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2

ABO、RhD 血型抗原检测卡（柱凝集法）
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 ABO、RhD血型抗原检

测卡（柱凝集法）注册申报资料的准备及撰写，同时也为技术审

评部门对注册申报资料的技术审评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对 ABO、RhD血型抗原检测卡（柱凝集法）

的一般要求，申请人应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确定其中内容是否适

用，若不适用，需具体阐述理由及相应的科学依据，并依据产品

的具体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如申请人认

为有必要增加本指导原则不包含的研究内容，可自行补充。

本指导原则是对申请人和审查人员的指导性文件，但不包括

注册审批所涉及的行政事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果有能

够满足相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可以采用，但需要提供详细

的研究资料和验证资料，相关人员应在遵循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使

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

制定的，随着法规和标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调整。

一、范围

ABO、RhD 血型抗原检测卡（柱凝集法）是指使用凝胶、

玻璃微珠等材料进行填充微柱，以免疫血液学、颗粒过筛和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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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结合原理，进行人 ABO血型的正定型鉴定及 RhD抗原的检

测。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 ABO、RhD血型抗原检测卡（柱凝集法）

以及包含 ABO、RhD血型抗原检测用途的柱凝集法的血型检测

卡，但不适用于血源筛查用血型正定型试剂。

本指导原则仅包括对 ABO、RhD血型抗原检测卡（柱凝集

法）注册申报资料中部分项目的要求，适用于进行产品注册和相

关许可事项变更的产品。其他未尽事宜，应当符合《体外诊断试

剂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号）（以下

简称《办法》）等相关法规要求。

二、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综述资料的撰写应符合《关于公布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

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件格式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公告 2014年第 44号）（以下简称 2014年第 44号公告）的相

关要求。内容主要包括产品预期用途、产品描述、有关生物安全

性的说明、有关产品主要研究结果的总结和评价以及同类产品在

国内外批准上市的情况介绍等内容，其中同类产品上市情况介绍

部分应着重从抗体生物学来源、抗体效价、特异性、灵敏度、有

效期等方面写明拟申报产品与目前市场上已获批准的同类产品

之间的异同。

（二）主要原材料研究资料

主要原材料研究资料应包括主要组成成分（抗体、凝胶或其

他填充物、缓冲液等）的选择、制备及其质量标准的研究资料。

1.抗体的选择及质量标准。应明确写明抗体的供应来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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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来源或克隆号，抗 D抗体应明确抗体属性，是 IgM型或 IgG
型或两者均含有。

1.1抗体效价

将抗 A、抗 B抗体进行倍比稀释，应用试管法分别与 A1型、

A2型红细胞试剂和 B 型红细胞试剂反应，考察抗体效价。境内

产品应与国家标准品比对，抗体效价不得低于国家标准品。进口

产品依据原产国适用标准或标准品提交效价研究资料。

将抗 D抗体进行倍比稀释，应用试管法与 RhD阳性红细胞

试剂反应，考察抗体效价。

1.2特异性

抗 A抗体应与 A1型、A2型试剂红细胞和 A1B、A2B型红细

胞发生阳性反应，与 B型、O型试剂红细胞为阴性反应；

抗 B 抗体应与 B 型试剂红细胞及 A1B、A2B 型红细胞发生

阳性反应，与 A1型、A2型、O型试剂红细胞为阴性反应；

抗 D抗体应与 RhD阳性试剂红细胞发生阳性反应，与 RhD
阴性试剂红细胞为阴性反应。

所有阳性反应不应有双群现象等混合反应，所有阴性反应不

应有凝集、溶血等不易分辨现象。

1.3抗体亲和力

抗 A、抗 B 抗体亲和力应该满足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要求。将抗 A、抗 B 血型试剂分别与 10%红细胞悬液于瓷

板或玻片上混匀，抗 A血型试剂与 A1、A2、A2B血型红细胞出

现凝集的时间应分别不长于 15 秒、30 秒、45 秒；抗 B 血型试

剂与 B血型红细胞出现凝集的时间应不长于 15秒，且在 3分钟

内凝集块应达到 1mm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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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D亲和力可参考相应的行业标准。将约 50μL抗体置洁净

