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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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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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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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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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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

AAMI 美国医疗器械促进协会

AHWP 亚洲协调工作组

CAHIAQ 加泰罗尼亚医疗信息、评估与质量机构

CENETEC 卓越国家医疗技术中心

CMMS 维护管理信息系统

DALY 伤残调整生命年

EUnetHTA 欧洲卫生技术评估网络

GBD 全球疾病负担

GHTF 全球工作协调小组

GIHT 全球卫生技术倡议

GMDN 全球医疗设备命名法

HITAP 医疗干预和技术评估项目

HTAi 卫生技术评估国际组织

HTM 卫生 / 医疗技术管理

IEB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圣卡塔琳娜州联邦大学

INAHTA 卫生技术评估国际网络机构

INESSS 卓越卫生和社会服务国家研究所

MDG 千年发展目标

NCD 非传染性疾病

SBU 卫生技术评估瑞典委员会

TAGHT 卫生技术顾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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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世界卫生组织

YLD 疾病所致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

YLL 潜在寿命损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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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医疗器械在健康的卫生系统内应用能改善卫生结果。在这样的卫生系统

里，医疗器械能依据特定人群的需求有效配置。然而，卫生系统的健康与否取

决于其自身的政策、战略和行动计划。

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其成员国有上述共识，并在多个世界卫生大会

决议上强调了卫生技术（特别是医疗器械）在预防、诊断、治疗疾病和残障，以

及提高人类健康及生命质量方面的重要性。成员国应制定用于评估及管理医

疗器械的相应国家战略及计划，而 WHO 则应在卫生技术政策实施方面为成

员国提供技术指导。

政策为如何管理有价值的资源创造了框架。一个国家卫生政策框架包括

愿景、现状分析、政策方向、克服挑战的战略、政策实施计划，以及实现可持续

发展所需要的领导及管理。如果在国家卫生政策中加入卫生技术政策，它就

可以与卫生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例如资金、人力资源、信息、领导及管理等整

合起来，共同解决目标人群的需求并实现更好的卫生结果。

有效的卫生技术政策能够保障平等、可及、可负担及创新。核心医疗器械

必须满足卫生需求，特别是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及应对非传染性疾病的

需求。为了制定这样一个有效的卫生技术政策，必须关注医疗器械的四个方

面——研究及创新、器械安全监管、支持更佳决策的评估以及综合管理，使其

适应公共健康状况、资源及环境。

政策一旦制定，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架构来实施其中的战略及行动计划。

这一架构包括在生物医学工程及相关领域专家的支持下，评估和管理卫生技

术的监管部门，以及区域性和全国性机构。对战略、目标、行动计划的监督评

估以及通过相关指标追踪其有效性将提高政策的效用，并为政策本身及其实

施过程的改进提供反馈。

拥有卫生技术政策及政策实施单位的国家数量及 WHO 对各国的医疗器

械基线调查数据表明，卫生技术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将会有进一步发展。然而，

由于医疗器械的选择、管理及使用很复杂，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能够合理制定新

的政策，并就现有政策进行必要修订使其尽可能地发挥效用。将卫生技术政

策及战略与国家卫生计划框架进行适当整合，将有助于利用政治支持来确保

提高医疗器械的可及性、质量及应用，增加全民医保框架内资源的最佳利用，

响应公共需求并最终实现更好的卫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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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卫生技术政策、战略及行动计划，尤其是针对医疗器械的政策、战略及行

动计划，都应该被纳入到每个国家的卫生计划中。一个强有力的卫生系统能

够确保获得安全、有效、高质量的医疗器械，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疾病及损伤

并辅助病人康复。

医疗器械包含广泛，从简单的压舌板到复杂的放射性设备，现今世界上存

在着 1 万多种型号超过 150 万种规格的医疗器械。尽管医疗器械大多数情况

下是在医疗保健机构中使用，患者现在也正逐渐在其他地方使用医疗器械，辅

助器械如助听器及隐形眼镜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医疗器械的配置、使用、使用环境，器械生命周期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

创新、监管、评估、管理、安全使用、报废，都需要严格的政策监管。这些政策必须

根据当地或国家的实际情况，优先考虑定制特定的卫生领域功能来确保资源的最

佳使用及满足目标人群的独特需求。世界卫生大会的第 WHA60.29 号决议认可

了制定合理的国家战略及计划的必要性并在医疗技术政策实施方面提供了指导。

以下例子阐明了医疗器械（医疗技术）政策是如何与整体卫生政策相契合的：

● 对医疗器械的监管可以将大众承受的风险最小化；
● 确保医疗器械的安全使用及可用性能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 价格可承担的医疗器械能增加医疗服务覆盖率；
● 远程医疗增强了以患者为本的医疗服务；
● 卫生技术评估为确定优先顺序及决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 需求评估为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帮助；
● 为满足特定卫生系统及人群的需求进行研究创新。

经验表明，医疗器械及其他卫生技术相关的政策及战略文件在纳入到指

导卫生领域工作的国家卫生计划、文件中去，才能变得最为有效。制定这些文

件需要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包括学术界、患者团体、专业机构、政府

人员，特别是生物医学工程师的参与。

本文件作为医疗器械技术系列文件的一部分，将展示当今全球及各国的

卫生发展趋势，政策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战略、行动计划，以及与医疗器械各

阶段（研发、监管、评估、管理安全使用及报废）相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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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使大家意识到制定及实施医疗技术政策的重要性，这

一政策由监管、医疗技术管理和医疗技术评估组成，且被纳入到整个国家卫生

计划之中。本文件关注的焦点是卫生技术的一个分支——与医疗器械安全及

合理使用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为最好地服务于目标人群合理选择医疗

技术的指导，以及对财政状况及人力资源确认的指导。另外，这些政策可以

提升对生命周期内器械的安全合理使用。所有这些最终形成一个更好的卫生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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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战略及行动计划

WHO 目前重新聚焦于围绕国家卫生政策、战略及行动计划的政策对话。 

WHO 全球政策小组于 2009 年 3 月举行了一场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鼓励那

