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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医疗器械在医学变革中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纵观医疗器械的发展，作为医疗机构开展医疗工作的物质基础和医疗新

技术的支撑平台，医疗器械已从过去作为疾病诊治的辅助工具逐渐转变为主

要手段。可穿戴设备和疾病防治类器械的大量涌现，也使医疗器械逐渐突破

医学诊断和治疗的范畴，扩展到全民的健康工程大领域。与之而来的问题是，

如何对越来越多的医疗器械进行监督管理？如何对全球化的医疗器械大市场

实施监管共识？如何使更多的使用者认识到医疗器械的安全风险并能保证其

合理使用？这些不仅是国内外专家和同行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也同样引起世

界卫生组织的重视。

世界卫生组织（WHO）作为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自 1948 年

成立以来，迄今已有 194 个成员国。WHO 是联合国系统内卫生问题的指导

和协调机构。多年来它肩负着制定规范和标准，为各成员国提供各项政策方

案和技术指导的任务，为卫生系统的众多领域，如流行病与地方病、疾病医

疗、生物制品、临床药学等提出了更多的标准依据，推动了全球卫生技术的 

发展。

近年来，WHO 在多次世界卫生大会上，敦促成员国应制定用于评估及管

理医疗器械的适宜的国家战略及计划，并在卫生技术政策实施方面要为成员

国提供技术指导。本次制定的医疗器械技术系列就是全球卫生技术倡议项目

的一部分。

感谢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高关心教授组织学会人员翻译了这套医

疗器械技术系列。

本次出版的九册技术系列，是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医疗器械首次提出的系

统性、指导性书籍，积聚了发达国家多位专家的经验和共识。系列中有的从国

家和政府层面提出监管框架，有的从医疗机构等使用层面提出技术管理的指

导原则和方法，有的从行业层面提出卫生技术评估国际化的通则和经验。可

以说，这套丛书适合医疗器械“产、学、研、用、管”全行业人员作为学习和指导

用书。

中国在发展新一代医疗器械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医疗器械市场，国产

医疗器械起步迟，但发展比较快。据统计，到 2016 年底，国产医疗器械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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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五千多家生产企业。“中国制造 2025”的提出，也对新型医疗器械的创新

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极好的机遇，应该抓住先机，把握主动。我

们也期待，国产医疗器械在 WHO 这套医疗器械技术系列的指导下，在解决好

技术性能和功能的产品质量基础上，把产品的安全、有效性做上去。

 俞梦孙

 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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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医疗器械作为医疗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预防、诊断、治疗，以及提

高人类健康及生命质量等方面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

（WHO）在多次世界卫生大会上，敦促成员国应制定用于评估及管理医疗器械

的适宜的国家战略及计划，并在卫生技术政策实施方面要为成员国提供技术 

指导。

世界卫生组织医疗器械技术系列（以下简称技术系列）是全球卫生技术

倡议项目的一部分，用于加强医疗器械准入、质量和使用管理的改进。这一成

果源自 WHO 与各大学、公司、学术组织及医院的顾问团之间的国际合作，总

体受到 WHO 基本药物和卫生产品司医疗器械项目负责人，医疗器械高级顾

问 Adriana Velazquez-Berumen 女士的指导。技术序列全套十九册，本书包含

了 2015 年 12 月前出版的九册。

本套技术系列在中国问世，可谓久旱逢甘雨。

一方面，现阶段的医疗器械行业正处于快速增长和发展阶段。越来越多

的高科技医疗器械生产研发出来，用于医学诊断和治疗、人类健康保健等各个

方面。医疗器械作为医疗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

另一方面，医疗器械的质量与风险、合理使用问题日益凸显。一些传统的管理

工作，如设备采购、维修与维护都受到一些来自政策和市场方面的冲击。医疗

器械的从业者与管理者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面临种种困惑与迷茫。

本套技术系列从国家和政府层面提出监管框架，从医疗机构层面提出指

导原则和操作方法，对医疗器械如何管理提出了完整的指导体系。无论是对

于监管部门，还是医疗机构都很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六册的管理序列中，提

出如何建立高效的医疗设备采购规范保证卫生保健的安全和质量，如何建立

合理有效的医疗设备资产信息系统确保技术管理的有效实施，如何对医疗机

构的医疗设备资源做维护相关计划、管理、实施，在保证设备使用质量与安全

的同时节省运行成本。这些内容对医疗机构，特别是对临床工程部门开展医

疗器械技术管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这套技术系列主要面向医疗机构的设备使用者、维护者和管理者，以及医

疗机构中高层管理者、地区国家卫生行政管理人员等核心读者，也可为医疗器

械生产研发机构、经营机构与服务机构提供重要的参考。我们期望，本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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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正填补国内长期缺乏成体系的临床工程管理指南的空白，成为医疗卫生

行业、医疗机构临床工程和设备管理决策层以及工程技术人员指导工作的经

典指南。

本系列分为九册。

第一册《医疗器械政策制定》和第二册《医疗器械监管》提出国家卫生政

策所包括的蓝图、情况分析、政策方向等战略与建议，并形成一个实用型框架。

通过此框架，各国可以跟随全球监管体系一体化的发展脚步，评估保护本国公

众使其避免风险的必要性并加以解决。

第三册《医疗器械卫生技术评估》、第四册《医疗器械采购流程与资源指

南》、第五册《医疗器械需求评估》将医疗器械采购、评估及相关内容融入循证

决策框架中，旨在通过将人力、物力、资源的决策和政策制定，与公平性和责任

制的整体愿景联系起来，提出对公众负责任的策略方法，带来安全、公正、高质

量的卫生保健服务，并且使所有参与者受益。

第六册《医疗器械捐赠》围绕医疗器械捐赠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思

考和最优方法，从而有助于捐赠的征集和供应。

第七册《医疗设备资产信息管理概论》、第八册《医疗设备维护管理概

论》、第九册《维护管理信息系统》三册作为管理系列，用于帮助医疗机构建立

或提高医疗设备的使用管理和维护规划。这些文档中的每一个都可以作为一

个独立的文档使用，但它们的互相结合可以为医疗设备使用管理和维护计划

的开发提供所有需要考虑的因素。

本书的翻译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两届

委员会组织了学会技术骨干和资深专家投入到本套技术系列的翻译和审校

工作，历时 2 年。在此深深感谢他们的努力工作和认真严谨的精神。感谢国

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参与并积极推动了此项工作。本书在编辑、校

对、设计和统筹出版上得到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全力支持，特别感谢 Adriana 