瓷板或玻片上，加等体积 10%RhD 阳性 O 型红细胞悬液（3 人

份混合），立即混匀，凝集时间应不大于 15s，3min 内凝集块应

不小于 1mm2。

1.4应提供不同批次抗体的验证资料。

1.5如为两株抗体混合，应提交验证资料说明混合比例。

2.填充物的选择

说明填充物如凝胶、玻璃珠的特性，如组成、粒径及其质量

控制要求。应提交选择比较过程，提交验证试验资料。

3.填充缓冲液

应说明组成成分，并对外观、性状、pH值等物理指标及功

能性进行研究验证。

（三）主要生产工艺及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

1.主要生产工艺介绍，可用流程图方式表示，并简要说明主

要生产工艺的确定依据。

2.产品基本反应原理介绍。

3.主要生产工艺过程的研究资料、每一步生产工艺的确认资

料及试验数据。如抗体浓度的选择确定过程、凝胶溶胀条件（如

介质、时间、温度等）的确定、填充量及填充过程的研究资料，

填充应确保均匀无气泡，以及质量控制的要求。

4.主要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每一步反应体系的确认资料及

试验数据。

反应体系的设置应符合《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等公认标

准操作规范、指南或标准的要求。如红细胞悬液制备要求及红细

胞浓度的确定、用量的要求、温度、时间等；应提交离心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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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资料，建议以离心力或固定离心机型号固定转数和时间的方

式设置离心条件。反应体系设置与《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要

求不一致的产品应提供充分的验证资料证明反应体系的有效性。

（四）分析性能评估资料

申请人应提交生产者在产品研制或成品验证阶段对试剂进

行的所有性能验证的研究资料，对于每项分析性能的评价都应包

括具体研究目的、实验设计、研究方法、可接受标准、实验数据、

统计方法等详细资料。有关分析性能验证的背景信息也应在申报

资料中有所体现，包括实验地点（实验室）、适用仪器、试剂规

格、批号、临床样本来源等。分析性能评估的实验方法可以参考

国内或国际有关体外诊断产品性能评估的指导原则进行。

产品性能研究所采用的仪器、试剂或其他物品如可能均应采

用境内或境外已批准上市的产品，如红细胞试剂、抗人球蛋白试

剂、离心机等。

分析性能评估试验中应明确所有试验每种试剂的用量、试剂

红细胞的浓度、采用的试验方法。所有试验方法应符合产品说明

书的具体操作要求。

分析性能研究应采用至少三批产品进行。如检测卡同时适用

于手工法及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应分别进行性能验证并对两者性

能进行比较。

建议着重对以下分析性能进行研究：

1.外观

检测卡应标识清晰，不同抗体对应不同颜色，封口应严密且

能够整条撕脱，检测卡内填充物均匀，无干枯现象，液面高度一

致，无明显倾斜，离心后应无气泡。



—— 6 —

2.特异性

抗 A柱应与 A1型、A2型试剂红细胞和 A1B、A2B型红细胞

发生阳性反应，与 B型、O型试剂红细胞为阴性反应；

抗 B 柱应与 B 型试剂红细胞和 A1B、A2B 型红细胞发生阳

性反应，与 A1型、A2型、O型试剂红细胞为阴性反应；

抗 D柱应与 RhD阳性试剂红细胞发生阳性反应，与 RhD阴

性试剂红细胞为阴性反应。

质控柱（Ctl柱）（如有）均呈阴性反应。

所有阳性反应不应有双群现象等混合反应，所有阴性反应不

应有凝集、溶血等不易分辨现象。

3.灵敏度

3.1凝集强度要求

抗 A柱与 A1型试剂红细胞发生凝集反应时，反应强度应为

4+，与 A2型及 A2B试剂红细胞发生凝集反应时，反应强度应不

小于 2+；与 A1B试剂红细胞发生凝集反应时，反应强度应不小

于 3+；
抗 B柱与 B型试剂红细胞发生凝集反应时，反应强度应为

4+，与 AB型（A1B或 A2B）试剂红细胞发生凝集反应时，反应

强度应不小于 3+；
抗 D柱与 RhD阳性试剂红细胞发生凝集反应时，反应强度

应为 4+。
3.2与试管法的比对试验

采用同样的 A1型、A2型、AB型、B型、RhD阳性试剂红

细胞，将试剂卡检测结果与试剂卡使用的抗体采用试管法的检测

结果进行比较，依据各自的结果判定方法进行凝集强度的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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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卡凝集强度不得低于试管法。