些对制定国家卫生政策、战略及计划支持的行为。会议认为，为了取得更好

的卫生结果，必须采取更为综合的相应政策去应对影响健康的、经济方面的、

社会方面的、环境方面的问题。图 1 阐释了综合方法是如何实现更好的卫生 

结果。

医疗产品包括医疗器械、药品以及其他商品在卫生系统内为获得更好卫

生结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制定国家卫生政策、战略及计划时必

须考虑到这些医疗产品。

“政策”一词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定义。不过，在本文件中，“政策”一

词有着如下定义：政策包括愿景、战略、行动计划、指标及用于衡量实施情

况的监测与评估体系。框 1 中列出了有效的医疗政策、战略及计划的构成 

元素［1］。

来源：［1］

图 1　国家卫生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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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　有效的国家卫生政策、策略和计划所需具备的要素

国家卫生政策、战略和计划必须用一种综合的、均衡的、统一的方式关

联起来：

 愿景、价值、目的、目标和跨部门政策协调性

 详实的现状分析，包括：

● 评估健康及健康需求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目前及预测的疾病负

担和新的健康挑战

● 评估期望，包括对目前的和预期的服务需求评估及对社会期望的

评估

● 评估卫生系统在满足需求与期望方面的表现与不足

● 评估卫生部门应对目前及未来挑战的能力

● 评估卫生系统资源（人力、物力、资金和信息）的现状与缺口

● 评估利益相关方的定位（包括在适用的情况下对外部合作伙伴的

定位）

 为下述方面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与政策导向：

● 改善健康不平等

● 提供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以响应首要需求及期望

● 保护并改善社区卫生及公共卫生

● 建立应对危机及未来挑战的能力

 应对挑战及政策方针实施的综合性战略

● 政策方针对下述方面的影响：

 服务交付（服务网络及项目，针对个人卫生和针对公共卫生的

行动）

 卫生人力资源

 医疗产品、技术和基础设施

 信息

 卫生筹资

 医疗卫生机构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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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与其他机构合作的影响

● 对资源的影响及相关成本

● 筹资策略及调用所需资金的策略

 依据以下几点对策略的实施进行领导及治理安排：

● 各机构及利益相关方的角色

● 绩效监控，结果评估，调查研究，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进行

的策略调整

● 确保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

● 为确保所有政策都能顾及健康问题而进行的跨部门合作

● 捐赠方协调，适用于捐赠资金是卫生部门重要资金来源的国家

这些内容模块在政策、策略和计划文件中应如何排序及划分，重点放

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来源：［1］



6

4　全球卫生及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对于卫生保健而言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方

面。使医疗机构能够获得并负担得起适宜的器械有助于促进医疗公平、更好

地响应患者的服务需求。

4.1　全球卫生现状

4.1.1　日益凸显的健康不平等
证据表明最近几十年所取得的显著的健康增长分布非常不平衡，鲜有惠

及贫困群体以及其他边缘群体或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在各个国家之间及国家

内部，持续增长的健康不平等愈发明显。全球人口，最贫困的 20% 比最富裕

的 20% 在 14 岁前死亡率要高出十倍，这个例子证实了以上观点［2］。影响健

康的社会因素的数据收集来自于：个人的出生环境、成长环境、居住条件、工作

条件和年龄（以及获得医疗保障的难易程度）。这些环境因素是由国际、国家

及本地层面的资金、权力及资源分布所决定的，而这些决定因素本身又受到政

策选择的影响。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是导致健康不平衡的主因，这些不

公平的，然而可避免的健康状态不均衡在很多国家随处可见。有证据指出贫

穷 / 不均与健康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贫穷滋生疾病，而疾病又导致贫穷，

由此陷入恶性循环。反之，更高的收入通常与更好的健康状况相关，而更好的

健康状况又与更高的收入及福利相关，因此进入良性循环。

由于对持续扩大的健康不平等的日益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于 2005 年成立

了“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来为减少健康不平等提供建议。这一委

员会在 2008 年提交的最终报告［2］中给出了三大类建议，其中第二类建议就是

解决权力、资金和资源的分配不均衡。这包括了呼吁将健康公平作为政府政

绩的指标，呼吁联合国将健康公平作为全球发展的核心目标，采用的卫生框架

要涵盖能监测进展情况的社会决定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0 年 7 月举行的会议 1，主题就是医疗器械可及性的

1　http：//whqlibdoc.who.int/hq/2010/WHO_HSS_EHT_DIM_10.15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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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会议讨论的话题如下：

● 卫生技术是国家卫生系统中最薄弱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根源就是缺失

合适的卫生技术政策

● 卫生系统开支正逐步增长，而健康需求及卫生资源之间的差距也在

不断扩大。因此，为了获得卫生技术及医疗器械，就需要更多的公共

投资，为减少健康不平等，需要为那些财政赤字地区优先配置医疗 

资源

● 提升或限制医疗器械可及性的因素包括市场供应情况、价格、决策过

程、基础设施、环境因素、应用器械的能力、更新器械的及时性、成本回

收或偿付体系，以及医疗器械市场的透明度

● 卫生系统可以为衡量健康公平性及改善健康不平等提供必要的信息

● 为提高医疗器械可及性，须满足以下要求：统一的监管体系，透明合理

的采购流程，适宜的卫生技术评估

4.1.2　千年发展目标
自 2000 年起，全球卫生议程就开始关注如何通过确定的发展蓝图及详细

指标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而确保各类人群都有获得医疗器械的平等

能力，以及实现医疗器械的合理使用正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部分。

医疗器械对第 4、5 和 6 条发展目标而言至关重要，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切

实可行的方法（参见框 2）。然而，为使这一目标能够成功实现，需要先实施那

些医疗器械领域中优先级较高的行动。

框 2　与千年发展目标第 4、5 和 6 条相关的医疗器械

千年发展目标 4：减少儿童死亡率

目标：截至 2015 年，将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减少到目前的三分之二

衡量指标：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一岁儿童接种麻疹疫

苗的比例

婴儿出生后的头 28 天是其死亡风险最高的时期。全球每年有超

过 350 万死亡事件——差不多是儿童死亡人数的 40%——发生在这一时 

期［3］。为了增加新生儿存活率，目前正在研发新的医疗技术，并检测其临床

有效性、安全性及可负担性。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便携式婴儿暖箱，它在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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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能为早产儿及体重过低的婴儿提供四个小时的恒定温度，防止他们

