便利的液氮供给源，至少每周补充
1 次。可以安装遥测系统，供应商可对液位进行实时监控，避免液位过低。
为了防止管道和大型的贮存罐在高压力下爆裂，需要在大型的贮存罐和管道系统上设置减压阀。如果
减压阀出现难以预测的事故，将会导致冷气或液氮喷到在减压阀附近的工作人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管
子的阻塞或压力过大，会出现有多个阀门同时排压，导致在数秒内发生“白朦”的状况。该“白朦”区域
的能见度几乎是零，氧浓度极低，无法维持正常生命。此时，工作人员必须尽快疏散撤离。因此，凡是应
用到大量液氮罐贮存时，均应进行全面的氧气监测（详见 C2.400 氧气监测器）
。
最佳实践：应通过监测显示或其他人工测量手段来记录每日液氮用量以确保安全，因为液氮的使用量
通常可以指示液氮罐真空部分故障。

C2.400

氧气监测器

由于液氮会置换空气中的氧气，所以使用液氮罐时一定要防范空气缺氧造成的危害。该危害发生的可
能性与生物样本库的面积大小成反比（即面积越大，该危害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在使用液氮罐时，
一定要保证氧气监测器一直处于工作状态。正常的氧气含量，应该是氧气占空气含量的 21% 左右，并应
该隔几年就更换一次氧气监测器的电池或重新校准传感装置，具体要求可以咨询供应商。
如果库容量较大，建议同时使用固定监测器和便携监测器，因为即使安装固定监测器，当工作人员在
库外时也不能实时监测库内情况。另外，固定的氧监测装置会随着安装时间推延而灵敏度降低或出现警报
失效，因此，工作人员有必要佩戴便携式监测器，这样当他进入库内去检查或检修氧传感器的工作情况时
就能准确监测库内氧气变化情况。

C2.500

个人防护装备

除了在 C2.400 中提到的缺氧危险外，使用液氮作为冷冻剂还存在其他潜在的安全问题。由于液氮温
度低至 –196 ℃，且放置在一般环境下即有爆炸的危险，可能会引发安全问题。而且由于它是液态，易出
现飞溅，所以每次将液氮装入瓶中时，对眼睛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从液氮中取出样本，或向杜瓦瓶中注
入液氮或其他冷却剂时，应戴上保护面罩和厚型隔热手套。在进行低温操作时，护目镜和手套是极其重要
的个人防护装备，需放置在可见的易于取用的位置。要有针对员工安全培训的 SOP，包含低温操作潜在危
害和相应安全措施，并根据 SOP 在低温操作前对员工进行培训。

C3.000 低温冰箱
由于对贮存温度的需求不同，冰箱的型号、大小、形状及运行电压都不同。由于冰箱使用的是商业供
电系统，因此必须考虑备用电源的提供方案及应急预案（详见 B9.000 应急预案）。样本升温的快慢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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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因素的影响：样本特征、冰箱的存储温度、环境温度、制冷装置的设计和维护等。设备管理人员应进行
相应的报警设置。
有些冰箱安装有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后备系统，这种系统能够在断电情况下自动充入液氮或液态二氧化
碳对样本进行冷却。采用后备系统的冰箱需要根据冷却剂进行特别的设计，同时需要备有充足的液氮或液
态二氧化碳来运行该系统。采用该系统后，需要考虑启用氧气/二氧化碳检测系统。
在后备系统使用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冰箱放置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冰箱之间或冰箱与墙壁之间的距
离太小有可能导致压缩机过热，缩短压缩机的使用寿命。空气不流通还可能会导致发霉和其他微生物污染
等问题。

C4.000 冷藏箱
为保持生物样本的活性，通常使用温度低于室温的冷藏箱。冷藏箱既能保持适当低温，又不会破坏生
物样本。冷藏箱还可用于储存冷却剂和添加物。当冷藏箱运行时，应确保其温度保持在合适温度范围内。
如疫苗等一些珍贵的样本，必须保存在 2 ~ 8 ℃ 的温度范围之内。管理人员须对冷藏箱温度进行实时监
控。

C5.000 冷库
C5.100

压缩机

贮存价值较高的样本时，冷库需要安装两套压缩机系统并配备能进行自动切换的控制系统。

C5.200

门开关

所有冷库必须配有安全开门装置，防止因突发关门导致工作人员被困（例如库内的开门装置）。

C5.300

地面铺设物

冷库地面上的冷凝水会结冰，容易导致工作人员跌倒，设备除霜时，冷凝水也可能会掉在地面上并结
冻，所以需要在冷库地面铺设防滑垫或滤筛。
最佳实践：应在冷库门口张贴防滑警告标识。

C5.400

干冰

低温冷库内不能放置干冰。因为在密闭的环境中，CO2 浓度会迅速升高，导致库里的氧气降低，有可
能使库内的工作人员缺氧窒息。因此，凡是有放置干冰的地方都应确保空气流通，建议安装氧气与二氧化
碳监测装置。

C5.500

移动监测装置

在 –20 ℃ 或更低温的环境下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可以考虑使用一些监测设备，尤其在单人作业
时更为必要。当检测不到人员活动时，该设备会报警（这类设备广泛运用于消防和其他紧急救援）。
最佳实践：在 –20 ℃ 或更低温的工作环境下，既要符合安全操作规程，还要配备一种报警系统，从
而保证最安全操作条件。

C5.600

污染问题

污染主要是真菌污染，真菌即使是在低温环境下也容易滋生，所以不能用纸箱储存样本。因此，需要
对冷库定期进行污染因素排查（例如潮湿、脏乱、纸箱等），不能将危险物、易燃物或食物存放在冷库内。
库内建议使用内置式除湿设备。

C6.000 室温贮存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可以实现在室温下对某些样本进行长期保存。这种技术已经被运用到 RNA
和 DNA 的保存，并且不久的将来也会运用于其他生物样本。室温保存技术在冰箱或低温设备不能发挥
作用的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同时也有助于一些样本的备份保存。这些保存模式都必须经过评估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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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详见 D6.000 样品处理方法验证）
。

C7.000 备用贮存能力
样本库必须配备容量充足的备用贮存设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设备故障。在空间和资金允许的情况
下，样本库应考虑设置备用贮存设备。如果不具备条件，应确定附近单位能够提供备用贮存空间以备不
时之需。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样本库的工作人员能迅速地转移样本到备用设备。如果生物样本保存在室
温下，储存柜中应安装湿度调节系统。这些室温储存柜能与自动化、机械控制和样本管理软件等有机结
合。
最佳实践：作为低温贮存备用设备，其容量不应小于正在使用的最大低温设备的容量。
最佳实践：对大型的样本库，备用设备的容量需根据经验来安排，液氮贮存时，一般应达到液氮总容
量的 1.5% ~ 3%，超低温冰箱贮存时，应达到冰箱容量的 10%。
最佳实践：样本库应制定冰箱出现故障（超过冰箱的报警限值）和空间不足时样本的转移规程。这份
规程需包括样本重新放置的位置，如冰箱的名称或编号等。

C8.000 环境监测系统
在设备运行之前，需要根据样本的需求，确定贮存设备所需要达到的温度范围，该温度范围应该包括
由于样本存取等操作引起的升温。由于温度传感器放置位置的不同，读取的温度会不同，空载和满载的温
度也会不同。另外，容器尺寸和设备年限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在投入正常运行后，需要对所有的贮存设备进行日常温度监测（如采用温度记录仪或温控显示器），
从而更精确地评估库内样本的温度条件。
除了工作人员的日常温度检查以外，应该对所有重要设备安装温度和其他重要参数的自动监测系统，
创建日志，生成审核记录，在出现故障时发出警报，通知工作人员采取合理的处理措施。
报警系统应能够主动呼叫紧急联系人，而不仅仅是生成一个需要工作人员查看才能发现的通知。警报
只有在全部相关人员确认后才可以停止。
一般来说，为防止工作人员无法接收到报警通知，应至少安排两名工作人员时刻监管样本库，具体的
人数取决于样本库的大小和工作人员的总人数。收到报警后应尽快采取行动，以减小样本库的损失。必须
确保每一位样本库的工作人员都具备解决问题的专业技能，随时待命。详见 C9.000 设备的维护、维修及
更换。
另一个自动温度监控方案是通过热电偶线将设备干接点与建筑安全系统连接在一起。可以用热电偶线
将相邻冰箱串联起来以减少线的长度和数量。该系统的报警温度应该高于自动监测系统的报警温度。这种
探测系统虽然无法精确定位问题设备，但能在监测系统出现问题时提供一种备用的监测方法。
对设备温度的检查至少每周 3 次，并详细记录检查结果。管理人员需每月查看温度的记录情况。这
样可以从常规温度记录中发现设备故障和性能衰退的迹象。
通过温度监测，确保冰箱温度保持在允许范围内。打开过的冰箱，温度可能不会马上恢复，这会影响
监测结果。
最佳实践：在使用冰箱之前先进行性能测试，绘制其温度曲线，获知温度最低点和最高点，从而确定
存放样本的类型（详见 C9.200 设备性能验证）
。
最佳实践：如果样本存放在气相液氮中，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测量液氮的液面高度。或在液氮罐的不同
高度放置探测器来测量液氮高度（如温度低于 –196 ℃ 说明探测器浸没在液氮中；温度高于 –196 ℃ 则
说明探测器在液氮蒸汽中）
。探测器使用前后需用酒精、漂白剂或其他消毒剂仔细消毒。
最佳实践：为了确保报警装置、呼叫器等通讯设备能“随时待命”
，需定期检测报警装备。
最佳实践：采用自动环境监测系统的样本库，需要定期审查设备的温度变化曲线，确保控制器和环境
监测系统的测定数据一致，评估每个设备的性能并决定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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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000 设备的维护、维修及更换
应建立贮存设备、支持系统和各种设施的维护系统。应对所有的操作及设备系统进行预防性的维护和
保养。根据设备制造商提供的建议建立维护制度，定期对设备进行系统的维护和保养。接触了传染性（或
有潜在传染性）样本的设备需要进行消毒。消毒剂的选择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广谱消毒剂能杀灭各种不
同的微生物，而另外一些消毒剂只能杀死小范围的致病病菌但对其他微生物无害（可能无腐蚀性、无毒）
。
例如漂白剂不能用于不锈钢的消毒，因为它会腐蚀金属，损坏设备。

C9.100

校准

所有设备应配备校准仪。所有提供数值、数据的测量仪器都需要校准。可按年度或根据厂家的推荐频
率来进行校准。需要按照样本库所在国家指定的标准来进行校对。
最佳实践：校准记录应包括校准前后的数据。
最佳实践：校准记录中应包括校准日期、负责人姓名、校准设备名称及涉及的相关标准。

C9.200

设备性能验证

所有设备应在使用前进行性能验证和测试，而且在维修后需要重新进行性能验证。验收的结果要存档
以备审核。样本库管理员应确保相关工作的定期进行。

C9.300

设备的预防性维护和修理

设备由多部件组成，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以及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设备部件会出现各种损耗。如
按照制造商要求进行例行评估和检修，设备的使用寿命会显著延长。对于冰箱来说，应定期清理过滤网、
校准传感器以及进行箱内除霜。在设备投入使用前应制定常规维护计划。尽量避免使用无霜冰箱，因为其
加热循环会影响靠近冰箱门和冰箱壁的样本的质量。
维护记录中应包括设备故障原因、故障日期、发现故障日期（这些日期可能是不一样的）、故障测试、
修理方法、维修结果。
最佳实践：样本库设备（尤其是冰箱）所需要的常规和紧急的检修工作都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来进行。
这些技术人员可以是样本库的工作人员、行业内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聘请的相关维修机构人员。
最佳实践：关键设备（尤其是老旧设备）需要配有备件。

C9.400

维修与更换

尽管样本库的大多数设备供应商都会提供设备的预期使用寿命，但实际使用寿命则由预防性维护、替
换零件、环境等多重因素决定。例如，冰箱的供应商提供的设备使用寿命是 8 ~ 12 年，但实际寿命可能
为 5 ~ 15 年。液氮罐的使用寿命则为 10 ~ 35 年不等。
需要对样本库设备的维护和更换制定一个长期计划。如果设备需要多处维修时，维修费用可能过高，这
种情况下需要考虑更换和维修哪个更加经济。因为更换冰箱成本很高，在决定对冰箱进行更换前需要做好
相应的预算。
最佳实践：样本库应制定有序的设备更换计划。如果同一设备的多个零部件需要同时更换，则应购置
新设备，在此期间，最好使用临时设备或备用设备。逐步引进新设备使得维护和更换交错进行。
最佳实践：样本库建立时就应该制定对设备进行维护与更新的方案，且每年都需要更新。
最佳实践：在购买新设备时，主要考虑节能情况和预期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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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章

质量管理

D1.000 概述
样本库的目的是在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提供高质量的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因此，质量管理体
系（QMS）
，包括质量保证（QA）和质量控制（QC）应贯穿于整个样本库的运作过程。质量管理体系的
实施和维护对于样本库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是很重要的。这些系统能够保证样本库为终端客户提供高质量
的服务，也是样本后续应用的重要支撑。
样本库必须对采集、处理和分发的每一份样本详细跟踪。样本信息的准确性和样本处理的及时性对后
续的有效使用是至关重要的。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妥善处理所有的样本。质量管理体系包括准确描
述任务的 SOPs，并且需要通过多个技术员和主管的审核。人工操作时需双重检查以确保步骤执行到位。
质量保证（QA）
：是一个完整的管理运作系统，它包含计划、实施、建档、评估及改进方法，用以确
保程序、实验或产品的类型和质量符合项目的要求。质量控制（QC）
：是一个技术操作系统，它以确定的
标准评估一个程序或项目的品质和性能，验证所规定的要求是否被满足。
质量保证制度：各样本库应有一套质量保证程序/质量管理体系（QA/QMS）或遵循一个与样本库相关
的质量保证制度。该制度应叙述样本库 QA 和 QC 过程所要履行的承诺，并且阐明所采用的方法，满足
QA 和 QC 要求。
如果没有质量管理体系，应该有对程序和记录的审查规定，从而评估样本库操作的有效性和质量。这
种审查应该至少每年进行一次。
（Von Versen, et al. 2000; Betsou, et al. 2008）
。

D2.000 员工职责
应指派一名工作人员专职负责质量管理工作，其职责是确保样本库工作人员接受质量标准方面的培
训，并定期给工作人员提供指导，保证他们工作中遵守 SOPs 以符合制度和监管要求。负责质量管理体系
的专职工作人员应该有检查和批准样本处理、加工和贮存的责任和权利，同时也有终止样本的处理和分发
的权利。样本库应该有明确的制度，并建立一个失误、事故或故障的报告、备案和跟踪的体系，并鼓励监
督举报，该专职工作人员还应负责审查和鉴定相关的失误、事故和故障。

D3.000 质量手册
样本库应该出台质量手册，该手册主要是说明和描述样本库工作人员及与样本库运行相关人员的职
责，以及符合健康和安全法规的基础设施。该手册可以单独成册，也可以纳入到样本库的程序手册或操作
手册中。该手册应该包含 QA/QC 的所有流程。每个样本库应制定 SOPs，归纳入册。根据这些 SOPs 进
行操作，确保所有样本的采集和贮存方法是一致并适当的，能有效地用于后续的研究。应对员工进行以下
内容的培训：修订或更新的 SOPs，事故的应急处理方案以及不符合 QA/QC 体系要求的案例。
最佳实践：分享如何确保样本和相关数据完整性的质控经验，对样本库的发展是有利的。

D3.100

标准操作程序的基本元素

任务具体负责人应根据 SOPs 进行操作。SOPs 确保样本处理方法的一致性和可重复性。SOPs 应根
据个人经验或团队成功经验来撰写，形成文档管理系统（见 G 章 记录管理）。SOPs 的草案应审查后才
定稿。SOPs 包括以下部分：
• 标题：一个能描述操作主体要素的名字。
• 编号：方便参考、使用并且唯一的记号。
• 日期：SOP 首次发布日期，以及最新版本的日期。
• 版本号：跟踪版本号和（或）日期，以确保使用最新版本 SOP。
• 部门/科室/员工：使用 SOP 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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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SOP 流程的简要说明。
• 防护装备：工作人员在操作时所要佩戴的保护性装备。
• 设备：流程中所需的设备清单。设备描述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型号、购买日期、流水号、
库存跟踪号码、制造商。
• 耗材：流程中所需的所有耗材应记录在案。SOP 可指导用户记录所用耗材的供应商、货号、批号和
保质期。
• 操作步骤：SOP 应写明具体细节，确保方法具有可重复性，包括应遵循的操作顺序，每一步的重复
次数和温度要求。
• 安全：描述程序中的安全措施，应该描述清楚 SOPs 涉及的安全问题。
• 参考文献。

D3.200

重要事务操作手册

该手册应至少包括以下程序：
• 样本处理。
• 实验室内部测试的流程，样本分装以及其他样本处理的流程。
• 对捐赠者要制定保护性文件，包括知情同意书，隐私保护，以及其他法律、伦理和文化背景方面的
相关文件。
• 可以共享和访问样本和相关数据。
• 样本的运输和接收。
• 库内样本迁移所需要的设备和环境的保证。
• 规定适时封存机密文件。
• 样本库仪器、试剂、标签和样品采集、处理、贮存及检索等流程的质量保证（QA）和质量控制（QC）。
• 设备的验收、保养、维修、校准、升级和更换。
• 必要的支持系统（如液氮供应、电力、备用电源、温度控制系统）的维护。
• 安全手册包含以下内容：员工能力和极限（人类工程学相关参数）的记录、事故报告、工伤记录以
及接触潜在的生物病原菌和可控致病因子的规定。
• 对事故、潜在事故、错误、投诉和不良后果的调查、建档和上报。
• 各类应急预案。
• 医疗废弃物和其他危险废物的处置。
• 工作人员培训计划。
• 新员工引进。
• IT 系统和备份机制的确认和建档。
• 客户关系、表格和协议。

