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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出口医疗器械基本情况概述 
 

1．概论 

医疗器械是指单独或者组合使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材料或者其他物品，包括所需的

软件。 

医疗器械产品品种繁多，按照国家分类目录分为 43 个类别，将其归纳主要类别如下： 

 

医疗器械分类 

诊察器具和诊

断设备 

体温计、血压计、显微镜、测听计、生命信息监护仪、内窥镜

设备 

影像类 X 光机、CT 扫描、磁共振、B 超等 

分析仪器 血液、血气、生化、免疫分析仪器等 

诊断性 

电生理类 心电图机、脑电图机、呼吸功能及气体分析测定装置等 

手术器械类 基础外科手术器械、激光手术器械、注射穿刺器械等 

手术室、诊疗室

等设备和器具 

各种麻醉机、呼吸机、婴儿保育设备等 

放射、核素设备 X 光治疗机、钴 60 治疗机、加速器、伽玛刀、中子治疗机等 

治疗性 

其他类 电疗仪器、高压氧治疗等 

植入性器械 心脏起搏器、各种支架等 生命支持性 

人造器官类 人工血管、人工关节等 

消毒灭菌设备 电热煮沸消毒器、医用伽玛射线灭菌器等 辅助类 

卫生材料及敷

料 

止血海绵、医用脱脂棉、手术衣、手术帽、口罩等 

 

从工业体系来分，医疗器械行业主要由五大体系构成:外科与内科用医疗器械工业,手术器具及

其消耗品工业,口腔科器具及其消耗品工业,X 射线装置及各种导管工业,眼科设备及医用电器设备

工业。 

由于医疗器械行业是知识密集、附加值高、多学科交叉、竞争激烈的高科技产业，因此已成为

一个国家制造业和高科技尖端水平的标志之一。得力于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先进医疗器械在医院

得到了广泛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医学事业的发展并成为医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推进了医疗器



械行业飞速发展，并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全球性发展 快、贸易往来 活跃的产业之

一。 

 

1.1 全球医疗器械市场的情况及其特点 

世界各国对医疗保健的需求随着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而越来越大，因而市场非常巨大。据

Espicom Business Intelligence 公司统计，2004 年全球医疗器械市场规模达到了 1566 亿美元，2008 年

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3000 亿美元，年增长率在 5-7%左右。 

    当今世界医疗器械市场主要由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垄断。 

 

1.1.1 全球医疗器械市场的特点 

全球医疗器械市场具有以下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高端医疗设备的发展非常迅速，高端医疗设备是将现代计算机技术、精密机械技术，

激光技术、放射技术、核技术、磁技术、检测传感技术，化学检测技术和生物医学技术及信息技术

结合在一起的高技术产品，其竞争的核心是嵌入式计算机软件，因而是当今世界典型的高技术产品，

其基本特征是数字化和计算机化，是多学科、跨领域的现代高技术的综合体，因而是发达国家跨国

和大型公司竞争的制高点，也是发展 快的产业之一，仅大型设备每年就有 100 多亿美元的市场。  

特点之二是市场集中度高，高技术医疗器械产品主要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和亚太经合组织的

一些国家。美国是 主要的市场，占 50.6%；其次是西欧，占 21.7%，约 70%以上的西欧市场集中

于欧洲主要 7 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英国）；在亚洲，日本是医疗技术

先进和发展 快的国家，市场规模约占 11%。 

由于历史发展不平衡，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医疗器械行业已形成高投入、高回报的特点，造成

行业高度垄断，以心血管疾病器械为例，全球 80%的市场集中在 4 家美国企业手中。 

特点之三是医疗器械的生产厂商多为中小型企业，但高新技术医疗设备市场主要被美、日、德

等少数国家的少数几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包括美国的 GE 公司、皮克公司、惠普公司，德国西门

子公司；日本的东芝、岛津、日立公司和荷兰飞利浦公司等。 

特点之四是发达国家的医疗器械技术发展有所侧重，从专利技术的布局来看，美国医疗产业注

重导管、手术用机器人、诊断用药物传输系统等；日本医疗产业注重医学超声波、计算机断层及核

磁共振等领域。 

    特点之五是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和医学图像存贮传输与处理系统（PACS）已成为医院现

代化的标志，使得该类产品的市场销售额越来越大。 



1.1.2 我国医疗器械市场情况 

多年来中国的医疗器械行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06 年,我国共有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 12243 家,实现工业总产值 560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29%。2006 年我国医疗器械进出口

总额达到 105 亿美元(包含来料加工等),同比增长 21%,其中进口总额实现 36.8 亿美元,出口总额

6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数据来自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2007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年鉴） 

从生产品种来看，国内生产的医疗器械 90%以上为中低档的常规产品，高档的手术器械类和设

备类产品主要依靠进口,医疗器械产品的进口额高踞中国医药产业各类产品的进口额榜首，占全行业

进口总额的 45%以上。 

 

1.2 我国医疗器械进出口的基本情况 

1.2.1 医疗器械的海关统计口径 

海关税则号 货品名称 

    9018110000 心电图记录仪 

9018121000 B 型超声波诊断仪 

9018129100 彩色超声波诊断仪 

9018129900 未列名超声波扫描装置 

9018130000 核磁共振成像装置 

9018140000 闪烁摄影装置 

9018193000 病员监护仪 

9018199000 未列名电气诊断装置 

9018200000 紫外线及红外线装置 

9018310000 注射器，不论是否装有针头 

9018321000 管状金属针头 

9018322000 缝合用针 

9018390000 其他针、导管、插管及类似品 

9018410000 牙钻机，可与其他牙科设备组装在同一底座上 

9018491000 装有牙科设备的牙科用椅 

9018499000 牙科用未列名仪器及器具 

9018500000 眼科用其他仪器及器具 



9018901000 听诊器 

9018902000 血压测量仪器及器具 

9018903000 内窥镜 

9018904000 肾脏透析设备（人工肾） 

9018905000 透热疗法设备 

9018906000 输血设备 

9018907000 麻醉设备 

9018909000 其他医疗、外科或兽医用仪器及器具 

9019101000 按摩器具 

9019109000 机械疗法器具及心理功能测验装置 

9019200000 （臭氧、氧气、喷雾）治疗器、人工呼吸器等 

9020000000 其他呼吸器具及防毒面具 

9021100000 矫形或骨折用器具 

9021110000 人造关节 

9021190000 其他矫形或骨折用器具 

9021210000 假牙 

9021290000 牙齿固定件 

9021300000 其他人造的人体部分 

9021310000 人造关节 

9021390000 其他人造的人体部分 

9021400000 助听器，不包括零件、附件 

9021500000 心脏起搏器，不包括零件、附件 

9021900000 其他弥补生理缺陷残疾穿戴或植入人体的器具 

9022120000 X 射线断层检查仪 

9022130000 其他，牙科用 X 射线应用设备 

9022140000 其他，医疗、外科或兽医用 X 射线应用设备 

9022191000 低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9022199000 未列名 X 射线的应用设备 

9022210000 医用 α、β、γ射线的应用设备 



9018908000 宫内节育器 

4014900000 硫化橡胶制其他卫生及医疗用品 

4014100000 硫化橡胶制避孕套 

4015110000 硫化橡胶制外科用分指、连指及露指手套 

4015901000 硫化橡胶制医疗用衣着用品及附件 

 

1.2.2 医疗器械近 5 年来的进出口情况分析 

    在 近几年药品出口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形势良好，基本保持在14%

左右，出口发展速度达到20%以上。这表明我国的医疗器械产品的科技含量在不断提高，特别是我国

研发的高科技产品得到了认可。2003年出口额为32.63亿美元，同比增长33.16%，占西药及医疗器械

类商品同期出口总额的27.71%。其中，大型医疗设备出口增长突出，如CT出口额5238万美元，增长

了29.29%。2004年医疗器械进出口总额为72.84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28.31%。其中进口额为31.40

亿美元，同比增长22.98%；出口额为41.44亿美元，同比增长35.25%。2005年，中国医疗器械出口继

续快速增长，出口额高达53.43亿美元，同比增长32.48%；进口额为36.31亿美元，同比增长15.32%。

2006年，中国医疗器械进出口额首超百亿美元大关， 并首次实现贸易顺差。进出口总值为105.52亿

美元，同比增长17.57%，其中出口68.71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2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8%；进口36.81

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出口增幅高于进口增幅27.21个百分点，累计顺差额31.90亿美元。由国外

进口的医疗器械产品主要是高技术含量产品，如CT机、核磁共振成像装置、心脏起搏器、血管支架

等。出口的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如按摩器具、血压测量仪等。但近年来我国B型超声波诊断

仪、MRI、病员监护仪、彩超、X射线断层检查仪等出口稳步增加。 

    下面是来自于海关的我国近 5 年来医疗器械产品的进出口额统计数据： 

      2002-2006 年医疗器械行业进出口统计额                  亿美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进口额 19．0815 25.4035 31.4008 36.3123 36.8116 

出口额 24.5779 32.6308 41.4434 53.4396 68.7122 

一般贸易进口额 14.1617 18.6348 21.2109 23.6822 22.6672 

一般贸易出口额 12.5454 16.5220 20.8966 28.7739 37.6413 

 

   数据表明我国的医疗器械进出口额 5 年来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约 23%，出口

额年平均增长约 45%。 



1.2.3 我国主要医疗器械进出口商品及进出口额和构成 

目前我国医疗器械在中小型器械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也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一些高科

技的医疗器械产品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在逐年稳步增长，我国医疗器械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

在逐步增强。 

 

2006 年中国医疗器械进出口主要产品                           亿美元 

主要进口商品 进口额 构成% 主要出口商品 出口额 构成% 

医用 X 射线设备 3.5126 9.5 棉制手术用巾等 14.8601 21.6 

彩色超声波诊断 2.6576 7.2 按摩器具 7.4718 10.9 

X 射线断层检查 2.0034 5.4 药棉,纱布,绷带 4.6216 6.7 

其他设备(编号 9022) 1.9930 5.4 矫正视力,防护用眼镜 3.6518 5.3 

分光仪,分光光度计及摄谱仪 1.9535 5.3 导管,插管及类似品 3.3382 4.9 

     

    从出口的地区来看，我国共有5000多家（5491）企业经营的近百种（97种）(类)医疗器械及设备

出口到19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该类商品排名前50位企业的出口额占该类商品出口总额的44.74%，集

中度较高，出口已成为促进我国医疗器械及设备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出口产品结构看，常规设备、手术器械、按摩器具等中小型产品具有价格优势，其功能和可

靠性与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相当，所以我国中小型医疗器械在国际市场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竞争能力。 

近年来，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幅明显，出口额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出口前景非常广阔，

如，X 射线断层检查仪、核磁共振成像装置、彩色超声波诊断仪、臭氧治疗器等。出口金额列第二

位的是其他针、导管、插管及类似品，已出口到 141 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市场是日本、德国、

荷兰、美国和中国香港，所占比重达 66.26%，仅日本市场就占了 37.58%。血压测量仪器及器具产

品出口金额排第三位，已出口到 124 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日本、荷兰、德国和俄

罗斯，所占比重高达 77.09%。除对德国出口金额同比下降了 3.74%外，对其他 4 大市场出口金额同

比均保持不同程度的增长。需要指出的是按摩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但在海关统计中却将这类产品

的出口额统计在医疗器械栏目下，由于按摩器具这些年的出口额增速极快，由此造成了医疗器械出

口额快速增长的假象。 

    我国B型超声波诊断仪已经出口到106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市场是日本、瑞士、美国、俄罗

斯和埃及，所占比重达50.88%，对埃及的出口量已经达到500台。 

    我国磁共振成像装置已经出口到29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日本、西班牙、法国



和印度，所占比重达58.09%，除对日本出口金额同比下降7.54%外，对其余4大市场出口均增长较快。 

    我国病员监护仪已经出口到91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印度、土耳其、韩国和波

兰，所占比重达58.09%， 其中对土耳其出口金额增长较快， 同比增长179.93% 。 

    我国彩色超声波诊断仪已经出口到38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日本、德国、印度

和以色列所占比重高达73.62% 其中对日本和印度出口均出现高速增长。  

我国 X 射线断层检查仪已经出口到 30 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市场是日本、印度、德国、伊

拉克和美国。 

 

1.2.4 我国医疗器械产品的主要进出口市场及进出口额 

从医疗器械的进出口额的数据分析来看，美国、日本、德国为我国医疗器械的 主要进出口国。

我国医疗器械从这 3 个国家的进口占从全球进口的 64%，出口也占近 43%。因此，对美国、日本、

德国 3 国的贸易占有重要的地位。 

 

       2006 年中国医疗器械产品进出口市场和进出口所占份额             亿美元 

主要出口国 出口额 百分比% 主要进口国 进口额 百分比% 

美国 20.3315 29.6 美国 10.2488 27.8 

日本 9.0494 13.2 日本 6.8523 18.6 

德国 4.0751 5.9 德国 6.3251 17.2 

香港 3.5018 5.1 韩国 1.1980 3.3 

英国 2.0989 3.1 法国 1.1402 3.1 

     