的体温过低 1。

传统的医疗器械也可以帮助预防儿童死亡。例如可负担的、安全的疫

苗接种注射器，甚至简单的器械例如绷带、敷料、眼液滴管、天平、血压计、听

诊器、压舌板、静脉注射管、吸引器、手套和输液泵等。

《医院儿童护理手册：有限资源下常见疾病的管理指南》［4］一书中讨

论了以上器械及其他内容。这本手册根据已发表的证据，为资源有限的医院

（即有基本的实验室设施，基本药物和便宜的药物）门诊与住院服务提供最新

的临床指导意见。它侧重于导致儿童死亡的主要疾病住院管理，这些疾病包

括：肺炎、腹泻、严重营养不良、疟疾、脑膜炎、麻疹、艾滋病毒感染及相关并发

症。它还涉及了可在小型医院管理的新生儿问题和儿童手术并发症。

千年发展目标 5：改善孕妇健康状况

目标：截至 2015 年将孕妇死亡率减少到目前的四分之三

衡量指标：孕妇死亡率；由技术熟练的卫生工作者辅助的分娩率

分娩时大多数孕产妇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在产前保健、分娩时和产

后护理三阶段如果可以获得并使用特定医疗器械的话就可以挽救孕产妇的

生命。其中包括一些传统器械以及正在接受有效性测试的器械。前一类包

括血压计、脉搏血氧仪、氧气、静脉注射管、多普勒监测、手术器械、生化检验

设备和微生物检验设备，以及输血设备 2；后一类包括防护服，可在出血及旁

边有便携式超声时使用。

千年发展目标 6：抗击 HIV/AIDS、疟疾、肺结核和其他疾病

目标：截至 2015 年制止并扭转 HIV/AIDS 的蔓延情况

衡量指标：15~24 岁年龄段人群艾滋病病毒携带率；在最近一次高风险

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15~24 岁年龄段人群对 HIV/AIDS 知识具有全

面了解的比例；10~14 岁孤儿在校出勤率与 10~14 岁非孤儿在校出勤率之比

及时诊断 HIV/AIDS、结核病、疟疾对预防死亡来说至关重要。接受治疗

可以防止这些疾病引起的并发症，拯救生命。创新产品譬如用于艾滋病病毒

及疟疾诊断的便携式现场细胞分类器及计数器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3。

1　更多信息请见：http：//www.who.int/pmnch/events/2010/08_lowcost_warmer.pdf 和 http：//www.who.int/

pmnch/events/2010/2010_pf_innovation_warmers/en/index.html

2　更多信息请见：http：//portal.pmnch.org/downloads/low/Knowledge_for_Action_Annex1_lowres.pdf 

3　更多信息请见： http：//www.who.int/medical_devices/poster_a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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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日益增长的非传染性疾病负担
尽管可用于采购医疗器械的资源有很大区别，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面

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却越来越相似。特别是慢性疾病的增长，譬如心血管疾病、

中风、癌症和糖尿病。若治疗疾病的花费较高，则会给那些贫困人群及弱势群

体造成较大负担。医疗负担的改变清楚表明了医疗器械使用的公平、恰当以

及长期可负担的必要性［5］。

——陈冯富珍博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加是本世纪全球发展的主要健康挑战之一。它对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数百万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都构成了威胁。照目前的趋势来

看，截至 2020 年，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将占到总死亡人数的 73%，并

且这些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将占到疾病负担总数的 60%［6］。非传染性疾病对

中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最大。这些疾病对贫困人群及弱势群体造成了很大的影

响，加剧了国家内和国家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图 2 及图 3 展示了由于非传染

性疾病的影响，日益增长的疾病负担。

来源：［7］

图 2　部分非传染性及传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 2011 年 4 月举行的关于健康生活方式及非传染性疾病控制的首次全

球部长级会议 1 的框架内，一项关于基本药物及技术的简明政策是这样表述

1　关于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必需药物及技术的更多信息可参见 http：//www.who.int/nmh/events/moscow_

ncds_2011/conference_documents/ moscow_ncds_roundtable_10_access_to_essential_medicines_and_ 

technolog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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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7］

图 3　造成疾病负担的十大原因，2004&2030

的：“通过合理选择器械、制定可负担的价格、依托持续的财政支持以及可靠的

体系，最终我们能实现各类人群平等获取医疗资源的目标。通过对限定范围

内的基本药品及技术的合理选择，加上独立发展的循证临床指南、符合成本效

益的干预治疗，可以增强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反之，缺乏恰当的、有效的、

可获得的卫生技术及时协助诊断将会导致更复杂的病症，需要进行昂贵的临

床治疗，如果不进行治疗，则可能导致更高的过早死亡率。”

因此，政策制定者可以推广、实施有效的战略提高医疗技术的可及性，减

轻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

4.1.4　医疗体系内的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可以拯救生命、提升健康状况及生命质量，而且在各种医疗状

况、疾病、亚健康和残疾的预防、诊断、治疗和管理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医疗

器械，特别是辅助器械在病人康复及协助残障人士正常生活方面都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医疗器械，日常的医疗处理，从包扎扭伤的脚踝到诊断艾滋病，再到

植入人工髋关节，都将无法实现。

尽管医疗器械是医疗保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只有在被纳入到解决

公共需求的总体医疗保健措施中，才能发挥最大效力。这些公共需求包括：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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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预防，临床保健（检查、诊断、治疗、管理、随访和康复），获得并提供适宜的

医疗保健。举例来说，一次性针筒及针头的便捷获取可提高全球医疗覆盖。

他们的安全性及使用的便利性将患者放在了第一位，这也是以患者为本的初

级医疗保健的首要原则。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政策来确保这些器械的

使用及安全处理，来确保有效治理及社区参与（如提高公共意识及与自身利

益相关的教育宣传活动）。

医疗器械必须适用于适应其使用的预定背景或环境。这里所说的背景是

指将正确的医疗器械及相应的卫生需求联系在一起以最大化发挥医疗器械的

有效性。因此，当我们努力提供均衡的医疗保健时，必须将“四个 A”，即可用

性（availability）、可及性（accessibility）、恰当性（appropriateness）和可负担性

（affordability）在全国卫生技术政策中加以考虑并给出解决措施。

4.2　全球卫生议程

4.2.1　行动基础：世界卫生大会决议
医疗器械包含广泛，非常多样化，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及创新性。这