D3.300

实施

样本库主任和（或）QA 负责人应在验证研究实施之前审查和批准 SOPs 和相关的流程验证研究。所
有 SOPs 文件以书面形式保存并需严格遵守。

D3.400

修改

D3.410 文件
文件是提供、发布和传播信息的载体。每个样本库都应该有文件管理制度来确保 SOP 或其他文件的
保管、修改或修订等。任何文件在实施之前如需修改，都应当由主任和负责人来批准。整个流程中实施日
期应记录在案。
应当建立一个文件更新、废止体系，以确保只有最新版本的文件可以使用，发布新版本时，旧版本应
作废和归档。

17

D3.420 记录
记录（历史操作）是登记在册、永久保存、可追溯的信息。记录不能修改。记录的保存应该形成正式
的流程，质量负责人应确保记录的安全，并保证内审和外审的顺利进行（例如例行检查、健康和安全认证
检查）
。

D3.500

SOPs 的审核

应定期审核 SOPs（至少每两年审核一次或当政策、流程变化时对 SOPs 做审核），以确保 SOPs 包
含现行的制度和（或）流程。应该建立一个文件管理体系，记录每一份文件的版本号和修订发布日期。

D3.600

使用和学习

最新版 SOPs 的副本应存放在指定地点，让工作人员随时都可以使用。新制订及经修订的制度和流程
在实施前，工作人员应先学习相关内容。
最佳实践：应建立一个允许员工访问的最新版本的 SOP 体系。
最佳实践：应记录与 SOPs 相关的培训（详见 F2.700 培训记录）。

D4.000 质量标准
样本库需要设计不同的系统，这些系统都要保证操作过程的可信赖和重现性。在本节中描述的每个系
统都保证了操作的最佳性、记录的完整性及可追溯性。下面提到的每个标准都是对样本库资源的有效管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标准都适合每一个样本库，样本库应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来选择。

D4.100

现代优良实践

现代优良实践（cGP）是样本库构建的指南，样本库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理解做出调整。cGP 可
能指在临床前（优良实验室实践，即 GLP）
、临床中（优良临床实践，即 GCP）和生产中（生产质量管理
体系，即 GMP）的优良实践。cGP 一般与大型样本库相关，科研和其他小样本库更希望参考 cGP 来实
施他们的 SOPs。一般情况下，对这些标准作如下解释：
• 样本库的设施需设置访问权限，未经授权不能随便使用。
• 工作人员需参加并完成所有培训，培训情况记录入档并定期更新，如果需要的话，进行阶段性培训。
• 样本库的设施需接受内审和（或）外审。这些机构的审查应遵循地方、地区、国家及国际法规。
• 制度和流程要经过专人审核并形成书面的 SOPs，文件的变更和更新也应符合文件管理的规定。
• 新设备的购买、保养、维修以及处理都应记录在案。例如查询信息时，可能不仅需要设备名称和型
号，还需要制造商名称、联系方式、序列号和采购、维护及修理的日期等。
• 样本库使用的关键耗材和试剂也应该有记录。查询信息可能包括项目名称、购买公司、购买日期、
转让日期、有效期和所有相关耗材安全数据表（MSDS）等。
• 所有不符合 SOPs 的操作，都应出具偏差报告。

D4.200

最佳实践

最佳实践反映了样本库所有参与者的集体经验和智慧，但是这些实践不具约束力。最佳实践中的某些
经验可能超出标准规范，也可能会造成成本过高。样本库管理者和其他工作人员应当决定哪些实践是最适
合自己的。

D4.300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9001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认证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国家标准的
联合机构，总部设在瑞士首都日内瓦。该组织成立于 1946 年，并制定出关于制造、贸易及通讯机构的一
系列标准。
•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是体系标准而非产品标准。其主旨是给机构提供国际化认可的质量
管理体系操作模式。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机构能够提供满足客户和业内需求的产品。
• ISO/IEC 17025:2005 实验室检测和校准质量管理体系——为标准品的生产商提供测试和（或）校准
和取样的一般要求。ISO/ IEC 17025 包括标准方法、非标准方法和实验室开发的方法。本标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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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 ISO9001：2000 的关键要求。
• ISO/IEC 15189:2007： 医学实验室标准管理体系——包括质量和能力的特殊要求。特别是对医学实
验室质量和能力的要求。
• ISO 指南 34:2000 ：标准品生产者能力的通用要求——提供标准品生产的总体要求，如果要作为样
本库的主要标准品生产者，需要标准品生产资质证明。参考 ISO/IEC 17025 标准作为规范性文件
（Betsou, et al. 2008）
。

D4.400

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

CLSI 公布的各种标准，不仅与临床实验室有关，也可能与样本库有关。CLSI 的相关标准如下：
• CLSI H3- A6 静脉穿刺血液样本采集程序；参考标准第六版。
• CLSI H18-A4 常规实验室血液检测样本的处理和加工程序；参考指南第四版。
• CLSI MM13A 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样本的采集、运输、制备和贮存；参考指南。
• CLSI AUTO8-A 实验室信息系统的管理和验证；参考指南。

D5.000 审核
样本库必须进行定期审核。审核覆盖样本库所有 SOP 的实施情况。可按照季度、半年度、年度进行
审核，或者专门对不符合标准的事件、事故、流程的更改（偏差）、伦理、监管或者健康和安全等问题进
行审核。所指定的审查员应熟悉但不直接参与被审查的工作。该审查人员不受样本库主管的直接领导（比
如，向单独的部门或者是质控部门汇报工作）
。
应定期对库存系统进行审核，预防和检测不合格品，并提出纠正措施，改进实施流程（详见 I2.100 样
本贮存位置）
。

D6.000 样品处理方法验证
验证是对某一方法的检测过程，确保实现某一目的。验证可以由单一组织或多个合作者以系统化、正
规化的合作来完成（Dyer, et al. 2007; Reed, et al. 2007; Smith and Ryan, 2008）
。
样本库应该使用经验证的处理方法来处理样本。处理方法可以由样本库工作人员或由第三方来验证其
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样本库可以利用科学文献、终端用户反馈和（或）实验室质控结果对处理方法进行
验证。技术培训也是处理方法验证的一部分。样本库应明确需要重新验证的情况（例如新技术、试剂批次
更换、设备更换、样本类型变化）
。每个处理方法的验证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或多个最终目的。
如果找不到相关的研究文献作参考，样本库可能有必要根据样本研究有关的建议分析样本，以便对那
些最可能影响样本的因素进行评估分析。建立这种体系来分析观察样本前变量因素，比如标准化的前变量
因素分析法则（缩写为 SPREC），将有利于同行之间相互交流与观察样品处理过程中一些关键性步骤
（Betsou, et al. 2010）
。

D6.100

分析前变量

样本特点，如蛋白质结构、酶的功能、代谢水平、基因表达水平、DNA 甲基化状态、细胞活力水平
和微生物的活力会受到样本采集、运输、处理和贮存过程的影响。体内变量分析，包括患者的临床状况、
采集时间（例如术前、术后）
、药物、饮食、压力、昼夜节律、样本所处环境、样本类型、主体状态、是
否无菌状态、采集的季节和微生物所处阶段等变量，这些变量都是很难控制和标准化的，属于个体差异。
对这些变量应给予适当的关注。体外分析前变量包括采集管类型、离心前放置的时间和温度、离心细节、
组织样本热缺血和冷缺血时间、采样方式、样本固定方式和时间、长期贮存前的延迟时间、长期贮存方式、
样本冷冻保存和复苏的方案等，应对这些因素进行跟踪（如：SPREC, Betsou and the ISBER Working Group
on Biospecimen Science,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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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000 特殊样本的质量控制
许多样本库的 QC 流程是通用的，QC 主要有 3 个核心内容，具体如下：
• 准确性：准确分工。
• 纯净度：无污染（有必要时）
。
• 稳定性：样本的稳定性是指其在特定条件下，能保证其自身价值，同时可作为其他样本质量的参照
物（Stacey and Day, 2007）
。例如，在 –80 ℃ 贮存 5 年的血清，其稳定性可通过在特定条件下
蛋白质 S 的活性来反映，当蛋白质 S 活性值在最初值 ± 20% 的范围内时，说明血清是稳定的。
如果终端用户需进行分子分析实验，提取和分析相应的大分子物质（例如 DNA、RNA 或蛋白质）作
为 QC 实验的一部分是可行的（Day and Stacey, 2007; Stacey, 1999; Stacey, 2004）
。
特殊样本的 QC 可根据国际、国内法规来实施（例如健康安全和生物伦理法规）（Stacey and Doyle,
1998; Tom-linson, 2008; Fuller and Dijk, 2008; Budapest Treaty Regulations, 1977; FAO, 1996）
。

D7.100

人类和动物的样本的质控

D7.110 固体组织样本的质控
用于科研的组织样本的质量检查方法应符合研究设计的需要。组织样本的质量控制的方法有多种，可
以先将组织分切成大小相近的多个小块，由病理学家、细胞生物学家或经过培训的具备同等技能的其他人
员通过显微镜来检查其中具有典型组织结构特征的小块样本，也可以通过对核酸和蛋白质特异性分析来完
成分子水平的质量控制。最保险的质量控制措施（
“金标准”）是病变组织制备成冷冻切片，对组织大体、
微小结构进行分析，并在分子水平上进行后续分析。当然采用“金标准”的质控方法，不但成本高，而且
也浪费样本。对于组织样本来说，有效的、低成本的质控更实用更值得推广。
最佳实践：如果预先从患者身上取到的病变组织符合科研要求，那么该组织就可以用于病理学研究。
病理样本应该记录组织中坏死（纤维化）的百分比和黏液的形成情况。如果出现肿瘤，应对肿瘤细胞进行
评估。
最佳实践：应当由受过训练的病理学家或其他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对每个采集到的组织样本进行显
微镜观察。所研究组织的等分样本中最接近病灶部分的样本可以用于疾病诊断。
D7.120 数字（虚拟）显微系统的质控
D7.121 虚拟显微系统
虚拟显微系统（VM）是将组织切片或固定于玻片上的细胞制作成数字图像，并可以对感兴趣的部分
进行远程观察。这种方法利用具有放大功能的扫描设备，制作出适合远程 Web 浏览和归档的数字图像。
与显微镜观察的原理类似，在对数字化图像观察时可以调整大小并可以重点观察某个区域。在优化该图片
时，尽量确认研究样本的成分以保证图像质量能够满足诊断和质控的需求。在观察切片时，使用该技术与
使用显微镜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如避免玻片运输、加快审查速度、降低因玻片丢失或损坏产生的追踪和
替换成本，并允许随时随地无障碍通过互联网访问，及多人同时访问（Ramirez, 2007）。由于受到成像系统
的可用性和类型的局限，在某些地方给研究人员提供组织玻片会更节约成本。另外，高品质的图像需要最
好的扫描仪器和强大的数据存储能力，如果要存储大量此类图像，对样本库的存储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因
此只需要保存那些最难诊断病例的数字图像。
D7.122 数字病理学
数字病理学是在虚拟成像系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它能够与其他电子应用进行整合，如实验室信息系统、
电子病历、医疗成像、分子检测系统和样品跟踪与接收系统。数字病理学支持形态学和组织学的复杂图像
分析（即免疫组化、荧光免疫）
，也支持同时观察多个不同的图像。在实现质量控制方法自动化之后，样
本图像分析的应用会越来越多，并最终可能取代传统形态学观察。通过对肿瘤百分比、基质百分比、坏死
百分比、细胞结构百分比和其他形态特征的检测，数字病理学可以帮助评估组织的质量。
D7.130 液体样本的质控
不同的采集、处理和贮存方法可能对液体样本的分子结构和功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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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液体样本（如血清、血浆、尿液、唾液、脑脊液）中的特定物质进行检测，评估其完整性。可用分子标
记物来评估分析前变量因素（即样本采集前、采集与制备过程中可能造成样本之间的人为差异性的因素）
，
如利用血红蛋白评估溶血情况或利用 sCD40L 的含量评估该样本在室温下的暴露情况（Betsou and ISBER
Working Group on Biospecimen Science, 2009）。由于缺乏足够的质控手段，所以这还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领域。
在许多情况下，质量控制只能依靠已有参照样品和最终确定的分析手段。例如，如果样本将要进行一个特
定的细胞因子的检测，那么新采集的样本就可以参考先前样本中该细胞因子的水平来进行质控。
D7.140 细胞样本的质控
细菌、真菌、支原体和病毒的污染控制方法，也适用于基本细胞培养基或细胞系。对复苏后的细胞活
力和（或）细胞悬浮液的纯度应进行评估（详见 K8.321 细胞活力评估）
。DNA 指纹分析方法也可用于鉴
定细胞系。

D7.200

微生物质控

表型特征包括宏观和微观形态的评估。基因分型（例如 DNA 测序、PCR 分析、微阵列），核糖分型，
经典生化试验和（或）血清分型方法等都可用于分类学鉴定。功能分析包括可行性分析或病变分析。
样本的纯度是可以控制的。需要将特定的培养基保持在无菌的环境中，以防止杂菌污染（例如植物病
原微生物共生体、微藻类和蓝藻类共生体）
。

D7.300

植物样本的质控

理论上，植物样本库（即基因库、组培样本库、种质资源库、种子库）的质控包括贮存前、后的种质
特性、分布点以及植物健康检查（植检）
、安全副本和许可证等内容。
国际种子检验协会（ISTA）制定并公布种子检验的标准程序，鼓励建立全球范围种子检验的统一标准。
无性繁殖植物的质量检测应包括可行性评估、植物检疫状况和疾病管理（例如疾病的检疫、溯源和根
除）等。
表型和基因型的验证，可作为一些农作物和商业树种的常规要求。该验证包括通过田间试验对表型进
行常规验证，和通过分子标记对基因型进行验证。
对于转基因的鉴定、表达以及对其稳定性的检测可能是有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比较特殊方式采集的
样本，必须对其进行转基因过程中可能的污染性进行风险评估，并做必要的管理控制。
贮存后的质量控制措施，包括植物生长力、形态反应性（或潜力）、全能性、再生性、生化稳定性、
表型和基因型稳定性（如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的特性）的评估，还包括在田间或温室条件下基因型表达的一
致性评估。

D7.400

核酸样本的质控

评估 DNA 和 RNA 的完整性（分子量、RIN 值）、数量（浓度）和纯度。 评估 DNA 的连锁基因
缺失、PCR 抑制剂缺失、硫酸钠转化率和甲基化状态。评估 RNA 的反转录能力和实时定量 PCR 产物的
最大长度（qRT-PCR）
。

D7.500

质控方法的验证

每个 QC 流程都需要内审和外审。至少每年用标准品进行一次 QC 水平测试（Schmehl, Bank and
Cobb, 1989; Day, et al. 2007）
。

E 章

安全

E1.000 概述
由于样本库的特殊性，样本库的安全运行是个复杂的问题，其安全性法规应服从国家、地区和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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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每个样本库都应确定其安全区域并制定相应的安全计划，以保护雇员人身安全（Grizzle and Polt, 1988;
Grizzle and Fredenburgh, 2001; Grizzle, Bell and Fredenburgh, 2005; Grizzle, Bell and Fredenburgh, 2010）
。
安全计划用于防止或减小对工作人员的伤害。要制订切实有效的安全计划，必须明确可能导致员工受
伤的危险源。该危险源的危害性取决于工作人员在该工作区的操作过程和时间。（Grizzle, Bell and
Fredenburgh, 2005; Grizzle, Bell and Fredenburgh, 2010）。每一员工和其上级主管应明确潜在的危险源，以
及如何减小受伤害的可能性，如通过改变操作程序或工程技术，包括使用安全设备或加强特定区域的通风
（Grizzle and Polt, 1988; Grizzle and Fredenburgh, 2001; Grizzle, Bell and Fre- denburgh, 2005; Grizzle, Bell
and Fredenburgh, 2010）
。

E2.000 国家、地区及地方性法规
为了保护样本库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应制定样本库的安全方案，该方案必须符合国家、地区和地方
性法规。大多数监管机构均提供如何满足这些法规的指导。各国安全法规的网址详见附录 A。

E3.000 安全组织架构
样本库的主管或任命的其他负责人员对样本库各个部分的安全操作负有首要的法律责任。通常，每天
的安全职责应指定到个人或者安全委员会。尽管该人员可能负主要责任，但安全操作与每个员工息息相关。
样本库通常成立“安全委员会”，其作用是制定样本库的安全计划，定期更新并监督其实施。安全委
员会通常委任“安全负责人”来监管安全计划。安全负责人应建立一套安全培训计划，并监督该计划的履
行，评估事故及受伤情况，并在需要时向“安全委员会”提出修改意见。安全负责人应与区域管理员同心
协力，以确保安全法规的落实（Grizzle and Fredenburgh, 2001; Grizzle, Bell and Fredenburgh, 2005; Grizzle,
Bell and Fredenburgh, 2010）
。

E4.000 培训
接触生物样本时，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应告知工作人员与生物样本相关的潜在危害，并签署安全操
作协议。每个人都应接受常规安全防护措施的培训，通过相应的安全措施防止生物样本潜在危害的发生。
在样本采集过程中，现场工作人员同患者（如艾滋病或肺结核患者）或非人类物种（如人畜共患病病原体）
接触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额外的风险，见 F 章有关培训问题的讨论。

E5.000 个人防护
所有人员，包括参观者在内，都应按照实验室要求着装（如工作服、长裤、防护鞋），禁止穿短裤、
短裙、露趾鞋等，同时还要做好眼部防护。在接触样本、高低温设备及化学腐蚀性物品时，都要戴上相应
的手套。例如，处理二甲苯等化学用品时应使用耐化学腐蚀手套。双手和皮肤接触到有害物质时应及时清
洗。需要根据工作服的污损情况，及时清洗或丢弃。
当接触生物危害物品时，需要保护眼睛和身体其他黏膜组织。根据暴露情况，可以选择防护眼镜、安
全面罩等。
如果有毒气体含量超标，则需要对呼吸系统进行防护，口罩必须专人专用。
对安全设备进行操作时，必须按照 SOPs 的规定由专管人员进行规范操作。