Velazquez-Berumen 女士对此中文译本项目的积极关注和大力支持。

由于本套指南篇幅浩大，许多专业术语是第一次引入。限于翻译的时间

和水平，书中各种纰漏和差错在所难免，希望国内外读者、学者、同道们能够不

吝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高关心

 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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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卫生技术是卫生系统有效运转的重要支撑。医疗器械作为一种卫生技

术，它对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以及患者的康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为其重要性，世界卫生大会（WHA）于 2007 年 5 月通过了 WHA60.29 号决

议。该决议提出了卫生技术不恰当配置和不恰当使用产生的问题，以及对医

疗器械选择与管理评估优劣的必要性。通过本次决议，各成员国的代表认识

到了卫生技术在实现卫生相关发展目标的重要性。他们敦促世界卫生组织

（WHO）普及和传播卫生技术，特别是医疗器械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并采取具

体的行动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

WHO 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确保医疗产品和技术的准入、质量和使用

得到改善”。此目标结合上述 WHA 的决议，形成了建立全球卫生技术倡议

（GIHT）的基础。该倡议得到了比尔和梅玲达·盖茨基金会的资助。倡议的

目的是使核心卫生技术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并得到应用，特别是针对资源

短缺的国家和地区，从而有效地控制一些重要的卫生问题。倡议包含两个具

体目标：

● 促进国际社会建立国家基本卫生技术项目的发展框架，以减轻民众的

疾病负担，保证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

● 促进商业和科研团体研究和确定对公共卫生有重要影响的创新技术。

为达到这些目标，WHO 及其合作伙伴已经开始着手制定议程、行动计划、

工具和指南，以加强医疗器械的合理选择和合理使用。本系列是用于指导国

家层面的一系列参考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 医疗器械政策制定

● 医疗器械监管

● 医疗器械卫生技术评估

● 卫生技术管理

 医疗器械需求评估

 医疗器械采购流程与资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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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捐赠

 医疗设备资产信息管理概论

 医疗设备维护管理概论

 维护管理信息系统

● 医疗器械数据

 医疗器械术语

 服务于不同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械

 服务于临床过程的医疗器械

● 医疗器械创新、研究和发展

这些文件可供在国家、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研究卫生技术的政府机构、学术

团体以及其他相关医疗器械单位使用，包括这些机构、团体、单位中的卫生管

理者、生物医学工程师、临床工程师、医疗器械制造者和捐赠者。

方法

本系列中的文件是由来自全球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撰写而成，并经过了

卫生技术顾问组（TAGHT）的审核。TAGHT 成立于 2009 年，其职责是为各国

卫生技术专业人员和代表举办论坛，制定和实施为实现 GIHT 目标所需的有

效工具和文件。该组织召开了三次相关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4 月在

日内瓦举行，确定了最需要优先更新或发展的是哪些工具和主题。第二次会

议于 2009 年 11 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分享了自 2009 年 4 月以来卫生技术

管理工具的开发进展，总结了试点国家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并同期举办

了互动论坛，依据早期的报告和讨论等相关信息提出了新工具的建议书。最

后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6 月在开罗举行，主题是文件定稿会议，及帮助各个国

家制定了可落实的行动计划。此外，专家和顾问们还通过网络社团群进行了

交流协调，提供制定文件的反馈意见。这些内容在 2010 年 9 月世界卫生组织

第一次医疗器械全球论坛上得到进一步讨论。来自 106 个国家的利益相关者

提出了如何在国家层面实现本系列文件所涵盖的信息的建议 1。

1　First WHO Global Forum on Medical Devices: context, outcomes, and future actions is available at: http://

www.who.int/medical_devices/gfmd_report_final.pdf (accessed Mar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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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制定这些文件的与会人员均按要求填写了一份利益声明表，未

发现任何利益冲突。

定义

考虑到下列术语有多重解释，其在本技术系列文件中的定义如下。

卫生技术：对用以解决健康问题和提高生命质量的系统化知识与技能

（包括器械、药品、疫苗、医疗过程和系统等形式）的应用 1。本概念与医疗技术

（health-care technology）可以互换使用。

医疗器械：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疾病，或是出于健康目的检测、测量、恢

复、修正或调整机体结构或功能的设备、仪器、装置、机器、器具、植入物、体外

诊断试剂或校准品。通常来说，医疗器械的作用不能通过药理、免疫或代谢方

式达到 2。

医疗设备：需要校准、维护、维修、用户培训及报废的医疗器械——这些

活动通常由临床工程师管理。医疗设备用于如下特殊目的即疾病的诊疗、疾

病或受伤后的康复；可单独使用，也可与配件、耗材或其他医疗设备共同使用。

医疗设备不包括植入物或一次性医疗器械。

1　World Health Assembly resolution WHA60.29, May 2007 (http://www.who.int/medical_devices/resolution_

wha60_29-en1.pdf, accessed March 2011).

2　Information document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 “medical device”. Global Harmonization Task 

Force, 2005 (http://www.ghtf.org/documents/sg1/sg1n29r162005.pdf, accessed Mar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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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有效的卫生技术采购规范会带来安全、公正、高质量的卫生保健服务，并

且所有参与者都会受益：

● 采购人员通过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从执行明确、认真负责的工作中 

获益；

● 资助机构以合适的价格能采购到合适的物品；

● 医疗服务人员获得高品质的材料和工具；

● 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获得适合且有效的医疗保健治疗。

在采购中，不规范采购会导致不合规的卫生技术供应品或性能。这份文

献总结了目前在采购领域中可以达到优质采购规范的可用资源。因此，它可

以为制定采购体系提供清单和规划指导，也可以为使用者指出采购周期中每

个环节更详细的信息。

这份文件的第六节描述了采购流程的标准如下：

● 技术评估

● 器械评价

● 计划和需求评估

● 采购

● 安装

● 试运行

● 追踪监测

第七节讨论了对以下问题有所帮助的资源：

● 地方法规

● 设备的替换

● 翻新设备

● 放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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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信息技术

● 设施和建筑

● 突发事件

● 可持续性

● 电子采购

● 纠纷

● 伦理考量

第八节描述了采购流程的性能评价，用于改善已建立的架构，提高效率和

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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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采购是体现公平获得医疗卫生的关键要素。它可以定义为“通过购买、

