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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
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融合探索
吴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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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建立融合型质量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是实现实验室质量与生物安全目标的重要举措。当前，部分第三

方兽医实验室、养殖企业实验室建立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编制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并不完善。部分兽医
实验室以质量管理体系为主框架，补充生物安全相关内容编制而成的质量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系统性较差，
不能满足生物安全的全部要求。本文从质量管理体系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运行对象、要素重叠情况出发，深入
分析两者的关系，以内部审核要素为实例，探讨质量管理体系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融合的方法，以期为兽医实
验室建立适宜且符合标准要求的融合型质量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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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Integration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Bio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n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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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the goal of laboratory quality and biosafety，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quality and biosafety management. At present，some bio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established by third-party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or laboratories affiliated to breeding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ir documents concerning bio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are still incomplete. The documents compiled by some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through taking thei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as a main framework and supplement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biosafety are poorly systematic，and fail to meet all the requirements for biosafety. To this
en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bio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overlapping of
their elements were further analyzed in the paper. The method to integrate the two systems were discussed by taking the
internal audit elements as an example，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to establish an
appropriate integrated system of quality and bio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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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是兽医实验室进行正常教学、研究

前兽医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与生物安全管理体

和检测工作的基础，而从事检测工作并保证结果准

系建设发展不平衡。质量管理体系曾经要求获得资

确可靠是兽医实验室建设的目标。兽医实验室通过

质认定，有较好的基础，而 BSL-2 实验室为备案

持续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制管理 [1]，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管理体系文

从而实现质量管理目标和生物安全管理目标。但当

件不进行符合性审核，因此部分第三方实验室、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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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部分兽医实验室以质量管理体系为主框架，补

参考国际标准规范。2004 年我国先后颁布了《实

充生物安全相关内容编制而成的质量与生物安全管

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2004）、

理体系文件系统性较差，难以满足生物安全的全部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 50346—

要求。

2004）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1

此后，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始依据国家标准和法律法

兽医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建设历程
1.1

质量管理体系
为了规范产品质检机构和其他依据法律法规

设立的专业检验检测机构的工作行为，确保检验检
测结果准确、有效，国家于 1985 年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了对检验机构的考核要求，
并在 1987 年发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中将对检
验检测机构的考核称之为“计量认证”[2]。2006 年，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实验室和检查机
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明确将计量认证纳入“实
验室资质认定”的评审范畴，并规定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从事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
结果的实验室，应当遵守《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
认定管理办法》，并应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申请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2]。早期建立的较为规范的
BSL-2 兽医实验室，包括大多数疫控系统实验室、
第三方检测实验室等均遵循国家资质认定相关要
求，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资质认定。部分
疫控系统实验室、生物制品或诊断试剂生产企业实
验室依据认可相关要求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通过
了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以笔者所在实验室
为例，1993 年即建立了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并
通过了资质认定，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基础较
好。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改革工作的意见》，从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动物疫病检测已不再属于资质认定范围。
1.2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规进行建设和管理 [3]。2008 年，国家对 GB 19489—
2004 进行了修订，规定了必需的管理体系要素，
对部分关键管理要求，结合生物安全实验室特点作
了进一步明确，为各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立生物安
全管理体系提供了依据。2009 年，农业农村部发
布《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管理办法》，其考核细则
要求疫控系统实验室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生物安全
管理体系。至此，疫控系统实验室 BSL-2 实验室
逐步建立，完善了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因 BSL-2 实验室为备案制管理，北京、天津、
浙江等地备案，仅需提供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文件目录 [4-6]，兽医主管部门并未对该文件的符合
性进行审查。多数第三方实验室、养殖企业实验室
建立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编制的生物安全管理体
系文件并不完善。在对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非洲猪
瘟检测活动授权审查时发现，多数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体系文件由原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增补生物安全
相关要求编制而成。这些文件普遍存在生物安全管
理要素涵盖不全，符合性差，程序文件可实施性不
强，生物安全管理缺少系统性等问题。
以内审要素为例，虽其在管理手册中增补了
GB 19489—2008 对内审要素的相关要求，但其内
部审核程序并未对管理手册中生物安全相关要素内
容进行细化，内审程序仍为原质量管理体系中的相
关内容。其内部审核程序、质量与生物安全管理体
系文件均不符合 GB 19489—2008 的要求。
2

兽医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的关系

我国 BSL-2 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

由于动物疫病检测已不属于资质认定范畴，

设与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相比，起步较晚。2003 年

越来越多的兽医实验室选择参加检测和校准实验室

以前，我国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管理无国家标准

能力认可工作。因此，笔者以依据《检测和校准实

依据。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管理工作基本

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ISO/IEC 1702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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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为例，讨论其与依据《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2008）和《病
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建立的生物安
全管理体系的关系。
2.1