E6.000 安全
E6.100

生物安全

所有的人体样本以及部分动物样本，无论是固定的、石蜡包埋的、冰冻的或者是冻干的，均有潜在生
物危害。通常，随着组织的加工深度的递增（例如，从新鲜到冷冻到石蜡包埋），各种传染因子的危害会
降低（Grizzle, Bell and Fredenburgh, 2005; Grizzle, Belland Fredenburgh, 2010）
。但是，对于某些传染源如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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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如克罗伊茨特-雅各布病、痒病、鹿（麋鹿）消耗病，或其他传染性海绵状脑病（疯牛病）的病原体，
即使是组织在被固定或制成石蜡块的情况下仍具传染性。因此，所有的人及动物样本，无论处于哪种状态，
都应被视为人致病传染源来进行统一的预防。每个工作人员都需要接受相关的培训，以便了解接触某些有
害的化合物和病源可能产生的症状（Fleming and Hunt, 2006）
。
相关机构应制定血源性病原体控制计划，将血源性病原体的职业接触降到最低或消除。该计划应包括
员工职业接触的界定、控制方法（如通用的预防措施、个人防护装备、工程设施控制）、接种疫苗、接触
后的评估和随访以及相关记录。关于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应建立相应的法规。
最佳实践：进行风险评估，以确保所有法规得到遵守。

E6.200

化学安全

很多国家已经建立了与样本库相关的化学安全的条规（附录 A）。这些法律可能会强制规定组织制定
一个书面的化学卫生计划。化学卫生计划必须保护雇员不受实验室化学物的伤害，并使得所接触的化学物
低于危害浓度或低于“允许暴露限度”
（PEL）
。
所有样本库里使用的化学物品应具备“化学品安全数据说明书”
（MSDS）以便接触这些物品的工作人
员参考。
“化学品安全数据说明书”应由生产厂家提供。应当提供硬拷贝或从提供的 URL 下载。
E6.210 化学卫生
化学卫生计划（Grizzle and Fredenburgh, 2001; Grizzle, Bell and Fredenburgh, 2005; Grizzle, Bell and
Fredenburgh, 2010）应包括以下内容：
• 有关化学物泄漏的应急处置方法，应对垃圾和其他污染物如何处理进行描述。
• 对样本库废弃的材料，采用安全、合法和适当的处理方法。
• 制定有关通风故障、疏散转移、医疗保健、化学物质暴露事故报告和安全演习的方案。
• 禁止在样本加工、保存、处理等使用化学品的区域里饮食、吸烟、吃口香糖和化妆。
• 移液方法指导（例如，禁止口吸式移液法）
。
• 用于固定或处理组织的化学物品的使用建议。
• 尽量使用通风柜以减少危险化学气体（如甲醛、二甲苯）的危害。
最佳实践：为确保化学安全，应遵守所有规章。

E6.300

电气安全

所有的带电设备必须接地以避免触电。在设备到货后即作安全测试，随后每年进行一次。同样的，所
有电源插头应处于良好的工作状况（检查/验证是否接地），带电工作时需确保带电区域有保险装置的保护，
保险装置外面有警示标记。此外，应注意样本库/实验室内水源周边尤其是水槽附近的电器设备。电气设备
在维修时应拔掉插头，工作人员应该对可见的插头做控制标识，以避免不慎通电。
冰箱需要在稳定的电压下工作，可以使用稳压器进行电压控制。如果电压不稳，可能会导致电线或部
件过热从而引起故障或火灾。需要对电压和稳压器进行例行检查，确保正常运行。
最佳实践：建议使用稳压器。
最佳实践：所有电气设备和插头都应确认接地。

E6.400

消防安全

样本库的消防安全计划应由当地的消防部门来考察并给出评估。当地消防部门应定期实地检查（如一
年一次）。在检查之前，应安排消防演练，对消防设备和喷淋系统进行测试，并对每一房间出口的紧急通
道做好标识。紧急出口一定不能被阻塞，不能有障碍物或被锁上，走廊必须保持通畅，禁止乱堆乱放。妥
善存放易燃试剂，大量的易燃试剂应被安置在防火安全柜中，实验室应购置具有阻燃功能的冰箱。工作区
禁止吸烟，吸烟时应到指定的外部区域。橱柜、地毯和设施应使用非易燃材料，防火门应符合特定功能建
筑物的防火需求（如实验室）
。必须按照国家、地区的要求来管理消防安全事宜（附录 A）
。
最佳实践：消防安全应该是机构安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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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500

人身安全

所有样本库必须考虑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人身安全包括防止雇员的滑倒及其他方式引起的伤害。保
障人身安全涉及到仔细地维护设备和设施，如处理和防止地毯的损坏，台阶的破损，防止水、肥皂、石蜡
和其他易滑的东西掉落到地板上。电线裸露在外，梯子使用不当、将椅子代替梯子，所有这一切可能导致
伤害。同样的，不安全的气罐，不平稳的文件柜和货物架，可能因坠物、移动或结构性缺陷而导致工作人
员受伤。
人身损伤还包括由不合理的搬卸、运动导致的背部受伤和重复动作造成的损伤。取用样本时，样本库
工作人员需要站在脚凳上，垂直提起沉重的样本架容易导致背部受伤。此时可安装自动滑动装置辅助操作
以避免背部受伤。通过分析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改进样本的布局和（或）提供适当的工具，能大大减少
潜在的人身伤害。人类工程学应用于工作环境的改善，会显著降低工作人员视觉及骨骼肌的不舒适感和疲
劳。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样本库应该考虑自动化的样本输入和检索系统，以减少技术人员的身体劳损。因
不小心造成微小的划伤（如纸张引起）
、跌跤和扭伤是很难避免的。再微小的伤口都不应暴露在有生物危
害和化学危害的环境中。能够通过穿着防护服进行防护的其他隐患也应该包括在该安全规范内。例如，使
用手套以避免冷（热）灼伤（如干冰和液氮）
。具体请参考当地职业安全法规（附录 A）
。
对于固定不动的设备（如 DNA 样本的大型机械贮存设备），应制定合适的操作规范，以确保设备在
日常的清洁，维修中不被移动和使用。
最佳实践：人身安全是机构安全计划的一部分。

E6.600

辐射安全

极少数样本库会贮存或使用放射性物质。对这些样本库来说，必须制定辐射物使用的安全计划。接触
辐射物及使用辐射物的工作人员须接受培训并配备个人辐射安检仪。在很多国家，接触辐射物的工作需要
有来自国家监管委员会的许可。样本库的工作人员应参照样本库所在地的指导方针。

E6.700

干冰安全

长时间暴露于干冰中会对皮肤造成严重损伤。在含有干冰的实验室工作应穿防护服以抵抗低温。干冰
升华成大量的二氧化碳会降低氧气浓度，造成窒息。出于这个原因，干冰在实验室安全级别中位于第九级，
必须放置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欧盟指令 67/548/EEC 附件四：关于危险物质和制剂的安全建议）。
虽然欧盟指令并没有将干冰划分为危险物质，陆路运输部门（DOT）也不将其划为有害物质。但是在
空运或水运时，干冰就是危险物品，应该按照国际航协监管说明 904（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 PI904）的要
求进行包装，并用专门指定的黑白色菱形的 UN 1845 标签标示。必须采取措施确保足够的通风，避免干
冰释放的压力撑破包装（附录 A）
。对使用干冰的区域进行二氧化碳检测，以确保该地区员工的安全。

E6.800

液氮安全

在大气压力下，液氮在 –196 ℃（77 K；–321 ℉）沸腾，液氮是一种低温液体，能够快速冻结导致低
温烫伤或冻伤。皮肤接触液氮冷却的物质（比如瓶、软管、贮存机架），也可引起低温灼伤。由于液氮汽
化成气体膨胀比是 1:694，如果液氮迅速汽化，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由于液氮蒸发，它会降低空气中的
氧气浓度，有导致窒息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在密闭空间。氮气无色、无味，因此产生窒息时没有任何感觉
或预兆。
使用液氮或在液氮周围工作的人应该穿相应的防护服。在有大量液氮的工作环境中，应佩戴面罩，防
止液氮飞溅至眼睛和脸部。接触或处理含有液氮的东西时，应佩戴不吸水、绝缘的手套（耐低温手套）。
耐低温手套只适用于气相液氮，而不适用于液相液氮。无论何时都应穿着长袖工作服并扣好钮扣以免液氮
冻伤。为防止液氮飞溅，也可穿着非吸水性耐低温围裙。应避免口袋或衣服褶皱夹带液氮。在任何情况下，
决不能穿露趾的鞋，应穿着结实、不吸水的鞋。

E6.900

二氧化碳安全

二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非易燃气体。二氧化碳除了可以导致窒息外，也可导致其他风险，如血
压波动、耳鸣、头痛、心跳不规则、呼吸困难等。在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环境下工作不需要保护眼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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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处理二氧化碳气瓶或气体时，还是建议员工戴上氧气监测器。气瓶应按正确的方法存放在通风良好的
地方。

F 章

培训

F1.000 概述
样本库的全体工作人员应该经过培训后才能入职。相关的培训对于确保样本处理的质量是非常重要
的。若没有按国家法律要求对某些安全领域进行培训，样本库及其工作人员将会受到严惩。
为了执行特定的任务，需要对培训给予必要的支持，包括经济上、时间上的支持，使培训的效果更显
著。

F2.000 培训的基本构成
F2.100

培训方案

每一位样本库工作人员应该根据职能、任务及所处的工作岗位来制定训练方案并进行培训。培训应包
括相关设备的使用说明以及 QA 和 QC 方面的培训。一些项目的培训可能会请样本库以外的人员来完成
（例如维修人员、设备供应商、传染病控制部门人员、航空运输制度的专业培训员），同时样本库工作人
员需确保该外来人员遵守样本库安全标准和其他规定。培训的语言和内容应通俗易懂。
有关学术类的培训课程可以由一些相关机构来授课。教学大纲需与培训目的和要求相一致。这类课程
可能涉及法律、经济管理、细胞和分子生物、统计学或是质控领域。
样本库的工作人员必须先复习理论知识，然后再进行实际操作训练。应将员工阅读有关操作程序的情
况记录在其培训档案中（详见 F2.700 培训记录）。该记录包括操作过程的名称、工作人员的姓名和阅读的
日期。推荐的做法是在工作人员操作前，对其阅读、复习情况进行简短测试，帮助他们思考存在的问题。
最佳实践：为了确保样本库工作的质量，需要定期检查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以确定是否在常规培训
以外再安排附加培训。应告知新员工必须接受定期的工作检查，该工作检查是样本库常规管理工作的一部
分。

F2.200

培训师

培训师需要记录流程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预先制定培训计划，擅长解释任务细节。培训师需确保
学员理解每一个操作和任务。有关特殊领域的培训（如人身保护、隐私、安全），可由熟悉该领域的工作
人员来完成。可以运用网络技术等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这类培训可根据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情况进行具
体安排。
在培训期间，培训师将对操作过程给予示范、解释并复习操作规范标准。培训师还应针对学员对操作
步骤的完成情况给出相应的反馈意见。培训师要自始至终参与指导学员的每一个操作环节。在培训完成后
学员培训资料归档时，培训师还应询问学员是否能独立完成操作，是否需要额外的培训。
最佳实践：培训结束后，如果学员在最初的几次操作中存在疑惑，培训师需要解答学员的疑问。

F2.300

培训协调员

样本库应指定负责培训的管理员，由他来安排所有的培训任务，即培训协调员。培训协调员负责 SOP
的维护，当由于 SOP 过期或技术原因需要修订时，协调员应与相关负责人协调。
培训协调员应与样本库的安全负责人及其他工作人员（如运输和处理）就安全培训的问题紧密协作。
培训协调员还负责监督、培训以及所有员工培训记录的维护。培训协调员应保存好员工定期进阶培训的时
间、地点等记录。培训协调员应通知员工可能需要接受培训的次数，并确保其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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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协调员应配合档案管理人员按时完成培训记录的归档。

F2.400

培训频次

一般情况下，培训与再培训需要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并满足岗位的需求。许多国家的法规要求员工在开
展工作前接受培训，并每年接受一次再培训，例如关于生物危害及化学危害的培训。员工需在上岗前进行
日常工作技能的培训，并且根据 SOPs 制定再培训计划。如果在日常工作中有特殊情况发生，可能需要针
对这一情况组织补充培训（结合“校准措施”或方案变更）以防止这一问题的再次出现，加强员工的应对
能力。

F2.500

交叉培训

交叉培训体系对于样本库是有好处的。交叉培训是对于员工多种岗位的培训，确保其在需要时能胜任
各种岗位职责。交叉培训可以缓解人员临时短缺、减少员工流失、提供晋升机会，有助于应对暂时性或长
期性人员编制变化带来的问题。由于一些工作都是重复的劳动，交叉培训可减轻这些特定工种人员的体力
负荷。

F2.600

培训归档

培训结束，要完成所需的关于学员培训的书面报告并建档，学员、培训师须签名以示其完成了该培训。
如果是电子培训，应在报告中包含电子签名。

F2.700

培训记录

样本库里每一员工都应有其单独的培训记录档案，记录中应包含但不限于如下的内容：
• 岗位描述包括员工职位、职责的介绍和所需要的教育经历。
• 员工个人履历。
• 员工签名留样及姓名缩写。
• 员工受过特定培训的证明材料的复印件。这些培训包括有：样本运输、样本安全和国家相关条例的
学习（附录 A）
。
• 每一位员工应阅读并理解工作岗位涉及的 SOPs 全部相关资料。
• 分析结果的存档，这份存档能表明员工专业技能的熟练度。其中应包括重复性的结果和质控结果。
培训记录档案应妥善存放在样本库内，以便 QA 或客户复查。员工离职后，培训记录档案应严格按照
样本库的 SOPs 要求来存档。如果一名员工从样本库的一个部门调换到另一部门工作，他的培训记录档案
也应一同转移到新部门。

G 章

记录管理

G1.000 概述
每个样本库应制定和维护一个记录管理体系，来展现样本的采集、处理和分发的每一具体步骤，同时
要详细记录操作过程。记录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培训文件、协议、SOPs、知情同意文件、采购文件、处
理记录、测试、设备维护、审计/审核方面的文件、样本贮存的位置信息、样本分发及质控。应清楚记录操
作步骤，以便于追踪查找和监管样本链。应有足够强大的安全系统，以确保所有记录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只有在必须了解记录时，才能进行访问。
有些时候，捐赠者可能要求销毁或撤销样本。在这种情况下，应修改相应记录，说明该样本不再是采
集和信息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并及时更新和反映这一事件。
最佳实践：包含捐赠者和客户信息的纸质文件应存放于防火、防水的地方，并上锁控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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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00 模板和表格
样本库可能制定各种不同的表格，以便有效地进行记录保存。统一的文件系统，能提高样本库跟踪和
检测的一致性。例如：监控设备的操作和维修表、事故报告表和工作检查表等。模板可以开发成便于重复
信息录入数据库的形式，并且允许文件被翻译成兼容的格式存入数据库。
最佳实践：用纸质表格或电子表格来记录最重要的分析前变量是尤为重要的，这些变量能够影响生物
样本的质量。鉴于此，记录时可以使用 SPREC（Betsou, et al, 2010）
。
最佳实践：每个表格应该有唯一的编码和特定的标题，并包括版本制定的日期（即版本跟踪）。

G3.000 修订或（和）更改
如果要修订或更改纸质记录，应先用墨水笔以单线划去需要修改的文字，再作出修正或更改，并注明
修改人和日期。应记录和追踪电子记录中的更改。跟踪到的更改应该包括更改人的姓名、更改日期和更改
原因。
最佳实践：记录日期格式要清晰，如 DDMMYYYY，其中 D 代表日，M 代表月和 Y 代表年。

G4.000 记录保存期限
每个生物样本库应该明确一个记录保存的时间段，在此期间，除非合同、公司和政府政策或者其他协
议另有规定，否则所有的生物样本的记录都必须被保留。对要废弃的记录档案建立销毁或数据返还的制度。
记录的保留期限主要取决于实际情况，例如：淘汰设备后，设备的维护和修理记录可能也要淘汰。不再有
效（失活了）或已被销毁的样本，其记录也应被淘汰、销毁或退还。

G5.000 档案系统
样本库需要建立档案系统，该系统可以把不需要保留的记录存档，作为样本库日常维护的一部分。详
见 G4.000 记录保存期限。该系统主要是便于审计和检查，详见 D5.000 审核。该系统在贮存和访问方面，
应符合所有政府部门的相关要求。

G6.000 安全
每天备份电子版本的记录到网络或远端服务器。
最佳实践：制定异地数据安全平台，用远程控制的办法检索和贮存关键数据。
最佳实践：样本库人员操作的电脑应进行密码保护，长时间无人操作时可以自动锁定计算机（例如，
屏幕保护程序）
。
最佳实践：对不同操作级别的员工或用户设置访问权限。

G7.000 监管
记录档案可供监管机构（这些可能在每个国家会有所不同，取决于管辖这些行为的监管机构）授权的
工作人员以及质量保证人员检查。对于隐私记录或机密的客户信息，要严格限制访问权限，只有指定的样
本库工作人员才能允许来自监管机构和其他审计组的检查人员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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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章

成本管理

H1.000 概述
为了使样本库正常有效地运行，足够的财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根据样本库机构的隶属关系，接受公
共或私人资金的情况以及对样本库常规业务的预算，财政支持可能会有多种方式。例如，医疗机构或大学
的样本库，他们的预算应作为该机构预算的一部分。
不论何种资金来源，样本库必须在人员、样本、供应、设备、设备支持和设施方面控制成本。只有对
这些成本进行精确预算，才便于确定财政支持的资金来源，不精确的成本预算可能会导致财政支持方案的
提前终止。
最佳实践：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战略，决算和预算情况，样本库应制定一个商业计划。进行精确预算以
确保样本库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政府机构、组织结构、人员、材料、供应品等情况的变化，定期对方案进
行审核。
最佳实践：除了每年的财政预算计划，样本库还应制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规划。为了样本库高质量持
续地发展，应制定详细的 5 年或 10 年计划，并对长期的经营成本和收益进行预测。