所有阳性反应不应有双群现象等混合反应，所有阴性反应不

应有凝集、溶血等不易分辨现象。

4.重复性

采用 A1型、A2型、B 型、AB 型、O 型试剂红细胞分别对

抗 A柱和抗 B柱进行重复性试验，采用 RhD阳性和阴性试剂红

细胞对抗 D柱进行重复性试验，使用上述所有试剂红细胞对 Ctl
柱（如有）进行重复性试验。

批内重复性采用同一批次检测卡重复检测上述试剂红细胞，

重复次数不少于 10次，比较同一批次检测卡不同次检测之间的

检测结果。

日间重复性采用同一批次检测卡每日重复检测上述试剂红

细胞，重复天数不少于 10天，比较同一批次检测卡不同天检测

之间的检测结果。

批间重复性采用至少三批检测卡对上述试剂红细胞进行重

复检测，比较不同批次间的检测结果。

批内、日间、批间重复性检测结果应分别对应一致，对同一

试剂红细胞的检测结果凝集强度差异不超过 1+。阴性结果不应

有凝集、溶血等不易分辨现象。

手工法检测还应考察不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重复性。建议由至

少 3名不同操作人员，采用同一批次检测卡重复检测上述试剂红

细胞，重复次数不少于 10次，比较不同操作人员检测之间的检

测结果的重复性。

5.临床样本验证

收集各 ABO血型临床样本，包括 RhD阴性样本，采用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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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进行检测，将血型鉴定和凝集强度结果与已上市试剂结果进行

比较。临床样本的收集应考虑涵盖肿瘤、血液病、自身免疫病和

贫血患者、老人及儿童等来源。

6.收集临床弱凝集红细胞样本，验证抗 A、抗 B和抗 D阳性

小于 3+及各种凝集强度的情况，并提供各种凝集强度的图片。

7.收集各种血型的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阳性红细胞进行检

测验证，并提供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试剂及检测结果信息。

8.收集弱 D、部分 D 红细胞，考察验证抗 D 柱能否检出，

并明确上述 RhD血型的具体确定方法。

9.溶血、脂血、黄疸等样本的干扰评价。

10.抗凝剂的适用性研究验证。

（五）阳性判断值的确定资料

提供充分的验证试验，体现不同凝集强度的结果，并明确不

同凝集强度代表的具体意义，并应包含溶血、混合视野双群等情

况，明确具体的试验方法、实验步骤，提供不同凝集强度的图例

或相片。

（六）稳定性研究资料

稳定性研究资料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申报检测卡的稳定性

和适用样本的稳定性研究。前者主要包括实时稳定性（有效期）

研究，申请人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理的稳定性研究方案，实验

项目应至少包括外观、灵敏度、特异性、重复性。

稳定性研究资料应包括研究方法的确定依据、具体的实施方

案、详细的研究数据以及结论。对于实时稳定性研究，应提供至

少三批样品在实际储存条件下保存至成品有效期后的研究资料。

应对样本稳定性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室温保存、冷藏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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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期验证，可以在合理的温度范围内选择温度点（温度范

围），每间隔一定的时间段对储存样本进行全性能的分析验证，

从而确认不同类型样本的稳定性。

试剂稳定性和样本稳定性两部分内容的研究结果应分别在

说明书【储存条件及有效期】和【样本要求】两项中进行详细说

明。

（七）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总体要求及临床试验资料的内容应符合《办法》、

2014年第44号公告和《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

规定，以下仅结合ABO、RhD血型抗原检测卡的具体特点对其临

床试验中应重点关注的内容进行阐述。

1.研究方法

按照法规要求应选择境内已批准上市、临床普遍认为质量较

好的同类产品或试管法作为对比试剂，采用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

（以下称考核试剂）与之进行比较研究试验，证明考核试剂与已

上市产品或试管法等效。

2.临床试验单位的选择

应选择符合法规要求资质的临床试验机构进行临床试验，不

得选择血站进行临床试验。

3.病例选择

临床总病例数应不少于 3000例。应采用临床患者进行临床

研究，供血者样本不得作为临床病例纳入。应包括血型鉴定易产

生干扰的病例，尽量选择多种疾病患者（如肿瘤患者、自身免疫

病患者、血液病患者）、老人、儿童（不同年龄段）等。血型分

布尽量均衡，ABO血型每种均应有统计学意义，RhD阴性样本



—— 10 —

建议不少于 50例。

4.实验过程

分别采用考核试剂与对比试剂依据各自的说明书对入组临

床样本进行血型检测，记录结果应具体到凝集强度。

5.统计学分析

应分别进行考核试剂与对比试剂对不同 ABO血型、RhD血

型的阳性符合率、阴性符合率、总符合率的计算，并以四格表的

形式进行列表，对定性结果进行 Kappa检验以验证检测结果的一

致性。

6.结果差异样本的验证

对于两种试剂检测结果不一致（包括考核试剂与对比试剂定

型结果不一致、考核试剂与对比试剂凝集强度差异较大，如≥2+）
的样本，应采用临床上公认较好的第三种同类试剂进行确认试

验，同时应结合样本的复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最终应采用适合

的方法进行样本血型的最终确认。

如临床样本中包含凝集强度小于 3+的样本，应进行进一步

确认，明确出现弱凝集的原因。

7.临床试验数据记录表应作为临床试验报告附件提交。临床

试验数据记录表应列明所有病例的具体临床诊断信息、凝集强度

和血型定型结果，如有不符样本应列明第三方确认的结果。

8.临床试验中应注意考核试剂与对比试剂应严格遵守说明

书操作要求，如红细胞悬液浓度、离心条件等，应与说明书一致。

（八）产品风险分析资料

产品风险分析资料应符合 2014年第 44号公告的基本要求，

并参照相应的行业标准进行风险分析。风险分析中应充分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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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如某些样本（如肿瘤患者、自身