雇佣、租借、委托或交换来获取财产、场地、装备、货物、工作或服务的过程”，并

且也应该包括“计划制定、需求鉴定、供应商和货物提供者、供应商评价、合同

的复审和裁定、签订合同、货物交付和直到合同结束或资产使用生命期内的合

同管理阶段内的所有活动”［28］。当采购流程中包括安装和试运行时，这个过

程可以叫做“技术准入”［23］。

在采购中，不规范采购会导致不合规的卫生技术供应品或性能。本文总

结了目前在采购领域中可以达到优质采购规范的可用资源。关注的重点是医

疗器械，但是所列出的原则和流程也可应用于基础设施和其他供应品的采购。

高效的卫生技术采购规范保证卫生保健的安全和质量。规范的采购流程

其他益处详见《如何管理》指南［11］，包括：

● 对所采购的设备而言，最大的经济效益——不是通过招标来获得的最

低价格，而是满足组织需求的最佳性价比；

● 及时的配送和移交；

● 配送、安装、试运行、培训、支付和保修的满意度和各条款的明确性；

● 售后服务满意度；

● 供应商和制造商在将来的采购中保持更大的兴趣来提供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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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

本文总结了已出版的卫生技术采购指南，并为这些出版物提供了参考出

处。这份指南的使用者通常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卫生体系的采购部门或医院管

理机构，他们关注向医疗从业者和机构提供透明和优质的采购服务。使用者

应当依法遵守政府采购流程中规定的最优采购规范。本指南旨在在联合国指

南［7］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实用而综合的资源，在制定新系统、或对某个服务进行

基础评价时，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同时本文还提供了评估采购绩效的一系列

指标。本文还可以为辅助系统开发与运行提供规划指导和清单，但不能替代

采购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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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法

本文对所有国际上现有的相关采购流程指南进行了回顾分析。筛选出的

指南列在后续章节。将这些文献按特点整理、归类和汇编为两种类型：

● 第 6 节描述了优质采购的流程和保证；

● 附录 A 提供了一个流程和保证的总结图表（如清单），作为系统开发和

运行的快速参考。

另外，第 5 节描述了帮助实现系统开发和支持的整体采购流程图（图 2）。

这些简化的方法表明本文不是一个独立的资源。相反，它是个工具，帮助

用户在采购过程中从众多资源中找出对他们有用的资源。用户应该根据参考

文献获取更详细信息，以获得综合性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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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购概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指出一个优秀的采购系统所必需的 4 个核

心要素是：

● 立法框架

● 诚信和透明

● 制度和管理能力

● 运营和市场

优秀的管理方案要求政府采购改革能体现以下基本的概念和价值：

● 有义务在决策体系中建立明确的责任界限；

● 响应国民的能力；

● 职业化来提高个人和系统绩效；

● 确保流程和政策的透明性，可以被采购商理解和接受；

● 吸引高品质的国内和国际伙伴进行竞争，满足政府需求签订合约进行

投资；

● 供应商赔偿纠纷上诉的权利。

高效的政府采购系统允许供应商在交付计划中按时提供符合要求的质

量、服务和价格。政府采购应遵循 5R 基本原则［9］：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

（Right Time），按照适合的质量（Right Quality）、合理的价格（Right Price）、适当

的数量（Right Quantity），提供适合的产品或服务（Right Product or Service）。尽管

这个原则非常简单，但它包含了责任、诚信和价值的问题，它的影响远大于以

其为中心的实际买卖交易过程。

为了获得适合的产品或者服务，需要用明确的技术规范对产品进行描述，

其余的几个原则如下：

适合的质量：
● 适合的说明书和技术参数，以及适当的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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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购概要

● 说明书、技术参数和检测设立最低的可接受标准

● 说明书和技术参数是通用的，不是只适用于某家公司或某些公司

● 说明书和技术参数是清晰明确的

● 所有投标者拥有同等的机会去获得所有的相关信息

● 为保证透明度，技术参数中应避免表述产品“以样品为准”进行采购

合理的价格：
● 价格估算或调整是基于真实因素，例如，最后购买率，公布的最高零售

价格，原材料成本，类似产品的价格，或者业内普遍单价

● 协商或再报价是非常罕见的，如果出现了，需要有具体的指南、标准和

预防措施。招标系统的目的是获得可能的最好价格，而不是一个不合

理的低价格

● 应严格评价报价单中的所有内容，确保任何有关价格的隐藏信息能够

识别出来

● 必须保持长期警惕，特别是对竞争投标者和不健康的、企业垄断型的竞

争情况应当提高警惕。当有条件的时候，可使用反舞弊或反腐软件。

制定利益冲突声明的协议和所有决策的追踪问责制（第 7.11 节）

适当的数量：
● 适当的采购数量需要经过论证，需要考虑所有可用的器械。尽可能将

同一物品的多种需求合并在一起，考虑物品的采购交付周期和存储期

● 投标后数量不能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而且也缺

乏透明度

● 在采购数量需要分配给多个投标方时，应当谨慎（另外的信息详见参

考文献 9）

恰当的时间和地点：
● 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配送的时间和地点（这些对价格会有影响），

而且最终接受的报价要遵照这些因素

● 明确物流问题，如供货和运输方式等

● 标明付款方式



6

5　结构

采购工作流程和卫生技术管理的模型种类繁多。这里所采用的是卫生技

术的生命周期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卫生技术生命周期

图 1 中采购环节的每个流程的划分和描述可见本手册第 6 节。此外，“追

踪监测”（第 6.7 节）部分总结了可用的资源，用于描述采购管理流程的信息传

递和管理。第 6 节定义了每个环节的要素，并描述了预存情况或输入。总结

了“方案”部分相关的参考原始资料。“保证”部分内容为使用者提供信息，用

来建立监控每个要素发展的机制。如果以系统的方式来用的话，该阶段可帮

助确保采购将按期进行。每个要素提供了“输出”部分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

标准，目的是在每个阶段都能够达到设定的目标。

图 2 提供了标准采购的简易流程图。这是更详细的流程图，特别是采购

周期，可从国内和国际的其他指南中找到［11，12，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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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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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购流程

6.1　技术评估

6.1.1　定义
技术评估是“一个多领域的流程，采用系统、透明、公正和可靠的方法，总

结有关卫生技术使用的医学、社会、经济和伦理学问题等资料”［56］。这个定义

通常针对卫生技术，而不是针对某种特定的器械。

6.1.2　前期准备
可以获得技术评估报告的途径非常重要。卫生技术评估国际网络机构

INAHTA［44］是技术评估报告的主要来源，包括了所有成员机构拟定的报告。

卫生技术评估国际组织（HTAi）是涵盖对卫生技术评估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

的专业组织机构。欧洲卫生技术评估网络机构评估新出现的技术［56］。其他

国家的相关机构可以提供证据报告［43，45］。

6.1.3　实施要素
现有的评估报告可以用于判断一种既有的技术能否满足某种卫生需求，

然后获得卫生机构的采购计划所需的指南。

一些国家［43，45］从他们各自的市场角度来进行器械评价，每个报告的开头

都是一份技术综述，包含对常规技术评估有帮助的参考材料。

技术、治疗和药品的综述可从文献［46，47］获得，用于指导各自国家的医

疗保健实践。Cochrane 数据库的综述资料［57］可以为某种治疗技术提供循

证信息。如果无法获得指南，可以联系其他技术评估的机构获得更多信息。

这些组织包括卫生技术评估国际组织 HTAi，卫生技术评估国际网络机构 

INAHTA、EuroScan 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组织［60-63］。或者还可以委托第三