是一个蕴含着极大前景的领域，可以说前景非常壮观，也可以说非常具有诱惑

力。然而这一领域也存在很多问题和陷阱。诚如很多人曾经提到的一样，医

疗器械领域需要，也确实应该拥有专属于它的议程。所有国家的卫生官员及

医院管理者，在各个层面上的发展，都需要专门指导［5］。

——陈冯富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卫生问题的指导和协调机构。它负责对

全球卫生事务提供领导，拟定卫生研究议程，制定规范和标准，阐明以证据为

基础的政策方案，向各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及监测和评估卫生趋势。这些活动

都是为了实现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 

健康。

医疗器械对于整个医疗保健体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到这一点，全

球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决策机关）决定加强卫生系统（作为世界

卫生组织关注的初级医疗保健的一部分）及医疗技术（如医疗器械）的监管。

2003 年，WHA56.6 号决议要求各成员国充分资助初级医疗保健以减少健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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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2009 年颁布 WHA62.12 决议 1 旨在在所有的技术领域中通过策略和计

划的措施，以持续的政治承诺来敦促基础卫生保健，以确保其价值。非传染性

疾病相关决议促使世界卫生组织采取行动：预防及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

战略行动计划 2。

在过去二十年里，医疗技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因此通过

了一系列决议。关于数字卫生的 WHA59.28 号决议，在 2006 年被批准通过。

世界卫生大会出于对医疗技术的尊敬，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试图为世界卫生组

织及其成员国制定目标：2007 年通过的 WHA60.29 号决议指导世界卫生组

织“在医疗技术政策实施方面，根据各发展中国家不同需求级别的医疗保健，

为成员国提供关于那些须处理疾病急需的医疗器械的指导与支持”3。2007 年

通过的 WHA60.30 号决议与公共健康、创新及知识产权相关。2008 年通过的

WHA61.21 号决议建立了提升创新能力的全球计划（譬如号召各行业开发创

新型医疗技术 4）；第 WHA62.12 号决议敦促成员国提高适宜医疗产品及技术

的可及性以支持初级医疗保健。

4.2.2　收集医疗器械使用情况证据
作为 GIHT 小组工作的一部分，医疗器械基线调查已于 2010 年完成。它

被设计用来确定各成员国、联络国医疗技术的评估、管理、监管方面的政策、指

导、标准及服务。世界卫生组织意在确定各地区及国家的医疗技术发展的关

键领域，这就要求各参与国提供支持，并共享知识及信息。

对参与调研的低收入国家的初步调查结果如下：

● 33% 拥有医疗技术的国家政策

● 55% 拥有负责实施及加强医疗器械监管的官方机构

● 85% 的国家在联邦及国家层面的卫生部门拥有对医疗器械进行技术性

管理的指定单位［9］

虽然对中等收入国家及高收入国家而言，调查结果十分令人满意。但是，

仍需要对国家政策制定、医疗器械政策制定及执行提供支持，除了国家层面的

1　http：//www.who.int/hrh/resources/A62_12_EN.pdf

2　http：//www.who.int/nmh/publications/9789241597418/en/

3　http：//www.who.int/medical_devices/resolution_wha60_29-en1.pdf

4　http：//www.who.int/medical_devices/initiativ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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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负责机构之外，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及中等收入国家仍须时刻关注如何对

医疗器械进行有效且充分的技术管理。

4.2.3　医疗器械全球市场
医疗器械方面的全球支出从 1998 年的 1450 亿美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2200 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了 10%。然而高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之间并不

平衡，医疗技术销售集中于高收入国家，尤其是北美地区、欧洲地区及日本。

举例来说，美洲地区的人均医疗花费是 2636 美元，而东南亚地区的人均花费

只有 31 美元［10］。医疗研究全球论坛为这一不平衡状况提供了更多其他证

据，它估计 2005 年全球在医疗研究与发展方面的 1603 亿美元支出中，中低收

入国家只支出了其中的 3%，而高收入国家支出了其中的 97%，大部分用于为

他们本国的医疗保健市场生产产品、制定流程及服务［10］，而这些产品、流程、

服务与低收入国家的需求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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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可以通过列出卫生系统框架、定义公共政策及执行由世界

卫生大会决议通过的活动（包括某些先前讨论过的活动）三方面让所有人都

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平。在这个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将公共卫生需求放

在首位的国家卫生政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国家卫生政策在实现

全球卫生议程目标中也同样重要，包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降低非传染性疾病

及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通过加强卫生系统建设来提升卫

生监管。图 4 揭示了全球卫生议程、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及成员国卫生系统

三者如何联系在一起以获得安全、高质量医疗器械的平等使用权并最终获得

更高质量的整体卫生服务。本章将主要讨论成员国是如何确定公共卫生需求

的优先级、完成决策过程及制定卫生技术计划，以及如何用高效的方式来管理

最终政策。

图 4　结合全球卫生议程并通过国家卫生计划来提高医疗器械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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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为公共卫生需求设立优先级

确定成员国公共卫生需求的优先级需要大量的数据做支撑。不同区域的

情况不同，比如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卫生系统在这方面与非洲其他地区面

临不同的挑战。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需求评估系统来确保医疗器械相

关的国家策略和行动计划与公共卫生优先级相匹配。

需求评估可采用疾病负担数据做辅助，它在确定卫生技术行动的优先级

上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国家都可以进行死亡率、因疾病或受伤失去的健康

及风险因素的统计 1。

在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中，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是一个基

