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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是参加PT考核，而不对所取得结果有效的解读，那么参加PT的效果是大打折扣的

• 实验室应该评价每轮的单独结果和长期参加的结果趋势

• PT结果的解读是实验室管理层应该关注的

• 不满意的PT结果表明实验室出了问题，如方法确证或内部质控的某个/某些环节。

• PT 结果不仅仅是“满意”“不满意”，更重要的是从结果中学习

• 单一轮次的满意结果，不能完全代表高水平 - 部分PT考核的SD标准方差可能很大

• 单一轮次的不满意结果，也不能完全代表低水平 -单次不满意很可能是偶然失误造成的

实验室如何对待能力验证结果，获取最大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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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Analysis——趋势分析

通过分析不同轮次间的Z值，Portal可以将这些点连成线，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实验室的质量趋势。
在Z值零线附近的随机波动是一种好现象；
如果连续处于一端，并有偏离趋势，这就可以尽早帮您发现实验室质量偏差，及时进行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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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Analysis——趋势分析

通过对赋值浓度进行分析，可判断自己在不同分析物浓度下的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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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Analysis——趋势分析

可以自定义更多分析形式

所有分析图表皆可保存导出，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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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验员考核

PT不仅是考验方法及设备，人员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

有没有想过，参加一次PT，最多可以为11位实验员或内部实验室建立能力验证信息？

点击Enter Results2进入新页面后，点击Add more results可增加结果填写栏数，最多可增加10个结果填写栏，算上

Enter Results里的结果，一次PT能为11位实验员或内部实验室建立能力验证信息。

多个实验员都可以参与到PT样品的检测中来。尽管大部分PT每轮每样都只会接受汇报唯一官方数据。
但是其他人的结果可以作为内部考核或内部参考，因为一旦比对结束结果发布，所有结果就都能拿来做
数据统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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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质量控制手段
——Performance Score Calculator

 如果错过合适的能力验证轮次，怎么通过能力验证进行内部质量控制？
 得到不满意或质疑结果，进行纠偏后怎么确认结果？
 考核实验员，怎么获得公平公正的考核方案？
备注：需要有该轮次的质控样，或预留的重复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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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质量控制手段
——Performance Score Calculator

下一轮能力验证到来前的质控手段
 通过质控样，仍然可以进行客观的实验室能力评估
 如当前轮次结束，得到不满意或质疑结果，可重新做样，进行纠偏审核
 经济的实验员考核工具，公平公正
注意：需要有该轮次的质控样，或预留的重复样

可以任意添加行数为更多实验员进行内部考核

可打印，PDF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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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验证结果分析帮助实验室触发纠偏调查

• 没有一家实验室参加PT会“万年不败”

任何实验室都曾/将拿到一张不满意结果或质疑结果

• 实验室必须提前确立好什么条件触发下，要开始调查或内审？

• 调查/内审的开展深度主要取决于：

方法的要求严格程度

不满意结果的出现频率

存在偏差的证据



Z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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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x - X)

SDPA
x-测定值
X-指定的赋值
SDPA-能力验证的标准偏差



Z值的趋势该如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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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值能指导实验室何时采取行动