方开展一个具体的评估。

此外，医疗器械卫生技术评估［64］在这一技术系列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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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购流程

6.1.4　验证措施
采用国家认证和同行评议的资源可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如有需要，

可以联系卫生技术评估国际网络机构 INAHTA，验证这些资源的有效性和完 

整性。

6.1.5　结果应用
技术评估有助于确保健康有效［56］的卫生政策和计划的实施，从而促进循

证决策［44］。

6.2　器械评价

6.2.1　定义
器械评价是针对某个指定器械进行性能和功能的专家评估。这是一个认

证验证，用于检验某种特定的器械是否按照生产商所宣称的方式运作。

6.2.2　前期准备
为了解可用的产品分布范围，最好在评估器械之前进行市场调查。开

展市场调研的评估中心或进行器械测试的实验室，应通过主管部门的注册或 

认证。

6.2.3　实施要素
许多综述［43，45］中可以发现治疗领域中对器械的评价，市场上可以获得器

械性能的指南。然而，这些综述只针对器械原产地国家，可能没有涵盖本地区

所有可用的器械。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或者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标

准（或者本地相同级别）的认证，可以作为器械设计具备高性能的保证，同样

也可以作为招标中的要求。更多有关器械功能或适宜性的资源可参考文献

49 和 50。假如目前没有实现全范围的市场调研，则有必要向生物医学或临床

工程师咨询，由其指导进行合适的设备测试。该阶段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的信

息可以避免后期因错误导致的高代价和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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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购流程

6.2.4　验证措施
采用国家认证和同行评议的资源可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6.2.5　结果应用
对器械功能和性能进行可靠的评估有助于做出正确的采购决策［45］。

6.3　计划和需求评估

6.3.1　定义
计划是“采用适时的方式和合理的成本来协调和整合活动，以满足商

品、服务或工作的需求”［26］，它是将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转化为未来采购要

求的基本过程。需求评估包括了预期的卫生服务供应和现状间差异的定量 

描述。

6.3.2　前期准备
国家卫生政策是计划制定的出发点［10，12］。同时也需要现有器械和人口

学数据等信息，以及可以为合适技术的应用给予指导［10，13］的顾问小组。从 

《联合国采购手册》［27］中可以找到完整的采购计划内容和编排的示例。这个

手册包括技术参数、时间表、资金来源、市场调查、适合的审批和策略的要求。

写给纳米比亚的指南［10］中建议了某类医疗机构应具备的医疗器械清单。泛

美卫生组织（PAHO）指南［32］包括了建立一个供应链系统的一系列要求。该

指南同时也建议明确哪些人需要采取措施、参考文献的价格、需求 - 评价指

南、供应商数据库和管理指南。所有的这些部分组成了一份标准采购决策。

6.3.3　实施要素
泛美卫生组织指南［32］详述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制定一份采购计划，

总结如下［29］：

● 建立采购策划小组；

● 起草一份工作计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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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现有器械［10］和市场调查［28］进行数据收集和处理；

● 关键部分的描述和全面需求评估，更多资料可以从世界卫生组织医疗

器械技术系列中的《医疗器械需求评估》［65］中获得；

● 依据卫生需求，起草一份器械规划和物资清单［51］，详细说明具体要求；

● 制定技术参数大纲［30］和技术参数［11］ （附录 7）；

● 场地的技术参数要求和前期准备的需求；

● 参考价格和交付时间的分析；

● 资金来源分析；

● 预算调整；

● 在合同中明确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支持的需求（操作、服务手册、维护与

配件等）；

● 确定采购方法［11，24，26］，包括公开或不完全公开招标、直接订购、竞争谈

判、国内或国际竞争投标，询价单，租赁和长期协议；

● 管理指标的定义（第 8 节）；

● 采购计划的终止。

《如何管理》指南［11］针对确定所需的数量提供了详细的参考意见，同时

也建议制定年度采购计划，进行量化和排序、规划应急费用、决定是否使用份

额、使用哪种采购模式、建立采购时间表以及预先准备书面材料。世界卫生

组织指南中［33，34］提供了另外一些关于量化的参考资料，主要是关于药品的

规划，但是也是一般性通用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卫生组织指 

南［16］中找到。对于交付的选择，可参考“国际商业用语”［11］。相对于成本较

高的设备，选择租赁设备显得更具吸引力，这鼓励了供应商维持设备运作。

许多指南［11，26］中比较了设备租赁和购买的异同。尽管随时可用的解决方

案（如承包合同）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还是应当仔细规划合同，进行监控和 

验收。

《如何管理》指南［11］中描述了开发标准化政策的优点，但仅限于采购少

数特殊的设备。尽管可以简化操作并节约资金，但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会使

最适合的采购模式发生改变，因此需要定期不断的再评价这些策略。同时这

些策略要保持透明度和评审，避免将供应商不公正地排除在外的风险。

以下例子可能在最初制定采购规划时发挥作用：

● 供应商的筛选以及规定要包含的数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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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价文件的类型和格式［24，27］；

● 招标流程章程［29］；

● 采购策略选择和规则［29］；

● 系统开发任务［4］；

● 器械计划清单［18］。

当需要说服高级官员投资仔细规划后的采购方案所带来的益处时，可参

考《联合国采购从业者手册》［26］，它描述了上述的益处，以及总结了可以采取

的具体步骤。

其他有关财务成本的资料可以在各种网络资源［14，15］中找到。需要反复

强调的是，器械的采购成本只是总体成本的一部分，设备运行、培训和维护

（包括配件、时间和工具）也会花费成本。有关规划资料的处理指南可参考网

络资源［51-54］。

6.3.4　验证措施
采购计划的流程可以利用甘特图监控［11］。整个实施过程需要通过实际

的且规定的时间表进行跟踪。

6.3.5　结果应用
整个采购周期的计划中，该阶段包括了产品类型，数量，价格，预期时间和

位置等。每个阶段预期的时间点可以用图标形式进行表示，如泛美卫生组织

指南［32］第 41 页所示，图表中应该包含监控指标（第 8 节）。

6.4　采购

6.4.1　定义
采购是指获得计划中所需物品的过程。

6.4.2　前期准备
输入包括采购政策，采购计划，技术参数，财政审批，以及确定采购方式［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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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实施要素
《如何管理》指南中列出了优质采购规范的基本要素［11］；其中包含：