H2.000 成本界定
由于样本库各部门的职能存在交叉重叠，所以开发一个准确的成本评估系统就会很复杂。成本评估应
与财务管理相联系。关于设施、设备和人员的成本信息可以从当前或历史记录中获取。成本信息应尽可能
地来自组织内部，以确定目前的开销或间接成本、设施成本（如场地成本、通风设施成本、公共开支、劳
动成本）及设备折旧费和维修费。
应重点考虑样本库启动和发展的主要成本。这些成本评估主要是对设施费用，人员费用（如工资、福
利、培训）
，行政费用（如行政支持、办公设备、办公用品）
，监控设备（如环境监测系统、氧气监测系统、
寻呼机、手机），库存管理软件和许可证，实验室和样本处理耗材（如条码扫描仪、缓冲区、试剂、化学
药品、一次性用品、消毒剂、实验室安全用品、个人防护服）及存储耗材等费用的评估。样本库的实际费
用取决于样本库的功能。例如当样本库仅作为一个中转库时，只需考虑样本的接收和保存费用。同样，是
否考虑样本的检测费用也取决于样本库的功能。

H3.000 成本分析
一旦确定成本，工作进度的监督和流程的优化非常重要。应制定计划对设备进行共享。在保证样本库
工作的精度和质量的情况下，应制定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降低劳动成本。
最佳实践：评估样本库的常规任务，以确定是否引入流程自动化，更精确地快速地处理样本。然而流
程自动化往往需要更多的财务开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将会降低人员成本和设备成本，从而使整体成
本下降。流程自动化有简单也有复杂，简单的如在样本出入库时对条形码标签进行扫描，复杂的比如样本
自动存取系统。前者比后者的成本要低很多，但两者都是长期有效的成本削减战略。
最佳实践：应定期审查成本，相对于使用现有设备的成本（例如零件购买、维修和保养），购置新设
备的实际成本可能会更低。

H4.000 成本回收
样本库可能不需要额外的经费资助，部分或全部成本可以从采集的样本的整个使用周期中回收。可以
通过赠款、合同、其他私人筹资机制以及客户的使用费用获得外部资金来满足部分或全部的样本采集、保
存和共享的费用。即便样本库有多种渠道可以回收成本，但也应该建立一个正式的收费机制，以促进样本
库的良好管理和资源的合理使用。对样本库管理人员来说，不论何种资金来源，为维持样本库正常有序的
运行，准确的年度预算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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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样本库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样本采集的潜在受益者、参与研究的倡导者应事先制定样本库
成本的回收政策。价格应保持在一个“市场”可接受的范围内，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生物样本资源。
最佳实践：成本回收和实际利润的规定应该进行常规审查（例如每年一次），确保预计的价格和成本
回收的效果能满足成本资金回笼的预期计划，也同时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该计划可能需要定期进行调整。
最佳实践：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和服务的报价应与商业协议的报价相一致。
最佳实践：我们也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定来做到按时收款以及如何处理欠款现象。

I 章

生物样本追踪

I1.000 概况
从样本采集、送至样本库到随后的分发，要有一套追踪记录系统来确保有效地完成样本的跟踪。该系
统包括唯一的样本识别码、精确的样本标签、样本追踪的数据库库存系统。

I2.000 库存管理系统
必须建立电子库存管理系统来追踪库存的每一样本所处的位置和相关注释。系统还应该追踪样本的解
冻、接收或处理延时、销毁、加工、样本库内转移，以及样本的分发和返还（如果有需要的话）。该系统
还必须具备完善的数据查询功能。
系统应对每一个录入数据库的样本设置唯一的 ID，并跟踪样本间的隶属关系（从样本到一级衍生物
再到二级衍生物等）
。如果该样本已经存在 ID，为了符合库存系统的需求，样本在入库时应赋予其新的 ID，
并且库存系统能对原始 ID 和新增 ID 进行跟踪。
最佳实践：样本库接收没有标记的样本时，每个样本容器都必须标上含有样本编码的条形码。

I2.100

样本贮存位置

每个冰箱、冷库和室温储藏柜应有特定的代码。习惯做法是对货架、样本盒架、样本盒以及盒内的样
本位置建立编号。在样本库中，每个样本的贮存位置（如冰箱、冻存架、冻存盒的行与列）必须是唯一的。
样本库存管理系统应该支持不同的储存方式，并且记录下每个容器的类型（如瓶状、管状）。样本库存管
理系统还应该显示出可用的样本空间，为新样本分配预留空间。
为了保证每个样本都处于正确的位置，可以随机产生一个样本编码列表，用其检查列表中样本和样本
位置是否对应。
考虑到一些特殊的贮存排列方法（如麦管是放置在杯状容器中的），数据库应该识别其与一般容器
盒/行/列在排列结构上的区别。

I2.200

样本的其他描述

库存管理系统可追踪样本的种类，样本保存容器的类型、样本保存的体积，采样日期和时间、样本的
采集、接收、处理方法、贮存温度以及添加防腐剂等其他信息。信息包括样本处理和转移（样本的起始地
点）的记录。任何样本相关的信息都应记录在案，供使用者查阅。

I2.300

人体样本的附加信息

除样本位置的相关信息以外，根据样本的性质、用途和类型的不同（如果这些信息是相关的，有用的
或是其他信息管理系统所没有的）还应包括以下信息：
• 样本捐赠者的信息：采集时捐赠者的年龄、性别、职业、种族。
• 诊断情况：解剖位置（如：胸部）
、组织形态（如：正常）
、诊断结果（如：纤维性囊肿病）以及能
提供其他诊断细节使用的改性外加剂。对初步诊断结果（样本采集时的诊断结果，比如：胸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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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病理诊断结果（切片分析，比如：恶性乳腺导管腺癌）、QC 复诊结果（比如：纤维性乳腺
细胞病变）和手术时的病理分期等信息的记录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样本库还需提供
捐赠者的诊断代码（ICD10）和临床诊断记录。
• 诊断程序：诊断方式（如：外科手术）
，诊断日期，诊断详情（如：乳房切除术）以及诊断编号（如：
外科病理编号）
。
• 样本采集之前的治疗方式（例如化疗、放疗、内分泌、免疫、消炎）
、次数及日期（如果已知）
。
• 药物治疗史：药物名称、用量（用药周期）
，用药的起始日期。
• 家族史：家族成员关系、诊断、诊断时年龄。
• 吸烟史：吸烟的种类、年限，停止吸烟的日期。
• 体征：身高（cm）
、体重（kg）
、饮酒史、软性毒品使用史、特殊的饮食习惯、绝经日期、最近的随
访日期、随访时疾病状态、死亡原因等。
• 临检数据：即钙、血色素等。
• 来自同一捐赠者的其他有效样本：即正常（疾病）组织、其他组织、血液、血沉棕黄层、血清、血
浆、石蜡固定的组织、H&E 切片、福尔马林固定的组织、DNA、RNA、尿、粪便、唾液、腹水、
关节滑液。
样本库的库存管理系统可能包括扫描的数字化档案。例如，手术的病理报告，有代表性的 H&E 组织
切片，临检报告、患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以及样本转让协议（MTAs，详见 M2.600 材料转让协议）
。
贮存信息因样本采集的目的、性质、用途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由于样本库跟踪许多不同的研究样本，
应考虑哪些数据保留在库存数据库中，哪些数据储存在与库存系统相链接的外部数据库中。

I2.400

非人体样本的附加信息

在 I2.300 中列举的许多条目也适用于非人体生物样本（尤其是动物样本）信息的跟踪。对于动物、
菌类生物、植物、微生物的生物样本库和环境样本库的采集，以下条目也非常重要：
• 采集地点：纬度和经度（以及决定经纬度的途径）
、海拔/水深、国家/地区/区域/城市、大洋/海域/海
湾、室内/室外。
• 采集手段：包括捕杀手段。
• 采集条件：天气，所属栖息地/生态系统的特点和其他物种的关系。
• 类别与样本信息：所处的生命阶段、性别（在适当情况下）
、种/亚种以及更高级别分类等级。
• 野生生物的分类细节：包括对该物种进行分类的权威机构，物种鉴定日期及鉴定人姓名，先前的鉴
定，形态学上的认证 ID，在自然生存状态下对样本采集的编码，以及该样本归类（如鉴定为同
一生物或相同物种等）
。对样本进行归类主要依据该样本已拥有的 DNA 条形码、生物数据库条
形码或 ID。
• 样本组织采集、处理以及冰冻的时间。
• 处理地点（如果与采集地点不同）
、采集工具（比如：不锈钢刀片、钛合金小刀）和子样本类型、容
器材质（如：聚四氟乙烯、聚丙烯、玻璃、不锈钢）
。

I2.500

审计追踪

库存管理系统应包含对数据库变化全方位的审计追踪，并记录样本数据及系统元数据的变化情况。还
应包括但不局限于：原始数据、更改数据、数据更改者、数据更改情况、更改日期和时间，以及更改原因。
这种审计追踪应该自动录入并以只读文件形式输出。
不能掩盖审计跟踪记录的数据变化的痕迹。这类纸质文档应与电子档案保存时限一致，以便审计机构
可以阅览和复制。

I2.600

安全

严格控制库存管理系统的登陆。密码的长度、强度、使用周期等都应符合相关要求。
分配用户权限级别。有些人只能够查看可用的样本，而其他人可以输入或修改样本信息，并申请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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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输。应该对系统进行设置，当其闲置一段时间后自动退出。
所有的数据库都应该记录下每次登录和退出时间或是登录失败的时间和原因。系统有权禁止多次登录
失败者访问。
库存管理系统应有单个模块启动的用户名和密码。
严格保密用户验证信息。
所有远程会话需严格保密（即数据需加密，以防止保密数据的不当访问）。例如，基于 Web 的系统在
浏览器层面使用安全套接层（SSL）就能够实现数据加密。通过登录控制和信息加密来确保数据库中受保
护信息（PHI）的安全。

I2.700

交互操作性

在现代生物样本库信息系统中，一体化和交互操作性是非常重要的。系统能与电子病历、癌症登记中
心、病理系统以及冰箱温度监测设备等一些本地资源相整合。这样的一体化运作使得其他系统能够成为数
据的统一数据源（SSoT）
。
一体化与交互操作性的优势体现但不局限于如下几个方面：
• 减少数据的反复录入次数。数据在系统间的录入存在出错的风险，且反复录入数据的成本较高。
• 在 SSoT 系统中发现和纠正的数据错误应该被复制到其他系统中。
应提供多种数据的电子转换格式，与其他合作机构进行数据共享。库存管理系统应确保所有数据的完
整性、安全性，以及对外部访问审计跟踪。为了实现系统的交互操作，库存管理系统应做到如下两点：
• 运用公共文件应用程序界面（API）链接其他系统。
• 用常用词汇表达相关数据点[如国际医学规范术语全集（Snomed，ICD9-CM，ICD10，ICDO）]。

I2.800

报告

库存管理系统必须能够生成符合样本库工作流程并符合标准和实践的文档报告，并提供样本库所需的
资金运营指标。系统界面上显示报告的内容和搜索条件。界面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所见即所得式
（WYSIWYG）报告设计工具、表格式报告的简单域搜索等。查询编辑器可以利用多种方式提供查询服务。
其中包括简单数据问询表单、实例查询（QBE）界面、自定义查询系统以及本地查询规范的文本区。
库存管理系统应同时具备保存未完成报告、输出报告以及生成电子数据文档的能力（如，运用 ASCII
码、XML 或 Excel 格式）
。根据系统的安全规则，系统应提供能生成报告的数据库访问。这能使用户获得
样本库的库存状态、冰箱状态、用户访问、审计跟踪及用户需求的其他数据的详细报告。
如果数据库中有受保护信息（PHI）
，就必须限制机密数据的报告只对授权用户开放。另外，样本库必
须保存并执行含有 PHI 的报告的生成、使用和销毁的 SOPs，以确保捐赠者的隐私受到保护。

I2.900

验证

非开放式系统是指用户的访问受到电子记录管理人员控制的一种系统环境。
运用非开放式系统的用户，在进行电子记录的生成、修改、保存及传输时，需要安装程序与控制元件
以确保电子记录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机密性。这种程序与控制元件还能保证签名者不能随意篡改签名。为
了做到这一点，这套装置中应包括：
• 进行系统验证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与计划的一致性、识别无效或被改动信息的能力。
• 在整个记录保存阶段对记录进行保护，保证其准确性和可查找性。
• 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操作系统的检查功能确保执行的步骤和事件。
• 权限审查确保只有授权用户才可以运行系统、签发记录、访问操作系统的输入或输出设备、修改记
录，或立即执行操作。
• 在适当的情况下，利用设备（如终端）检查来确定源数据输入或操作指令的有效性。
• 那些开发、保存或使用电子记录（电子签名）系统的人员必须接受教育、培训以具备实际操作经验。
• 建立并遵守成文的规定，对签署的相关内容负责，防止记录被伪造或电子签名被篡改。
• 对系统文件的控制应包括：①运行和维护系统文件的发放、访问与使用；②通过修改控制程序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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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追踪，审计追踪用于记录修改的时间顺序和修改内容。

I2.1000

质量保证

为了给跟踪系统提供高质量信息，应该运用标准、政策以及程序来确保和提高数据的质量、客观性、
实用性以及完整性。定期检查数据的质量问题并且调整方案和程序，可以确保信息质量的不断提升。库存
管理系统应遵照相应的工业 cGP 指南（详见 D3.100 标准操作程序的基本元素）。库存管理系统的质量保
证方案应针对防止和检测不适宜性、实施纠正和改进措施。
定期质量保证审核需包括：
• 用户需求，以及特定行业的认证要求。
• 自主开发或源于第三方的软件的审核和批准。
• 按照用户需求测试软件功能。
• 程序错误的纠正和修改措施。
• 库存管理系统工作人员的培训。
最佳实践：需要对数据库进行定期审核，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I2.1100

备份

定期备份程序对于库存管理系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驱动器或其他硬件故障导致原始数据丢失
或损坏的情况下，定期备份程序能修复该数据。数据库需定期备份，具体间隔时间取决于相关机构规定以
及数据变化的频率。数据变化频率越快，数据库备份越频繁。
为了保护数据的完整性，需要做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步骤：限制数据损坏范围扩大的措施，定期
备份规划，数据的存储，备份数据的外部存储，以及通过备份数据还原原始数据方案。
备份过程必须确保数据的可恢复性。因此需要定期确认备份，保证数据的准确恢复。
如果硬件或软件发生变化，通常都需要重新对程序文件进行审核与评估。这些程序必须明确说明数据
的物理环境和设备情况。

I3.000 标签
样本都应粘贴标签，在任何温度下都保持粘贴的牢固性。标签具有耐实验室溶剂的特点，并保证其信
息完整。标签上应有一个 ID，这个 ID 能链接到包含样本采集与处理详细信息的数据库（详见 I2.000 库
存管理系统）
。标签所贴的位置应灵活地根据各样本的容器形状来决定。
一些样本容器的材质可能对标签黏附性有特殊要求。因此，在一些情况下，标签应印在管子上。
在比预期样本贮存条件更苛刻的环境下，测试标签黏附性和墨水，合格后才能使用。

I3.100

样本标识

在符合相关法律与政策的前提下，人体样本标识应做好保密工作，确保他人的隐私权。样本应标有唯
一的号码或 ID，但其中不能透露捐赠者的信息。其他任何研究或个人健康信息都不能编码在此 ID 内。
最佳实践：对于所有样本来说，样本库中每个样本唯一的识别码应以条形码和可读信息框打印在标签
上。ID 不包含样本在库中的位置信息，因为贮存位置可能会改变。

I3.200

条形码

如有可能，应印制唯一的条形码来标识样本。线性（一维）条形码适用于一些价值较小的样本或大型
标签。但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更需要使用二维（2D）条码。二维条码可记录更多的信息，扫描读取时的误
差率也更低，对于小型的容器来说，这可能是最佳的选择。一些容器的条形码可以是预先就印好的，如麦
管和适合于 96 孔板的小管。在一些特定情况下，ID 条形码预先印制在容器上，这样就不需要再贴，从
而节省人力物力。
最佳实践：每个样本或容器都应有唯一的条形码（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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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000 运输记录
每个样本库都应保留一份运输记录，用以记录样本运输的接收和分发情况。这份记录应与之前提到的
库存管理系统相结合。应记录每次运输唯一的运输 ID。这份电子记录应追踪如下几项：
• 运输/票据单 ID。
• 样本来源。
• 样本目的地。
• 运输和接收日期。
• 快递公司。
• 包裹单号。
• 唯一样本识别码。
• 样本类型。
• 运输数量。
• 研究课题题目及代码。
• 运输的外部条件（如干冰、室内温度等）。
• 接收到样本后的签名。
• 装货清单与实际情况的差异。
• 对样本已存在问题的说明（如接收时记录样本质量误差）。

J 章 包装与运输
J1.000 概述
包装和运输应符合所有的相关规定。空运应遵守国际航运协会（IATA）的标准。在美国，陆地运输应
符合国家运输部的标准。所有从事生物样本运输的员工，须接受空运、陆地运输的良好培训。

J2.000 运输规范
准备样本运输的第一步是确定样本的详细情况。运输负责人应当熟悉运输监管法规的要求以及必要的
物理知识以确保正常的运输。

J2.100

法规要求

运输负责人首先需要对运输的样本进行分类，样本库内常规运输的样本如传染物、诊断样本、生物产
品、遗传变异的生物和微生物或有毒物质等被视为危险物品。生物样本所用的贮存媒介若是有毒、易燃液
体、非易燃气体、腐蚀性物质也被视为危险运输品。为了对所运输的生物样本进行正确分类，应查询有关
国际国内运输法规（49CFR）[国际民航运输组织（ICAO）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很多国家规
定，员工参与运送危险物品前应接受相关的培训。如果规定有更改，培训内容也要相应作出更改。