• 主要包括：

出现不满意结果时

出现两次连续的可疑结果（同一检测指标）

出现九次连续的均偏高或低的结果（即便都是满意的）

• 出现这些结果的原因应该及时被调查

务必逐层调查，直至根源



导致不满意结果的因素

分析误差

• 校准

• 仪器问题

• 提取/前处理

• 干扰

• 方法论

• 实验员

非分析误差

• 算数

• 誊写

• 单位

• 格式

誊写：原始数据在转移过程中是不是写错了？

单位：实验中使用的结果单位和汇报要求的单位，要换算吗？（稀释倍数）

格式：实验中使用的结果格式和汇报要求的格式，一致吗？（<1,0,ND）

算数：结果的计算正确吗？

校准

使用的仪器校准了么？

盲样结果是不是超出了仪器正常检测范围？

方法论

使用的方法合理吗？

方法是不是为检测该样品设计的？

使用的配套试剂配置正确么？

有没有平行检测标准品或质控样？

待测物

对于待测物究竟是什么，定义上有没有误解？

样品提取/前处理

提取过程是否使用于该基质？

是否在正确的温度下使用培养基/试剂？

PT样

检测指标是平时常规检验的吗？

如果菌种或分析物是不常见的，实验室能应对吗？

样品从收到到分析，存储是否得当？

实验员

被考核的实验员是否受过完整的培训？



整改

• 一旦分析出一个合理的认定造成不满意结果的原因，就应该开始围绕该原因展开整改

• 常见的整改方案思路：

调整检测方法

重新校准仪器（或请厂家维护保养）

重新制备或配取使用的试剂或标准液

更改汇报和审查结果的流程

人员重新培训或考核



整改

• 经过分析，也可能针对该原因，无需采取整改措施，如：

如果分析不出原因：不满意结果不能被解释

如果分析出原因是在实验室质量控制范围外：例如是PT组织方的问题

如果确认检测指标是非常规的：

即便整改也对于整体实验室质量控制没有或极少有帮助

• 即便最终实验室得出结论是无需整改

但是整个分析论证过程，需要记录留档



确认整改效果

• 整改措施开展之后，要配以相应的确认环节以保证展开的整改措施是符合设计意图并有效的

• 确认环节取决于整改措施的角度：

如果选择参加下一轮，那是否仍将获得不满意结果？

如果选择分析同一轮考核样的平行样品，那该结果与同轮考核报告中的赋值对比，是否满意？

或者两个角度都看



整改的意义

• 引起PT不满意结果的问题，需要从参加PT之日起，追溯到上一次参加PT且获得满意结果，这期间的所有

实验室数据的可信性，将需要重新审视。

• 更深入的调查将帮助实验室验证哪些结果是关键性的，是需要小心谨慎解读的。

• 虽然要投入人力物力到这些分析和内审过程，并需要开展相应的整改并做确认，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是

实验室检测水平提高的过程。



结论和总结

• PT考核结果的解读不是简单的“红和绿”

• 不满意结果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解读

• 能产生不满意结果的因素很多

• 应多次参加并进行趋势分析

• 所有PT结果都应该公开分析，公正使用

• PT 结果是实验室水平的“晴雨表”

• 整改措施应全面记录、心态积极

• PT能帮助实验室提高分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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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报告解读（以下所有报告为示例）
只有实验室本身才能看到自己的报告

 所有轮次及项目的能力验证报告均

可从网上自行下载

 每个实验室有唯一编号，仅参与的

实验室自知，绝对的信息保密。



方案计划, PT样品, 被分析物和轮次等信息

全球所有参
与实验室反
馈的结果

数据统计分析

Z值柱状分析图

性能统计分析

方法分析图

方法总结

技术评论

主报告

从主报告中我们能知道所有参与者的结果，从而知道自己实验室在本次能力验证所处的位置。所有的统
计数据，都以图或表的方式表达，直观易懂。如果一个能力验证样品里有多个测试项目，我们会对每个
项目进行分别统计比较。