● 要求招标和发布文件［28，31］；

● 接受和公开投标［27］；

● 评标，以及与技术参数相比［27，28］；

 检查是否符合投标规则；

 技术评估：给决策要素赋以权重［17］；

 财务评价；

 供应商评价［10，12］；

● 签订合同或订单（如联合国合同要素和条款示例［26，28］）；

● 向未中标的竞标者解释；

● 付款方案［28］。

有关制造和采购质量管理的内容，特别是 ISO 9001 的部分，详见《医疗器

械法规 - 全球概览和指导原则》［1］。采购中应用质量标准的示例，详见《采购

质量管理》  ［2］。

对于特殊的基金和捐赠者，要遵循相关法规［25］或前文引用的联合国文

件。世界卫生组织同样提供实验室诊断资格预审的指南［58］。不管在任何阶

段需要谈判，都需要在开始前向所有的投标人阐述清楚谈判要求，并必须遵循

当地的法规实施。

6.4.4　验证措施
清单和计划图表（详见章节 6.3.3 引用的例子）可以事先为每个阶段划定

明确的责任和预期的时间表。

6.4.5　结果应用
采购阶段的输出：签订一份或多份合同，协商一致的价格、时间表和技术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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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安装

6.5.1　定义
安装是“器械安装的过程”［11］，相关过程包括配送、存储和在目标场所放

置已购买的产品。

6.5.2　前期准备
已签订的合同或者订单，指定的材料和配送要求。

6.5.3　实施要素
《如何管理》指南［11］包括了以下详细步骤：

● 场地的前期准备；
● 预先调度和样品检测；
● 运输和海关；
● 运输；泛美卫生组织指南［32］比较了不同的供应和存储路径；
● 存储；
● 在供应商在场的情况下，使用清单［12］进行签收和核查［10］；
● 装配和调试；
● 更新，核查和相关耗材的存储。

可以在联合国采购手册［27］中找到一个详细的需求流程示例。

坚持采购规划（第 6.3 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文献表明这是采购成

功的关键阶段［11］。采购规划、材料规格、供应商和购买者详细的联络方式及

特殊责任应该告知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

6.5.4　验证措施
检查和报告流程的建立对每个阶段来说非常重要。例如，在装配和调试

时，可以使用物品采购技术参数的检查表［11］并向采购部门报告。联合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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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强调采购的每个阶段都应该有失效或违规情况时的报告途径［27］，他们将这

个过程作为“合同管理”的一部分［26］。

6.5.5　结果应用
安装阶段的结果应该是卫生技术交付完成，已做好初次使用的准备。

6.6　试运行

6.6.1　定义
试运行是指“在设备使用之前，开展的一系列测试和调整，确保新设备正

确和安全地运行……”［11］。试运行阶段中通常还包括使用技术的培训。

6.6.2　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是卫生技术已交付、安装并做好初次使用的准备。

6.6.3　实施要素
《如何管理》指南［11］中描述了以下试运行任务：

● 检查文件；

● 准备使用；

● 进行安全测试，校准和功能测试；

● 记录结果；

● 提供培训［12］：

 初步培训；

 维修人员培训；

 后续培训；

● 将注册信息填入医疗机构记录中；

● 交接（建议完成上述所有步骤后再进行）。

6.6.4　验证措施
确保每个步骤的记录和报告的途径都有效是非常重要的，并且需要一套



16

6　采购流程

类似资产管理的信息系统。每个阶段的报告人员必须是具有资质的（如技术

人员负责安全测试，使用者负责使用和功能测试）。安装阶段的检查清单（第

6.5.4 节）可以延伸到试运行阶段。

6.6.5　结果应用
试运行的结果包括具备日常使用的技术，使用人员可以有效地进行操作

使用，采购部门被告知试运行成功。

6.7　追踪监测

6.7.1　定义
追踪监测是通过采集和管理数据来控制当前采购和预知未来采购。上述

所有章节中的保证部分主要用来检查每个阶段是否准确进行，追踪监测过程

是从整个周期来反馈信息，并用于未来规划。

6.7.2　前期准备
所有环节所需达到并进行对比的目标，以及数据记录和分析的信息系统。

6.7.3　实施要素
《如何管理》指南［11］中强调应该从卫生技术管理周期中的每个保证部分

收集反馈信息，分析这些数据有助于作出判断：

● 通过查看维修和维护工作记录（如停机时间），了解设备性能；

● 通过以下方面，评估供应商绩效［4，27，28，32］：

 培训的执行情况，保修期内的随访，维修服务；

 服务满意度的历史信息；

 货物验收的难易程度；

● 通过以下方面，了解技术的适宜性：

 耗材的供应；

 设备的实际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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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械使用者有关技术参数反馈；

 从业者使用设备的承诺；

● 通过比较实际运行和预期全生命周期成本，确保没有过多的维修，了解

成本效益；

● 通过比较实际订单及需求和计划所需的数量，了解预测的准确性；

● 采购流程（第 8 节）；

● 通过以下方面，了解患者安全：

 通过病人数据来追踪植入器械的使用人员（例如在某种情况下这些

器械可能被召回），建立追踪监测和记录系统；

 决定设备或设施退出服役的正确时间。

这些过程需要一个信息管理和数据采集系统。更多的信息可以从本技术

系列《计算机维护管理系统》 ［66］中获得。当建立新的采购体系时，需在前期

计划中就指定信息管理和数据采集系统，而不是随后增加一个系统［11］。采购

的任务并不随着产品的交付而结束，还包括追踪监测，以确保未来采购的有效

进行；以反腐败资源中心［6］作为关键特征来防止腐败的发生。

6.7.4　验证措施
信息管理系统可以用于确保实现目标，并且收集充足的数据为制订有效

的计划提供信息。

6.7.5　结果应用
追踪监测的结果是包含了可靠且有效的卫生技术、供应商、流程和设施设

备的数据库，以及由采购经验及相关问题共同构成的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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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地方法规