美国是我国医疗器械及设备出口的 大市场，日本排第二， 德国排第三。 

2006年，我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医疗器械及设备金额为20.3315亿美元，出口排在前三位的产品

主要是按摩器具、未列名矫正视力、护目等产品和血压测量仪器及器具。 

    我国出口到日本市场的医疗器械及设备金额为9.0494亿美元，同比增长25.53% ，出口排在前三

位的产品主要是按摩器具、其他针、导管、插管及类似品和血压测量仪器及器具，所占比重达52.22% 。 

我国出口到德国市场的医疗器械及设备金额为4.0751亿美元，出口排在前三位的产品主要是血压

测量仪器及器具、其他针、导管、插管及类似品和按摩器具，所占比重达38.09%。 

 
 
 
 



2002-2006 年中、美、日、德医疗器械进出口额            亿美元 

中美 中日 中德 年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2006 20.3315 10.2488 9.0494 6.8523 4.0751 6.3251 

2005 16.1869 10.6123 8.0943 6.6710 3.0563 6.5103 

2004 13.2894 8.7620 6.7137 6.5101 2.0927 5.3509 

2003 11.1370 7.6451 5.5928 5.3236 1.7493 4.3693 

2002 8.3165 5.7390 4.5595 4.1132 1.1952 3.1513 

 

      2002-2006 年中、美、日、德医疗器械进出口额（扣除加工贸易）    亿美元 

中美 中日 中德 年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2006 10.7587 6.2482 3.2698 3.8191 2.2501 4.6781 

2005 8.7001 6.7200 2.6832 4.1517 1.6913 5.0661 

2004 7.1267 5.9776 1.8716 4.0831 1.0372 4.2949 

2003 6.1046 5.8297 1.5945 3.5893 0.9512 3.4273 

2002 4.5238 4.3343 1.2807 2.9368 0.6830 2.5592 

 
                                           (数据来自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1.3 我国医疗器械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主要优势 

截至 2006 年底，我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数已达到 12243 家。其中第二类生产企业 6953 家,第

三类生产企业 2117 家。2006 年全国共计发放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11724 个，其中国产二类产品 5239

个、三类产品 1231 个，进口产品 2045 个，港澳地区产品 39 个。 

我国医疗器械工业总产值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平均增幅一直保持在 12-15%的水平。医

疗器械产值从 1982 年的 65 亿元，到 2006 年底，已达 560 亿元。 

近几年我国的医疗器械产业规模得到了快速扩张，并初步形成了三大产业集中区域，长三角

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北京地区。北京地区主要为北京通用电气华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航卫通用

电气医疗系统有限公司；长三角地区主要的产业集群为低端医疗器械，如按摩器、一次性注射器等；

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近几年发展比较迅速，尤其是我国一些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迅猛，超声波诊

断仪、病员监护仪等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许多已获得 CE 和 FDA 认证，如迈瑞牌病



员监护仪已远销到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一些高科技医疗设备如磁共振成像装置、X 射线断层

检查仪等在合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后，出口稳步增长。我国医疗器械的出口额在国际医疗器械市场上

的市场份额约为 3%左右，因此有极大的市场拓展前景。 

我国医疗器械产品除了在矫正视力、导管及类似品、卫生材料方面占据极大的优势外，这两年

随着资金投入的加大，科研机构的增多，科研人才的增加，为医疗器械领域注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

力，使医疗器械的产品技术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涌现出不少新产品，其中有些产品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我国具有优势的医疗器械产品主要集中在： 

    治疗设备方面：有准分子激光人眼像差矫正系统、立体定位超声聚焦治疗系统、体部旋转伽玛

刀、中能直线加速器、模拟定位机。 

    医用诊断仪方面：有中档黑白或彩色超声诊断仪、低场强开放式永磁MRI和高场强超导MRI、睡

眠监护系统、数字式X射线系统、螺旋扫描CT装置。 

    手术及急救仪器设备方面：有多种规格呼吸机和麻醉系统。 

    专用零部件方面：有高频高压发生器等等。 

    其中立体定位超声聚焦治疗系统，准分子激光人眼像差矫正系统，体部旋转伽玛刀，睡眠监护

系统等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从具体品种来看： 

    病人监护系列产品具有市场需求量大，机电一体技术复杂性和加工难度相对而言不大，生产厂

家较多，中档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已创建较好声誉，2006年出口数量超过5万台，是1995年的18倍。深

圳是目前国内病人监护仪产业的 大生产聚集地，有多家年产万台或几千台的生产企业。 

    医学影像设备品种多，生产队伍也大。五大医学影像设备品种中除核医学成像设备PET、SPECT

外，目前都有境内产品成批上市。其中B型超声成像仪器和X射线诊断系统的生产量已达到或接近万

台，尽管B型超声成像仪绝大部分是C、D档次的，但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市场。 

    X射线诊断系统技术在近年有了新的突破。国内已有高频高压发生器的专业生产企业，几个主要

生产厂家的产品也已采用自主开发的中高频高压发生器。采用进口成像板集成的数字X射线诊断系统

也在北京和上海的几个生产厂家投产上市，并有可能形成产品的出口。 

    临床实验室仪器设备是我国40多年来一直缺乏开发生产活力的产品领域，在硬件设计和系统功

能上同国际先进水平的总体差距在20年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生机，近三年不断出现新

产品，有两分类和三分类血球计数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半自动生化分析仪、血凝分析仪、酶免

疫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等等，这些产品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市场。 



微创介入治疗产品是近几年新生的技术产品，目前在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已形成一定

水平一定生产能力的生产厂家。 

 

按照医疗器械行业“十五”规划，到 2010 年，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总产值将超过 1000 亿元。在

世界市场占有率达到 5%，将超过日本。 

2006 年，我国进出口值达到 500 亿元以上。今年 1~7 月，我国医疗器械出口额为 50 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35.5%，依然保持坚挺态势。而且，进出口顺差再创新高，出口增幅高于进口增幅

近 10 个百分点，顺差额同比扩大 11.4 亿美元。我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医疗器械市

场。可以预见，国内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需求将持续增长，更多“中国制造”的医疗器械

产品将走向国际市场。 

 

1.4 潜在目标市场情况简介 

    医疗器械的全球市场整体发展迅速，需求量不断上升。无论是国际国内市场，对医疗器械的需

求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变化。相对我国医疗器械的国际市场，医疗器械出口的潜在市

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会更多地关注治疗费用昂贵、使人日益虚弱的慢性病，因

此慢性病、整形外科和家用医疗设备将成为市场的热点。心血管产品、整形外科(脊柱矫正等)产品

依然是医疗器械行业内的重点产品，这些产品的竞争激烈，增长势头强劲，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随着微创手术成为治疗的标准方式，微创手术用设备也将有更大的增长。而未来的医疗研究和技术

将更多关注治疗费用昂贵、使人日益虚弱的慢性病。降低治疗成本，改善慢性病患者的生活，利用

信息技术、医学影像学、医药学和医疗设备之间的不断融合、将使临床治疗达到一个新水平，含药

支架和远程医学的发展就代表了这方面的增长趋势。 

对生活质量关注度的不断提高，整容外科也因此成为热点。整容外科使用的药剂、植入物、仪

器，其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700 多亿美元。在美国，整容手术的数量已经从 1997 年的 200 万例左右

增长到 2002 年的 900 万例，相关设备的制造商将受益。 

而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愈发明显，家用医疗器械市场也在兴起，1999 年，美国家用自测医疗器械

产值已达 14.4 亿美元，2002 年市场产值达 28.2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4.80% 。是今后医疗器

械市场发展的趋势。 

     

1.5 我国具有优势的产品及市场机会 



1.5.1 呼吸机 

全球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数已经达到6亿，无创式呼吸设备的销售商亦借此情势将市场引上

健康发展之路。在欧洲，有关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人口数量的情况也有越来越多的变化。据统计，

有占欧洲总人口10%以上的人感染了慢性阻塞性肺病。此外，得睡眠呼吸暂停症的患者人数也在上升。

由于老年人口的增长，以及为了减少有创式呼吸机带来的损伤和并发症，目前临床上逐渐倾向于减

少使用有创式呼吸方法。这就带来了无创式呼吸机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 

无创式呼吸机主要是家庭护理、新生儿和医院用呼吸机以及象持续气道正压(CPAP) 和双相气道

正压这类气道正压装置。目前，主宰欧洲呼吸机市场的厂家主要有ResMed 和 Respironics、Tyco、

NellcorPuritan Bennett、Drager Medical 和Fisher & Paykel 等。 

   

无创式呼吸机除了可以免除伴随外伤而来的气管造口术外，还可以减少呼吸机引发肺炎的几率。

并且，还可缩短通气的持续时间，从而增加患者的舒适度，同时也可以减少治疗费用。间歇短期使

用时，无创式呼吸机还可以改善标准的药物治疗引起的肺部功能紊乱。临床证明，无创式通气有助

于延缓囊肿性纤维化的呼吸衰竭进程。 

在欧洲无创式呼吸机的销售主要目标市场一是医院，这些市场包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

森堡三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二是私人用户，并且发展速度较快，随着支付规则日益变得严谨，

越来越多的患者更愿意到私人医生那里看病，并由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偿付他们的医疗费用。德国已

经呈现出这样的趋势，英国也在紧追。 

随着医院给患者在家里进行治疗的压力日渐增强，家庭护理市场极大繁荣起来。由于家庭护理

用呼吸机增强了用者变换需求时的适应性，并提高了患者使用时的灵活性等，市场上对于家庭护理

用呼吸机的需求急剧攀升。在欧洲市场介于2000~8000 美元之间的合理价格，大多数的病人都支付

得起。此外，通过诊断相关团组(DRGs) 给医院支付款项的现行趋势，也导致了住院时间的缩短。

所以，欧洲的医生都向大多数病症较轻的肺病患者建议使用家用呼吸机。这就确保了欧洲家庭护理

用呼吸机市场的持续不变的增长。即便在对价格的敏感是一重大难题的东欧国家，2007 年家用呼吸

机的市场增长也已超过了12%。 

随着慢性阻塞性肺病、睡眠呼吸暂停以及其它与呼吸功能不全等相关的病症发病的增多，无创

式呼吸机将会被更多的应用在医院及家庭护理中。同时也将推动医院用无创式呼吸机市场的增长。 

    我国呼吸机的研制起步较晚, 1958年在上海制成钟罩式正负压呼吸机，1971年制成电动时间切

换定容呼吸机。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国产呼吸机的生产和开发力度都有所加大，质量得到了普遍

提高。尽管目前的国产呼吸机在技术上大多数还处于借鉴和模仿国外产品技术,大部分关键元部件还



是以OEM方式生产为主，但在中低档呼吸机的生产和研发上已基本上能够满足临床的使用要求。 

    从2006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一些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并具备了市场拓展

的能力。 

2006年度国内部分厂家呼吸机销售情况 

厂家 谊安 长峰 中原 辉瑞 上械 晨伟 凯泰 鸽子 

销售额（万元） 5000 1500 1500 1000 1000 500 800 300 

销售数量（台） 1600 500 300 1000 300 150 500 50 

 

其中有多家企业获得了欧盟的CE认证。如谊安公司的Shangrila510、Shangrila590、Solo呼吸机均

获得了CE产品认证证书，获准进入欧洲市场，目前已销往欧洲、美洲、中东、非洲、东南亚等50个

国家和地区。说明我国的呼吸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第二章 我国医疗器械产品及标准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异 
 

1．概述 

医疗器械行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产品的类别之间差异非常大，我们日常所指的“医疗器械”，

在技术上既包括如皮下注射器、血袋之类极简单的产品，也包括如心脏起搏器、医用激光仪器、植

入泵及血管植入系统等极为复杂的产品，医疗器械产品及其多样性和庞大的使用数量使各国都非常

重视医疗器械产品的标准及其管理。 

医疗器械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工业行业，是医学和工程学结合的产物，众多的新技术均在医疗

器械产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图像技术、光纤技术、

遥测技术以及生化技术等。医疗器械产品都与其相关的工业水平密不可分，尤其是国家的基础工业，

如材料、电子、机械、能源等更是直接影响医疗器械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既与基础工业产品的标准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同时又必须符合确保其在

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标准，因此医疗器械的标准有其特殊性，并与普通工业产品的标准

有较大的差异。 

由于医疗器械的特性，医疗器械的产品标准比较侧重于生产过程中技术指标的控制，因此医疗

器械标准是企业进行产品生产的重要依据，也是医疗器械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重要依

据和活动准则。 

因此医疗器械标准已成为我国医疗器械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先决条件，随着医疗器械行业的迅

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技术贸易壁垒已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 大障碍，由此带来的成本和