LGC PT 主报告-方法统计
——主报告把握同行情况



LGC PT 主报告
——对各种检测方式进行性能比较



LGC PT 主报告
——同一目标检测物进行方法比较



LGC PT 副报告（个体报告）
——实验室能力证明

无不满意结果，顺利通过能力验证



结果总结

不满意/质疑结果通知

您的分析结果及相关
统计分析

LGC PT 副报告（个体报告）
——实验室能力证明



数据统计分析

最近9次评估结果

轮次及不同浓度
检测能力的趋势
分析

方法及结果的柱状分析图

方法统计小结

样品技术评论

方法分布图标

LGC PT 副报告（个体报告）

从个体报告中我们能分别对您所参加的具体项目进行分析，从而分析自己实验室对这些项目的掌握情况
及质量趋势。
所有的统计数据，都以图表的方式表达，直观易懂。



LGC PT 副报告（个体报告）
——前处理方法验证

除了主报告和个体报告外，Portal还提供可自定义
的分析报告。在这里，LGC给您举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来检测血液中的某一种毒素，检测仪器都是
LC-MS/MS，但是血液来源不同，A是来自血库的
血浆、B是人体刚采集的新鲜血液、C是刑侦采集
的腐败血。相信您已经知道，这是前处理能力的
考察分析。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茶叶和蔬
果中的农残，水样和土壤中的污染物检测等。根
据您考察的侧重点不同，Portal可以对不同考察项
目进行分析，就像我们可以限定同种目标物和分
析仪器，通过选择不同基质的样品来进行的样品
前处理能力考察。



LGC PT 副报告（个体报告）
——实验室质量趋势及浓度限量检测水平的评估

不同轮次间的趋势比较
参加多轮次LGC的PT，可绘制趋势图，了解实验
室质量趋势

不同浓度的结果趋势比较
比较实验室在不同浓度范围的检测准确度



PORTAL - 在线报告系统的优势

 LGC根据对大量PT用户的需求量身定制

 全年24小时任意时间可登入

 快速提交结果、获得报告以及趋势结果分析工具

 确保全部数据安全并可追溯

 每次分析中的多个结果，都可自定义，进行实验员、测试方法或仪器间的比较

 有多种报告类型可选，包括详细报告和简要报告等

• 为全球160多个国家的 9,000 余家实验室提供数据处理

• 每年为 35,000 多位用户处理500,000 多万个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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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入PORTAL系统

1. 输入http://www.lgcgroup.com，进入LGC官网主页

2. 上部菜单栏中选择Services下的Proficiency testing

http://www.lgc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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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任意能力验证方案

如何进入PORTAL系统

1. 点选Proficiency testing 页面下的任意能力验证方案

2. 在新页面右侧找到Portal图标，点击Enter即可进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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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入PORTAL系统

1. 输入对应账号信息，点击Log in 即可进入系统

2. 如果还没有账号，请联系LGC PT 团队为您申请开通

有任何登入问题，请联系pt.china@lgcgroup.com 或 400 921 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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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结果-Submit Results

用户只显示自己参加的scheme及轮次 正在进行的PT 历史PT

1. 点击Enter Results输入代表实验室参加本次能力验证计划的结果

2. Enter Results2中，可以为多个实验员建立内部的PT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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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验员考核

点击Enter Results2进入新页面后，点击Add more results可增加结果填写栏数，最多可增加10个结果

填写栏，算上Enter Results里的结果，一次PT能为11位实验员或内部实验室建立能力验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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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验员考核

最多可为1+10人进行该轮次的能力验证

选择实验员，当然也可以是以实验室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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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验员考核

最多可为1+10人进行该轮次的能力验证

方法选择，可以选择同一个实验员对不同方法进行
考察；也可以选择同一方法对不同实验员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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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验员考核

最多可为1+10人进行该轮次的能力验证

选择完方法后，就能对应选择该项目的单位及输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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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验员考核

最多可为1+10人进行该轮次的能力验证

在这里输入不确定度（可选）。
如果您对不确定度还有所疑问，可以咨询
LGC的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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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验员考核

最多可为1+10人进行该轮次的能力验证

每次PT从收到样品到最后的报告截止时间约有20天。
在这里可记录每次实验时间，对同一个人员或实验室
进行日间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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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验员考核

最多可为1+10人进行该轮次的能力验证

您亦可从这里选择代表实验室参加正式PT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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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验证报告查找与下载

所有报告均可随时下载

主报告、 个体报告、 趋势报告、 excel格式数据

您所参加过的能力验证计划报告都在这里，随时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