J2.200

温度要求

样本在运输过程中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对高价值的或对温度要求严格的样本，需要在运输的样本
里配备一个温度记录装置，控制整个运输过程样本的温度。以下是典型的送样温度条件及维持温度的隔热
（冷却）剂：
• 环境温度（20 ~ 30 ℃）
：使用隔热包装以防止样本受到极热或极冷的环境温度影响。
• 冷藏（2 ~ 8 ℃）
：装入冰块或凝胶袋（–15 ℃ 冷藏温度或应用相变物质用于冷冻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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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冻（–20 ℃）
：为冷冻设计的凝胶袋，–20 ℃ 或 –20 ℃ 以下。
• 冷冻（–70 ℃）
：干冰颗粒、干冰块、干冰片。干冰冷冻剂被认作危险运输物品，应贴上危险物品的
标识符。
• 冷冻（≤ –150 ℃）
：干燥液氮罐运输。应用干燥液氮罐运输时，液氮完全吸附于多孔的材料中，置
于绝缘的容器内，所以在该运输方式中，液氮被认为是一种无危险的物品，也无需受制于国际航
运协会危险物品的管制条约。
最佳实践：对冷冻样本的运输需要准备足够的冷冻剂来保证温度并足以应对 24 小时的运输延误。

J2.300

湿度要求

对湿度敏感的样本，需在运输过程中，把样本装在有干燥剂的密封袋中。

J2.400

到达时间要求

对运输时间有要求的生物样本如新鲜的全血，应该交由信誉好的，能按时交货的快递公司来运输，并
考虑样本装运的时间。至少在周三前发样，防止样本不能在预定交样日到达。运输时也应预计到达时间，
避免在节假日到货。

J2.500

样本数量

待运的样本数量将影响包装类型和冷冻剂用量，要有足够的冷却剂来保持适当的样本运输温度。容器
的大小应能够容纳样本及冷却剂。
最佳实践：涉及大量样本的运输，应分为多个小包装运输比较妥当。

J2.600

其他包装注意事项

• 样本应置于冷冻剂的中间，而不是置于其上方或者下方。
• 当样本与冷冻剂放入箱子后，应把箱子内空余的位置用塑料泡沫等填充起来，防止在运输过程中样
本移动。
• 清除或标记出先前运输时容器外部残留的标签。
• 空运单不能重复使用。

J3.000 确定运输条件
J3.100

审查包装测试报告

运输负责人负责选择合适的发送样本的包装。这包括审查所有的包装测试报告是否满足运输条规的要
求。样本运输使用的包装要严格测试，该测试包括所有可能影响到样本完整性的参数（即：温度、湿度、
光敏、包装结构和密封性）
。

J3.200

送样测试

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极其珍贵的样本，样本库可以选择先发送一批与实际运输样本特点相近的样本进
行测试，这有助于运输人员了解包装的冷冻剂是否足够，也有助于监测运输潜在的问题。
最佳实践：为确保不超过样本的温度要求，测试运输（以及随后的样本运输）过程中使用的温度记录
装置或一个不可逆转的温度指示器是非常有用的。

J3.300

国际运输

有些国家可能需要特别的许可证或其他要求才能进行样本运输，有些国家有关伦理问题的法规禁止某
些类型的人类样本的进出口，或有其他有关此类样本的进出口的特殊要求。如果采集濒危的或受保护的非
人类的生物样本，也可能需要特别许可证，如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要求在野生动植物样本采集时需要出
示相关许可证。
大多数国际化的运输要求将清单清楚标识在外包装箱上，还要跟样本来源国家核对报关信息。开始装
运前要了解清楚样本接受国家的所有要求。雇佣货代公司对于国际运输很有效。有些快递公司可以提供这
种国际间的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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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完成海关清关流程可能导致时间延迟，一旦遇到这种延迟情况，应委托快递公司对温度敏
感的材料进行冷冻剂补充。预防措施：在清关不顺利的情况下，建议额外补充维持 3 天的冷冻剂。
最佳实践：国际运输应该提供一份文件，使用带有单位名称或标志的纸张写明内容和处理要求。根据
需要还应提供进口许可证和卫生证书的副本。

J4.000 运输中样本的跟踪
发样者和收样者都应在样本运输过程中对样本进行跟踪。

J4.100

发货通知单

发样者应提前告知收样者样本预计到达时间，确认其是否能够接收样本，是否有合适的贮存设备。运
输危险物品时，发样者应提供 24 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J4.200

发货清单

发样者应在发货前把发货清单（最好是电子版）发给收样者，发样者还应随货附上纸质版发货清单。

J4.300

收样确认

每次收到样本都要填写收样确认单（包括样本接受确认和样本状态），该单据是随货物一并寄出的。
应明确说明收样确认单的回传方式。

K 章 样本采集、处理和检索
K1.000 概述
根据样本的研究项目类型、采集和检索的不同，样本的处理会有所不同，但是样本的采集及检索过程
却有着许多共性。样本采集之前需要考虑样本的有效性及研究目的。确定不同类型样本的采集、处理、贮
存和检索程序的敏感性是十分重要的。敏感性可能会有所不同，特别是有活性的和无活性的样本之间，因
此，为保护样本的活性、功能性、结构完整性和细胞、组织、器官、细胞组分和大分子和（或）分析物的
稳定性，许多样本对采集过程有特殊的要求。除了样本类型，还应考虑其他因素，包括捐赠者状况或样本
数量、采集方法、样本容器和安全性、密闭性。
样本采集的要求：明确人员职责、培训、风险管理以及技能。为提高运输过程中样本的稳定性，有必
要制定计划，如样本采集的物流规划应该考虑从采集地点到实验室的距离（如果不在同一地点）
由于分析前过程（从样本采集到分析之间的时间所采取的处理）的重要性，制定计划以保持样本和大
分子物质的稳定性和功能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从采集到入库，对样本进行标识和追踪需要严格的程序。
基于样本的可用性，样本库可以采集和处理来自同一病例的不同样本（如固体组织、血液、唾液、尿
液）
。甚至每个样本可以加工成各种不同的形式（如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OCT 蜡块、速冻），如此丰
富的样本类型可以满足多种使用需求；然而，由于样本库贮存容量的限制，必须考虑样本采集类型和处理
方式。

K2.000 试点研究和效果评估
在某些情况下，为验证新的方案、设备、化验或测试服务，样本库应实行小规模的试点研究。试点或
可行性研究可以在大型研究开展之前的样本采集和处理的初期阶段进行，从而找出问题或关键点并采取相
应的预防措施。试点研究还可以帮助确定新工艺，并确定在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之前所需的培训。一些国家
要求进行试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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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000 样本采集的时间节点
根据研究应用的不同，样本采集和处理之间的时间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细胞、组织和器官功能的丧
失和分子的降解取决于捐赠者类型及状态和当时的采集情况（Engel and Moore, 2011, Dey-Hazra, et al.
2010）。发现容易导致样本恶化和污染的关键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对于脊椎动物样本，手术过程中
组织被去除并低温贮存时，器官血管供应中断，此时，细胞功能的丧失和分子的降解可能就已经开始。样
本发生降解的速度取决于许多复杂的因素：捐赠者和（或）器官的健康状况、采集流程、样本保存的温度
和化学反应及相关大分子的稳定性（Jewell, et al. 2002）。当样本处于缺血或离体状态时，应尽快将它们贮
存在低温环境下。同样重要的是，为防止在运输过程中组织的脱水和风干，应在组织的外面覆盖湿润的无
菌纱布并贮存于保存介质中。总之，应尽快处理样本。
最佳实践：对分析前变量（采集、处理、贮存时间、过程）进行记录，因为这些变量可能会影响研究
和临床结果。
最佳实践：应向最终用户提供分析前变量的情况，使他们对实验数据做出准确的假设和结论。

K4.000 温度
对多种样本来说，低温保存是保持样本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应慎重考虑样本的采集、处理和贮存温
度（Benson, 2008）
。这些范围包括冷藏（2 ~ 8 ℃）
、低温（–4 ~ 0 ℃）、冰箱冷冻（–20 ~ –150 ℃）
、液氮
低温（最低温度 –196 ℃）
。采集和贮存温度的选择取决于对样本抵御低温、冷冻和冷冻脱水、暴露时间、
冷冻处理的耐受度以及样本类型和使用目的分析。一般来说，当样本处于温暖的环境下，即使是很短的时
间内，也可以导致生理应激和大分子降解。因此，有必要保持样本在采集处理和贮存时的合适温度，在样
本不冻结的情况下，应默认冷藏温度（2 ~ 8 ℃）为样本运输或贮存温度。
低温处理方式和处理持续时间也影响样本使用。采集的血液样本在室温下至少静置 30 分钟后才能形
成血凝块，从而分离出血清（Guder, et al. 2009）。采集和处理时间应记录在案，并提供给最终用户。这个
信息对质量控制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将有助于解释为何凝血纤维蛋白没有出现，最常见的就是放置时间不
够）
。
使用已开发的新技术，生物样本也可以在常温下采集、运输和贮存。室温保存也适用于纯化物（RNA
和 DNA）和复合物（如唾液、血液、细胞、组织）。保存时间可以是几天，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超过 25 年
（Doedt, et al. 2009）
。以纤维素卡（滤纸片）为载体的干血点室温保存技术，保存时间最长可以超过 15 年
（Belgrader, et al. 1995）
。

K4.100

生物保存/冷冻保存

生物保存是一个通用术语，用来描述所有类型的生物样本（例如活性的和无活性的细胞、血液、细胞
组分、DNA）在低温和室温条件下的保存方法。而冷冻保存是一个专用的保存方法，涉及到活细胞、组织、
器官和生物体在极低的温度（通常在低至 –196 ℃ 的液相或气相液氮）下的保存。冷冻保存能有效抑制
细胞或整个组织在低温下的生物活性，包括会导致细胞死亡的生化反应。有两种不同的冷冻方法：①快速
冷冻（直接引入到液氮）或梯度冷冻；②玻璃化冷冻（保持玻璃化、非结晶的冷冻状态）。这两种方法通
常需要有不同防护性能的冷冻保护剂（如依数性或渗透性），尽管使用这些保护剂一般会降低冻结温度。
根据冷冻保存的方式（如冻结或玻璃化冷冻）
，可选择有不同的成分、配方和浓度的冷冻保护剂。
梯度冷冻将冷冻过程中细胞内部结冰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该方法是通过应用最佳冷却速率，促使细胞
外液的冷冻过程中足量水分的排出，从而控制细胞冰晶的形成。梯度冷冻需要小心控制冷却速度（例如许
多哺乳动物细胞适合的冷却速率为 –1 ℃/分钟）、冰晶温度、最终冷冻温度和维持时间（如从完成梯度冷
冻到转移液氮的维持时间）
。根据细胞的大小和渗透压的不同，选择梯度冷冻的最佳方案。为避免细胞体
积变化和溶质浓度过高造成的细胞损伤，需应用依数性冷冻保护剂，如二甲基亚砜，来控制冷却速率。
相比之下，玻璃化冷冻过程可避免细胞内和细胞外结冰所造成的细胞损害。这通常需要额外的高浓度
冷冻保护剂，增加样品的黏度，防止冰晶的形成。常见的冷冻保护剂如二甲基亚砜（DMSO），高浓度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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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有毒，必须防止冷冻保护剂对细胞造成的的损伤。在可能情况下，研究人员应该测试现有的保存解决方
案，以确定哪种解决方案最有助于研究活动，并根据需要，优化冷冻保护剂方案。使用合适的冷冻介质和
冷冻保护剂将降低样本在低温下的降解速率和极低温度下脱玻化的风险。
样本冷冻和玻璃化的贮存温度对细胞恢复活性的时间有影响（一般贮藏温度越低，样本活性的保存时
间就越长）
。随着温度的降低，细胞的代谢和降解过程减慢；然而对于长期贮存（几年到几十年）的样本
来说，只有温度低于纯净水的玻璃化温度（大多数细胞和水的冷冻介质的有效温度 < –132 ℃）才能有效
地减缓降解速率。有些玻璃化解决方案的 Tg 可以更高，这个时候使用热分析确定实际的 Tg 可能是比较
可靠的。除了贮存温度，样本移出贮存环境，也会影响细胞的活力，并可能导致细胞成分的降解。样本所
处环境温度高于玻璃化温度时，会导致其微型解冻。反复的热循环事件将导致凋亡和坏死的细胞增加。冷
冻保存将会导致细胞的迟发性死亡，这也影响到后续试验的数据质量和细胞从长期冷冻损伤中恢复的能
力。

K4.200

反复冻融和反复冷却/重新升温

对处于冷冻保存的样本进行反复冻融，和玻璃化状态的样本进行反复冷却或重新升温，将会对要分析
的大分子和细胞造成损伤。样本也会因为暴露期间的渗透和脱水、以及在去除冷冻保护剂和玻璃化冷冻处
理过程中发生损坏。因此，为了减少样本在使用前解冻、冻结或玻璃化的次数，应根据样本预期使用情况，
选择样本等分的大小。为了使样本保存在玻璃化温度（该温度下细胞生化活性几乎停止）以下，样本往往
保持在液氮或气相液氮里。热循环的时间间隔导致样本温度高于玻璃化温度，即使该温度还使样本处在零
度以下的冷冻状态，但已造成了样本的反复冻融。由于这些原因，在样本存取时，避免可能发生的反复冻
融以及减少玻璃化或脱玻化的次数是非常重要的。

K5.000 样本稳定性
除了上面讨论的温度问题，样本的稳定性也可能受到其他参数的影响，如使用抗凝剂和稳定剂（如
EDTA 和抗坏血酸）
（Wendland, et al. 2010, Isa, et al. 2010）
。事先了解检测试剂盒生产商对样本采集的要求
是重要的。对于某些应用，迅速脱水是一种稳定分子结构的有效方法，相对于比较危险或繁琐地在现场采
用冷却剂或化学固定剂，脱水处理可能更实用。必须保持从样本采集点到样本库整个冷链的连续低温。
最佳实践：在某些情况下，选择采集和保存生物样本的方法时应确保任何防腐剂、脱水剂或其他防护
处理方式对未来的分析不产生有害影响。

K6.000 样本采集及贮存容器
根据采集的样本类型和研究分析目的的不同，样本采集和贮存容器也会有所不同。在容器类型的选择
上应考虑到其长期使用性、标准化及是否适用于新平台和自动化。此外，样本采集时使用的容器可能不适
合用来贮存样本。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对用于环境分析的样本，容器污染（例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重
金属和微量金属）可能会干扰后续分析。容器的标签应当是持久耐用、耐低温、耐高湿度，尤其是从极端
环境中取样时。感光材料应存放在不允许有光线透过的有色容器中，如棕色瓶或棕色袋包裹的容器。

K6.100

消毒

考虑到样本要求无菌条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虽然许多样本的采集和处理并不要求完全的无菌
条件，但还是应充分清洁样本加工和处理中使用的仪器、台面和设备。RNA 对 RNA 酶特别敏感，RNA 酶
常见于没有得到妥善清洗/消毒的工具和台面上。处理每个样本时应尽量使用一次性器具，如果使用非一次
性的器具，在处理后应对使用的器具进行相应的清洁。同时也可以考虑使用无菌的防腐剂、冷冻保护剂和
液氮耗材。

K7.000 采集程序
不同类型的样本有不同的采集方案，特定的研究应选择特定的方案。样本采集程序的特别注意事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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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进行介绍（Holland, et al. 2003; Landi and Caporaso, 1997）。处理样本时，工作人员应穿戴个人防护
服或装备（详见 E5.000 个人防护装备）
。根据研究者采集样本的需求和研究方案，采集的组织可以有多个
来源（例如外科手术或尸检）
。科研用样本的采集不能干扰患者的诊断或治疗。
最佳实践：病理学家应对组织样本进行复诊，以确定什么样的样本可用于研究。不需要用于诊断或预
后的血液、体液以及其他固体组织样本可以根据批准的研究方案来采集，可能也不需要病理复诊。