风险损失呈逐年递增之势，这已对我国的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标准是技术贸易

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我国医疗器械的标准管理对于我国拓展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医疗器械标准工作随着医疗器械领域技术的快速发展，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初见成效。

从 80 年代初，我国有 9 个医疗器械标准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医疗器械不同专业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到现在已有 23 个医疗器械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的数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截至 2007 年

底，我国已有医疗器械国家标准 164 个，行业标准共有 506 个，包括基础标准、安全标准、方法标

准和产品标准等。与 2000 年前相比，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从 195 个增加到目前的 506 个。企业参与标

准修订工作的积极性也在逐年提升，并在我国的医疗器械标准制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

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06-07 年发布的 78 个标准中，企业参与了 45 个标准的制定（其中 16 个是与检测

中心协同制定或起草），占总数的 57.6%。 

为了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我国也开始积极推行和实施 ISO 系列的标准，尤其是 ISO 



13485标准的实施。ISO 13485标准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医疗器械行业质量管理标准，是在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医疗器械行业的特殊要求，对产品标识、过程控制等方面提出了

更为严格的控制要求。该项标准的实施，使得企业提高和改善了管理水平，提高和保证了产品的质

量水平，使企业的产品有了进入国际市场通行的首要资质，获取了开拓国际市场的资格，从而提高

市场的占有率。 

 

1.1 我国医疗器械标准管理情况及与国际标准的差异情况 

1.1.1 我国医疗器械标准现状 

为了强化我国的标准化管理工作，我国发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和配套措施，强化标准化及其管理

工作。同时我国非常重视国际标准，2001 年 11 月 21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了《采用国

际标准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程度分为三个等级：等同采用（IDT）、修

改采用（MOD）、非等效（NEQ）。 

等同采用（IDT）指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相同，或者与国际标准在技

术内容上相同，只存在少量编辑性的修改； 

修改采用（MOD）指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技术型差异，并对技术型差异进行清楚地标

识和解释，允许包含编辑性修改； 

非等效（NEQ）指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未能清

楚地标明。 

在《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发布之前，我国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分为等同（idt）、等效

（eqv）、非等效（neq）三个层面。其中，等同（idt）与现在的等同（IDT）含义相同；等效（eqv）

是指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相同，技术上只有很小差异，编写方法不完全相对应；非等

效（neq）是指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技术内容上有重大差异。 

在上述 6 种标准中，等同采用（IDT）、修改采用（MOD）、等同（idt）、等效（eqv）、非等效

（neq）均属于采用国际标准，非等效（NEQ）不属于采用国际标准，只表明我国标准与相应国际标

准有对应的关系。 

为了提升我国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的水平，我国已成立了多个医疗器械标准技术委员会，目前

我国的医疗器械技术委员会共有 23 个，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活动，主要表现为各个技术委

员会如果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成员的，每年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年会，与国际标准化组织保持

密切联系。同时部分标准化委员会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草案的制定和投票活动，如我国医疗器械生

物学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 ISO/TC 194 制定的国际标准草案均组织委员投票，提出修改意见并推



荐我国标准，如 ISO 10993-4:2002 中引用了我国 GB/T 16175-1996 规定的试验方法。 

而且我国管理部门在医疗器械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对以下情况可以采用快速程序，表明我国对

国际标准采用的决心和认同： 

对等同采用、等效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标准制、修订项目，可直接由立项阶段进入

征求意见阶段，省略起草阶段； 

对与国家标准的修订项目经过中国其他各级标准的转化项目，可直接由立项阶段进入审查阶

段，省略起草阶段和征求意见阶段。 

 

1.1.2 我国医疗器械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差异 

    我国与国际上医疗器械标准上的 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标准体系不健全 

 在医疗器械行业中，各标准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关连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衔接，

构成一个既复杂又有很强系统性的有机整体，也就是医疗器械标准体系。医疗器械产品仅有单独的

产品标准是无法保证产品的 终质量的，而必须从实现产品质量的源头开始制定相应的原材料、零

部件、工艺等方面的标准，共同来保证产品的质量。 

我国目前的标准制定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标准的制修订缺乏统一的规划，因此需要建立一套

科学的医疗器械标准体系。 

2）采用国际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比率还不够高 

从目前技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国际标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仍然是先进技术水平的代表，尤

其是医疗器械的研发和生产源头均为欧美领先的行业，其标准代表了国际医疗器械行业技术的发展

趋势，因此国外先进标准的采标率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标准的技术水平，如果采标率偏低，就

反映该国的标准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我国目前医疗器械国家标准的国际采标率为较高，达到 74.4%，

但是行业的国际标准采标率只有 28.3%。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采标的标准中采用的国际标准版本

通常偏老，有些甚至已经废止，或者几个标准同时采用一个国际标准，因此实际的采标率远未达到

统计数据所达到的水平。在实施过程中，还时常出现降低指标的情况，使得产品并不能达到相应的

国际标准水平。 

还有在采用国际标准过程中，还会出现某些转化标准不适应我国医疗器械产品的情况，在采用

国际标准时，还存在将“采用”与“翻译”等同看的问题，许多测试手段等国内都处于缺门状态，

结果使得标准的贯彻难度加大。还有在采用国际标准过程中，将不同体系的国际标准混合引用，造

成标准之间的不一致，如在引用 ISO 标准时，穿插引用 IEC 标准等。 



3）强制性标准代替技术法规 

WTO/TBT 协议规定，为了不给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各成员国仅应为实现正当目标而

制定和实施技术法规，所谓的正当目标是指国家安全、防止欺骗、保护人身健康和安全，保护动物

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以及保护环境。技术法规与标准有显著的差异。 

在我国强制性标准也是技术法规的一种，目前我国医疗器械强制性标准数量占医疗器械行业现

行标准的 50%以上，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占国际标准总数的 50.6%，强制性行业标准占行业标准总

数的 53.7%。在这些强制性标准中，有些是符合安全、卫生和环保的目标的，可以作为强制性的标

准，如《医用电器设备 医用超声诊断和监护设备专用安全要求》，但还有一些是作为基础性的、方

法的或管理目标的标准，不应该作为强制性的标准，如《医用 X 射线设备术语和符号》。 

我国将强制性标准代替技术法规来对医疗器械行业进行规范，存在极大的弊端。政府部门对医

疗器械行业的监管着眼于的及时性，而标准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修改的滞后性，当政府发现管理措

施不足以保证医疗器械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时，可以及时发布新的规定，采取新的措施。而此时

产品为何会发生安全问题的原因尚不能明了，需要留待企业和专业界人士继续研究，直到找到事物

的客观规律，达到新的共同认知时，专业技术标准中的指标才会发生改变。 

由于我国一直采用强制性标准来代替技术法规，造成我国企业对产品的安全性等监管要求仅从

指标的符合性来确立，无法理解国外为确保产品的安全性而不断修订技术法规的行为，使产品拓展

国际市场的步伐受阻。 

4）标准公开性差 

我国目前对医疗器械标准信息的电子化工作进程太慢，大量的标准都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印刷出

版，企业要获取这些信息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无法及时掌握相应的技术标准的动态，使标准的利用

受到了阻碍。 

5）标准制订周期过长，无法与技术进步、产业更新步伐相一致 

6）标准修订不及时，超期服役现象比较严重 

在 506 项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中，标龄在 10 年以上的有 93 项，标龄在 5-7 年的有 117 项。标准

代表着标准制修订时技术发展的水平，过早制定或标龄过长的标准反而起到了阻碍技术发展的作用。 

 

1.2 我国企业出口常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问题和常见案例分析（不对外发

布） 

全球医疗器械市场是一个近3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由于历史发展不平衡，以美国为代表的国

外医疗器械行业已经形成高投入、高回报的特点，造成行业高度垄断。为了保证本国在医疗器械领



域里的领先优势，欧美国家普遍采取的是制订一系列特殊的行业管理规定以及相应的技术标准，使

得国外企业无法容易的进入欧美市场，由此使市场的优势得到巩固和扩大。 

由于医疗器械产品的特殊性，因此产品在出口中不仅要受到相关技术标准的限制，监管部门所

采取的特殊行业管理规定尤其是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是限制我国医疗器械产品尤其是创新医疗器械

产品出口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采纳欧美国家的管理规定，对我国产品的进口也采用了注册管理

等规定，使得我国医疗器械产品在东南亚等地区的市场优势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我国企业出口中常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问题有： 

1)、由于行业特殊管理法规带来的限制 

美国和欧盟对医疗器械的监管有许多特殊的行业规定， 常见的就是特殊的产品注册制度。这

是我国出口欧美国家遇到的 主要的技术壁垒。而且近年来美国和欧盟还在不断修订相应的管理法

规和注册程序，更提升了企业进入这些市场的难度。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欲进入美国市场的企业必须在美国本土开展临床研究和验证后才可以

进行注册。而美国的临床研究费用非常高昂，一项临床研究的费用需要数十亿美元，由此限制了国

外企业的产品进入美国的市场。以心血管疾病器械为例，全球80%的市场集中在4家美国企业手中。

即便技术发达的欧洲至今没有一家医疗器械企业能够进入美国的心脏支架市场。 

而我国的许多大型医疗器械的技术都是来自国外，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和产品非常少，因此国

外对我国的技术存在明显的歧视现象。我国自主研发的超声聚焦肿瘤治疗仪是我国唯一在国际上具

有一定领先地位的治疗型医疗器械，在美国进行产品上市许可申请中，对我国的产品提出了许多高

于国外医疗器械生产商注册许可的标准，尤其是对在国内临床所作的临床研究一概不予认可，必须

是在美国本土实施的临床研究病例才能列入产品的申报资料中，从而在资金上限制了企业到美国注

册的可行性。 

欧盟在上个世纪的 90 年代中期发布了统一的欧盟医疗器械管理指令，主要为 93/42/EEC《医疗

器械指令》、90/385/EEC《有源植入性医疗器械指令》，但是由于医疗器械是一个产品多元化，技术

涉及领域极为广泛的行业，所以，医疗器械还得交叉接受《电磁兼容指令》、《生物兼容性指令》等

的管理，此外产品还得接受 CE 等多种认证。并且对医疗器械产品的安全性必须按安全性指令进行

风险评估的研究。 近该指令又作了新一轮的修改，对医疗器械的产品分类标准作了较大的改动，

并提出了医疗器械规范命名的新要求。 

2)、产品认证上存在的差异 

尽管我国有一些认证制度借鉴了国外的有关法规，如电磁兼容认证、高风险医疗设备强制性认

证（CCC）等。但是，有些认证所依据的标准与国外的标准不同，国外不认可我国的认证标志，这

就造成国内企业虽然通过了国内有关认证，还要重新申请国外的认证。 



医疗器械产品需要通过的认证 主要的是欧盟的 CE 认证，为了获取 CE 等认证，企业花费了

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由于对相关标准不了解，常常在认证 后阶段无法通过审核，增加了企业

的负担。也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尽管产品有一定的特色，但怯于不了解国外的技术要求和认证难度，

而不敢将产品推向国外市场。 

受限于产品的注册和认证制度，我国的企业无法主动打开国际市场，只能大量开展所谓的 OEM

贸易，使得我国企业产品在技术含量都达到国外标准的情况下，沦为国外的简单加工商，大量利润

流到了国外代理商的口袋中。 

近年来，国外为了确保认证的门槛不被突破，还不断提出新的检测要求，如针对一次性注射器

及静脉输液器，德国提出了第三方生物相容性测试的要求，且该测试方不可是国内的检测机构，使

得国内企业无法达到进口国的要求，失去了相应的市场。 

3)、产品技术标准或行业标准提升带来的限制 

美国对含电气的医疗器械提高了产品的注册审核标准，提出电气安全性标准、电子安全性测试

标准，规定产品中含有的电气控制部分，必须与产品主体相分离，并进行单独的测试。同时医疗行

业对医疗机构的配置标准进行了修订，从临床应用角度制定产品的使用安全性标准，从而限制原有

型号的医疗器械的使用。如美国的牙科治疗模式，规定牙科诊疗室中治疗椅的电气部分必须单独分

离，这个标准的提出，就使得我国具有产品优势的牙科治疗椅无法达到美国医疗行业的安全标准，

必须根据临床的要求重新进行设计，重新进行产品的注册，提高了产品拓展国外市场的成本，原有

已注册的产品失去开拓美国市场的机会。 

4)、保护性的采购政策 

作为世界工厂，我国近年来在医疗器械生产质量上获得长足进步，美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医疗

器械生产转移到我国以进一步降低成本，但这并不丝毫改变其全球高价策略，拒绝与我们分享因成

本降低所带来的额外利润。但其国内的采购通过FDA所设置的技术壁垒而将产自中国的合格产品排

斥在外。垄断使美国企业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形成高回报一高投入一高产出的良性

循环和难以竞争的不对称优势，将我国本土医疗器械企业拒于主流市场门外，落入低投入—低回报

—低产出的怪圈，在技术更新换代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5)、保护环境的相关管理法规 