运行关系
当前占比最大的 BSL-2 兽医检测实验室，实

验室运行主要以样品采集、样品接收、样品保存、
样品检测、出具结果数据等为主线。质量管理体系
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在同一实验室，均通过对技术
主过程的控制来实现管理目标，即两个体系的控制
对象均是技术过程。相同的控制对象为两个体系的

图1

2.2

质量管理体系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运行关系

要素重叠关系
质量管理体系、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管理对

融合提供了基础。在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生

象均为技术过程，并且均通过 PDCA 循环（戴明环）

物安全管理体系，或两体系融合时，应充分认识两

来实现体系的持续改进，因此在体系要素上存在部

个体系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控制要素。质量管理体

分重叠，对管理的要求存在部分重合（图 2）。

系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在同一实验室中的运行关系
见图 1。

图 2 中，蓝色圈和绿色圈分别表示质量管理
体系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蓝色圈中蓝色区域的为

图2

质量管理体系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要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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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独立要素，绿色圈中绿色区域的为生

系内审要素的相同与区别（表 1）。

物安全管理体系独立要素，两个圆圈重叠的灰色区

由表 1 可知，质量管理体系与生物安全管理

域的为两个体系重叠的要素。两个体系重叠的某一

体系在内审要素的实施要求、结果提交、实施频次

要素，并不代表两个体系对该要素的要求完全一致，

和实施方法等方面要求基本一致，两者最主要的区

其中包含要求重合或相同的部分，也包含各自独立

别为审核的目的、内容和组织者不同。审核的目的

要求的部分，因此并不能以质量管理体系的某一要

为审核各自体系的符合性，审核的内容是各自体系

素完全替代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某一要素。但在体

的所有要素。质量管理体系内审的组织者是质量负

系融合时，或在质量管理体系基础上建立生物安全

责人，而组织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内审的是生物安全

管理体系时，实验室应充分识别两个体系重叠要素

负责人。

要求的共同点和特殊要求，通过合理策划、优化配

3.3

置资源，同时实现质量与生物安全的双重控制目标。

两个体系内审要素融合
两个体系内审要素既有相似要求又有区别。

体系融合探讨

对于要素中要求相似的部分，两体系融合时，可考

典型案例

虑依从两个体系中要求更为严格或更为明确的体

3
3.1

体系融合是一项复杂、繁琐的工作，需要对

系，以便该要素同时符合两个体系。考虑到两个体

两个体系的组织机构、程序、资源等进行通盘考

系审核目的和审核内容不同的情况，可以规定内

虑，处理好体系接口之间的关系，保障体系顺畅、

审时同时对两个体系的所有要素进行审核，以便实

有效运行。体系融合过程中，实验室常以质量管理

现核查两个体系符合性的目的。据此，笔者所在

体系为框架，对其没有涵盖的生物安全管理相关要

实验室的质量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管理手册》关

素进行补充。补充规定中，出现问题较多的为两体

于内审的要素为，《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4]

以《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GB 19489—2008）中的 7.12.1、7.12.2、7.12.3、

认定能力评价 -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RB/T

7.12.4、7.1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

214—2017）和《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求》（GB/T 27025—2019）中的 8.8.1 和《实验室

（CNAS-CL01：2018）为基础主线，将《实验室

和检验机构内部审核指南》（CNAS-GL011）5.3、

生物安全认可准则》（CNAS-CL05）等纳入某疾

5.4、6.1（表 1）。

系重叠的要素。谢珊等

控系统实验室多体系融合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和经
验分享。王楠等

[5]

以现有的疫控系统实验室质量

针对两个体系内审组织者不同的问题，体系
融合时应重点考虑两个体系接口的有效衔接，保证

管理体系为主体系，将生物安全体系等作为子体系，

体系的顺畅运行。为了保证质量与生物安全管理体

对没有涵盖的内容作出另行规定，避繁就简，有利

系内审工作的统一性、协调性，笔者建议，内审工

于管理。

作可由一人负责（以下称内审负责人），可分成两

3.2

两个体系内审要素要求比较

个内审小组，分别由两位组长进行内审，合并开会。

以依据《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两位内审组长可分别由质量负责人和生物安全负责

（ISO/IEC17025：2017）建立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

人担任。内审负责人可由质量负责人或生物安全负

系为例。笔者通过比较《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

责人兼任。两个内审小组分别审核质量管理体系的

的通用要求》《实验室和检验机构内部审核指南》

要素范围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要素范围。在编制

（CNAS-GL011）与《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质量与生物安全管理手册时，可分别明确内审负责