K7.100

固体组织

前瞻性的组织采集可作为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的一部分，或者为了用于未来更具普遍性的研究。采集
样本时，决不能破坏样本诊断和预后的完整性，尤其是在手术采集时和在随后的病理诊断过程中。这是因
为样本的特性（如肿瘤的边界或阳性淋巴结的数目）可能直接影响患者随后接受的治疗（例如化疗、放射
治疗还是无治疗）
。
如果一个执业病理医生能够监督样本的采集，将有助于科研用样本的处理。对防止诊断样本的损毁来
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关于病理学家给出的活检或手术样本特征信息[例如正常、肿瘤、坏死和（或）纤
维化的百分比]应记录在案，供日后使用，并使终端用户能够判断组织的有效性。如果可能，样本应分装
保存以便满足更多的需求。
K7.110 手术样本
诊断后剩余的手术样本可以被采集。经伦理委员会批准和患者知情同意，可以切取特定部分样本用做
研究。必须进行病理诊断时，病理学家应首先检查样本，以确定组织是否可以在不影响诊断的完整性的前
提下用于研究。
样本从外科到病理科或到样本库的运送过程中应保持样本新鲜而无需固定，并将样本装在无菌的容器
里且置容器于冰上（2 ~ 8 ℃）
；理想的过程是所有的样本操作都保持清洁无菌，但这并非一定可行，因为
仅少数外科病理室拥有无菌环境。许多研究方案并不要求经无菌过程而获得的组织标本。
应设置干净的区域用于样本的采集以及处理。在样本处理时，应避免不同样本相互接触，避免样本的
交叉污染和二次污染，尽量做好器具的消毒工作，尽量使用一次性器具。在不同样本上的操作或者在同一
个样本上不同位置的操作都应使用干净无菌的刀片和器具。
解剖员切除组织时应戴上无菌手套使用无菌器械。绝对不能将样本置于干毛巾或其他吸水的物质上进
行切割，因为这会使样本迅速变干而可能破坏其价值。
除非研究人员有特殊要求，否则组织样本一般直接放在有标签的、配有生物低温介质（2 ~ 8 ℃）的
无菌容器里并移交给样本库处理。如果组织需要立刻冻起来，在转送过程中就不必要加任何保存液，否则
样本冷冻过程时在其表面可能会形成冰晶体。培训所有样本处理人员按照每个研究方案的具体要求来处理
样本是非常重要的。
要求速冻（快速降温以尽可能地减少因细胞内形成冰晶引起的细胞结构的破坏或防止分子结构不稳定
的变化）的样本，在采集时可以在液氮罐或干冰中冷冻。若需保持样本的形态结构，则先在异戊烷（< –80 ℃）
中预冷却，然后在液氮中进一步冷却。相关操作的时间间隔（例如采集、加工、保鲜、贮存）等数据应被
保存和追踪。日期和时间标记可以使记录更为有效，然后这些信息可被输入数据库。
如诊断需要冷冻切片，样本库工作人员还需切取备用切片作质控。如果诊断剩余足量的组织样本，样
本库工作人员应分出一部分组织作速冻，并选取代表性的部分制成蜡块，并存于组织库。与每块蜡块配套
的 H&E 切片可作样本质控。如果病理医生所提供的组织不够制作石蜡块，样本库工作人员应申请从病理
科的石蜡块上切取一张 H&E 切片（将被用于样本的质控）。所有样本都要做好标记（详见 I3.000 标签），
所有相关数据都要做好记录（详见 I2.000 库存管理系统）
。
最佳实践：在手术前用条码或捐赠者的 ID 对样本采集容器进行预先标记，以确保样本标识的准确性
和对样本的跟踪。
最佳实践：按照每个方案的具体要求对所有人员（如医生、护士、病理医生和样本库人员）进行样本
处理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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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7.120 尸检（解剖）
按照有关规定可以采集尸检（剖检）过程的剩余样本。应明确申请采集的尸检组织从死亡至处理的最
大时限。尸检过程中能获得“正常”组织或大量的样本（如心脏或大脑），这是很难在外科手术过程中得
到的。在常规尸检过程中不能获取某些部位的样本（如腿、臂、手、脚或面部组织），由于这些组织的获
取可能导致尸体的变形而通常不能提供。
应标识尸检过程中采集的组织样本，如器官部位、组织类型和切除的时间，然后立即放入装有生物冷
藏介质（2 ~ 8℃）的容器里，置于湿冰上送至样本库进行处理。这些器官可以被分解为小部分进行处理和
贮存。采样时，应取得死者的病情、年龄、性别、种族、死亡原因、死亡时间和日期、器官切取的时间以
及切取器官的健康状态（正常或患病）等详细信息。
K7.130 移植
在某些情况下，不适合移植的器官可能会被提供给样本库用于研究。器官离体时间超出采集样本所规
定的正常时限是常见的情况。因为移植组织始终被置于 2 ~ 8 ℃ 生物保存介质里以保持其移植的活性，
大多数的科研人员认为其质量优于外科手术或尸检的样本。这些器官可以被分解为小块进行处理和贮存。
器官捐赠者的信息可从移植中心获取。处理前应将用于研究的所有器官/组织保存在 2 ~ 8 ℃ 冷藏介质中。
等渗盐水或培养基不是最佳的活细胞/组织/器官的低温保存介质。
一般情况下，在处理样本之前尽快地从切除的组织/器官中去除血液和其他固有流体是非常重要的。这
样做的原因是由于保存在溶液里的组织存在密集血管网，如果血管内形成凝块阻碍保存液渗透进入组织。
这种情况导致样本保存不均匀，有可能出现局部组织样本损伤。此外缺血和凝血会影响组织的分子形态，
也可能导致组织损伤。这些活动引起分子通路和蛋白表达的变化，从而导致该部分组织不能完全反映其原
始的切除状态。

K7.200

血液样本

贮存全血样本时，首先要决定是采取抗凝血样（血浆、血沉棕黄层、红细胞）还是非抗凝的（血清/
血凝块）血样。当采集非抗凝血样时，处理后获得的血块可作为 DNA 的来源进行基因分型和其他 DNA 的
相关研究（Somiari, et al. 2004）
。以类似的方式，采集抗凝血样可以产生压积细胞（含血沉棕黄层和 RBC）
作为 DNA 的来源。当涉及多个采血设备/容器时，应根据抽血的优先级别来决定设备/容器的使用顺序（附
录 A）
。临床试验的抽血顺序可能与研究者要求的顺序不同。确定哪种抗凝剂适合特定的后续研究也是非
常重要的，详见 K5.000 样本稳定性。采集血液的方式取决于研究所需要的血液量以及采集地点和处理地
点与样本库之间的距离。例如，血液样本的采集地点可能远离研究地点，无论是小批量处理或未经处理的
矩阵干血点还是大量采集在试管中的血液，都需要在常温下稳定保存若干天。
应考虑长时间的室温贮存/运输对血液样本的细胞活力和功能的损伤（Jansen, et al. 2009）
。新开发的高
科技技术已大大延长了血液样本的室温贮存/运输时间，最长可至 1 年（Wilkinson, et al. 2011）
。冷藏（2 ~
8 ℃）可以延长血源性细胞产品的稳定性。
最佳实践：血液样本应在 24 小时内处理和贮存（Tuck, et al. 2009）
。

K7.300

尿液样本

尿液样本在采集后应被置于冰上或放入冰箱。采样容器要求无菌、干燥、50 ~ 3000 ml 广口且配有防
漏的盖子。根据需测定的分析物来决定是否添加防腐剂。防腐剂的种类因测试的方法、保存的时间及样本
运输条件的不同而不同。EDTA 和亚硫酸氢钠是常用的尿样采集防腐剂。用于环境毒理学检测的尿样容器
应使用高密度聚丙烯材料，以减少邻苯二甲酸酯的污染。因为尿液中可能含有细胞和其他成分，尿液样本
通常离心除去细胞和沉渣，然后对去细胞尿液和分离出的细胞颗粒进行分析和（或）分装冷冻。根据分析
目的的不同，样本有各种采集方法（例如首次晨尿、随机采样、分级取样、定时取样）。采集时应记录样
本的采集方法。
K7.310 首次晨尿
睡觉前排尿，起床后收集首次晨尿。首次晨尿的白细胞和红细胞或尿液激素浓度较高，最适合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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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K7.320 随机尿样
随机尿样适合常规筛查和细胞学研究。
K7.330 分级尿样
分级尿样用于比较尿样和血液中分析物的浓度。因为首次晨尿含有晚餐带来的溶解物及代谢物，浓度
偏高不利于比较。通常采集空腹的第二次晨尿。
K7.340 定时尿样
定时尿样可用于比较生物分子的排泄模式。典型的取样时间是每隔 12 或 24 小时。采集 24 小时定
时尿样时，在捐赠者排空膀胱后的 24 小时内采集其所有尿样。

K7.400

指甲和头发样本

指甲和头发样本可用于痕量金属分析。此类样本易于采集、贮存和运输，也可以用来提取 DNA。

K7.500

唾液和口腔细胞样本

唾液样本可用于药物测试、艾滋病毒检测或激素水平的监测和提取 DNA。采样装置包括脱脂棉签、
聚丙烯涂层的聚乙醚签及石蜡咀嚼刺激物。有的研究者可能要求捐赠者直接把唾液吐到容器里，这就要求
容器开口要大，便于采集样本。唾液可以等体积分装或离心，产生的上清和沉淀可以分析和（或）单独存
放。
口腔细胞样本可能是提取 DNA 的有用来源。已开发了各种专门采集口腔细胞样本的技术和容器。参
考附录 A。

K7.600

母乳样本

哺乳时可进行母乳的采集。采集方法有用手挤压和借助于真空泵两种，采集后置于消毒瓶中，冷冻保
存。如果需检测邻苯二甲酸盐，样品可以放置于配有聚四氟乙烯盖的玻璃瓶中，并贮存在捐赠者的家用冰
箱中。

K7.700

粪便样本

捐赠者自己将样本采集到内衬塑料包装的容器或不透水的贮存容器内。冷冻采集后的样本。长期贮存
时应对样本进行冷冻干燥，从而能提供气味小、体积小的样本便于进行分析。

K7.800

宫颈阴道灌洗样本

宫颈阴道灌洗（CVL）被应用于人乳头状瘤病毒的研究。

K8.000 样本检索
运输或分析样本的检索，需要严格执行库存和追踪的方案，并严格执行冰箱及其他贮存设备的安全标
准。

K8.100

样本的贮存位置

样本放置位置的检索必须纳入样本库存管理系统之中（详见 I2.000 库存管理系统）
。样本申请单应根
据样本的申请、追踪和库存流程来制定。申请单递交至样本库之前，根据 SOPs 和 QC 标准对其内容进
行审核。

K8.200

样本检索

根据样本的申请单查询样本位置并取用。对于冰冻样本，取用时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可能至少需要
两个人来操作。如果可能的话，取出的样本应保持其贮存温度（例如保存在 –80 ℃ 的样本应在查找过程
中置于干冰上）
。贮存在液氮温度下的样本，必须用镊子取用，避免样本与手接触，以防止其温度升高。
工作人员应确定已找到所有申请的样本。还需进行质量控制核对，确认已找到申请单上列出的所有样
本。
如果样本出现丢失，按照方案对失踪样本进行定位。应更新库存系统，体现出样本丢失或样本入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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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错位置的情况。
最佳实践：应进行独立的质量控制以确保检索到正确的样本。
最佳实践：应建立机制，在重要样本的最后一个分装被使用之前，对其做出预警。

K8.300

解冻、再升温和分装样本

K8.310 液体和固体组织
冰冻组织样本的解冻应在室温下短暂放置，或在冷藏温度（4 ~ 8 ℃）下过夜。放置在树脂试管中的
样本可以直接在室温或 37 ℃ 水浴中解冻。水浴时应防止表面水分进入样本容器中。对于玻璃化保存的
样本，重新升温的方法至关重要，需要分段升温或迅速升温，以确保样本达到 Tg 时不会形成冰晶。
为了满足多个终端用户使用需求，大体积的液体样本（如血清、血浆、尿液）可能需要分装。根据所
需体积和最终分析需求，采用合适的吸管和枪头。为了避免污染，不同的样本应使用不同的枪头。
有一种新的切割融解系统可以替代样本的解冻分装，其原理是电动机产生声波和线性振荡运动。该系
统可从冷冻生物样本中取出所需的部分，而不使该冷冻样本其余部分解冻。
最佳实践：应在生物安全柜内打开样本容器进行样本分装。使用无菌试管和移液器避免样品污染。
K8.320 活细胞
冻融速率及方法会严重地影响细胞活力。应建立准确无误的冻融操作方案，包括相应的冷藏介质（冷
冻保存液）
、设备和冷却速率的确认，确保样本现在和将来的使用（详见 K4.100 生物保存/冷冻保存）。
尽管对样本进行缓慢冷却是保持冷冻样本细胞活性的最佳方式，而当从冰冻状态解冻时则是相反的情
况。把试管置于 37 ℃ 水浴中短时间解冻是可行的，但此过程若过长，会对某些类型的细胞造成损害。样
本应当迅速解冻，使可见的冰晶融化即可，样本的温度仍会维持在冷藏条件（2 ~ 8 ℃）
。采用合适的介质
对细胞进一步迅速稀释，最大限度地减少冻存介质的毒性。然而，应对稀释方案（其中可能包括几个常规
洗涤步骤和冷冻保护剂的清洗）进行优化，以避免渗透引起的细胞损伤。对于玻璃化保存的样本，其冷却
和重新升温的优化管理比较关键，以确保形成和维持稳定的玻璃态，防止重新升温过程中的脱玻璃化和产
生冰晶核。因此，对于控制冷冻速率的方案，也应包含玻璃化的急速冷却和重新升温的管理制度。
K8.321 细胞活力评估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测定复活细胞的数量，包括染料排斥法（即台盼蓝）或四唑盐染色，及荧光染色法
如荧光素二醋酸染色。在静止的细胞群体中对活细胞进行精确测量是困难的，所以常规的存活率分析是必
不可少的，在某些情况下，应进行功能分析实验和记录细胞分裂与生长的数据来验证。如前所述，迟发性
细胞的死亡导致了在解冻后即时细胞活力评估和长期细胞活力和功能评估之间存在差异。因此，采用多种
方法评估解冻后细胞活力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解冻后细胞活力恢复（可称为真正的产量/活力）的评估方法
可有多种，主要包括 LIVE / DEAD 检测，细胞死亡的机制检测（如膜联蛋白 PI 检测），代谢实验（如
AlamarBlue 或 MTT 试剂），细胞功能检测（依赖于细胞类型），解冻或重新升温后多个时间点（尤其是
迟发性细胞死亡的时间）的检测。

K9.000 样本接收
接收样本应遵循 SOPs。对样本库所有的外源样本进行确认，并保存样本库的收样纪录（详见 G4.000
记录保存期限）。收样记录应包括收到样本的日期和时间，跟踪快递服务，检验包装和贮存容器是否有明
显的损坏迹象，确认样本运输过程中使用的冷却剂，核对实际样本与清单及所有问题记录。如果在托运过
程中有数据记录器，应对其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发生了不利的温度峰值。上述记录应形成记录模板，并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修改。记录人员对自己的记录内容要签字确认（姓名/签名/日期）
。
最佳实践：在装运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应和发件人沟通，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问题。运输冷藏、
玻璃化和冻结状态的样本时，应特别注意温度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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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章

生物样本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L1.000 概述
生物样本库是连接研究参与者和科研机构的纽带，在科学研究中，生物样本的采集、贮存、分发和使
用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在国际间，生物样本的采集与使用遵循着不同的法律和政策，这些
法律和政策之间甚至会偶尔发生冲突。因此，样本库应当谨慎地开展日常工作和国际间样本及数据交流。一
些国家的法规规定了样本采集、使用和样本进出口（详见 J 章 包装和运输）的相关伦理问题，相关法规
和指南的参考链接详见附录 A。

L2.000 人类生物样本的采集
很多文件已重点讨论过开展样本捐赠者相关的伦理问题，其中包括《赫尔辛基宣言》，该宣言由世界
医学协会在 1964 年起草，后经多次修改，最近一次修改在 2008 年。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 1979 年 4
月出版的《贝尔蒙报告》也讨论过这些议题，该报告包括以下一些基本条款：
·在实施与人类相关的科学研究之前，必须取得患者自愿签署的知情同意书。
·研究必须由专家进行良好的设计和实施，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为了保证患者的利益，必须严格控制研究中的潜在风险，并且确保这些风险不超过预期发现带来的
利益。
·提供动物实验的相关数据，以确信进行人体实验是必要的，并且是获得必要信息的唯一途径。
正确理解人类样本研究中法律和道德问题所涉及的关键术语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术语描述了样本与捐
赠者是否关联以及如何关联，在不同背景下这些术语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和表达意义。关键术语的定义详见
附录 B。
人类样本和相关数据的采集、贮存和使用必须建立在对个体的尊重、隐私保护和保密的基础上。另外，
样本库必须遵守关于人类研究最新的国家法规，隐私保护和其他相关的国家/区域/地方性法律法规。有些
国家或地区禁止在生物研究中使用胎儿组织、胚胎以及胚胎干细胞。相关领域的研究必须遵守适用于人类
样本的采集和进出口的法规，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

L2.100

人类受试者审查委员会（伦理审查委员会）

人类受试者审查委员会（机构审查委员会或伦理审查委员会）是由正式机构指派成立的委员会、大会
或团体，对所有生物医药实验的发起和进行过程进行定期的审查和认证。应当对所有生物医药实验所需样
本的采集、贮存、运输和使用环节进行评估以确保在这些程序中受试者的利益能得到保护。

L2.200

知情同意

样本采集和保存的知情同意是指捐赠者获取足够的信息能够自主地决定是否向样本库捐赠样本和个
人信息，以及是否同意样本和信息用于未来科学研究。提供足够的选择机会，使得潜在的捐赠者或捐赠者
代理人充分考虑是否参加实验，将使用胁迫或诱导手段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所有关于捐赠样本的信息材料
必须通俗易懂，便于捐赠者做出决定。
知情同意可以是针对某一具体的研究，也可以是前瞻性研究。在前瞻性研究中应提供未来科研中样本
使用情况的基本信息，并且该研究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和政策。建立相应机制确保该样本的使用不
违背初衷（如人类委员会审查机制或符合相应法规和指南的机制）
。
捐赠者有权撤回知情同意，并要求销毁样本库里未使用的样本及相关数据，除非样本及数据是匿名的，
并与捐赠者不产生任何联系。明确规定捐赠者提出销毁样本的条件和如何启动样本销毁程序，并将其附在
捐赠者的知情同意书上。
最佳实践：进行任何样本采集都必须取得捐赠者的知情同意书，除非权威的伦理委员会根据适当的法
律及法规确定可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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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300

研究风险防范

应当降低研究过程中的风险，并确保研究成果产生的效益超过潜在风险带来的危害性。风险防范包括
减少样本和（或）数据采集过程中对捐赠者产生的心理和生理危害，同时确保样本和数据采集过程不会影
响捐赠者日后的治疗。
人类样本库必须严格执行如下章程，以保护捐赠者的各项隐私：对所有样本和数据均进行匿名处理；
对所有样本和数据进行编码管理和（或）删除全部身份识别信息；安全贮存样本和数据；对所有样本和（或）
数据设置访问权限；设置防火墙，以防样本使用者获得捐赠者的身份信息。此类防火墙可以阻断不合法的
信息交流（如将捐赠者信息泄露给实验者，或将未验证的研究结果公布给捐赠者）。此外，除非经伦理审
查委员会批准，样本使用者才可以访问捐赠者的身份信息，否则捐赠者的身份信息必须在样本提供给使用
者之前删除。
最佳实践：样本采集过程不可对患者治疗带来负面影响。
最佳实践：捐赠者的一切个人隐私信息均须得到妥善保护。

L2.400

对于精神障碍者的样本采集

对于当捐赠者无能力自行签署同意书时的知情程序应特别谨慎并予以关注。这些人包括：服用大量镇
静剂者、痴呆症患者、意识障碍综合征患者（如昏迷者、脑死亡者、闭锁综合征患者及植物人）
。在 1996
年英国医学大会和 1999 年美国神经学学会伦理与司法事务会议上，正式发布了关于对精神障碍的捐赠者
进行管理的伦理指南。针对有精神错乱或者精神障碍的捐赠者，捐赠者亲属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在知情同
意书上代表捐赠者签字。有的国家则要求无论什么年龄、什么精神或病理状态的捐赠者都应获知知情同意
的信息。