     除了行业管理规定、技术标准外，国外这两年注重环境保护并推出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这些

政策的出台加大我国企业的出口难度。如欧盟先后出台了《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WEEE指令）、

《限制使用有害物质指令》（RoHS指令）、EUP和REACH指令，这几项指令涉及我国家电、通信、

工具、照明、运动、医疗等10大类、上百亿美元的输欧商品，成为摆在我国广大中小型企业面前的



严峻考验。 

    6)、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机制的变化 

发达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医疗器械准入机制，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采纳相关的管理体系，并

对产品的市场进入提出了注册要求，如东南亚地区、沙特、埃及、越南、印度等。这使得我国在这

一领域产品的出口优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且这些国家的医疗器械法规和标准体系还在制定或完

善进程中，尚未形成成熟的注册模式，使得我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的注册程序不熟悉、加上进口注册

时间和成本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我国医疗器械出口的难度。 

 

以下是一些具体案例的情况： 

案例一：注册标准不一 

  超声聚集肿瘤消融机，专指体外超声波束在体内聚焦，利用焦点处 65 度—100 度的高温使病变

组织凝固性坏死的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缩写为 HIFU）肿瘤治疗系统。 

    该系统属中国首创、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医疗设备。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该设

备的临床应用范围为：治疗骨肉瘤、乳腺癌、软组织肉瘤和肝癌等癌症，且是安全、有效和可行的。 

重庆海扶公司开发的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简称为海扶刀，申报CE认证的过程历时四

年半、耗资300多万英镑，经历了中国医疗器械国际认证过程中前所未有的艰辛。作为一种原创性的

治疗设备，海扶刀还必须完成规范、详实的临床试验。尽管此前海扶刀在中国已经过了4年多的临床

应用，但这些在中国完成的临床报告不被认证单位认可。为此由该认证机构和海扶共同选定了以一

向以学术权威和严谨著称的英国牛津大学邱吉尔医院，对设备进行严格的临床治疗安全性和有效性

验证。 终通过了CE认证，并进入了欧洲市场，但是在美国申报产品注册时，从2000年开始接触，

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不可行的，中国和欧洲的临床资料都是不可采纳的，需要在美国本土开展从动

物试验开始的临床试验。使得在美国的注册工作无法实质性的进行。据悉，美国GE公司控股的以色

列InSightec公司生产的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ExAblate2000治疗系统）已于2004年顺利通过了FDA，

其文字记载的随访病例不到50例，随访时间不超过半年，现在正向中国市场挺进。 近，国际蓝十

字会公布，ExAblate2000治疗系统治疗子宫肌瘤缩小率仅为4%。 

 

案例二： CE 认证中，测试要求和标准提高 

  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系统作为我国自主创新的治疗技术，我国有多家企业开发生产了相应的治

疗系统，继重庆海扶获得 CE 认证后，欧盟有多家公司对该治疗器械非常感兴趣，06 年有 2 家以上

对该产品提出购买意向，但不同生产企业的产品出口欧盟都必须通过 CE 认证，而 近 CE 认证又



提高了监测标准，增加了软件测试、验证等要求，必须符合 IEC 60601-1-4 指令的要求，而软件的

测试验证国内以前没有碰到过，因此无法达到欧盟的要求。 

 

案例三：非洲埃及等国提出医疗器械产品必须通过 CE 认证，并实行登记注册制度 

    非洲地区的医疗器械不需要注册，且产品的标准以我国的标准为准，但是 2006 年开始该地区对

医疗器械产品的进口也提出了需要重新注册的要求，而且进行注册的产品必须通过欧盟的 CE 认证。

企业以往在该地区的销售并未有此需求，根本没有准备，从而无法进行产品的销售，即无法直接进

行相应的销售，许多通过代理商代理的协议也无法执行，只好取消订单。 

 
 



第三章 目标市场技术法规、管理体系、市场准入 

及与我国的差异 
 

1. 美国医疗器械管理技术法规及体系概况 

1.1 美国医疗器械管理体系概况 

1.1.1 美国医疗器械的立法及主管 

     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该法中对医疗器械仅作了简单规定，无

特殊管理。1976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DCA)修正案，强化了对医疗器

械进行监督管理的力度，并确立了对医疗器械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国家立法，

并由政府行政部门对医疗器械进行监督管理，以促使工业界生产出安全有效、质量可靠的医疗器械。

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发了《医疗器械安全法》(SMDA) ，该法在FDCA修正案的基础上

又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主要有：医疗器械使用者和销售者必须报告所发现的与医疗器械有关的不

良事件；对植入体内等风险较高的医疗器械提出了跟踪随访要求；增加民事处罚条款；在质量体系

规范中增加了产品设计要求；重新明确电子产品的放射卫生要求；等等。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负责对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兽药等产品进行全面监督

管理。FDA负责医疗器械的部门是CDRH(Center for Device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CDRH属下有7

个办公室，其中器械评估办公室ODE (Office of Device Evaluation)有6个部门： 临床试验器械部； 常

规、康复和神经科用器械部； 生殖、腹部和放射学用器械部； 心血管和呼吸用器械部； 牙科、传

染病控制和普通医院器械部； 眼科和耳鼻喉科用器械部。这6个部门负责对所有医疗器械进行上市

审批工作。 

 

1.2 美国医疗器械定义及管理分类 

     美国FDA对医疗器械的定义：为用于以下范围的仪器、设备、器具、装置、植入物、体外试剂

或其他类似或相关的物品，包括其任何部件或者附件：1)在正式的国家处方集或美国药典或其补充卷

上公布的；2)用于人或动物的疾病或其他情况的诊断或用于疾病的监护、缓解、治疗或预防的预期目

的；3)预期目的是用来影响人或动物的组织或功能，但该目的不是通过与人体或动物体表或体内发生

化学反应或通过代谢手段获得的。 

美国 早提出对医疗器械实行分类管理。根据对医疗器械安全性、有效性所需要的控制要求，

美国将医疗器械分为以下三类： 



Ⅰ类为“普通管理”产品，是指危险性小或基本无危险性的产品，它的设计一般比Ⅱ类产品、

Ⅲ类产品简单。FDA认为绝大多数的I类产品通过一般控制足以保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I类产品要

求符合一般控制。例如医用手套、压舌扳、手动手术器械、温度计等，这类产品约占全部医疗器械

品种的25%。生产企业在递交FDA - 2891表格后，产品就可上市。 

Ⅱ类是指那些用一般控制不足以控制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必须通过现有的其他方式，即特殊控

制，来保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产品。例如心电图仪、超声诊断仪、输血输液器具、呼吸器等，这

类产品约占全部医疗器械品种的55%。对其管理是在“普通管理”基础上增加实施标准管理，以保证

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有效性。特殊标签要求、强制性性能指标、售后监控都属于特殊控制。在Ⅱ类产

品市场准入前，一般需申请市场准入前报告510(k)。 

Ⅲ类是指那些仅用一般控制和特殊控制还不足以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产品。这类产品具有

较大危险性或危害性，它一般用来支持人体生命，防止人体健康受损，具有致病、致残的潜在的、

不合理的风险。例如人工心脏瓣膜、心脏起搏器、人工晶体、人工血管等，这类产品约占20%。FDA

对这类产品实行“上市前审批”(PMA)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医疗器械产品的管理类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与医疗器械有关的知识和经

验的增长，产品的管理类别可以通过重新分类(reclassification)程序进行调整。管理类别的改变以

FDA 掌握的 新医疗器械信息为基础，FDA 可以自发地或根据外界请求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医疗器

械重新分类。如果企业要求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重新分类到较低的管理类别，就必须向 FDA 提供强有

力的证明材料，证明该产品划分到较低的管理类别足以保证该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对该产品

管理类别的重新分类作出 终决定之前，FDA 会在联邦登记上发布该产品重新分类的推荐性的规

则，包括重新分类的科学判断，并请求公众参与评论。接着，才在联邦登记上公布该产品重新分类

的 终决定。 

 

1.3 美国医疗器械产品的市场准入 

     医疗器械进入美国市场的途径分为：豁免；510(k)；PMA。 

所谓510(k)，即上市前通告(Pre- market  Notification)，意在证明该产品与已经合法上市的产品

实质性等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实质性等同的含义：与已上市的产品预期用途相同；产品的

新特性不会对安全性或有效性产生影响，或者对安全有效性产生影响的新特性有可接受的科学方法

用于评估新技术的影响以及有证据证明这些新技术不会降低安全性或有效性。所谓PMA，是指上市

前审批(Pre-market  Approva1)，意在提供足够、有效的证据证明医疗器械按照设计和生产的预期用

途，能够确保产品的安全有效。 



     根据FDA的规定，Ⅰ类产品应符合“一般控制”要求，具体规定是：1)登记每一处生产场地；

2)列出已经进入市场的器械品种；3)在销售新的器械或经过重要改造的器械之前提交“上市前通告”

(510(k))；4)生产过程应符合GMP法规。Ⅱ类产品应符合“特殊控制”规定。除具备“一般控制”的

要求外，申报单位还应提供正式颁布的标准、上市后监控的文件、疗效反馈登记、上市前的（临床

试验）临床研究报告（包括临床和非临床的研究）等。FDA对这类产品实行上市前注册，要求生产

厂商在上市前90天向FDA申请。FDA审查该产品是否与已上市产品实质性等同。通过510(k)审查后，

产品才可以在市场上销售。Ⅲ类产品必须通过“上市前审批”(PMA)程序，才能获准进入市场。除

应符合“一般控制”和“特殊控制”的要求以外，还要提交针对预期医疗作用效果的证明文件，以

及微生物、毒性、免疫、生物相容性、储存期限等的动物实验、临床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在产品上

市前必须向FDA提交PMA申请书及相关资料，证明产品质量符合要求，临床使用安全、有效。FDA

在收到PMA申请后45天内通知厂家是否立案审查，并在180天内对其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1.4 美国医疗器械质量体系 

    FDA在1987年颁布了“医疗器械生产质量规范”(GMP)，随后又多次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在1997

年公布了新的GMP规范，并更名为“医疗器械质量体系规范”（QSR），该规范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9001系列标准更加接近。它要求所有医疗器械厂商建立并且保持一个完整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一

个有效的质量体系需建立下列过程：(1)识别和限定器械和部件要求(规格)；(2)选择和验证试验方法

确保器械性能得到准确测量；(3)检验和验证器械的设计符合性能要求；(4)评估和降低与设计、生产

和用户错误使用有关的风险和危害；(5)评估和审查与设计和生产有关的供应商(如原料，配件供应

商)；(6)收集、审查和评估投诉、识别必要的纠正和预防措施；(7)评估和验证对现有器械设计、标签

和生产方面的改变。 

 

1.5 美国医疗器械的上市后管理 

     美国实行强制的医疗器械上市后监测体系。 

1.5.1质量体系检查：FDA主要通过对企业进行质量体系检查来进行上市后监督。对Ⅱ、Ⅲ类

产品每两年检查一次质量体系，I类产品每四年检查一次质量体系。若存在隐患或发现问题，FDA随

时可对企业进行检查。 

1.5.2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根据FDA规定，对于由医疗器械引起、可能引起或促使的死

亡、严重伤害事件，不论医疗器械用户、经销商、制造商，都必须尽快报告。 

1.5.3对违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其手段包括：发警告信、对伪劣或假冒产品行政扣押、对



违法公司提起诉讼、召回产品等。召回产品可由FDA律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6 临床试验申请 

     美国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 520(g)条和医疗器械安全法都有“研究器械豁免（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 IDE）”法条，对医疗器械临床研究提出了要求。IDE是为了促进发明和发展新

的医疗器械，它涵盖了进行医疗器械临床研究（Clinical Investigation或Clinical Tria1)的规定。IDE是

指可以免除某些法律条款的限制(如禁止销售未经批准的产品)以便进行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IDE申

请的内容需提供给FDA足够的信息来决定是否有充足的判别标准以及支持进行临床试验。 

IDE申请的内容包括：(1)发起者和生产厂的信息；(2)器械信息；(3)先期研究报告；(4)研究计划；

(5)生产信息；(6)研究人员信息(例如与研究者的协议)；(7)审查委员会信息；(8)销售信息；(9)标签；

(10)知情同意书；(11)环境影响评估等。 

 