于时间的测量值。它结合了因早产死亡丧失的存活年数（YLL）及致残后

存活的年数（YLD），它经常被用于评估疾病负担，尽管不同区域的数据截

然不同。2004 年全球疾病负担的平均值是每 1000 人有 237 个 DALY，其中

60% 是由于 YLL，而 40% 是由于 YLD。GBD 研究对每个国家的疾病负担

都进行了量化［6］。当对某个国家的卫生系统进行评估时，该研究中的数据

可显示出比较迫切的卫生需求。（参见参考资料 6，亦可参考相关国家的数 

据库 2）

下一步要将疾病负担数据与特定卫生技术（医疗器械）关联起来。这些

特定卫生技术可在某些方面用于预防、诊断、治疗及康复。世界卫生组织在这

个领域提供了一些指导［8］。

虽然疾病负担数据在设置有关医疗器械活动的优先级方面很重要，但是

这些数据也有可能是过时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可用的。因此，在建立需求

评估的过程中，GBD 的数据需要由来源于流行病监测和医院治疗实践模式的

数据进行补充，确保活动优先级与公共卫生需求的最大程度吻合。疾病监测

数据可以是全国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世界卫生组织也会发布全球疾病监

测数据 3。

从实际的医院治疗模式中收集的数据在判断实际情况和需求之间的差距

1　http：//www.who.int/whosis/whostat/en/

2　http：//www.who.int/topics/global_burden_of_disease/en/

3　http：//www.who.int/topics/epidemiolog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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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并可由此预示活动的优先级。作为公立医院报告要

求中的一部分，这些数据通常来自国立医院或者省立医院。世界卫生组织给

出了国际层面上的差距分析报告，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国家层面形成一个

相似的但更具体的流程［8］。图 5 所示是基于公共卫生需求优先级来确定医疗

器械需求的流程图。

图 5　基于公共卫生需求设置医疗器械优先级

5.2　国家卫生政策和计划

为了进一步推动全民卫生覆盖和服务改革，2008 年的世界卫生报告［11］

提出了公共政策需求。在卫生方面的有效公共政策有如下几点：

● 基层医疗和全民卫生覆盖所依赖的卫生系统政策（涉及资金、必需药

品、技术和人力资源）

● 可以解决重点卫生问题（包括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的公共卫生政策

● 其他方面的政策，所谓的“所有政策中与卫生相关的部分”，需要各个

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来确保相关政策的顺利实施

所有的卫生系统政策都应结合系统中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比如资金、

信息、服务交付、卫生人力资源和管理能力等，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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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1］

图 6　构建卫生体系的六个模块

5.2.1　政策制定过程
政策制定的本质是一个过程，也是最常遭受质疑的过程，卫生技术中的政

策制定也如此。因此，在识别决策制定的争议性和一些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

益中，应遵循如下原则：

● 政策制定需建立在初级卫生保健的核心价值 1 之上

● 由上级政府官员制定决策过程认可机制

● 需由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参与商讨过程

● 政策制定过程必须是透明的，政策制定必须是有据可依的

只有各个层面的活动相互合作才能有效地执行国家政策。这就意味着必

须同时考虑资源、承受能力、合法性及政治承诺这几方面。

有关医疗器械的主要决策涉及四个主要方面的内容：研究和发展、卫生技

术评估、卫生技术法规及卫生技术管理。我们建议将这四方面以及包括战略

及后续指标的特定政策纳入到国家卫生计划中去。

5.2.2　计划
卫生技术计划应由上文提到的应优先考虑的公共卫生需求来推动，同时

1　关于初级卫生保健的更多内容请参见 http：//www.who.int/whr/2008/en/ 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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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在国家、省级及地方层面上与卫生方面的计划过程、产出和周期相统一。

该计划必须是一个综合（覆盖所有方面）且有连续性（兼容子计划）的计划。

此外，计划还需囊括研究和发展、卫生技术评估、卫生技术法规及卫生技术管

理这四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5.2.3　政策管理
基于证据的政策和计划只有在有效的管理系统支持下，才能使卫生结果

得到预期的改善。

这不仅需要有政策、计划及组织结构，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建立适

当的组织结构、相关的管理过程并培养充分的管理和技术能力。章节 6.3 给

出了对组织结构的通用指南。

为了使计划顺利实施，必须要有管理流程作后盾，并且包括适当的监督、

报告、监控和评估。计划总是不完美的，这就要求在实现过程中发现问题时可

以按照政策及时进行调整。此外，还应由管理委员会定期对预算和计划进行

审查和更新，确保解决的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即使没有政策和计划，单凭强大的管理能力依然可以改善卫生结果。然

而这种方法缺乏条理性和平衡性，失败的风险更高，故不提倡此做法。相反，

如果没有充分的、适当的管理能力，即使存在政策、计划、组织结构和管理过程

也不能改善卫生结果。

充分的、适当的管理能力要求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成员国

应在国家和省级层面上分配足够的财政预算，以建立一个设备更新配置计划

以及聘请足量的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来实施有效的卫生技术管理。外来捐

赠资金可用于启动项目和提高能力，也可以偶尔为购置设备或进一步培训提

供支持。不过，除非成员国能定期提供足够的资金，不然卫生结果将无法得到

持续改善。

高效管理方法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是将所有活动整合成一个更广泛的质

量保证计划。该计划强调的是不断完善的理念，并包括必要的保障措施，确保

患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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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合适的、安全的、高质量的医疗器械，制定一个有效的计划还需

要做很多工作。本章主要阐述这些工作之间的关系及成功实施的方法。

6.1　总体原则

人权宣言［12］指出卫生保健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过这并没有让人人都享有

此权利。如前所述，让人人都能平等享有卫生保健的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8 年的世界卫生报告［11］在初级卫生保健的相关内容中指出了该问题。对

于卫生系统政策（包括必需药品、技术、人力资源及资金等）的选择奠定了医

疗和社会保障改革的基础，并且这些也是以人为中心的医疗制度以及医疗公

平能够得到改善的支撑基础［11］。

强大的卫生系统建立在六大基石之上，包括资金、人力资源、信息、服务、

管理和医疗产品、疫苗及技术［13］。六大基石之间复杂的关系和交互作用将它

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个体系［14］。无论缺失其中的哪一个，卫生系统在

改善全民健康中都不能发挥作用。在政策和组织系统中，每块基石都面临各

自不同的挑战。本章将主要讨论医疗器械这一卫生技术。

6.2　系统组成

卫生系统需要依赖卫生技术才能得到预期的卫生结果。因此，有必要按照

政策和协议制定医疗器械项目计划，以获得安全、合适且高质量的医疗器械。

对于提供卫生保健及改善全民健康而言，医疗器械极其重要。从创新阶

段到设备更新阶段，医疗器械工作事项中有四个关键特点：有效性、可及性、恰

当性及可负担性。这四个组成部分拓宽了医疗器械工作事项的范围，使之不

至于仅仅着眼于创新，还兼顾考虑了以合理合适的采购方法选择医疗器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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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器械得到公平且有效的使用。