L2.500

尸体样本采集

尸体样本可能来自医院、指定机构或验尸官事务所的尸检过程。这必须有样本捐赠者（如在协议上签
名同意向科研机构捐赠尸体）
、子代亲属或法定监护人的签字授权才能进行。在美国，有的州即使捐赠者
本人生前同意，也还必须经由子代亲属签字方可生效。此外，由于 mRNA 和许多蛋白质易于发生酶促降
解反应，因此在捐赠者死亡后迅速获取器官和组织就显得特别重要（专业上称为“快速尸检”）。
为了促进从尸体解剖中获得更多的人体组织用于研究，很多欧洲国家已经着手建立法律框架：一种方
案是“选择加入”，潜在捐赠者需要事先注册加入；另一种方案是“选择退出”，该方案推定人们表达同
意捐赠，除非他们登记了反对声明（Jacob，2006）
。

L2.600

用于遗传分析的样本

有些样本库采用“类别性同意书”（即允许参与者自由选择参与研究中部分项目）或为此设立独立项
目的同意书，当捐赠者的样本可能被用于遗传检验或变异分析时，供捐赠者签署。从生物样本中获取的遗
传信息会贮存至数据库，保护这些信息的私密性以及数据库本身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目前，部分国家已经
制订了一些保密标准。然而，除私密性以外，随着遗传研究数量激增，越来越多复杂的伦理问题也浮出水
面，比如是否告知捐赠者研究结果，是否告知捐赠者亲属遗传信息鉴定结果（尤其是尸体样本的遗传信息），
是否告知亲属潜在的疾病风险，是否要求捐赠者亲属配合进行遗传基因测试，以及是否建议其亲属寻求遗
传咨询。这一系列的伦理争议如今仍未圆满解决，尤其当死者的疾病尚无治疗手段时。此外，在一些司管
辖区，除经授权的实验室外，任何机构不得公布实验结果。而且，实验报告结果及其解释也未必完全正确，
相反地，甚至会对患者造成伤害。因此，在制定生物样本采集方案及知情同意时，以及将研究结果交给受
试者、受试者家属和医生前，研究者与伦理委员会进行讨论非常重要。

L2.700

对特定民族、社会群体的特殊要求

某些情况下，即使保证个人信息不泄露，某些民族或社会群体仍然会因研究结果的公布而承担风险。
此外，一些特定的少数民族或社会群体会对样本的处置有特殊的要求，样本库需要尊重他们的特殊信仰。
最佳实践：若某些研究需要关注某一特定群体，最佳方法是在研究设计、知情同意程序、样本使用和
结论公布方面征求该群体代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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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800

儿童样本采集的特殊要求

L2.810 儿童捐赠者的登记
对于儿童捐赠者的样本的采集、贮存和分发有更多伦理方面的考虑，尤其在获取知情同意方面
（Kaufman, et al. 2008）
。儿童样本采集须遵守所有上述关于成人样本使用的要求，这其中包括伦理审核委
员会对研究流程的授权批准、对研究过程的风险控制（隐私泄露的风险）和样本资源的使用终止。儿童捐
赠者的年龄很重要，需要详细的记录（如年、月、日）。当然，具体的儿童样本采集的法律要求，可能因
国家或地区而异。
L2.820 家长许可和儿童同意
低于特定年龄（具体依不同国家地区而异）的捐赠者无法自主签署有效的知情同意书，在这种情况下，
得到捐赠者父母的允许和儿童本人的同意，可以由父母代签知情同意书。许可内容须包括：帮助捐赠者了
解其身体状况、告知预计的实验结果和治疗手段，并且征询捐赠者对建议疗法的意愿（详见 1995 年美国
儿科学委员会生物伦理学会议）
。
无论是从本质上还是内容上，针对儿童捐赠者和成年捐赠者的知情同意书的文件规定都十分相似，区
别仅仅是前者的捐赠者为儿童而非成年人。家长同意文件包括采集、贮存和运输在内的实验流程描述、实
验风险和利益、除了参与之外的其他选项以及退出机制。在获得家长同意的过程中，须与儿童捐赠者的家
长或监护人就研究的参与度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以期获得充分的理解。
得到家长同意后，还应该根据儿童的年龄和发育水平来征询儿童同意。工作人员须使用儿童能理解的
语言就研究和程序进行讨论，还应给予其提问的机会，从而获得儿童本人的同意。与获得家长同意一样，
有些关键议题必须告知儿童，比如他们并非必须参加该研究，或他们可以在今后任何时候决定退出研究。
对于无读写能力的儿童，如果伦理委员会批准他们参与实验，可以口头表达知情同意书的内容。而对于有
读写能力的儿童，则必须使用正式的儿童同意书。同意书须表达清晰、易懂且能鼓励儿童提问、质疑。总
之，与获得家长知情同意的过程一样，获得儿童许可的过程应是一个自由分享信息的互动的过程，并且在
双方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L2.830 捐赠者的年龄问题
在捐赠者法定成年之前，只有获得家长或监护人许可才能进行儿童样本采集。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时
候儿童同意书可以转为正式的知情同意书，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有待伦理审查委员会来决定。应该按
照儿童的情商、发育和认知能力来设计相关文件和流程。如果儿童捐赠者为青少年，样本库可以向其提供
和成年人一样的知情同意书，但仍须先得到合法的家长同意书；当捐赠者达到法定年龄后，再向他（她）
提供一份新的知情同意书。
最佳实践：样本库须咨询伦理审查委员会，并经其讨论决定达到法定年龄捐赠者是应重新签署知情同
意书，还是由伦理委员豁免知情同意书。
L2.840 同意书和（或）许可书的撤销
必须告知儿童捐赠者及其父母/法定监护人，他们任意一方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利撤销许可或同意书，或
拒绝参与进一步的实验。

L3.000 动物样本采集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大多数从事动物模型科研工作者认为，给动物提供良好的福利往往能带来同样良好的实验效果。为了
减少动物实验量、减轻动物的痛苦从而提高实验效率，在动物操作过程中应遵循 3Rs（减少动物使用数量、
改善动物生存环境和设法寻找活体生物替代品）原则。
根据 1986 年的动物法、2006 年的动物福利法、英国动物健康和福利战略的法律和伦理要求，应当
改善生物实验的流程以减少实验的负面作用并取得最大的利益，同样在欧盟和国际范围内也有此要求。然
而，由于种种原因，流程改善始终难以执行（Hartley, et al. 2004; Karas, 2006）
。
1979 年，英国农场动物福利委员会颁布了“五个免除或自由”原则，这五个原则可以作为实验动物
福利的重要指标。五原则分别是：①免除伤病；②免除身体不适及饥渴状况；③免除痛苦；④表达正常情

44

感和动作的自由；⑤免除沮丧和恐惧。任何动物研究机构应遵守这五个原则，从而减轻实验对其带来的负
面影响。
现今，实验室或者繁殖基地处死动物的原因主要有：
·已过适宜繁殖时期。
·为科学研究提供血液或其他组织样本。
·实验结束后或持续的不良反应。
·由于动物感受到的痛苦超过一定范围而强制停止实验。
·考虑到动物健康和福利问题。
·没有实验价值的性别或类型。
为了保障动物的福利，安乐死标准应遵循如下规则：安乐死过程应采用无痛且迅速致死，尽量避免捆
绑且避免造成恐惧的方法；与动物的年龄、物种和健康状况相适应；必须减轻动物的生理痛苦和心理压力。
实施过程应安全可靠、可重复、不可逆、易操作（小剂量用药）以及对于操作者安全无害。二氧化碳在鼠
类安乐死中运用广泛，主要因为其低成本和便捷性。然而，二氧化碳致死法目前仍有异议，建议配合采用
其他措施，如使用麻醉剂来免除动物的恐慌或痛苦，或者拉断颈椎从而确保被灌毒气的老鼠死亡。
在实验过程中，由于限制动物使用数量会大大增加试验动物的痛苦，因此，限制动物使用量可能反而
会带来更多弊端。所以，研究者应更关注于“最小化”动物的使用，而非简单粗暴地“限制”动物实验的
数量。
通过协调不同动物资源中心的程序，期望通过最小化/消除分析前混杂变量和科研结果的可比性来减少
实验研究的动物数量。这种协调统一的方式带来更好的动物福利标准，动物和科学都将获益良多。

L4.000 野生生物样本的采集许可
野生生物的采集受国家和国际法律法规的限制。若不遵守这些法律，就会对当地的生态多样性造成不
可逆转地破坏，且违背各国公平共享生物资源的宗旨。因此，在进行科考行动前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
这些许可通常包括：地区或国家的样本采集许可证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
许可。同时，应该考虑生物样本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些许可常需数月的审批。此外，许可证往往是
非常具有针对性，所以许可应包括目标样本及其衍生物（活体样本—活细胞—固定组织—DNA 等）
。

L5.000 样本及数据的分发与共享
样本库须为其采集、贮存和共享的样本和数据承担监管责任；建立完善的机制，保护样本和数据的安
全，维护捐赠者的各项隐私，以确保样本可在获得各方准许的情况下被使用（详见 M2.000 访问和使用）
。
国际生物样本的交流不仅基于样本本身的共享，也可拓宽至工作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等领域。例如，
2011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秘书长推荐由瑞士国家科学院建立的利益获取和共享机制，这里面包括一份
利益获取和共享机制的草案、详细的案例研究和指南。
最佳实践：样本和（或）数据应仅提供给有符合伦理要求的科学研究，并为其作出贡献。

L5.100

样本库的停用

样本库若因某些原因须要停用，在停用前须制定详尽的转移计划。样本和（或）数据如需转移到第三
方，应符合知情同意书中关于样本及数据获取的规定。

L5.200

生物样本的伦理销毁

对于特定人群来说，生物样本的销毁还要考虑到伦理问题。考虑到受试者人群及样本库本身的特性，
在某些情况下，样本库和研究人员需按照当地的法律、伦理及安全规则，销毁仍未使用的样本。此外，研
究人员还需向样本库归还未使用的生物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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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章

样本的访问，使用和销毁

M1.000 概述
样本的所有权从患者（研究参与者）到临床护理人员，转移到样本库，最后到终端研究人员。临床诊
断需要的样本不应提供给研究者使用。
样本库应该确保样本和数据的质量，保护捐赠者的隐私和保密性，并确保所有共享样本符合知情同意
和隐私保护的标准（获取样本和数据时要遵循的标准）
（Ravid, 2007）。样本库应该使发起人和捐赠者，甚
至公众了解这些政策。
最佳实践：样本库应给工作人员进行有关样本访问、样本使用政策方面的培训。

M2.000 访问和使用
M2.100

访问和使用政策

样本库应制定有效的书面制度，对样本的共享和分发以及样本和数据合理使用的流程进行考察，做出
规定。
样本访问政策应该遵守现有的规则、规章制度和相应法律。如果研究人员要访问和使用样本或数据，
不仅需要获得人类受试者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还应事先获得样本库的相关文件批准。
最佳实践：人体样本和相关数据的使用，应确保捐赠者的信息受到保护，除非研究中必须用到这些信
息或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为可用信息。

M2.200

样本使用申请的审核

样本的使用申请应进行科学或行政复议，确保样本的妥善使用。审核需要考虑以下因素：拟研究项目
的科学价值和潜在影响；该研究能否恰当使用样本和是否符合样本库构建的初衷；特定类型的样本是否可
用；研究设计是否合理和资金是否充足；是否符合公共健康利益；研究风险；科研队伍和科研环境的法律
和伦理方面的认定和资格。审核还应该谨慎考虑稀有样本、具有丰富信息的样本和需要额外处理、分析前
或特殊处理的样本的使用申请。
最佳实践：样本和相关资料的使用应符合知情同意和授权标准。
最佳实践：样本库应该具有详细文件明确规定共享样本和数据的流程，申请使用有限样本和数据的优
先条件和申请使用稀缺资源的评估机制。使用申请应由合格人员及时进行审核。

M2.300

数据共享

M2.310 数据类型
样本有两类数据：样本的具体数据和捐赠者的具体信息数据。这两种数据包括身份识别和非身份识别
的信息。
样本的具体数据是唯一与特定样本（例如一份组织、一瓶液体）关联的数据。例如，样本的具体数据
包括样本数量（如体积、重量）
、质量（例如 RIN 值、缺血时间）和贮存条件（例如媒介贮存、防腐剂、
石蜡包埋）
。
捐赠者的具体信息数据包括从现有的记录中收集的临床或生物数据（例如诊断情况、治疗史、家族病
史、危险因素、实验结果）
、数据库（如患者登记的信息）
、捐赠者的身份信息（例如姓名、现场鉴定、健
康记录、种族）和生活环境数据（例如大气污染、地理特征、天然和人为的有毒物质、火山和垃圾）
。
M2.320 数据传输
如果样本的来源等具体数据能够和样本同时提供给研究人员，这种样本更为有用。因此，样本库提供
的样本及其一套相关的信息可以帮助科研人员解释和分析科研结果。使用这些数据时必须遵循相关的法
律、法规（包括知情同意书、协议书和样本库管理需要的其他文件）。对人类样本来说保护受试者（捐赠
者）的身份和隐私是很重要的。如果可能，应该删除受试者所有的身份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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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样本库规章制度的制定应遵循相关的法规和条款，包括知识产权的转让、知情同意、伦理
和隐私标准以及数据共享协议。
M2.330 数据安全
样本库向用户发送数据时，应仔细考虑现有的数据传送方法。例如因特网传输虽然方便，但要考虑用
高科技技术安全加密。传输数据时还应考虑传输的物理设计（如磁盘、磁带）的安全性。
如数据通过快递传送，最好选用标准的邮政服务，并有可靠的跟踪机制。推荐使用加密方式，避免有
交付错误或其他差错。
最佳实践：样本库应确保数据传输安全，最大限度地降低数据被截取或未经授权的使用风险，尤其是
当数据中含有捐赠者的身份信息时。
最佳实践：样本库应指明数据接收方，采取保护数据安全的措施，建议使用密码保护或加密。

M2.400

利益共享

利益共享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处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或数据时。样本研究成
果的“利益”共享，对于确保资源供应方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是很重要的。利益共享这个概念主要是针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的，旨在讨论发展中国家在提供植物和动物样本时如何受惠。《生物多样性公约》是由
150 个国家签署的国际协议，尽管没有明确在样本研究中如何进行利益共享，但涉及了避免剥削的约定（例
如在发展中国家）
。样本库利益共享的方式有很多，这些方式包括技术的共享、人群研究成果的共享和将
样本安全备份贮存于有实践经验的样本库。有的国家（如印度）规定，只有在本国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研
究项目中，才允许样本境外使用。这样有利于促进技术交流和当地科研基础设施的发展。
最佳实践：采集、贮存、分发、使用和处置样本应尊重捐赠者的意愿和风俗习惯，并将对社区、人群
和群体等可能造成的危害降到最小。
最佳实践：样本库样本和数据的进口，要尊重提供国的自主权并确保其公正和公平的利益。

M2.500

发表文章和向样本库提供数据

发表文章时应注明为其提供样本的样本库。提供样本之前建立作者身份指南，说明样本库仅是样本提
供者还是样本库工作人员也参与研究，如果有样本库工作人员参与研究，那么应该被视为联名作者（例如
样本库通过提供超出常规的服务，可能包括数据分析或手稿准备等大量的智力投入）。
许多样本库都需要提供一份年度报告，给投资机构介绍样本库提供的样本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出于
这个原因，研究人员可能需要向样本库提供文章摘要、介绍、出版物、专利申请、基金等。
有的样本库可能会要求样本使用者提供个别样本的研究数据（包括总的研究结果或个体的数据）。所
需的数据格式包括：分析样本为基础的文章摘要、文章、数据汇总以及完整的实验数据集。样本库也可能
要求阐明用于生成或处理数据的分析方法及 QC 方法。了解这些数据，再结合样本库的目的和性质，对提
高样本库的价值有帮助。特别是对有价值的样本数据，应当制定数据提供政策。样本库管理人员可以通过
分析共享的样本数据，评估其是否符合样本库初衷（样本库管理者应当通过检索共享样本分析数据来考虑
其目的是否得到满足）
。
样本库的数据使用目的会影响其他方面的数据采集。样本库可能会要求研究人员提供个别样本研究数
据或总的研究结果，原因如下：
• 评估样本库的价值和成就。
• 其他研究人员使用同一捐赠者的同一样本时可以共享其数据。
• 对数据进一步分析，以期获得新发现。
样本库应明确样本使用者必须提供数据的截止日期。设置标准日期（例如出版后 12 个月或研究完成）
或者根据项目设置日期。样本使用者需要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发表文章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最佳实践：样本的研究结果公开发表时，一定要注意保护捐赠者的隐私。为了充分保护捐赠者的隐私，
通常都是给使用者提供“无识别”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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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600

材料转让协议

材料转让协议（MTA）
，是两个机构之间转让有形样本的一个管理合同，即当使用者需要样本来做研
究时，使用者和提供者签定的协议。MTA 可以明确规定双方对于有关的材料及衍生产品的权利。生物材料，
如样本、反应底物、细胞系、质粒和载体是最常见的转让样本。MTAs 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材料，如化学
成分，甚至一些类型的软件。
如果不签署 MTA，也可用其他类型协议代替达到同样的目的。
M2.610 样本的 MTA
样本转让的 MTA（或其他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 转让目的。
• 样本使用权限（样本使用方不能对申请样本备份保存、出售或再分配给第三方）
。
• 保护隐私和保密的要求。
• 重新识别限制（
“无识别”样本）
。
• 生物安全培训的要求。
• 知识产权。
• 版权。
• 提供研究数据。
• 任何其他因素。
最佳实践：在运输之前应执行 MTA 或类似的协议，记录材料转出过程中有关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应
尽快制定协议，因为在转让开始之前，法律或监管部门可能需要时间审核批准。
M2.620 信息共享
样本库与他人共享样本相关信息时同样需要与使用者签署协议，此项协议可以单独签署，也可以作为
样本转让协议的一部分。协议的内容应包括：
• 数据描述。
• 数据使用目的。
• 是否允许再分配或转发数据，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再分配和转发。
• 保护数据，避免未经授权的访问。
• 数据传输后仍然要保护捐赠者的隐私和信息（禁止认定受试者身份和公开可识别身份的信息）
。
• 数据使用要符合伦理委员会要求，或适用动物使用许可或其他要求。
• 传输数据的所有权、使用和控制。
• 研究完成或终止协议后数据的处理（销毁）
。
• 协议条款，赔偿，费用支付，权利及研究题目。
最佳实践：样本库应与样本相关数据接收者签署 MTA 或类似的协议。