2. 欧盟医疗器械管理的技术法规 

2.1 欧盟医疗器械管理体系概况 

2.1.1 欧盟医疗器械立法及主管 

     为了适应统一市场的需要，欧盟从1988年开始讨论统一欧盟医疗器械管理问题，目前已制定了

一套管理法规，主要用于产品上市前的审批管理，而临床研究和上市后监督管理仍然由欧盟各成员

国自行负责。 

    迄今欧盟已发布了三个与医疗器械有关的重要指令： 

1)《有源植入医疗器械指令》(AIMD，Council Directive 90／385／EEC)： 

这一指令针对通过电源或其他能源起作用，器械在手术后，全部或部分介入人体，留在体内的产品。

该指令要求所有有源植入医疗器械，例如心脏起搏器、体内给药器械、除纤颤器等自 1990 年 6 月

20 日开始认证，取得 CE 标志；在 1994 年 12 月 31 日以后没有 CE 标志的有源植入医疗器械不能在

欧盟市场销售。 

2)《医疗器械指令》(MDD，Council Directive 93／42／EEC)：该指令除有 

源植入物医疗器械和体外诊断器械外，几乎所有的医疗器械都属该指令调整范围内，包括无源植入

物、外科器械、电子器械等，自 1993 年开始认证，取得 CE 标志；在 1998 年 6 月 13 日以后没有

CE 标志的产品不能在欧盟市场销售。 

3)《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指令》(IVDD，Council Directive 98／79／EEC)： 

这一指令是针对试剂产品、校准物、质控物、仪器、设备或系统等体外诊断医疗器械。该指令要求



体外诊断试剂和仪器自 1998 年开始认证，取得 CE 标志。 

1993年至2003年间，三个指令分别作了几次修正，2005年12月22日欧盟对这三个指令又发布了

新的修正指令。 

由于欧盟由多个主权国家组成，为了在欧盟范围内统一审批方法，消除贸易壁垒，因此，欧盟

从各成员国的第三方质量认证机构中统一认定了一批“通告机构”(NB)负责审查。欧盟要求所在国

主管部门对通告机构进行监督，定期检查其审批情况和财务状况，以确保其秉公执法。 

 

2.2 欧盟医疗器械产品的定义及管理分类 

    欧盟对医疗器械的定义：任何仪器、设备、器具、材料和其他物件，不论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

包括相应的必要软件；其作用于人体体表或体内的作用不是用药理学、免疫学或代谢的手段获得，

但可能由这些手段起辅助作用；其功能包括：1)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缓解；2)损伤或残

疾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补偿；3)解剖或生理过程的研究、替代、调节；4)妊娠控制。 

欧盟将医疗器械分成Ⅰ，Ⅱa，Ⅱb和Ⅲ类等四个类别： 

I类为不会穿透人体表面又无能量释放(无源)的器械。这类产品约占全部医疗器械品种的23%。 

Ⅱa类包括诊断设备、体液储存、输入器械，以及短暂使用(持续时间小于1h)并有侵害性的外科

器械。 

Ⅱb类为短期使用(持续时间lh～30d)并有侵害性的外科用器械、避孕用具和放射性器械。Ⅱa和Ⅱ

b类产品约占64%。 

Ⅲ类器械为与中枢神经系统、心脏接触的器械、在体内降解的器械、植入体内的器械和药物释

放器械，以及长期使用(持续时间大于30d)并有侵害性的外科器械。这类产品约占13%。 

     

2.3 欧盟医疗器械产品的市场准入 

     欧盟对医疗器械产品管理的 大的特点，也是区别于美国 FDA 之处，就是对医疗器械产品的

市场准入和上市后监督的方式。欧盟是委托经认定的第三方认证机构，也就是称作“通（公）告机

构” （Notice Body）来实施的。欧共体各成员国按照标准委任通告机构，并根据认证机构认证的

能力确定其认证的范围。欧盟委员会在欧共体公报上公布这些机构的名单，识别编号和通告机构的

工作项目。欧共体已认定了数十家认证机构，如挪威的 DNV、德国的 TÜV、英国的 BSI 和法国 BVQI

等都是知名度较高的认证机构。如果欧共体成员国发现某通告机构不再符合提出的标准，认可该机

构的成员国应该撤其资格，并且，该成员国立即将此情况告知其他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 

在欧盟，生产Ⅰ类无菌医疗器械和具有测量功能的器械，以及Ⅱ、Ⅲ类医疗器械企业可到通告



机构提出上市申请，由通告机构负责审查；通过审查后，发给认证证明，贴上CE标志，就可以进入

欧盟各成员国市场。 

按欧盟指令规定，对不同类别的医疗器械，采用不同的审查方式。Ⅰ类产品由生产企业自行负

责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在生产所在国主管部门备案；Ⅱa类产品由通告机构审查，其中产品设

计由生产企业负责，通告机构主要检查其质量体系；Ⅱb类产品由通告机构审查，检查质量体系、抽

检样品，同时生产企业应提交产品设计文件；Ⅲ类产品由通告机构审查，要检查质量体系、抽检样

品，并审查产品设计文件，特别是审查产品风险分析报告。通告机构的审查结果要报告所在国管辖

部门和欧盟委员会。   

      

2.4 欧盟医疗器械质量体系 

    在质量体系方面，欧共体制定的质量体系标准（EN 46000 系列）与 ISO9000 以及 ISO13485（医

疗器械质量体系专用要求）是基本一致的。通告机构（第三方质量认证机构）按 EN 46000 系列标

准对生产厂家生产体系进行审查。通告机构在对企业进行质量认证的同时，还要对高风险的产品在

其实验室中进行检测。通过质量体系认证的，表明生产者符合了指令的要求，产品上就贴有 CE 标

志，产品才可以在欧共体范围内自由销售。 

     

2.5 欧盟医疗器械产品的上市后管理 

     目前欧盟在上市后管理方面还未制定统一法规，仍由各国主管部门负责。一般来说，上市后管

理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1)对生产企业进行质量体系检查：在生产企业取得CE标志后，通告机构

仍然每年或两年至少一次的质量体系监督审查，以确保生产企业持续生产出质量合格、安全有效的

医疗器械。2)建立不良事件报告和反馈体系：各国主管部门要求医疗机构建立不良事件报告制度和植

入器械随访记录。同时，各个生产企业也必须建立不良事件档案，并作为质量体系检查的一个重要

内容。 

如果成员国认定具有 CE 标志的生产厂家的产品发生了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政府有权责令

已获得 CE 标志的企业停止生产，也可通知第三方认证机构收回证书。 

欧盟的法规显示，具有授权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按照法规的要求认证医疗器械企业和产品，并对

生产企业的质量体系定期监督检查；欧盟各成员国通过医疗器械上市后的信息反馈网络，监督生产

企业和认证机构；欧盟委员会负责立法和向欧共体各成员国通告认证机构、经认证的企业和产品、

不良事件或事故的处置。 

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工作方式是市场化运行。 

 



2.6 欧盟医疗器械产品的临床试验申请 

     在欧共体，医疗器械厂商应当按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管理规定在有资格的医疗单位进行临床试

验。对于Ⅱa、Ⅱb和Ⅲ类器械，在收到批准临床试验通知后的60天内开始进行临床试验。除非医疗机

构考虑到试验同公共健康和政策不相符合的情况。除特殊提到的医疗器械外，成员国可以授权生产

厂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应按照医疗器械试验规定法规进行监督。生产厂或其代理商应保存试验

记录并备案。法令规定医疗器械应有临床数据的支持。临床数据可以来自于已有的医学和非临床资

料的评价，也可从临床试验中得到。 

 

3. 澳大利亚医疗器械管理的技术法规 

3.1 澳大利亚医疗器械管理体系概况 

3.1.1 澳大利亚医疗器械立法及主管 

     澳大利亚早在1966年就开始使用《医疗用品法案1966》对医疗用品(包括化学药品、生物制品、

医疗器械、草药制品、维生素及矿物质)进行管理。目前对医疗用品进行管理的主要法案是《医疗用

品法案1989》。2002年澳大利亚颁布了《医疗器械法规2002》，这是一部医疗器械管理方面的专门

法规。 

TGA是澳大利亚联邦健康与老年护理部的下属机构，负责管理《治疗用品法案》确定的产品。

TGA执行《治疗用品法案》、《医疗器械法规2002》所赋予的产品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的职责，并

保证在澳大利亚上市的医疗器械符合标准，并保证进一步地发展澳大利亚的治疗水平以及医疗器械

工业。 

 

3.2 澳大利亚医疗器械的定义及分类 

     定义：由工具、仪器、用具或其他物品(单独或联合使用)以及附件或正常功能需要的软件组成

的治疗品，不以药理学免疫学或代谢方式达到主要作用，虽然通过这些方式能辅助它的作用。 

     分类：按照风险等级由低到高，将医疗器械分为Ⅰ级、Ⅱa级、Ⅱb级、Ⅲ 级、AIMD 级(活性

植入医疗器械)五个类别。 

 

3.3澳大利亚医疗器械产品的市场准入（上市前管理） 

    （1） 上市前的准入。无论哪类医疗器械，其上市销售前必须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准许，符合医

疗器械的基本要求，按照符合性审查程序进行审查。对于具有高风险的医疗器械，其质量、安全性、



有效性需由TGA评估并在上市前批准，批准后作为注册产品进入医疗用品注册系统，对其进行编号

管理。而一些低风险的医疗器械，只要符合质量和安全条件即可进入市场，并进入医疗用品注册系

统，进行编号管理。 

（2） 生产者的许可。在澳大利亚所有医疗器械生产者必须经过许可。生产者的生产过程必须

符合GMP。许可的目的和标准是保证医疗器械符合可定义的质量保证标准和保证在洁净和无污染的

环境下生产，以保证其质量。 

 

3.4 澳大利亚医疗器械质量体系 

     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各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生产过程必须符合与所生产器械相关的质量要求、

都要具备质量保证的手段和程序。执行的GMP制度正向质量体系(ISO 9000)标准靠拢。 

 

3.5 澳大利亚医疗器械产品的上市后管理 

     澳大利亚采取上市后警戒管理。澳大利亚对所有上市后的医疗器械通过采用包括不良事件的调

查报告、上市产品的实验室检验和监测的活动保证其符合法规的规定。澳大利亚对于上市后不良事

件监测的规定较为成熟，程序较为详尽，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具有较强可操作性。 

 

4.加拿大医疗器械管理的技术法规 

4.1 加拿大医疗器械管理体系概况 

4.1.1加拿大医疗器械立法及主管 

     加拿大的“食品与药品法案”和1998年颁布的“医疗器械法规”是加拿大医疗器械的基本法规。 

     加拿大卫生署健康产品和食品局（HPFBI）医疗器械司主管加拿大境内医疗器械的 

生产与销售。 

 

4.2 加拿大医疗器械产品的定义及分类 

定义：任何物品、器具、仪器或装置，包括任何组件、零件或附件，其生产、销售声称用于下

列目的：(1)用于人体或动物的，对疾病、机能失调或者异常生理状态或其综合症的预防、诊断、治

疗或者缓解；(2)恢复、矫正或者调节人体或动物的机体功能或者机体结构；(3)用于人或者动物妊

娠诊断。(4)用于人或者动物在妊娠期间、分娩及分娩后的过程的控制，包括避孕器械，但不包括药

品。 

     分类：按照风险等级由低到高，将医疗器械分为Ⅰ类、Ⅱ类、Ⅲ类、Ⅳ类四个类别。 



4.3 加拿大医疗器械产品的市场准入（上市前管理） 

     加拿大医疗器械评估体系称为 CMDCAS。加拿大卫生署认定的有资格的认证机构（即基于

CMDCAS的认证机构）能提供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加拿大医疗器械法规规定，Ⅱ类、Ⅲ 类、Ⅳ 类

医疗器械都必须具有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1）生产者的许可。器械生产商要向加拿大卫生署申请获得许可证或是授权才能销售他们的产品。

Ⅰ类医疗器械生产商、Ⅰ类、Ⅱ类、Ⅲ类、Ⅳ类医疗器械进口商和销售商必须获得“生产许可证”。 

（2）产品许可。Ⅱ类、Ⅲ类、Ⅳ类医疗器械生产商要向加拿大卫生署申请获得“器械许可证”。Ⅱ

类医疗器械生产者必须提交有资格的认证机构提供的 CAN/CSA ISO 13488-98生产的证书。Ⅲ 类、

Ⅳ 类医疗器械生产者必须提交有资格的认证机构提供的 CAN/CSA ISO 13485-98设计和生产的证

书。 

 

4.4 加拿大医疗器械质量体系 

     质量体系是加拿大医疗器械法规的一部分。加拿大医疗器械法规包含质量体系标准 ISO 

13485/13488。质量体系审查是采取基于CMDCAS的认证机构和第三方审查机构实施。 

 

4.5 加拿大医疗器械产品的上市后管理 

     上市后监察。（1）应用 CMDCAS 政策，对加拿大市场的医疗器械进行监测；（2）Ⅱ类、Ⅲ 

类、Ⅳ 类器械生产者自始至终实施质量体系（QS）；（3）建立不良事件监测管理体系。 

 

4.6 临床试验申请 

     Ⅰ类器械不需要申请。Ⅱ类、Ⅲ 类、Ⅳ类器械申请获准后需要得到书面许可证后方可实施。 

 