对于采购部门来说，了解地方性法规是非常重要的。政府机构的供应部

门或相关部门会对所有的政府采购进行法律监督，企业和多边组织具备遵循

医疗采购程序的系统，每个捐赠组织同样也有自己的采购方式、付款和报告的

要求。采购者担当了解和遵循所有的这些法规的角色。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大会或者世界贸易组织的网站上可以找到更加详细的资料［55］。

7.2　设备的更新

计划过程的部分工作是评估未来的卫生技术采购需求。未来的需求可

以通过采用所需要的数量，并减去现有器械的数量计算出来。由于设备停止

服役或诊疗规范发生改变，现有器械的数量会随着时间改变。因此，资产管理

系统需要对每个资产设备预测其使用寿命。设备的更换是一个有计划的行为

而不是一个应急行为。有计划的更换设备有助于保护患者安全，确保医疗结

果的质量和降低不再获得支持的老旧设备的维修成本。对于消耗量大的设备

配件，最好是保持一定数量的可更换配件（例如采购比所需量稍微高点的数

量）。对于数量少但价格高的设备配件，在发生故障前就更换是比较有效的方

案。这样可以保证设备持续为临床服务。同样，这些被替换的设备可能还有

一些转售的价值。替换标准的案例可以在至少一份本国的指南上找到［12］。

7.3　翻新设备

翻新设备是指设备之前曾在临床正常使用，停止使用后，由制造商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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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进行翻修。具体的指南可以从欧洲放射、电子医学与卫生信息技术行业协

会（COCIR）中获得［19，20］。捐赠设备的信息可以在《医疗器械捐赠》技术序 

列［21，67］上找到对于捐赠和翻新设备的信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向终端用户［11］

指明设备已使用年限、环境、技术服务支持和耗材供给等信息。以上描述的所

有采购阶段同样适用于采购此类设备。最好能有国家或捐赠法规来规范此类

器械的采购过程。

7.4　放射设备

X 线设备的背景知识和投标形式案例详见世界卫生组织指南［22］。高额

的放射设备的采购合同通常包含一份 10 年期的综合性维护合同。明确本地

区的服务能力、零件的进口渠道、包括停机时间补偿的保证，以及制造商和销

售商间的责任分工都是十分重要的。本地、国际进口、运输和储存有关的法规

都应当给予关注，相关指南可以从国际原子能机构获得［59］。

7.5　卫生信息技术

软件产品在医疗保健中经常使用，对病人的安全存在影响。因此，正当的采

购和管理规范也应得到重视，特别是针对某些软件可能以未注册副本的方式获得

的情况。就法律因素而言，正确采购软件非常重要，并且软件的安全更新和病毒

防护依赖于正当的厂商支持。在签订合同之前应当注意查看终端用户的许可协

议，确保技术指标（如使用者的数量、责任限定和硬件要求）符合要求。和其他卫

生技术相比，人员培训和综合服务协议是有效安装和使用软件的基础。

7.6　设施和建设

就本质而言，建设型项目的采购阶段会比其他项目历时更长和耗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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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法律建议对于制定该合同具有很高的价值。一份用于外部专家评估的

详细的付款方案也非常重要。一些国家对第二轮竞标失败者提供补偿，以提

高这个阶段的竞争质量。项目招标应该包含设备预先安装的要求，特别是针

对放射设备和要求高电压、高电流的设备。

7.7　紧急事件

除非已经准备好足够的应急储备，紧急援助情况不允许遵循常规的、耗时长

久的采购规则。联合国部门允许在某些明确的情况下使用一个快速通道系统［28］。

然而，上述的评估和评价阶段对准备紧急情况下的采购也是有帮助的。反腐败资

源中心［6］已经注意到这些步骤可以避免腐败，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很有必要。

7.8　持续性

持续性通常定义为：在捐赠的技术、管理和财政支持显著减少或终结的

情况下，程序提供和维持效益的能力。在采购过程中，应考量所提供的产品和

路径是否容易管理或可以长期地被本地区所接受。环保问题（例如材料的类

型、特殊处理要求和危险消耗品）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因为它们会影响所提供

技术的寿命和可接受性。另外，对政府和捐赠者来说这些方面变得日益重要。

采购的社会因素（如劳动力状况和人权）同样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在这

些方面供应商的标准可能不太满足未来资助者和客户群体的不同要求。联合

国采购从业者手册［26］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更深入的讨论。在计划、实施和追踪

监测过程中进行持续性的审核同样也十分具有价值。

7.9　电子采购

电子数据交换的使用和基于网络的招投标被视为同时具有效率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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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殊要求

的方式。联合国手册［26］解释了许多开发的系统及其在电子采购各个环节的

应用情况。多边开发银行有他们自己的电子采购网站［5］。数据安全是一个主

要问题，当开发一个类似系统时专家的意见特别重要。

7.10　纠纷

最好在合同制定和投标阶段中明确政府或机构制定的有关纠纷的条款。

采购部门在采购流程开始之前应当清楚自己的责任。一个完善的追踪监测系

统可以追踪产生的任何纠纷，并为未来合同的制定提供信息。

7.11　伦理考量

公司的行为守则或价值声明对于促进优质采购规范和建立高标准的伦理

道德，是一笔难得的财富，这些议题可见联合国文件［26，28］。降低利益冲突的

有效步骤可以在“处方项目”［13］的采购建议中找到。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有一

份参考文献的总结表，对制定意识方案［36］可能非常有帮助。正如第 4 节提到

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招标中保持警惕性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应当避免企业垄

断型 cartel-type 式的情况。当条件允许时，可使用反舞弊或反腐软件。制定利

益冲突声明协议与决策全面追踪问责制同样具有很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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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采购绩效评估

8.1　定义

如第 6.7 节强调的，历史采购数据可以为将来的采购活动提供信息和提

供改善。任何采购过程的本质具有目的性，因此很有必要知道它们是否得到

实现［38］。采购绩效评估就是依据这些目标来衡量完成情况。

8.2　评估绩效的系统

评估现行采购体系和理想采购体系间的差异，以及进一步完善采购体系

的资料，详见参考资料［39，4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总结了不同国家的

经验教训［41］。

各种各样的工具可能对系统的开发和评价有所帮助，详见“采购和管理

工具箱”［48］。一旦建立了系统，就可以开始收集数据并追踪采购绩效的指标。

这就需要全面而持续的绩效评价用于管理当地公共采购功能。基本原则是

“不能度量就不能管理”。

8.3　指标

联合国［26］和《如何管理》指南［11］建议的采购流程指标见表 1：

《如何管理》指南建议应当关注实际比较容易收集的指标数据和潜在有

用的结果［11］，也提供了质量控制追踪监测指南。

实用的指标清单形式可参考泛美卫生组织 PAHO 指导［32］。同样也可以查

阅（附录 D-64）联合国手册［27］。假如需要更多案例，可参考 Lo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procurement 了解更复杂的系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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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采购绩效评估