免疫病患者、血液病患者等）在进行血型定型检测时可能存在一

定的干扰、抗体效价随放置时间延长的减弱对结果的影响、样本

放置的影响等，申请人应根据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分析产品应用可

能存在的风险。

（九）产品技术要求

申请人应当在原材料质量和生产工艺稳定的前提下，根据产

品研制、性能评估等结果，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有关文献，

按照《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9号）的有关要求，编写产品技术要

求。产品技术要求应符合《办法》和 2014年第 44号公告的相关

规定。

如果拟申报试剂已有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发布，则标准的

要求不得低于上述标准要求。

产品技术要求的性能指标应至少包括外观、灵敏度、特异性、

重复性、稳定性。

产品技术要求的附录应包括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及半成品

检定要求。主要原材料应明确抗体来源、克隆号、效价、特异性

以及功能性验证要求，应明确填充物来源及主要特征、质量控制

要求，缓冲液应明确组成、pH值等特性及质控要求；主要生产

工艺应以流程图形式描述主要生产工艺过程，并明确主要生产工

艺的具体条件和质量控制点；半成品检定应明确半成品的检验要

求及方法。

（十）产品注册检验报告

根据《办法》要求，申请注册的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应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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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承检范围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进行连续三个生产批次样

品的注册检验。

（十一）产品说明书

说明书承载了产品预期用途、试验原理、试验方法、检测结

果解释以及注意事项等重要信息，是指导实验室工作人员正确操

作、临床医生针对检验结果给出合理医学解释的重要依据，因此，

产品说明书是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产品说

明书的格式应符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7号）的要求，境外产品

的中文说明书除格式要求外，其内容应尽量保持与原文说明书的

一致性，翻译力求准确且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产品说明书的所有

内容均应与申请人提交的注册申报资料中的相关研究结果保持

一致，如某些内容引用自参考文献，则应以规范格式对此内容进

行标注，并单独列明参考文献的相关信息。

以下内容仅对ABO、RhD血型抗原检测卡说明书的重点内容

进行详细说明，说明书其他内容应根据《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

写指导原则》要求进行编写。

1.【预期用途】

1.1写明本试剂用于人 ABO血型的正定型检测及 RhD血型

抗原的检测，同时明确不用于血源筛查，仅用于临床检验。

1.2说明与预期用途相关的临床适应症背景情况，说明相关

的临床或实验室诊断方法。

2.【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说明试剂的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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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样本要求】

明确红细胞制备和浓度要求，明确配套红细胞稀释液，建议

优先使用生理盐水，如使用配套稀释液，应明确说明使用稀释液

替代生理盐水的理由，详细说明稀释液成分并提供充分验证资

料。说明溶血、脂血、黄疸样本是否可以使用，或提供使用此类

样本的最低要求。依据稳定性研究结果写明样本稳定性要求，明

确抗凝剂要求。

4.【适用仪器】写明适用的离心机及自动化仪器（如适用）。

5.【阳性判断值】

明确结果判断方法及标准，并通过不同凝集强度的图例或照

片进行详细解释。

6.【检验方法】

写明具体方法及操作步骤。

明确质控要求：应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每日质控试验。

7.【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7.1未完全去除纤维蛋白原的标本，可能因纤维蛋白阻碍红

细胞沉降而影响检测结果，造成假阳性，建议洗涤后重新检测。

7.2被检标本染菌可能造成假阳性结果。

7.3实验室温度低可能导致凝胶颗粒活动性减少，单个红细

胞穿过困难，从而导致假阳性结果。

7.4使用陈旧样本可能因细胞破碎，细胞膜浮于胶中或胶面

呈弱阳性反应。

7.5对弱 D等检测情况进行说明。

7.6对检测结果凝集强度小于 3+的情况应如何进行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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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详细说明。

8.【注意事项】

8.1检测卡在使用前应离心，并小心解开封口膜，避免迸溅。

8.2强调红细胞悬液浓度范围，不得过高或过低。

8.3微柱中出现溶血情况的处理。

8.4样本离心时间和离心力应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操作。

8.5其他。

三、编写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