5.日本医疗器械管理的技术法规 

5.1 日本医疗器械管理体系概况 

5.1.1日本医疗器械立法及主管 

    1960年，日本国会通过“药事法”。2002年7月日本政府全面修订“药事法”。在医疗器械监管方

面，日本政府竭力确保医疗器械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修订后的《药事法》于2005年全面

施行，上市前准许和入市后管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版《药事法》在医疗器械方面，增加新型

生物产品管理条例、对低危医疗器械的第三方认证体系、以及厚生省评审高危医疗器械的优先权等。 



    在日本，厚生省根据《药事法》对医疗器械进行管理。厚生省在药务局内设医疗器械课进行行

政管理，并会同监督指导课一起进行质量体系检查。此外，还在国立卫生试验所设立疗品部，对医

疗器械进行技术复核和相关研究工作。 

 

5.2 日本医疗器械产品的定义及分类 

     定义：用于人或动物疾病的诊断、治疗或预防、或影响人或动物结构或功能的设备和仪器。 

     分类：《药事法》将医疗器械分为四类：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分类是按照医疗器械对人

体的危害程度而定的。一类 低，四类 高。但这种分类是按照全球协调组织(GHTF)的分类法而定

的。且在类别上增加了称呼，一类医疗器械称为一般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称为控制类医疗器械，

三类和四类医疗器械称为严格控制类医疗器械。 

 

5.3 日本医疗器械产品的市场准入（上市前管理） 

按照日本《药事法》规定，一家生产厂的每一种产品，都必须取得厚生省的生产或入市批准(日

文称为Shonin)。此外，生产厂还须取得地方政府的生产或入市许可(日文称为Kyoka)。按修改后《药

事法》规定，不仅产品的生产要经厚生省批准，产品的入市也要经厚生省批准。对任何一种产品，

都要求公司须获得生产批准和入市许可。 

目前的《药事法》对一类医疗器械和某些二类医疗器械的生产不需要预批准，对它们的入市也

无管理规定。但大多数二类和所有的三类及四类医疗器械产品，则要求需经厚生省批准。一类医疗

器械（即称为一般医疗器械），须获得地方政府的入市销售许可，这类器械不需要获得厚生省的入

市批准，厚生省对它们的入市也不作管理规定。二类医疗器械（即称为控制类医疗器械），须由第

三方进行认证。三类和四类医疗器械（即称为严格控制类医疗器械），这两类医疗器械将受到严格

的管理，并须获得厚生省的入市销售批准。 

 

5.4 日本医疗器械质量体系 

     1989年，厚生省药务局颁布了《医疗用具质量体系》。该质量体系是在美国医疗器械质量体系

的基础上制定的，其检查是在药务局医疗器械课和监督指导课指导下，由都、道、府、县的药事监

督员进行的。日本共有2700多名药事监督员，他们同时执行药品和医疗器械质量体系的检查。 

 

5.5 日本医疗器械的上市后管理 

要求获得生产批准和入市许可的公司须具有质量控制体系和售后安全控制体系。入市许可每五



年更新一次。 

   根据新版《药事法》，对初次获得批准的医疗器械，经一定时期后，要进行重新审查。新设计

的、结构新颖的或采用新原理的医疗器械，在获得初次批准后第四年，须接受再次审查。具有新效

力、新用途或新性能的医疗器械，则在获得初次批准后第三年，须对之进行复审。 

 

5.6 临床试验 

     日本厚生省要求从1993年开始实施“医疗器械临床研究规范”。日本医疗器械临床研究（试验）

规范的要点如下：进行临床试验的场所必须是医疗法认可的医疗机构；该医疗机构设有临床研究审

查委员会；临床研究委托者必须要和医疗机构签订书面合同；拟临床研究计划书；在临床试验结束

后，根据临床研究医师的报告，负责医师应完成临床研究（试验）报告书；等等。 

    临床研究（试验）委托者，应按药事法80条要求，用书面形式进行申请，并按第14条要求，按

规定提交所需的资料。 

 
 
 



第四章 达到目标市场技术要求的措施和建议 
 

1. 医疗器械出口美国、欧盟的技术指南与措施建议 

1.1 及时了解主要目标国有关医疗器械行政审批制度的详细管理规范 

在美国医疗器械管理的法规中，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医疗器械管理原则和管理标准，并有许多相

关的指南文件，企业只要及时了解美国医疗器械管理规定和相应配套的技术文件，就可以掌握美国

医疗器械管理的相应技术要求，并按要求开展相应的技术储备工作。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美国

医疗器械管理法规和规定，本项目翻译了美国医疗器械管理法规并编制了详细的医疗器械进入美国

市场注册程序的指南以及资料准备指南，供企业了解具体的技术要求和操作程序以便开展相应的技

术工作。 

    欧盟采用的医疗器械市场准入机制与美国有着较大的差异，无论是从产品的分类上，还是产品

注册程序上，这些差异在欧盟相关的管理指令中都有详细的表述。本项目翻译了欧盟相关的医疗器

械管理指令，为企业开拓欧盟市场提供技术指导。 

    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医疗器械安全的监管标准基本上以美国和欧盟为主要参照体系，因此全面

了解美国和欧盟的医疗器械管理法规对出口到其他国家也有极大的帮助。 

 

1.2 提升我国医疗器械产品技术水平，以达到主要目标国的医疗器械技术标

准 

目前世界上具有完整医疗器械管理体系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欧、美、日本等，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基本与美国相近。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基本以欧美的技术标准为参照物，如沙特、埃及等只要具有

CE 认证标志，基本就可以进入市场。而在亚洲地区，除了日本，其他国家尚未形成医疗器械管理

体系，因此如能按照欧美的管理要求提升产品的技术能级，基本上可以保持在这些地区的市场份额。 

1）、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质量保证体系 

    由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普遍以ISO 9001，EN 46001或ISO 13485作为质量保证体系的要求，故

建议我国医疗器械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均以这些标准为基础。 

    2）、使用国际通用的安全标准，使产品的安全性符合目标国的法规要求 

大多数政府都已针对本国使用的医疗器械制订了相应的法规，以保护民众的安全。北美、欧洲

或亚洲不同国家的市场，法规要求各不相同。但是有些医疗器械标准均已被这些国家所采用。如与

产品安全相关的适用普通医疗和牙科设备的IEC 60601-l标准；适用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或清洁器和消



毒设备的IEC 61010标准；电磁兼容性相关的IEC 60601-l-2电磁要求；放射性(EMI)和免疫性(EMS)；

生物相容性相关的ISO 10993-l生物学评估；风险分析相关的ISO 1497l风险管理应用；软件确认相关

的IEC 60601-l-4可编程的器械等。建议企业在产品瞄准国际市场时，从产品设计阶段，就要在采用国

际通用安全标准的同时，积极采用专用安全标准。 

    3)、扶持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及企业 

对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生产企业拟加以大力扶持，鼓励生产企业联合兼并，尽快

实现规模化生产，以提高生产的集中度和市场的占有率。 

4）积极推动实施医疗器械GMP 

为确保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各国政府纷纷通过立法加强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如

美国FDA执行的GMP法规要求计划进入美国市场的国内外医疗器械企业需建立一个包括设计、生产、

包装、标识、储存、安装、服务等内容的质量体系；欧盟也采用欧共体医疗器器械指令等法规来对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提出法规要求。 

5）发展适销对路医疗器械产品、广泛开拓国际市场 

企业在出口医疗器械之前，即应对国际医疗器械市场的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还有产品的出口

市场除针对欧美市场外，还应广泛开拓其他国家市场。 

    6）加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建设 

    提高原材料、元器件质量。我国基础工业的薄弱成为影响国内医疗器械产品质量的重要原因。

原材料的稳定性，精密加工，关键部件等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和档次。 

7）建设公共检测平台，完备检测设备，研究检测方法 

加强国家检测机构的建设，使检测设备与检测方法与国际接轨。加快检测速度，降低检测费用，

提高仪器使用率，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8）品牌建设，提升质量与信誉 

通过品牌的创立，使产品的技术含量得到提升，在占领国内市场的同时，开拓国际市场。 

    9）采用专业化协作和国际择优配套理念 

    从有利于提高并保证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实际效果出发，充分发挥从设计、实验、开发、加

工制造、整机组装调试、市场销售到售后服务整个产品价值链的多元化又是所采取的新理念新措施。

通过全球市场的统一比较采购和协作配套，确保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降低成本，赢得用户，从而推

进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 

 



附件一 美国医疗器械市场准入申请类型及相应的技术要求 

 美国医疗器械管理的类别 

     1976 年，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有关医疗器械的修订案发布。该修订案以保证医疗

器械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所需的控制程度为基础，对医疗器械建立了三个管理分类—— I 类、Ⅱ

类、Ⅲ类。 低管理类别为 I 类， 高管理类别为Ⅲ类。FDA 已经根据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控制程度，

为所有医疗器械确定了管理的类别，并把它们分组到各个医疗专科，以供参考。 

    I 类产品风险 低，它的设计一般比Ⅱ类产品、Ⅲ类产品简单。FDA 认为绝大多数的 I 类产品

通过一般控制足以保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I 类产品要求符合一般控制。I 类产品的例子有弹性绷带、

检查手套、手工操作的外科器械，等等。 

    Ⅱ类产品是指那些用一般控制不足以控制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必须通过现有的其他方式，即特

殊控制，来保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产品。特殊标签要求、强制性性能指标、售后监控都属于特殊

控制。在Ⅱ类产品市场准人前，一般需申请市场准入前报告 510(k)。Ⅱ类产品的例子有电动轮椅、

医用内窥镜，等等。 

    Ⅲ类产品是指那些仅用一般控制和特殊控制还不足以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产品。它一般用

来支持人体生命，防止人体健康受损，具有致病、致残的潜在的、不合理的风险。对Ⅲ类产品市场

准入，一般需申请市场准入前批准(Premarket Approval，PMA)。Ⅲ类产品的例子有人工晶体、骨水

泥、外科缝合线，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医疗器械的管理类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与医疗器械有关的知识和经验的

增长，产品的管理类别可以通过重新分类(Reclassification)程序进行调整。管理类别的改变以 FDA

掌握的 新医疗器械信息为基础，FDA 可以自发地或根据外界请求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医疗器械重

新分类。如果企业要求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重新分类到较低的管理类别，就必须向 FDA 提供强有力的

证明材料，证明该产品划分到较低的管理类别足以保证该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对该产品管理

类别的重新分类作出 终决定之前，FDA 会在联邦登记上发布该产品重新分类的推荐性的规则，包

括重新分类的科学判断，并请求公众参与评论。接着，才在联邦登记上公布该产品重新分类的 终

决定。 

    医疗器械的管理类别决定了该医疗器械市场准入前申请的类型。但是，医疗器械市场准入前申

请的类型并不完全取决于医疗器械的管理类别。 

 

美国医疗器械产品的分类 

《美国联邦法规》21CFR862-892 中，对大多数的医疗器械作了产品按功能进行了分类和描述。



美国医疗器械产品共包括 16 大类、1700 多种类型的医疗器械。21CFR862-892 中对每一种医疗器械

给出了包括预期用途在内的一般描述、所属管理类别（I、II、III 类）以及市场要求等信息。16 大类

医疗器械产品的类别名称如下： 

 

序号 法规章节号 类别名称 

1 21CFR862 临床化学和毒理学器械 

2 21CFR864 血液学和病理学器械 

3 21CFR866 免疫学和微生物学器械 

4 21CFR868 麻醉器械 

5 21CFR870 心血管器械 

6 21CFR872 牙科器械 

7 21CFR874 耳鼻喉科器械 

8 21CFR876 胃肠-泌尿科器械 

9 21CFR878 普通的和整形手术器械 

10 21CFR880 医院和个人用普通器械 

11 21CFR882 神经科器械 

12 21CFR884 妇产科器械 

13 21CFR886 眼科器械 

14 21CFR888 整形外科器械 

15 21CFR890 理疗器械 

16 21CFR892 放射医学器械 

 

 

美国医疗器械市场准入申请的类型及相应的技术要求 
1、一般控制 

    一般控制包括标贴、企业登记、列出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市场准入前报告、禁用产品、通告及

补救措施、记录与报告制度、限制性使用产品和质量体系控制等内容，并对伪劣产品进行定义。I

类、Ⅱ类和Ⅲ类产品都必须符合一般控制的要求。一般控制的具体规定如下： 

 