表 1　绩效测量和相关指标示例

绩效衡量 指标

竞争过程的效率 ● 符合投标要求合同或协议的数量和比例

● 参与投标的供应商数量

● 结构化问卷中供应商对流程的反馈

成本降低和控制 ● 每个条款或类型节约或降低成本的程度和数额

● 持货人的折扣率

● 要求的折扣率

● “缺货”的数目，平均药品库存率

● 退货的数量和比例

● 预算支出的比例

供应商管理 ● 第一次参与竞争的供应商数量和比例

● 延迟、损坏和不适合的交付产品的数目和比例

● 从合同的签订到全部移交所耗费的时间

● 质量达标的水平，如每个供应商的退货率

● 甶于设备和供应商，造成试运行工作延迟的数量和比例

● 每个供应商每年的购买额

外部系统和流程的效率 ● 低价值的交易量，如订单数量的比例和订单的价值

● 采用合并或长期的协议，如占所有的合同的比例

● 交易成本的降低，如每个订单的部门成本

● 在结构化问卷中内部用户的满意度

● 完成采购的比例

采购管理 ● 具有资质的采购人员比例

● 工作人员培训的天数和比例

设备和设施的质量控制 ● 设备供应工作年限的比例

● 设备维护和维修的花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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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束语

正如本指南引用的许多参考资源，好的采购规范可参考的指南非常多。

总结这些资源的目的是帮助构建一个有效的、透明的卫生技术采购体系。

当按照这种方式实施采购时，所有参与方都会受益：

● 采购人员通过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从执行明确、认真负责的工作中 

获益；

● 资助机构以合适的价格能采购适当的物品；

● 医疗服务人员获得高品质的材料和工具；

● 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获得合适且有效的医疗保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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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资源

所有的网站链接在 2010 年 12 月 2 日存取。

大部分参考文献可以从世界卫生组织医疗器械电子文档中心获取，或者

可以通过 DVD 或网站获得（http：//hinfo.humaninfo.ro/gsdl/healthtechdocs）。

常规采购系统指南
1  Medical device regulations-global overview and guiding principl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3 (http://www.who.int/medical_devices/

publications/en/MD_Regulations.pdf).

2  Quality management in purchasing, ISO 9001-2000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Harlow, EBME Ltd (http://www.ebme.co.uk/arts/iso/purchasing.htm).

3  How to design a purchasing process, Bizbodz.com (http://www.bizbodz.com/Supply-
Chain/General-Supply-chain/How-to-design-a-purchasing-process-1.asp).

4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model, Stamford,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2003 (http://www.cips.org/Documents/Resources/PSM_

model_Feb03.pdf ).

5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electronic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ortal 

(www.mdb-egp.org).

6  Corruption in health sector procurement, Bergen, Anti-Corruption Resource 

Centre (http://www.u4.no/themes/procurement/procurementinhealth.cfm).

7  United Nations Procurement Capacity Development Centr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www.unpcdc.org).

8  UN common guidelines for procure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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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资源

(http://www.iapso.org/pdf/gbg_master.pdf ).

9  Bailey KD (1994). Typologies and taxonomies: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fication 
techniques, Sage Publications, Thousand Oaks, CA.

采购医疗器械的具体指南
10  Procurement of medical equipment, Chapter 1 of MEM guidelines, Government 

of Namibia, 2003 (http://www.healthnet.org.na/documents/guidelines/MEM%20

Guidelines%20Final.zip).

11  Kaur M et al. How to procure and commission your healthcare technology. ‘How 

to Manage’ series of health care technology guides no.3. St Albans, Ziken 

International (Health Partners International), 2005.

12  Managing medical devices DB2006 (05), Department of Health, United Kingdom, 

2006 (http://www.mhra.gov.uk/Publications/Safetyguidance/DeviceBulletins/

CON2025142).

13   Drug and medical device procurement-A toolkit for academic medical centres, 
Boston, The Prescription Project (http://www.prescriptionproject.org/tools/

initiatives_resources/files/0014.pdf ).

14  Procurement of medical equip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 Harlow, EBME Ltd. 

(http://www.ebme.co.uk/arts/procurement).

15  How to decide whether to buy new medical equipment, Leawood, 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Physicians, 2004 (http://www.aafp.org/fpm/2004/0300/p53.

html).

16  Procurement and management of supplies and equipment ( from Medical 
supplies and equipment for primary health care), Geneva, WHO, 2001  

(http://www.who.int/management/resources/procurement/MedicalSuppliesforPHC (2) 

Procurement&Management.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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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资源

17  Guide to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equipment tenders, Annex 5 of MEM guidelines, 
Government of Namibia, 2003 (http://www.healthnet.org.na/documents/guidelines/

MEM%20Guidelines%20Final.zip).

18  Hospital technology-procurement subsidy checklist for health care equipment, 
Stuttgart, FAKT-Consult, 1999 (http://www.fakt-consult.de).

19  COCIR good refurbishment practice-medical equipment, Brussels, European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f the Radiological, Electromedical and Healthcare IT 

Industry (COCIR) 2009 (http://www.cocir.org/uploads/documents/-560-cocir_

industry_standard1806.pdf ).

20  COCIR good refurbishment practice-medical imaging, Brussels, COCIR, 2009 

(http://www.cocir.org/uploads/documents/46-907-39-fi nal_grp_report_2009.pdf ).

21  Guidelines for healthcare equipment donations, Geneva, WHO, 2000 (http://www.

who.int/hac/techguidance/pht/1_equipment%20donationbuletin82WHO.pdf ).

22  Consumer guide for the purchase of X-ray equipment, Geneva, WHO, 2000 

(http://whqlibdoc.who.int/hq/2000/WHO_DIL_00.1.pdf ).

23  Wang B (2009), Strategic Health Technology Incorporation, in Synthesis lecture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JD Enderle (ed.), Morgan & Claypool, Princeton NJ.

针对一个具体的组织或国家的指南
24  Guidelines procurement under IBRD loans and IDA credit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06 (http://

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OFFEVASUS/Resources/WB_Procurement_

Guidelines_10_2006.pdf ).

25  Guide to the Global Fund’s policies on procurement and supply management, 
Geneva, WHO, 2004 (http://www.who.int/hdp/publications/13h.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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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资源

26  UN procurement practitioner’s hand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 2006 

(http://www.unicef.org/supply/files/UN_Practitioners_Handbook.pdf ).