M3.000 样本清理
样本清理是审查样本并对需要清除的样本进行销毁和转移。因贮存空间有限或控制成本的需要，应定
期进行样本清理。样本清理的其他原因可能包括：知情同意书的问题、监管变化、协议的修改或样本的完
整性有破损。
应建立样本清理和转移制度，在样本完成最初目的、不再符合研究目的或捐赠者要求撤销样本时起指
导作用。应将这些制度清楚公开地告知用户和潜在用户。样本库还需考虑清理样本的成本，比如从贮存容
器中查找、销毁或转移样本所需的费用。
最佳实践：在样本采集开始之前应制定样本清理制度。
最佳实践：定期评估样本价值。
最佳实践：样本库还应该建立追踪系统，来追踪样本的销毁或转移。该系统应包括样本历史、样本相
关记录、样本清理原因等文件。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复议是有必要的，可以帮助检查是否有其他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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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利用该样本，并在相关部门同意后提供给对方。样本清理记录应与样本库的其他记录一起入档（详见
G 章 记录管理）
。

M3.100

样本销毁

很多因素可以决定是否销毁样本。具体原因如下：
• 样本所有的身份识别信息丢失。
• 设备故障导致样本不可用。
• 由于反复冻融导致样本分子结构被破坏。
• 样本库主管离开而且样本关键信息丢失。
• 知情同意要求，研究设计或制度规定。
• 很少使用。
• 有新的研究表明样本具有生物危害。
• 采集或贮存的样本超出研究方案。
• 捐赠者不符合样本采集资格或病情变化。
最佳实践：样本库应评估和记录样本的损坏程度，并说明何时损坏和损坏原因。这对于样本库质量管
理很重要，可作为样本库改进的一个指标。
M3.110 样本的安全处置
在讨论样本库安全管理的部分（E 章）已经要求对工作人员做安全防护培训（例如所有样本均应被视
作具有潜在的生物危害性）
。可能接触到人体样本的样本库工作人员应接种疫苗，预防疾病风险。而且也
应定期检查这些工作人员的免疫水平。
相应的安全措施应该扩展到接收生物样本的客户。即必须告知客户生物样本相关的潜在危害，并签署
相关协议，采用必要的安全方法处理样本。这项协议默认，一旦签署就表示客户认同，对于任何不安全的
生物样本处理所导致的健康风险或损伤，样本库将不承担责任。
M3.120 样本转让
样本库需要转让样本时，新管理人员要确保了解被转让样本的知情同意、所有权和相关文件。如果样
本用于新的用途则需要伦理审委员会重新审查。材料转让协议（MTA）中应注明样本被批准的用途。在成
本核算时，要考虑到样本的检索和运输及托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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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网络资源

这些网络资源仅供参考，ISBER 不保证任何信息的准确性。
主题

网站

组织

样本使用和利益分享

http://abs.scnat.ch

Swis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动物福利

http://homeoffice.gov.uk/science-research/animal-r

Animal Health and Welfare Strategy for Great

esearch/
生物资源中心的最佳实践

http://www.oecd.org/dataoecd/7/13/38777417.pdf

Britain, Home Offic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生物伦理学

http://bioethics-international.org/iab-2.0/index.ph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Bioethics

show=objectives
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

http://www.bioethics-singapore.org/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ttee, Singapore

生物样本库方案

http://www.abrn.net/protocols.htm

Australasian Biospecimen Network

生物安全

http://governance.iarc.fr/ENG/Docs/safetymanual.

The Division of Biosafety and Biotechnology

pdf

(SBB), Scientific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in Belgium.

生物安全

http://www.ebsaweb.eu/Resources.html

European Biosafety Association

生物安全

http://www.ebsaweb.eu/ebsa_media/Downloads/Bi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safety7-view_image-1-called_ by-ebsa.pdf
生物安全

http://www.cjd.ed.ac.uk

UK Surveillance Unit for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采血方案

http://www.csmc.edu/5455.html

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 Cedars-Sinai

生物多样性公约

http://www.cbd.int.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

http://www.cites.org

IUCN (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4/RAN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National Cancer

贸易公约
人类组织库的案例研究

D_MG120.pdf

Institute

化学品和实验室资源

http://www.neis.com/environmental_resources.html

Chemindustry.com

化学品安全

http://www.cdc.gov/niosh/database.htm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 U.S.

化学品安全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afewo

化学品安全

http://www.cdc.gov/niosh/chem-inx.html

rk/cis/products/icsc/ dtasht/index.htm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
Master Index of Occupational Health Guidelines
for Chemical Hazards (NIOSH), U.S

化学品安全

http://www.who.int/ifcs/en/

Intergovernmental Forum for Global Chemical
Safety

化学品管理

http://www.environment.gov.au/settlements/chemic
als/index.html

用电安全

http://www.ehs.uconn.edu/Word%20Docs/Electrica
l%20Safety%20in%20the%20Lab.pdf

干冰安全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

干冰安全

http://www.ercweb.com/resources/viewreg.aspx?id

?uri=CELEX:32008R1272:EN:NOT.

=6779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 (EC) No 1272/2008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nvironmental Resour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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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环境健康

网站

组织

http://www.environment.gov.au/approvals/index.html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样本库设计

http://www.ehponline.org/members/1995/Suppl-3/
wise-full.html

伦理委员会

http://www.hugo-international.org/committee_ethic

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

s.htm
伦理指南

http://www.moh.govt.nz/moh.govt.nz/moh.nsf/inde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Health

xmh/guidelines-use-human- tissue
危险品防护

http://www.healthsystem.virginia.edu/internet/epine
t/subpage2.cfm

Exposure Preven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University of Virginia, International Health
Care Worker Safety Center

通用安全

http://www.osha.gov/comp-links.html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Labor, USA

通用安全

http://www.lbl.gov/ehs/pub3000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lifornia, U.S.

档案管理

http://oma.od.nih.gov/ms/records/recdisp/index.html

受试者

https://wcd.coe.int/ViewDoc.jsp?id =977859

Council of Europ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受试者

http://www.hhs.gov/ohrp/international/HSPCompil

Office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s, U.S.

ation.pdf
受试者

http://www.hhs.gov/ohrp/humansubjects/guidance/
45cfr46.htm

受试者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rh/cfdocs/c
fcfr/CFRSearch.cfm

受试者

http://www.hhs.gov/ohrp/policy/index.html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受试者

http://www.hhs.gov/ohrp/international/

U.S. Office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国际疾病和健康问题的统
计分类
实验室自动化

http://apps.who.int/classifications/apps/icd/icd10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line/
http://www.slas.org/

Society for Laboratory Automation and Screening

实验室标准建立

http://www.clsi.org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NCI 生物标本的最佳实践

http://biospecimens.cancer.gov/NCI_Best_Practic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ational Institutes

s_060507.pdf

of Health;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自然历史博物馆利益分享
实践

http://www.canmexworkshop.com/documents/pape
rs/III.5d.2.pdf

从业人员健康和安全

http://governance.iarc.fr/ENG/Docs/safetymanual.

从业人员健康和安全

http://www.ccohs.ca/

International Expert Workshop on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and Benefit Sharing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pdf
Canadian Centre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包装与运输

http://www.iata.org/index.htm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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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网站

包装与运输

组织

http://www.icao.int/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包装与运输

http://hazmat.dot.gov/hazhome.htm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植物样本采集方案

http://www.uaf.edu/museum/herb/howtocoll.html

University of Alaska, U.S.

隐私保护

http://www.hhs.gov/ocr/hipaa/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隐私保护

http://privacyruleandresearch.nih.gov/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隐私保护

http://www.usdoj.gov/oip/04_7_1.html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辐射保护

http://www.jmu.edu/safetyplan/radiology/advisoryc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病理实验室资源

http://www.cap.org/apps/cap.portal?_nfpb=true&_p

ommittee.shtml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ageLabel =reference
组织采购方案

http://www.tubafrost.org

European Human Frozen Tumour Tissue Bank
(TuBaFrost) Project

组织采购方案

http://www.bd.com/vacutainer/pdfs/plus_plastic_tu

Becton-Dickenson

bes_wallchart_orderofdraw_ VS5729.pdf
化学品的跨国运输

http://www.basel.int/

The Basel Convention.

传染性物质运输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bio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fety/WHO_CDS_CSR_LYO_2004_9Final.pdf
安全运输

http://www.cta-otc.gc.ca/legislation/index_e.html

Canadian Transportation Agency

野生动物贸易法规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ites/legis_wildlif

European Council Regulation No. 338/97

e_en.htm

附录 B

术语的定义

除非另外有特殊说明，本文中涉及到的重要专业术语都以下面的定义为准：
安全性

避免危险及伤害发生而制定的流程、程序或使用的技术。

保存

在样本处理和贮存过程中通过使用化学试剂，改变环境条件或者其他手段来防止或延缓样本生物或物理性能的退化。

标签

任何印在或贴在样本容器或包装上的手写、印刷或图形材料。

标识符/识别信息

可以识别主体的信息（如姓名、社保号码、医疗记录或病理号码等）
。对于某些样本，这些信息可能包括

分类学上的名称和收集时的编号。
冰晶核

是指样本在冷冻过程中最初形成的冰晶，也被称为“晶种”
。这是在控制样本冷冻速率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玻璃化

是指不定型物质在快速降温过程中出现液态和玻璃态两种不同物质状态的一种动态现象，物质处于这两种不同状态

时其物理性质也不同。
玻璃化温度（Tg） 是指液态物质转变为玻璃化状态的一个特定的温度，在此温度点，物质的黏稠度大大增加，以至于看起
来象是处于固体状态。由于极高的黏稠度，物质分子因活动性大大降低而出现分子重组，同时也就显著减缓了物质原来因
各种反应而变性的速度。
不良后果
采集

由于某些不可预见的不良因素或者副作用而导致样本的完整性受损的现象。

是指获取某个样本的过程或技术（也可参考“查找”
）
，也可以指已经明确研究目的而经过特别方法获取的一个或多个

样本。
查找

是指在样本周期中需要移动、接收、返还、收集或采集样本的不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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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为取得特定结果而设计的一系列步骤。

处理

在样本采集与分发之间的所有流程，包括准备、测试、入库和贴标签。

处置

样本最终处理。

冻干

在真空条件下将冰冻样本中的水分转换成气态从而对样本进行脱水后存储。

杜瓦

一种盛放液化气体的特殊容器，也被称作杜瓦罐或杜瓦瓶。

分发

是指从样本申请单的接受、样本选择、最终核查、到运输至另一样本库、样本采集中心或实验室的过程。

分析物

是指可以用来测定定量的成分，包括任何一个元素、离子、化合物、反应产物、因子、感染性个体、细胞、细胞器、

活性、性能或者是其他有待确定因素。
分装

是指将样本分成几份并贮存到单个容器中的过程，分装后的样本即成为独立的样本个体，“分装”一词语也可以作为

名词用来表示一个样本。
干冰

固态的二氧化碳，CO2 的固化温度是 –78.5 ℃。

干燥

水分流失的过程。

干燥液氮罐运输
环境监测系统

用于运输保存在气相液氮中样本的容器。
是指自动化的中央控制的监控系统，主要是监控环境变化以及在远程访问电子数据库和其安全性方面出现异

常时发出警报。
回顾性

对于以前的研究和采样（比如说，疾病）进行再一次的审查。

机构审查委员会（IRB） 是由某个机构正式认命的一个以理事会、委员会或小组的形式成立的组织，其宗旨是审核机构中
任何需要涉及到人的医学研究项目并批准启动该项目，另外也对此项目进行定期审查。
校准

将测量仪器的输出或指示值调整到一定的精确度范围内并与所提供的标准值一致的过程。

捐赠者

是指按照既定的医学标准、程序和个人隐私法规确定后提供作为样本的人或尸体。在一些国家，“受试者”或“个

体”一词可能与“捐赠者”表示同一样的含义，尤其在针对人体来源的样本时。
冷冻保护剂

添加剂或混合添加剂，能使活细胞、组织、器官和生物体在低温环境下生存，主要类型是依数性冷冻保护剂。

这种保护性添加剂能够穿透细胞，防止过度的细胞体积变化和溶质浓度过高对细胞造成损害（依数性损害）。渗透性保护
剂是一种不穿透细胞的添加剂，它通过渗透作用使细胞脱水（渗透脱水），使细胞内能够形成冰晶的水分减少，从而使细
胞得到保护。依数性保护剂和渗透性保护剂的混合物经常作为植物、藻类和微生物或哺乳动物细胞的冷冻保护剂。
冷冻干燥
冷链

真空条件下将冷冻样本中的冰转换成水蒸气，从而实现脱水存储。也称为冻干。

对温度进行恒定控制的供应链。

流程验证

是指论证某个流程的程序，此流程能够持续产生预期的结果。

匿名

不收集与样本相关的可识别的个人信息，或是收集的相关数据被隐藏而不能检索，这样就无法追踪到样本来源。

批次

同一批处理或制造的试剂、耗材和容器都具有唯一的批次号。

批量

是指在特定范围内具有相同的特征和质量的一批样本，因此这些样本可以一次性同批完成一个工作流程中的某个操作

步骤。也可参考“批次”
。
偏差
前瞻性

偏离了程序或惯例的偶然或必然的事件。
按照现行确定的研究目的而后进行的研究或收集数据方式。

清理

审查样本并对需要清除的样本进行销毁或转移。

取样

从目标事物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

全能性

是指单个植物体细胞（非生殖细胞）能够通过发育中的细胞分化过程再生为一个完整的植物个体。更简单点来说，

就是未分化的细胞还具备再生的能力。
人类工程学

一门探索人类的能力和极限的科学，其能促进人类与环境、工具、产品和实践的相互作用。

认同

是指经过深思熟虑而达成一致性认识，如一个共同认可的方案或建议。

容器

用来放置一个或多个样本的贮存器。

审核

对流程、记录、人员职能、设备、设施和（或）供应商进行文件审核，评估其是否遵守已制定的 SOP 或政府的法律

和法规。
生物安全柜

为了给工作人员提供隔离、无微生物危害的工作环境而设计的橱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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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

来源于生物并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有机体或物质。包括能影响人类健康的医疗废物、微生物样品、病毒或毒

素（来源于生物）
。也包括对动物有害的物质。
生物样本库

参见“样本库”
。

生物样本资源

是指为某个目的而收集的生物样本。样本资源主管负责管理收集到的样本。样本可以集中贮存在样本库或者

实验室里，这取决于样本的数量的多少。
生物样本资源主管

是指负责管理生物样本资源的人。与其他项目利益相关者一起，共同管理生物样本资源，包括管理所有

与样本资源相关的文件，确保落实有关如何访问资源的政策以及能够按照规范来执行。
尸检

死后对人体器官和组织进行检查以确定死亡原因或病理状态。

事故

在样本检索、处理、标识、贮存或分发过程中，任何因偏离标准操作流程和相关法律法规而影响到样本后续使用的意

外情况。
受试者

请参见“捐赠者”
。

数据库

是指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具有一定结构的记录或数据，允许计算机程序或者个人使用查询功能搜索数据库里包含的

相关信息。
脱水

从组织中去除水分。

无菌

无任何活性污染微生物的存在。

无菌状态
消毒剂

无任何活的微生物存在的无污染状态。
一种能减少活性微生物数量的试剂。

形态反应性（或潜力） 是指细胞对刺激产生反应的某种变化或在体外操作时，细胞发生的形态变化，通常也会产生结构上
的变化，这包括产生芽、根和胚胎。
样本

在某特定时间从受试者或捐献者采集到的组织、血液等样本。对于某些生物样本，样本可以表示个体的意思。

样本库

接收、贮存、处理及分发样本的实体。样本库包含其地理位置以及与其运营相关的所有活动。

样本转移

请参见“查找”
。

材料转让协议

是指机构与机构之间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生物样本而签订的有关转让样本及相关信息的协议，转让同意书的主

要内容包括接受方将转让的样本用于自己研究需求，还规定了双方使用样本的权利和责任。
遥测系统
液氮

将对象参量的近距离测量值传输至远距离的测量站来实现远距离测量的系统，通常是通过无线电波来实现。

用来冷冻和贮存样本的冷冻剂。氮的沸点是 –196 ℃。贮存在气相液氮中的样本温度保持在 –190 ℃ 或更高。

知情同意书

是指有判断能力的个人在获得并了解相关信息之后，在没有受到任何利诱或恐吓等不当行为影响的前提下，自

愿同意参加某个研究而做的决定。
质量

样本或程序与预先设定的规范或标准相一致。

质量保证（QA） 是包括规划、实施、记录、评估和改进几个方面的综合性管理方式，该管理方式是为了确保每个操作或元
素都能够符合项目要求的类型和质量，与质量管理系统（QMS）是一样的。
质量管理体系（QMS） 请参见“质量保证”
。
质量控制

是采用特定测试方式来监控和验证 QA 或 QMS 所要求的是否正确，这些要求包括样本的采集、处理、保存、

贮存、样本质量和测试精度以及样本的测试方式，还包括但不局限于：评估检测效率、实验和对照、设备和操作流程准确
性和可靠性，另外还有对耗材、试剂、仪器和设备的监控。
终端用户

是指医疗系统工作人员、研究者或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他们需要执行某个程序，检测或存档等相关工作。

注释

文件中某特定内容的相关附加信息。

贮存

在特定的条件下保存样本供日后使用。

装货清单

运输货物的书面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