1.1 企业登记或注册 

    FDA 规定，所有涉及在美国上市的医疗器械的生产和销售企业都需要向 FDA 登记。需要向 FDA



登记的企业有：①制造商参与上市医疗器械的制造、准备、宣传、合成、装配或处理的企业的所有

者／经营者，包括制造企业、合同制造商、合同消毒商、设计开发商、重新包装商、重新处理一次

性使用产品的企业、重新制造企业、直接销售给 终用户的部件或附件的制造商；② 初进口商对

进口到美国的医疗器械具有第一支配权。 初进口商需要企业登记，但不需要列出医疗器械产品。

不参与制造、再包装、处理或再贴标签的批发商(批发商是指将医疗器械产品从制造地批发给零售商

的人。)不需要向 FDA 登记。③外国企业参与向美国进口的医疗器械的制造、准备、宣传、合成或

处理的外国企业。 

企业登记每年一次。在第一次登记时，企业可以向 FDA 相关部门索要注册申请表或直接从网上

直接下载（www.fda.gov），填写后递交给 FDA。FDA 收到登记材料后一般在 2 个月左右给发一份收

到通知给企业，并分配给企业经营者识别号（企业编号），然后将材料转给相关的行政办公室。FDA

在收到登记材料的 30 天到 90 天内，发给企业登记号（注册号）。 

注册申请表编号为 FDA2891，企业须填写自身的基本资料；制定正式联系方式和联系人（企业

本身或协助企业申报的咨询机构）；指定在美国国内的代理人（联系人）。以后每一年 FDA 都会主动

寄编号为 FDA2891a 的表格请注册企业确认有无更改；但不管是否有变更，企业都须将表格寄回。

如果注册企业所填报的基本资料有重大变更时，必须在 30 天内通知 FDA。 

 

1.2 列出医疗器械产品名称（产品列名，Listing） 

    “列名”就是向 FDA 正式通告企业准备在美国医疗器械市场销售的产品名称清单。企业在产品

正式进入美国市场前，先要向 FDA 呈报 FDA2892 表格。在该表上企业应将拟在美国销售的产品名

称列上。每个产品填一张表（只写产品名称，无规规型号，在需递交 510（k）文件时要详细述说规

格型号的区别）。企业可向 FDA 相关部门索要申请表或在网上在线填写。每一产品列名申请表都有

FDA 给与的唯一流水号。参与上市医疗器械的制造、准备、宣传、合成、装配或处理的企业／经营

者，必须在医疗器械进入美国市场 30 天内向 FDA 提供产品名称清单。合同制造商、合同消毒商和

初进口商不需要提交产品名称清单。提供产品名称清单和企业注册登记可以同时进行。企业每年

有两次机会修改产品列名表。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有责任保持自己的产品列表数据有效。列名资

料有任何更改时，必须以同样表格向 FDA 报告。 

    FDA 申明，企业登记不是 FDA 对企业或企业生产的产品的认可，列出的医疗器械产品也不是

FDA 对这些产品的认可。 

 

1.3 医疗器械上市前要提交 5l0(k)报告 

    绝大多数 I 类产品通常可以豁免 5l0(k)。从 1976 年医疗器械修订案颁布到 1997 年 FDA 现代化

法(FDAMA)颁布，FDA 豁免了 574 个一般形式的 I 类产品。FDAMA 规定除了用以防止人体健康



受损或具有潜在的、不合理的致病、致残风险的产品之外(“保留”准则)，所有的 I 类产品均可以

豁免 510(k)。1998 年 2 月 2 日，FDA 在联邦登记上发布了 I 类产品的“保留”产品目录。“保留”

产品的例子有尿酸测试系统、胆固醇测试系统和氨测试系统等。FDAMA 还规定 FDA 不必先将某些

Ⅱ类产品的管理类别下降为 I 类再豁免 510(k)，而可直接豁免。1998 年 1 月 21 日，FDA 颁布了不

需要申请 5l0(k)的Ⅱ类产品目录。 

 

1.4 医疗器械的生产应符合 GMP 

    一般控制要求 I 类、Ⅱ类和Ⅲ类产品的生产应符合 GMP 规范。绝大多数的 I 类产品虽然豁免

了 5l0(k)，但是它们的生产应符合 GMP 规范，只有在联邦登记的 I 类产品目录中标以( )的产品才

可以豁免 GMP。豁免 GMP 的产品仍然要求符合与记录(21CFR820．180)和投诉(21CFR820．198)

方面有关的规定。 

 

2. 510(k) 

    510(k)是企业向 FDA 申请医疗器械产品市场准入的一种形式，它要求企业呈报的信息能说明准

备上市的医疗器械产品与已合法上市的其它产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是否实质等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SE)。 

    实质等同的含义包括：①准备上市的医疗器械与已合法上市的医疗器械具有相同的适用范围和

相同的技术特征；②准备上市的医疗器械与已合法上市的医疗器械具有相同的适用范围，虽不具有

相同的技术特征，但不会引起安全性和有效性上的新问题，即安全性和有效性等同。 

    510(k)规定企业在医疗器械上市前至少 90 天时必须向 FDA 提交 510(k)申请。FDA 可以组织一套

实质等同(SE)程序来决定准备上市的医疗器械与已合法上市的医疗器械是否实质等同。 

    FDA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绝大多数的 I 类产品和部分Ⅱ类产品可以豁免 5l0(k)。对于法令修订

前(1976 年 5 月 28 日以前)的Ⅲ类医疗器械，其中有一部分产品的管理类别有可能通过重新分类程

序下降为 I类或Ⅱ类，FDA 认为 510(k)已足以确保这一类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指出的是，

那些不适宜于重新分类的，在法令修改前的Ⅲ类医疗器械产品将继续保留在原来的管理类别中，它

们的上市有可能需要提交 PMA 或产品发展草案 PDP (Product Development Protoco1)。因此，510(k)

主要适用于对Ⅱ类产品和一些“保留” I 类产品。对于法令修订前的Ⅲ类产品，在按规定必须申请

PMA 之前，仍可以申请 510(k)。 

    为了提高 5l0(k)的评估效率，FDA 在 1998 年为企业申请 510(k)提供了两种主要途径：“特殊

5l0(k)：器械修改”和“简化 510(k)”。“特殊 5l0(k)：器械修改”以质量体系中的设计控制部分为基

础；“简化 510(k)”以指南文件、特殊控制和已认可的标准为基础。在没有指南文件、特殊控制和已

认可的标准的情况下，企业只能提交传统 510(k)。 



2.1 传统 510(k) 

    所有的 510(k)都建立在实质等同的基础上。FDA 建议提交传统 510(k)的企业，首先确定一个已

合法上市的医疗器械作为比较的依据，然后寻找相关的指南文件。FDA 已经建立了许多指南文件，

有些专门适用于一种医疗器械，有些是通用的(如生物相容性)。此外，还应该贯彻质量体系规范的

设计控制要求，将设计控制中所形成的数据和资料应列入 5l0(k)申请文件中。5l0(k)申请文件主要包

括以下资料：医疗器械产品描述、医疗器械性能指标、标贴、测试数据与作为依据的产品的比较和

消毒的资料(如果适用)以及器械依据的标准和制造资料等等。 

 

2.2 简化 510(k) 

    简化 5l0(k)以指南文件、特殊控制、已认可的标准为基础。与传统 510(k)相比，简化 510(k)的

申请更加容易准备，也更加容易审查。 

    企业可以选择申请简化 510(k)的情况如下：①已有指南文件；② 已经建立了特殊控制；③FDA

已认可了相关的公认标准。 

    在过去的几年中，FDA 致力于建立指南文件，将法规上和科学上的要求融合到指南文件中，再

传达给企业。在 510(k)方面已经建立了大量的指南文件，同时部分 I 类产品、Ⅱ类产品和法令修订

前的Ⅲ类产品的指南文件正在建立之中。这些指南文件明确了上市认可所需的资料。按照指南文件

来准备 510(k)申请更加容易，也方便审查，可以显著地提高 510(k)的评估和批准的效率。 

    为保证安全性和有效性，Ⅱ类产品除了符合一般控制要求外，还必须符合特殊控制。特殊控制

包括性能标准、售后监控、患者登记、说明书版本修订、推荐性文件以及其它合理保证器械安全、

有效的措施等控制方式。在指南文件中已经融合了如何利用特殊控制来降低风险的要求。 

    除了指南文件和特殊控制外，FDA 还被授权在联邦登记上以发布公告的方式认可全部或部分国

家和国际标准。认可的标准可以在指南文件或个别政策文件中引用，或作为降低风险的特殊控制。

IEC60601-1 就是公认标准的一例。它已经广泛应用到许多医用电气设备上。FDA 对这份标准的认可，

可以提高对符合这份标准的医疗器械的检查效率。 

    简化 510(k)申请文件主要资料包含产品描述、产品适用范围、标贴、如何降低风险的说明及支

持数据、产品执行标准及一致性声明、产品附件等等。除此之外，以指南文件和／或特殊控制为基

础的简化 510(k)申请文件还应当着重说明与指南文件和／或特殊控制有偏离的地方；以已认可标准

为基础的简化 510(k)申请文件还应该提交与已认可标准一致性的声明，着重指出与已认可标准有偏

离的地方。 

    在简化 510(k)中，企业也可以选择通过第三方来评估与已认可标准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

第三方将为企业进行标准的一致性评估，并且向企业提供评估结果。在简化 510(k)申请中应该包括



企业签署的一致性声明。同时，根据质量体系法规，第三方的评估结果应当保存在器械控制记录

(Device Master Record，DMR)中。必须指出，产品是否符合已认可标准的责任在企业，而不是在第

三方。 

 

2.3 特殊 510(k)：器械修改 

    1990年安全医疗器械法令(SMDA)给予了 FDA组织制订产品设计控制法规的权利。根据 SMDA

授予的权利，FDA 修订了 GMP 要求，包括生产前设计控制，要求器械制造商在 初设计器械或器

械发生实质性修改时必须对这些设计结果进行跟踪。影响到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修改必须提交

510(k)申请。为符合质量体系法规，企业对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措施进行管理，包括设计输入、风险

分析、设计输出、检测过程、证实性和有效性的过程文件，以及正式设计检查文件等。在这个过程

中，企业必须保证设计输入的要求符合器械的适用范围和使用者的需要。企业必须定义设计输出并

使之文件化，改进产品设计要求，获得证实性和有效性结果， 终产生设计输出，形成器械控制记

录(DMR)，供 FDA 官员检查。 

    FDA 允许企业使用“特殊 510(k)：器械修改”途径，对修改后的产品宣称 SE。FDA 相信严格

的设计控制程序可以产生可信赖性很高的结果。根据质量体系法规，企业有责任通过建立内部审计

来评估设计控制的一致性，企业也可以依靠第三方进行评估。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可以为企业进

行一致性评估，并给出评估结果。企业签署的一致性声明，和第三方的评估结果应当包含在 DMR

中。同样，需要明确的是，设计控制一致性的责任在制造商，而不是在第三方。 

    为了鼓励企业选择“特殊 510(k)：器械修改”来获得修改后器械的上市批准，FDA 的医疗器械

评估办公室将尽力在文件接收后的 30 天内完成特殊 510(k)检查。为了尽快通过批准，特殊 510(k)

的申请者应该对每一修改进行评估，保证每一修改不会：①影响产品的适用范围；②改变产品的基

本的科学技术。对于“适用范围”及“基本科学技术”，FDA 作以下解释：适用范围对产品的使用

或产品的适用范围有影响的标贴的修改不适合申请特殊 510(k)。因此，FDA 建议特殊 510(k)的申请

者应着重指出对已合法上市产品的标签的修改内容，并在特殊 510(k)申请文件中应清楚地说明修改

后产品的适用范围的改变不是由于器械修改而导致的。 

    基本科学技术对器械的基本科学技术的修改不适合申请特殊 510(k)。基本科学技术的修改一般

包括器械的操作原理或工作机理的改变，如手动器械变为自动化。因基本科学技术改变而不适合申

请特殊 510(k)的情况举例如下：①使用锋利的金属片切割的外科器械改用激光切割；②使用免疫分

析原理的试管诊断(IVD)改用核酸杂交或放大技术；③利用传感机理从连续运行向按需要运行的功

能转变。 

    此外，还应考虑到材料的变化。FDA 指明很多材料上的变化情况也可以申请特殊 510(k)。材料



中的某些变化可以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是需要更高要求的评估。如植人性产品使用的材

料、与人体组织或血液接触的材料修改为从未被相同适用范围、相同管理类别已合法上市的器械所

使用过的材料，这种情况就不适合申请特殊 510(k)。类似的，器械的作用成分改成从未被其它已合

法上市产品使用过的成分也不适合申请特殊 5l0(k)，例如生产接触性眼睛消毒液的企业，想将过氧

化氢变成从未被已合法上市的产品使用过的杀菌剂。上述两种形式的修改包括了医疗器械基本成分

的重大变化，因此这种变化被认为是基本科学技术的变化，应该提交简化 5l0(k)或传统 510(k)申请。 

    材料制作过程的改变和向相同适用范围、相同管理类别的其它已合法上市的产品使用过的材料

的转变，应申请特殊 510(k)。如生产臀部植入物的企业将制作材料从某一种合金变为其它已合法上

市产品使用过的另一种合金，这种情况就适合申请特殊 510(k)。 

    次要成分的改变也适合申请特殊 510(k)，因为这种变化不是器械基本科学技术的改变。适合申

请特殊 510(k)的器械修改包括下列情况：能量形式、环境说明、性能说明、患者-使用者界面的适合

性、维度说明、软件或硬件、包装或失效期、消毒等。应该指出的是，在 FDA 已具有指南文件、已

建立了特殊控制或已认可了检测标准或性能标准的情况下，企业在完成设计控制时应对此加以考虑。

例如，如果企业想对接触性眼镜进行修改，那么设计输入应该包含 FDA 已建立的对这种产品的特殊

控制。更进一步说，如果企业对试管诊断产品进行修改，设计输入应该包含任何已认可的临床标准，

如国家临床实验标准委员会(NCCLS)制订的标准。因此，申请特殊 510(k)的企业需要掌握相关的指

南文件和特殊控制，或已认可的适用于自己产品的、在设计控制过程中应采纳的标准。 

    临床评价 FDA 认为可以在医疗器械设计的有效性中考虑临床评价。企业所有的临床调查必须遵

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可以向 FDA 申请器械调查豁免(I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s，IDE)。 