（GB 19489—2008）中的内审要素，识别两个体

人、质量负责人和生物安全人负责的工作职责。在

53

兽 医 管 理

表1
类别
要素
来源

质量管理体系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内审要素要求比较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内审要素要求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 19489—2008）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要素要求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T 27025—2019）（等同采用 ISO/IEC
17025 ：2017）
《实验室和检验机构内部审核指南》（CNAS-GL011）
8.8.1 实验室应按照策划的时间间隔进行内部审核，以提供有关管理体系的下列信息：

目的、 7.12.1 应根据安全管理体系的规定对所有管
内容、 理要素和技术要素定期进行内部审核，以证
时间
实管理体系的运作持续符合要求

a）是否符合 ：
---- 实验室自身的管理体系要求，包括实验室活动 ；
---- 本准则的要求 ；
b）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和保持
5.3 质量负责人通常作为审核方案的管理者，并可能担任审核组长

7.12.2 应由安全负责人负责策划、组织并实
组织者
施审核

5.4 质量负责人负责确保审核依照预定的计划实施
6.1 质量负责人应当制定审核计划
8.8.2 实验室应 ：
a）考虑实验室活动的重要性，影响实验室的变化和以前审核的结果，策划、制定、
实施和保持审核方案，审核方案包括频次、方法、职责、策划要求和报告 ；

实施
要求

7.12.3 应明确内部审核程序并文件化，应包
b）规定每次审核的审核准则和范围 ；
括审核范围、频次、方法及所需的文件。如
果发现不足或改进机会，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c）确保将审核结果报告给相关管理层 ；
并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
d）及时采取适当的纠正和纠正措施 ；
e）保存记录，作为实施审核方案和审核结果的证据
注 ：内部审核相关指南参加 GB/T 19011

结果
实施
频次
实施
方法

7.12.6 应将内部审核的结果提交实验室管理
层评审
7.12.4 正常情况下，应按不大于 12 个月的周
期对管理体系的每个要素进行内部审核

4.4 内部审核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可以为组织管理体系的改进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因此
宜将这些不符合项作为管理评审的输入
5.2 内部审核应当制定方案，以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的每一个要素至少每 12 个月检查
1次

7.12.5 员工不应审核自己的工作

5.9 只要资源允许，审核员宜独立于被审核的活动

注 ：表格第 2 列中 5.3、5.4、6.1、4.4、5.2、5.9 来源于《实验室和检验机构内部审核指南》（CNAS-GL011），其他条款来源于《检测
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T 27025—2019）。

编制程序文件时，内部审核程序需符合《检测和校

内审报告均同时由一人统一编制。但需注意，在编

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T 27025—2019）

制质量与生物安全管理手册时，应明确该岗位同时

和《 实 验 室 生 物 安 全 通 用 要 求》（GB 19489—

承担质量负责人和生物安全负责人的工作。同时，

2008）的要求，且应具有可操作性。以内审计划编

该岗位的任职条件也应同时满足两者任职要求。

制为例，在内审管理程序中可规定，先由质量负责

在编制程序文件时，应明确内审范围、内审流程

人和生物安全负责人分别编制质量管理体系内审计

等内容。

划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内审计划，计划提交内审负

4

结语

责人后统一形成质量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内审计

当前国家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重视程度越

划，以确保内审计划的统一性、协调性和符合性。

来越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自 2021

有的实验室，实验室质量负责人和生物安全

年 4 月 15 日起全面施行。2021 年 9 月 29 日，习

负责人由同一人担任，这无疑对承担此项工作的人

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

员提出了极高要求，最大限度减少两个体系的接口。

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生物安全建设的

原质量管理体系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内审计划、

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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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管理现状 [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2，31（1）：

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虽然，
质量管理体系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融合是一项艰
巨、繁琐的工作。但是，建立融合型质量与生物安
全管理体系是实现实验室质量与生物安全目标的重
要举措。各类 BSL-2 兽医实验室应积极完善质量

192-196.
[4]

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Z]. 北京：北京市农业局，201801-08.
[5]

天津市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动物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备案工作程序》的通知：津牧医〔2015〕143 号 [Z].

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保障实验室安全、有效运行。
致谢：

北京市农业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天津：天津市畜牧兽医局，2015-10-10.
[6]

浙江省农业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Z]. 杭州：浙江省

本文承蒙陆兵审校并提出宝贵意见。

农业厅，201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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