27  UN procurement manual, New York, UN, 2010 (http://www.un.org/Depts/ptd/

pdf/pmrev6.pdf ).

28  UNOPS procurement manual, New York, UN Offi ce for Project Services 2010 

(http://www.unops.org/SiteCollectionDocuments/Procurement/docs/UNOPS 

procurement manual EN.pdf ).

29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 procurement 
manual 2010 (www.mohfw.nic.in).

30  New Delhi, 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 compendium of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2010 (www.mohfw.nic.in).

与医疗器械相关的药品采购指南
31  Practical guidelines on pharmaceutical procurement for countries with small 

procurement agencies, Geneva, WHO, 2002 (http://apps.who.int/medicinedocs/

en/d/Jh2999e).

32  A practical guide for procureme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strategic public 
health supplies,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2006 (http://new.paho.org/

hq/dmdocuments/2008/GuideforProcurementPlanning.pdf ).

33  Operational principles for good pharmaceutical procurement, Geneva, WHO, 

1999 (http://www.who.int/3by5/en/who-edm-par-99-5.pdf ).

34  Procurement of vaccine for public sector programmes, Geneva, WHO, 2003 

(http://whqlibdoc.who.int/hq/2003/WHO_V&B_03.16_eng.pdf ).

35  Procurement strategies for health commodities, Arlington,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DELIVER Project, 2006 (http: //de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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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资源

jsi.com/dlvr_content/resources/allpubs/policypapers/ProcStraHealComm.pdf ).

36  Medicines； corruption and pharmaceuticals, Geneva, WHO, 2009 (http://www.

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35/en/index.html).

采购评估工具
37  Lo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procurement, London,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2005 (http://www.idea.gov.uk/idk/aio/1709573).

38  Benchmarking the hospital logistics process, Richmond Hill, Poulin, Management 

Magazine 2007 (http://logisticsmanagementandsupplychainmanagement.

wordpress.com/2007/03/27/benchmarking-the-hospital-logistics-process).

39  Logistics system assessment tool, Arlington,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9 (http://deliver.jsi.com/dlvr_content/resources/allpubs/

guidelines/LSAT.doc).

40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logistics systems performance, 

Arlington, USAID, 2006 (http://deliver.jsi.com/dlvr_content/resources/allpubs/

guidelines/ME_Indi.pdf ).

41  Compendium of country example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http://www.oecd.org/dataoecd/18/37/42107830.pdf ).

42  Managing and monitoring suppliers’ performance, Queensland Government, 

Australia, 2000 (http://www.qgm.qld.gov.au/00_downloads/bpg_monitoring.pdf).

设备和标准信息的网络资源
43  ECRI Institute (www.ecri.org).

44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Agencies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www.

htai.org), see also (www.inah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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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资源

45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Purchasing (http://nhscep.useconnect.co.uk).

46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www.nice.org.uk).

47  Federal Drug Administration (www.fda.gov).

48  Procurement and Supply Management Toolbox (www.psmtoolbox.org).

49  MD Buyline (www.mdbuyline.com).

50  Medical Equipment Donations Assessment and Advisory Service (www.biomedea.

org/htttg/donations.htm).

51  Integrated Healthcare Technology Package (www.ihtp.info).

52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Assets in the Health Services PLAMAHS (www.

heartware.nl).

53  Activity DataBase (www.adb.dh.gov.uk).

54  International Health Facility Assessment Network (www.ihfan.org).

55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ww.unctad.org),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ww.wto.int).

56  European Network for Hea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www.eunethta.net).

57  Cochrane Reviews (www.cochrane.org/reviews).

58  WHO Prequalification of Diagnostics Programme, Diagnostics and Laboratory 

Technology, WHO (www.who.int/diagnostics_laboratory/evaluations/en).

59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http://www.ia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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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资源

60  Swedish Council on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Stockholm (http://www.sbu.

se/en).

61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http://chta.shmu.cn).

62  CENETEC, Mexico (http://www.cenetec.salud.gob.mx).

63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Health, Ottawa (http://www.iph.uottawa.ca).

世界卫生组织医疗器械技术系列
64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of medical devic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65  Needs assessment for medical devic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66  Computerize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67  Medical device donations: considerations for solicitation and provis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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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医疗器械采购流程的要素总结

要素

（章节

序号）

投入

（要素的

前期要求）

保证

（确保成功

实施的步骤）

产出

（可交付的

要素）

引用的参考

文献，相关指

南或更进一步

的信息资源

技术评估

6.1

可获得技术评估

机构的报告

采用通过国家

认证和同行评

议的资源，保证

数据的完整性

有助于确保卫生

政策和计划涵盖

了某种技术的真

实卫生效益，从而

做出基于循证的

决策

43；44；45；46；

47；56；57；60；

61；62；63

器械评价

6.2

了解当前市场、功

能和已认证的器

械评价中心

采用通过国家

认证和同行评

议的资源，保证

数据的完整性

设备功能和性能

的可靠性评估

43；45；49；50

计划和需

求评估

6.3

卫生政策、现有情

况、人口学数据和

资金来源

附有时间表的

计划图标

整个采购周期的

详细计划，包括追

踪监测指标

3；4；10；11；12；

14；15；16；18；

24；26；27；28；

29；30；32；33；

34；51；52；53；

54

采购

6.4

采购政策、采购计

划、技术参数、财政

审批和采购方法

清单或包括责

任和时间点的

计划图表

包括一致的价格、

时间表和技术参

数的合同

1；8；10；11；12；

17；25；26；27；

31；32；58

安装

6.5

完整的合同和订

单、特定的材料和

明确的配送要求

利用连续追踪

监测和控制、检

查和报告流程

完成卫生技术交

付，完成安装和准

备使用

10；11；12；26；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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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医疗器械采购流程的要素总结

要素

（章节

序号）

投入

（要素的

前期要求）

保证

（确保成功

实施的步骤）

产出

（可交付的

要素）

引用的参考

文献，相关指

南或更进一步

的信息资源

试运行

6.6

完成卫生技术交

付、完成安装和准

备使用

具有资 质的人

员报告和记录

可常规使用的技

术，使用人员有效

的操作培训和采

购部门告知试运

行成功

11；12

追踪监测

6.7

明确的目标和数

据记录及分析信

息系统

确保目标实现的

信息系统并采集

足够的数据

卫 生 技 术、供 应

商、流程和设备的

数据库，采购的历

史经验和产生的

问题

6；11；27；28；

32；42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