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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兽医实验室人员管理的对策思考
刘

绯，郭

翱，门立强，吴好庭，段

聪，张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北京
摘

璐，万建青，毛娅卿

100081）

要 ：兽医实验室是做好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机构，是兽医行政管理、执法监督的重要技术保障，在动物疫

病预警预报和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认为当前兽医实验室在人员管理制度、人员能力
和人员安全意识等方面存在发展不足，并结合问题提出了建立健全兽医实验室管理制度，明确岗位与人员配备，
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强化人员业务培训，加强人员监督与考核落实等发展建议，以期为做好新时期兽医实验室
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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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to Manage Veterinary Laboratory Staff at the Pres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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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key institutions in the efforts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veterinary laboratories have been
acting a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guaranty for veterinary administr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with great

significance in early warning of animal diseases and ensuring the safety of animal-origin food. In the paper，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aspects of management system，performance and safety awareness of staff were considered to be
available in the laboratories，for which，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including establishing or
improving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clarifying positions and stafﬁng，improving staff's awareness of safety，
increas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r examination for staff，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better work in the management of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veterinary laboratory ；bio-safety ；stuff management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arly
warning

兽医实验室为动物疫病临床诊断、治疗、预

康并增加病原微生物传播的风险。李宁等 [3] 对 57

防研究等工作提供了场所，在动物疫病防控中发挥

起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事故案例分析表明，人员因

着重要作用。在新时期，兽医生物实验室管理工作

素是兽医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事故发生的主要因

内容呈现繁杂多样的特点，加大了管理难度，而且

素。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安全，避免危险生物因

此项工作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健康、动物疫病传播

子泄漏而污染环境，获得正确的试验结果是实验室

[1]

等 。人员是实验室工作开展的关键要素，是实验

生物安全管理的最终目标 [4]。因此，加强兽医实验

室开展活动的主体，也是实验室的第一资源 [2]。兽医

室人员管理是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保证兽医

实验室人员生物安全意识淡薄、专业水平不足、操

实验室平稳运行的重要措施。

作不规范等问题都将直接威胁着操作人员的身心健

1

收稿日期 ：2021-11-10

修回日期 ：2022-02-16

通信作者 ：毛娅卿。E-mail ：wcpmyq@163.com

1.1

兽医实验室人员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人员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现阶段，大部分兽医实验室已经在硬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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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所改善。然而，实验室运行机制与管理措施
[5]

身实验室实际情况来制定。同时，兽医实验室可

等方面的建设却相对落后 ，人员管理制度不完善

使用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等问题较为突出。同时，一些兽医实验室照搬照抄

management system，简称 LIMS）提升管理水平。

其他实验室的人员管理制度，致使人员管理制度形

LIMS 是由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组成，以实验室为基础、

同虚设。这些问题导致实验室人员难以按照规范化、
制度化和程序化的要求来开展工作。
人员能力不足

1.2

实验室人员能力是实验室正常运行的关键，
人员能力表现在多方面，如学历、专业知识、工作
经验、培训经历、应急处突等。随着检测技术要求
越来越高，技术人员对精密仪器的操作、先进检测
技术的学习需进一步加强，业务技能素质有待进一
步提高。部分实验室技术人员缺乏专业培训和学习，
缺乏专业理论知识，不精通实验室操作技能 [6]。上
述问题增加了实验室人员感染事件发生的风险。
人员安全意识不足

1.3

“硬件、软件和操作者”是构成实验室生物
安全的三要素，其中人是核心要素 [7]。实验室从业
人员的安全意识直接影响着实验室人员的身心健康
和公共卫生安全。实验室内通常存放大量化学试剂
和感染性病料，有些实验室操作人员经常穿着工作
服装进入办公区域，拿放物品，接打电话，甚至在
实验区域内随意饮食，这既影响实验室生物安全，
也严重威胁着操作人员的健康 [8]。同时，实验人员

实现现代实验室综合管理的一种技术和方法 [9]。
LIMS 完全可以将管理制度以条件等诸多形式结合
到 系 统 中， 经 系 统 所 出 的 结 果 完 全 符 合 相 关 要
求

[10]

变得自动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标准化，进一步强
化了实验室管理 [11]。
2.2

风险。
2
2.1

兽医实验室人员管理建议
建立健全兽医实验室管理制度
完善的管理制度让实验室人员的工作做到有

章可循，并能充分调动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管
理制度应细化生物安全管理制度、考勤制度、奖惩

明确岗位与人员配备
兽医实验室应明确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岗

位职责、任职要求和工作关系，做到从业人员充分
发挥专业所长来开展相关工作，确保实验室各项工
作落实落细。管理人员应包括最高管理者、技术负
责人、质量负责人。技术人员包括检验检测的操作
人员和核查人员。最高管理者需要统筹协调好实验
室工作的开展。技术负责人负责相关专业检验检测
活动的管理工作。质量负责人做好质量管理体系有
效运行和持续改进的管理工作。检验检测的操作人
员发挥专业技能，开展实验室检测、诊断、研究等
工作。核查人员在专业知识和有关法律、法规及标
准的支持下，能正确处理和判断检测结果，负责复
核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2.3

随意处理实验废物或未按规定进行实验前后的消毒
灭菌工作，这些都会增加实验室病原微生物泄露的

。 兽医实验室通过引入 LIMS 让实验室管理

加强安全宣传教育
树立人的安全意识，是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

的基础 [12]。据调查 [13]，90% 以上的安全事故与人
的防范意识不足有关。宣传教育是提升实验室人员
安全意识的重要方式。安全宣传教育应采用多种方
式开展，如开展专题讲座，发放宣传手册，张贴安
全知识海报，举办线上安全知识竞赛，观看安全教
育宣传片。宣传的内容应包括生物安全知识、消防
安全、个人防护、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同时，安

制度、晋升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应依

全宣传教育应做到常态化和长效化，持续增强人员

据《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范》《生物安全管

的安全意识。

理体系手册》《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实验

2.4

室认可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定并结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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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人员业务培训
开展人员培训是提升人员专业水平的重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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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培训应结合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要求，全面系

考核和监督。兽医实验室只有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同

统地进行实验室管理和技能方面的培训，确保人员

步提升，才能更好地为畜牧业生产安全、动物源性

具有承担相应岗位的资格和能力。培训内容应包括

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驾护航。

人员管理、操作技能、专业知识、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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