本章将描述如何通过在全球、区域、国家及地方层面上实施医疗器械生命

周期的 4 个阶段，提高安全、高质量医疗器械的可及性［8］。只有将这些相互依

赖的阶段正确组合在一起才能达到全民医疗目标。广义上，有如下四阶段：

①医疗器械研究和发展

②医疗器械监管

③医疗器械评估（卫生技术评估）

④医疗器械管理（卫生技术管理）

这四个阶段必须在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辅助和监管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

用。虽然每个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不过还是应该按照适用范围的

实际情况（如国家、地区、地方 / 医院等）对每个阶段制定计划并实施，以求获

得预期的结果。

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知道这四个阶段之间的先后顺序，并且应对建

立这四者之间相互关系并最终获得预期结果的输入和输出机制有一定了解。

“作为改善人类健康的基本因素，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对能否获得适当的

医疗器械负责。”［15］

图 7 显示了医疗器械工作事项和每个阶段交互作用之间的关系，使得每

个阶段能在安全、高质量、全面普及和公平方面获得总体的预期结果。图 7 更

进一步说明了整个系统对全局战略和结构的需求，明确每个阶段的输入和输

出结果以便制定一个有效的资源优化方案。

图 7　国家卫生政策框架下的医疗器械工作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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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工作事项的每一阶段对资源都有要求，特别是人力资源，即有特

殊技能，具备规划、实施、流程的能力，并满足每个阶段特有需求的个人。比如

具备卫生技术评估阶段所需的流行病学和卫生经济学领域的知识，卫生技术

管理阶段的临床工程学知识。同样地，在卫生技术生命周期中，人力资源培训

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个阶段之间的持续改进计划的承诺和执行是成功的关键。无论在什

么时候，都可以在功能性及改善性上对这四个阶段进行评估。持续性改善

计划覆盖所有的阶段，包括对特殊性能指标的监管、修订、执行和评估。如

图 8 所示。在持续改进计划中可以使用监管数据来推动卫生项目向着目标 

前进。

图 8　医疗器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

医疗器械生命周期在任何阶段都可以被介入重审。比如在研究和发展阶

段之初，有关卫生技术研究发展的国家政策和已经明确的公共卫生需求就是

推动阶段进程的输入参数。这些参数为管理此阶段制定了框架，并引导科技

和工程学上的创新。在公共需求和企业联系上，国家政策应侧重在对企业的

鼓励上，以激励其在卫生产品上的创新并提供给需要的人。如果没有上级的

政策支持和额外的资金投入，初级医疗产品和技术的巨大潜力将得不到有效

利用，进而导致不必要的疾病、伤残、死亡以及经济浪费［16］。本阶段执行的最

终结果将作为生命周期中下一阶段——监管阶段的输入。

监管阶段通过发布标准、测试协议、市场准入标准、注册、售后监督和不

良事件报告来确保公共安全。当地机构应接受事故调查、风险管理和风险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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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培训。在这一阶段国家政策依然很重要，它确保了新器械在应用中的安 

全性。

卫生技术管理阶段覆盖了从前一阶段的输入到能安全有效支持理想临床

服务输出的整个过程。此阶段应输出如下内容：需求确认、采购说明书（包括

捐赠的设备）、完整的资产清单（设备和物资）、基于风险减少和安全操作的目

的来制定维护项目、保持适时有效的安全性、保证设备的高质量以提供健康服

务、对设备临床效果的监管、升级与报废。

医疗器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在本地、地区及国家三个层面上都可以发

挥作用。四个阶段的特点，特别是其视角和影响如表 1 所示。

表 1　医疗器械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的特点

研究和发展 法规 卫生技术评估 卫生技术管理

视角 健 康 服 务、创 新

知识、应用工具

安 全 性 和 有

效性

为公众服务 卫生服务提供者

导向 个人健康服务 公共安全 公共健康 社区卫生服务

需求（输出） 改善后的新工具

或者服务

强制服从 对高度复杂技

术的建议

所有医疗器械的操作

规则及指南

方法 创新和提高 性能测试、安

全 评 估 及 售

后市场报告

系统分析、评论 技术生命周期的操作

管理

标准 市场准入 安 全 及 质 量

标准

流行病学数据

统计、效率、有

效性、适用性

需求分析、说明书、临

床可用的可靠性器械

结果 增强卫生服务 减少风险，阻

止伤害

响应速度、成本

效益、临床结果

改 善 的 健 康 服 务，高

质 量、安 全 设 备 的 持

续可用性

安全、高质量的卫生服务的获得有赖于协调统一的政策。比如有经验

的工作人员如果仅对其中的一个阶段进行计划、提供支持并实施，则将无法

对整个系统进行提升。只有所有阶段都经过计划、获得良好的支持且互相

协调，整个项目才会达到预期目标——安全、公平、高质量卫生服务的全民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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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组织结构

为了落实有关卫生技术的政策和策略，国家需要不同层级的组织结构。

基于政府架构，这些组织结构可以由服务与卫生技术四个阶段的单一机构或

若干独立机构构成。图 9 表明了卫生技术政策实施过程中，涉及四个阶段的

主要部分，即监管、卫生技术评估、管理或者临床工程、研究和改革，也包括对

在很多进程中使用的医疗器械的分类和命名工作。

图 9　卫生技术政策实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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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监管过程
我们建议将医疗器械监管部门纳入国家监管机构，由其负责市场准入、注

册和售后监测等。医疗器械监管与药品、食品及其他医疗产品的监管流程类

似，但按照风险等级来分析医疗器械还需要其他不同的技术能力。因此，有必

要对生物医学工程师进行监管方面的培训以便分析技术文档，监管者也应通

过协调整个过程来提高新设备的安全性和普及性。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出版的《医疗器械监管、概述和指导原则》中对医疗器