    如果企业需要进行临床调查来证实器械的修改是否有效，建议在准备申请特殊 5l0(k)之前先送

交器械评估办公室(the Ofice of Device Evaluation，ODE)进行检查。当企业必须使用临床调查来证实

与器械修改相关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时，这种临床调查倾向于保证修改后的器械更多地满足使用

者的需要，而不是对病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么 FDA 认为这种情况适合申请特殊 5l0(k)。 

 

3. PMA 

    PMA 也是企业向 FDA 申请医疗器械市场准人的一种形式。根据法令，不符合 PMA 要求的Ⅲ

类医疗器械被认为是伪劣产品，并且不得销售。FDA 对 PMA 的评审时间至少为 180 天。对法令修

订前的产品、法令修订后的产品和传统Ⅲ类医疗器械，应用 PMA 要求时应适当加以区分。①法令

修改前的医疗器械是指在 1976 年 5 月 28 日(医疗器械修订案颁布日期)以前上市的产品。直到 终

分类法规颁布后 30 个月或需要提交 PMA 申请的 终法规颁布后 90 天，法令修订前的Ⅲ类医疗器

械才需要提交 PMA 申请。②法令修改后的医疗器械是指在 1976 年 5 月 28 日或之后第一次上市的



产品。如果法令修改后的医疗器械与法令修改前的医疗器械是实质等同的，该产品适合申请 5l0(k)。

在检查完 5l0(k)申请报告之后，FDA 可以决定该产品是否与法令修改前的医疗器械实质等同。③过

渡性Ⅲ类医疗器械是指 1976 年 5 月 28 日之前按药品管理的医疗器械，如隐形眼镜及其护理产品、

动物源性血管移植物、可吸收性体内平衡装置和可吸收性敷料等。 

    经 FDA 判断与法令修改前的医疗器械或法令修改后、分类为 I 类或Ⅱ类的医疗器械不具备实质

等同的医疗器械被认为是“新”的医疗器械，自动进入Ⅲ类管理。在这类医疗器械上市之前，它们

可以申请 PMA，也可以通过重新分类程序降为 I 类或 II 类管理。根据 FDA 法规，Ⅲ类传统医疗器

械和“新”产品上市前自动分为Ⅲ类管理。申请者也可以向 FDA 申请重新分类程序要求降为 I 类或

II 类管理。对 PMA 申请、PDP 申请或重新分类请求起支持作用的临床研究适用于 IDE 法规。 

    1997年FDAMA新增加的515(d)(6)，对PMA部分的有关影响器械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修改做出了补

充要求。器械修改需要为期30天的5l0(k)报告，或为期135天PMA补充，后者是在FDA发现5l0(k)报告

不够全面时提出的要求。 

    器械和辐射健康中心(Center for Device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CDRH)通过管理检查来决定是

否批准 PMA 或 PDP 申请。管理检查的申请从网上公布当天开始，为期 30 天。FDA 在理由充足的

情况下可以延长 30 天的期限。任何人可以向 CDRH 申请 PMA 的管理检查。申请者可以根据 FDA

管理实施细则和诉讼法规 21CFR 的 12 部分要求听证，或者通过独立咨询专家委员会对 PMA 申请

和 CDRH 的措施进行检查。申请者可以指定检查的形式(听证或独立咨询委员会)，提交支持数据和

材料，说明需要管理检查来解决的重要问题。FDA 将决定是否同意检查申请，并在联邦登记上发布

通知。如果 FDA 同意检查申请，通知上将列出需要检查的问题、检查所用的形式、可以参与检查的

人员、检查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其它细则等内容。 



附件二 欧盟医疗器械市场准入申请类型、CE 认证及相应的技术

要求 
 

欧盟医疗器械管理的类别 

为加速欧洲共同体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于1985年5月7日批准了技术协调与标

准新方法决议，欧共体理事会为实施该决议已先后批准了30多个指令，这些指令被称为新方法指令。

在医疗器械领域，欧共体理事会共批准了三个欧盟指令，以替代原来各成员国的认可体系，这三个

指令分别是： 

(1)有源植入性医疗器械指令(AIMD，EC - Directive 90／385／EEC)，已于1993年1月1日生效，

1995年1月1强制实施； 

(2)医疗器械指令(MDD，EC—Directive 93／42／EEC)，已于1995年1月1日生效，1998年6月14

日强制实施； 

(3)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指令(IVDD，EC—Directive98／79／EC)，已于 2000年6月7 日生效，2003

年12月7日强制实施。 

其中医疗器械指令（简称M DD）是适用面 为广泛的一个管理指令，在这个指令中，明确了医

疗器械的分类原则是依据有关器械技术设计和制造的潜在危险对人身的伤害程度来进行的。 

根据这个分类原则，欧盟将医疗器械产品分为四类，即I，IIa，lIb和III类。共有18项分类原则，

分别依据创伤性、使用时间、使用部位和有无能量等准则进行的。在MDD指令的附录IX中，详细阐

述了18条分类原则。根据所列的原则，制造商可以自行对产品进行分类（详见欧盟医疗器械指令）。 

但需要指出的是，欧盟对医疗器械有明确的定义。有些产品，如按摩器、保健用器械、脂肪测

量仪和一些中医理疗产品，在我国被认为是医疗器械，但在欧盟并不属于医疗器械。而有些产品根

据其用途也会有不同的划分，如眼镜架，如用于配近视眼镜，则属于医疗器械；但如宣称用于太阳

镜，则不属于医疗器械。 

 

欧盟医疗器械市场准入申请的类型及相应的技术要求 

根据欧共体理事会批准的欧盟医疗器械指令规定，在指令正式实施后，只有带有CE标志的医疗

器械产品才能在欧盟市场上自由流通和销售。 

CE标志是“European Conformity”的缩写，是指“符合欧盟的法规要求”。产品要带有CE标志

必须通过CE认证。 

CE认证是欧盟要求任何医疗器械产品投放欧盟市场前所必须进行的认证。由欧盟认可的认证机



构(Notified Body）进行认证。通过CE认证的产品在销售时须加注CE标志，并标明认证机构代码（对

不具有灭菌或测量功能的I类产品，企业可自行确认是否满足CE要求加注 CE标志，但无认证机构代

码)， 以示产品满足了欧盟医疗器械指令的要求，可以合法地投放欧盟市场。 

获得CE标志的过程可简化成为如下步骤，各个步骤的详细内容在MDD相关条款及附录中有说

明。 

1、分析器械及特性，确定它是否在指令的范围内 

医疗器械的定义在MDD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可以对照定义，确认产品是否在MDD范围内。欧盟

颁布了所有各类医疗器械的通用代码(UMDNS)，可以通过代码的查询， 以确认产品在MDD范围内。

有些产品，如按摩器、保健用器械、脂肪测量仪和一些中医理疗产品，在我国被认为是医疗器械，

但实际并不在MDD规定的范围内。因此明确地说明其产品的预期用途是十分关键的，这样才能确定

产品是否在MDD范围内。  

2、确认适用的基本要求 

欧盟医疗器械指令（MDD）规定，任何医疗器械必须满足MDD附录I中所规定的基本要求。

重要的工作就是确认其产品是否满足这些基本要求。MDD附录I中共有14项基本要求，前6项为通用

要求，适用于所有的器械；后8项为专用要求，可能部分适用。 

3、确认任何相关的欧盟协调标准 

协调标准是由欧洲标准委员会(CEN)和欧洲电气技术委员会(CENELEC)制定的颁布在欧盟官

方杂志上的标准。对于某种医疗器械来说，可能有多种协调标准适用它，因此在确认哪些协调标准

适用时，应十分仔细。 

应注意的问题有： 

1）如存在相关的欧盟协调标准，应尽量采用，除非有很好的理由说明不采用的原因； 

2）欧盟在其官方网站上会定期颁布 新的欧盟协凋标准目录，应及时跟踪。 

4、确保产品满足基本要求或协调标准的要求．并提供文件化证据 

制造商应能提供充分的文件证据，证明产品已符合基本要求。该文件证据被称为CE技术文件(I，

IIa，IIb类器械)或CE设计文档(部分lIb类和III类器械)。CE技术文件或设计文档必须保存至 后一批

产品生产后五年的时间，以备主管当局的检查。CE技术文件可分为两部分，即A部分和B部分，其内

容包括如下： 

A部分：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产品和可能变化的描述；产品风险管理汇总；适用的基本要求；

采用的协调标准和其他标准；标签和说明书。 

B部分： 纸，电路图等；符合基本要求的计算说明、测试报告和其他证据；生产过程的描述；



灭菌和其他特殊过程(如适用)验证文档；质量体系的描述。 

应注意的问题是： 

1)CE技术文件或设计文档应是英文或某一欧盟成员国语言，以备主管当局检查； 

2)一个权威的检测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如EMC，IEC60601，ISO10993等)可为CE认证和产品顺

利进入欧盟市场带来方便。 

3)A部分CE技术文件或设计文档副本应保存在欧盟授权代表那里。 

5、产品分类 

根据MDD附录IX的分类规则， 疗器械可分为4类，即I，IIa，IIb和III类，不同类别的器械，其

获得CE标志途径(合格评定程序)不同。对于制造商来说，如何明确地定义产品的预期用途，从而准

确地进行产品的分类，是十分关键的。 

6、确定相应的合格评定程序 

对于IIa，IIb和III类医疗器械制造商米说，存在着如何选择合格评定程序的问题。是选择型式试

验的方式还是质量体系的方式，制造商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为适合的途径。 

7、选择公告机构 

对于IIa、IIb和III类医疗器械，以及I类无菌或测量功能的器械，应由一个公告机构参与合格评定

的程序。公告机构是一个由欧盟某个成员国主管当局指定的从事测试、审核和认证的机构，它可从

事MDD附录中描述的一种或多种合格评定程序。选择公告机构是制造商面临的极其关键的问题。与

公告机构建立一个长期和密切的合作关系，应是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制造商在选择

公告机构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1)医疗器械认证方面的经验； 

2)所熟悉的医疗器械的范围； 

3)拥有的专用特长，如电磁兼容，软件确认，灭菌等； 

4)与一些委托方的关系及委托方的资料； 

5)被授权的医疗器械认证范围； 

6)被授权的可进行的合格评定程序； 

7)对已有证书的态度； 

8)费用； 

9)地点和工作语言。 

8、起草合格声明并加贴CE标志 

应由企业管理层中的一员来负责，承诺被认证的产品符合基本要求和相关的协调标准的要求，



产品可以合法地投放欧盟市场。 

 

各类医疗器械CE认证的途径： 

 

I 类 
无菌和/或 
带测量功能 

附录 IV* 

EC 确认 

附录 V* 

生产质量

保证  

附录 VI* 

产品质量

保证 

附录 VII 
EC 符合性声明 

          

I 类 
非无菌和 

非测量功能 

附录 VII 
EC 符合性声明 

   

                   *仅适用于无菌或带测量功能的医疗器械  
 

 

 

Ⅱa 类 

附录 VII 

EC 符合性声明 

制造商符

合性声明 

附录Ⅱ. 
1-3,5 
全面质量

保证系统 

附录Ⅳ 
EC 确认 

附录Ⅴ 

生产质量

保证 

附录Ⅵ 
产品质量

保证 

 
 

 

 
Ⅲ  类 

制造商符合性声明 

附录Ⅱ4 
产品设计检

验 

附录Ⅴ 
生产质量

保证 

附 录 Ⅱ . 
1-3,5 
全面质量保

证系统 

 

附录Ⅳ 
EC 确认 

附录Ⅲ 
EC 型式检验 

 

I 类 
无菌和/或 
带测量功能 

附录 IV* 
EC 确认 

附录 V* 
生 产 质

量保证  

附录VI* 
产品质

量保证 

附录 VII 
EC 符合性声明 

 

I 类 
非无菌和 

非测量功能 

附录 VII 
EC 符合性声明 

  

                                     *仅适用于无菌或带测量功能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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