械监管提供了一些指导 1。由于复杂的监管过程和设备创新上的进步，在不久

的将来会出现一系列技术创新。

很多国家的国家监管机构都有审查医疗器械流程的独立机构。表 2 中介

绍了一些监管机构，以及全球协调特别小组和亚洲协调工作小组。这两个监

管小组负责制定、编写并传播监管实践，以保证医疗器械的安全性、有效性及

相关性能。

表 2　监管协调小组和监管部门

协调小组

全 球 协 调 特 别

小组（GHTF）

http：//www.ghtf.org/

亚 洲 协 调 小 组

（AHWP）

http：//www.ahwp.info/

国家

澳大利亚 http：//www.tga.gov.au/industry/devices.htm

巴西 http：//www.anvisa.gov.br/eng/index.htm

欧盟 http：//ec.europa.eu/consumers/sectors/medical-devices/documents/

guidelines/index_en.htm

沙特阿拉伯 http：//www.sfda.gov.sa/En/MedicalEquipments

坦桑尼亚 http：//www.tfda.or.tz/

美国 http：//www.fda.gov/MedicalDevices/default.htm

1　 补充读物：http：//www.who.int/medical_devices/publications/en/MD_Regul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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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卫生技术评估
在国家、地区及本地（医院）层面上，卫生技术评估机构既可以属于政府

也可以属于个人。在国家层面上，卫生技术评估要求公共政策须将医疗器械

纳入考虑范围，因为它们与人民的需求和国家的重点息息相关。通常这一机

构是由各个学科的专家来组成的，如流行病学专家、信息管理专家、卫生经济

学家、生物医学工程学家、临床医生、科研人员及分析人员。

表 3 列出了一些卫生技术评估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中心、国际网络

机构以及一个专业机构 1。

表 3　卫生技术评估机构、网络组织及国际专业机构示例

机构

加拿大国立健康和社会服务

机构

http：//www.inesss.qc.ca/

泰国健康干预与技术评估项

目（HITAP）

http：//www.hitap.net

WHO卫生技术评估合作中心

瑞 典 卫 生 技 术 评 估 委 员 会

（SBU）

http：//www.sbu.se/en/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卫生信息、

评估和质量中心（CAHIAQ）

http：//www.gencat.cat/salut/depsan/units/aatrm/html/en/

Du8/index.html

加拿大人口健康研究所 http：//www.cgh.uottawa.ca/whocc/

网络机构

国际卫生技术评估网络机构

（INAHTA）

http：//www.inahta.org/（54 member agencies internationally）

欧洲卫生技术评估网络机构

（EUnetHTA）

http：//www.eunethta.net/Public/About_EUnetHTA/HTA/

国际新兴卫生技术信息网络

（EUROSCAN）

http：//www.euroscan.org.uk/

专业机构

国际卫生技术评估组织（HTAi） http：//www.htai.org/

1　请参阅本技术系列中医疗器械的卫生技术评估以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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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卫生技术管理
卫生技术管理的政府部门或者临床工程师也有国家、地区及本地（医院）

级。这些部门涵盖了从需求评估到医疗器械使用安全整个范围。

国家卫生技术管理团队在一些国家中隶属于国家卓越中心，负责国家标

准的制定及对各个领域的卫生技术管理提供指导。这个中心可能也会提供卫

生技术管理的培训及器械维护。决策者可以从国家卫生技术中心获取的卫生

技术相关信息如下：每个卫生机构所拥有的医疗设备、技术参数、最佳采购实

践、维护流程、用户培训课程及需求授权认证步骤。然而，某些国家中心选择

专注于某个特定领域。比如，约旦生物医学工程理事会仅管理与医疗器械相

关的维护部分。表 4 可见合作中心示例。

表 4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技术管理协作中心示例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技术管理协作中心

国 家 卫 生 技 术 中 心

（CENETEC）

墨西哥 http：//www.cenetec.salud.gob.mx/interior/english.html

ECRI 研究所（ECRI） 美国 http：//www.ecri.org

圣卡塔琳娜州联邦大

学生物医学研究所

巴西 http：//www.ieb.ufsc.br

发展卫生技术管理服务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关键在于要选择一种能将

卫生技术管理整合到现存的卫生管理体系和卫生传输模型里的模式。1

建立卫生技术管理系统时，应注意如下几点：

● 为每个机构与管理层选择一个卫生技术管理团队

● 将卫生技术管理团队纳入到咨询网络中

● 确保有资源来执行所有必须的卫生技术管理活动

● 确保各个层级的卫生技术管理团队负责人都是相应卫生管理团队的 

成员

● 在每一层级都建立一个卫生技术管理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向卫生管理

团队汇报工作，负责审查设备状态并对未来需求做规划

1　请阅读卫生技术指南系列中的“如何管理”以获取更多信息：http：//www.healthpartners-int.co.uk/

our_expertise/how_to_manage_ser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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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医疗器械组织体系

各卫生技术管理团队可能需要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及机构层面相互合作

来确保整个体系都能互相协调且得到指导。每一层级的角色和责任确认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促进不同层级之间的合作，也使得维持系统运转所需的人员及

其他资源可以得到更确切的估计。同时，我们也鼓励卫生技术管理机构与卫

生技术评估机构及监管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换。

6.3.4　研究和发展（创新）
研究和发展通常在高水平的研究机构中进行，比如国家卫生机构或者大

学的研究院所。一般情况下，由国家层面的科学或者研究理事会对此进行协

调。为了有效地明确国家需求，有必要将学术和研究策略与公共健康需求联

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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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量进展：结果与指标

结果与指标可以使利益相关者知晓特定的政策或项目是否有效。利益相

关者可以依据结果与指标来评估特定政策及项目的有效性，并且能为将来的

行动找到可供参考的地方。本章将回顾医疗技术的相关指标及结果。

有效的国家卫生计划应该有一个（或多个）部分涉及卫生技术，并且由

政府部门实施在本文第六章提到的卫生技术政策四个阶段：研究与发展（创

新）、监管、评估和管理。

7.1　对卫生系统的监测与评估

改善卫生结果是所有卫生系统干预措施的目的，但如果不进行监测与评

估就无法达成这一目的。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银行组成的联合工作小组为监

测及评估医疗体系改革提供了一个宽泛的框架，可参见图 10。

图 10　对卫生系统改革的监测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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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量进展：结果与指标

7.2　指标

有效的监测及评估中一个公认且很有必要的部分就是必须要能测量达成

目标的进展情况，通常通过使用指标来实现。

指标必须定义合理，保障现实有用且数据可得、能够定期收集。指标数据

可以用于决定优先干预领域、追踪进展情况、计划项目、评估项目效能、协调捐

赠者及筹集资金。世界卫生组织可以依据指标数据来调整其专业人员、定向

配置项目及资源来满足某个国家的需要［20］。图 11 展示了世界卫生组织用于

评估卫生系统改革的核心指标。

世界卫生大会已经通过了 2008—2013 中期战略计划［20］的 13 个战略目

标及指标。第 11 个目标就是人人都可公平获取安全、高质量的医疗产品及技术

图 11　世界卫生组织设置的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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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量进展：结果与指标

（包括药物、疫苗以及医疗器械）。表 5 展示了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0~2011 年

期间测量目标进展情况的指标。

表 5　世界卫生组织第 8 战略目标及相关指标

战略目标 11：确保医疗产品及技术的获取渠道、质量及使用得到改善

作用领域 指标 基线（2010） 目标（2011）

国家政策

（11.1　关于必要医疗

器械产品的获取、质

量、使用及卫生技术

的提倡、支持的综合

性国家政策的规划及

监测）

11.1.1　在保障卫生技术获

取、质量和使用的官方政策

制定与实施方面得到了支持

的国家数量

68 个国家 73 个国家

在设计或加强综合性国家采

购及供应体系方面得到了支

持的国家数量

25 个国家 30 个国家

标准及指导

（11.2　针对医疗器械

产品及技术的质量、

安全、有效性，对其制

定区域性或全国性的

符合成本效益的国际

规范、标准、指南及其

实施的提倡和支持）

11.2.1　为提高对卫生技术

的供应、管理、使用、质量及

有效监管，新设立的质量标

准、参考文件、指南以及工具

的数量

两年 30 个标准 30 个额外标准

11.2.4　监管机构经过评估，

得到支持和认可的国家数量

30 个国家 45 个国家

循证应用

（11.3　 致 力 于 卫 生

工作者和消费者的国

家、区域、地方的项目

支持，以使其更科学、

更高效地基于证据的

政策指导来使用医疗

器械产品及技术）

11.3.1　为提升对卫生技术

应用的合理性与成本效益，

正接受支持的国家及区域发

展项目的数量

10 个项目 15 个项目

11.3.2　 针 对 政 府 采 购 / 报

销的基本医疗设备，使用了

最新（五年内更新过的）全

国医疗设备列表的国家数目

80 个国家 95 个国家

7.3　全球医疗器械状况：基线调查结果

截至 2010 年 12 月，已经有 145 个国家参与到医疗器械基线调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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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量进展：结果与指标

这一调查，各个国家的卫生主管部门确定了卫生技术的工作重点，并且负责更

新相关信息及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

在拥有卫生技术政策的 62 个成员国中，有 49 个表示他们已将卫生技术

政策纳入到他们的国家卫生计划之中。图 12 和图 13 显示了那些有政策及政

策执行单位的国家的分布图。

图 12　具有国家卫生技术政策的国家分布图

图 13　政府单位负责卫生技术政策实施的国家分布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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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量进展：结果与指标

至于世界卫生组织战略目标中的第 11.3.2 项指标，调查显示 58% 的受调

查国家并没有一份获批采购或报销的医疗器械列表。图 14 和图 15 描述了这

一内容。

图 14　拥有全国获批采购或报销的医疗器械列表的国家数量图 

（按国家收入水平分组比较）

图 15　拥有全国获批采购或报销的医疗器械列表的国家分布图

调查中另一个问题要求成员国回答其在卫生保健机构及临床处理中是否存

在或使用医疗器械列表，一些国家做出了肯定回答（图 16）。然而，许多国家仍然

缺乏这一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着手制定相关列表以对其成员国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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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量进展：结果与指标

图 16　拥有卫生机构及临床处理器械的国家分布图

所有通过调查得到的信息（各个国家的卫生技术政策，包括指标、获批医

疗器械列表和程序等）均可访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得到 1。

1　参见 http：//www.who.int/medical_devices/en/ 及 http：//www.who.int/gho/health_technologies/medical_devic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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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总结

数据表明，各成员国正在制定医疗器械相关政策、战略及行动计划。很多

国家已经将此纳入国家卫生计划，用以满足特定的公共卫生需求，前景非常光

明。当然，为确保政策能全面实施，特别是使卫生系统各部分紧密结合，使各

利益相关者全面参与进来，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政

府财政部门、专业组织、私人机构、民间组织、资助机构和医疗技术行业等，他

们在国家及地区医疗器械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战略目标及卫生技术 WHA60.29 号决议所阐述的，世

界卫生组织将继续在国家综合政策、规范、标准及循证决策指南的制定及监测

方面提供支持，以保障高质量医疗器械的可及性提高。

在过去的 20 年里，世界卫生组织和专业机构已经制定了许多医疗技术方

面的重要文件，并举办了多场国家级、地区级的卫生技术研讨会。在过去的 3

年里，GIHT 在比尔 & 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通过发布指导文件、工

具及制定国家 / 地区特定行动计划的方式，提高了卫生技术的曝光率。近期

更多的医疗器械基线调查，为医疗器械政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并为未来

的行动打下了基础。2010 年举行的首届医疗器械全球论坛所提出的建议将

让大家更深刻地意识到医疗器械在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及康复方面所发挥的

重大作用。我们希望通过优化医疗器械配置能使全球人民获得更好的卫生保

健，使他们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



35

参考文献

1  Provisional agenda item 10 for the sixty-third Session of the Regional Committee, 
Bangkok, Thailand, 7-10 September 2010.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SEA/RC63/9； http://www.searo.who.int/LinkFiles/RC_63_a-10-SEA-
RC63-9.pdf, accessed 1 May 2011).

2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 (http://

www.who.int/social_determinants/en/, accessed 29 April 2011).

3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progress report 2009.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http://whqlibdoc.who.int/ publications/ 

2010/9789241599368_eng.pdf, accessed 4 May 2011).

4  Pocket book of hospital care for children: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mmon  
illnesse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http://

www.who.int/child_adolescent_health/documents/9241546700/en/index.html, 

accessed 4 May 2011).

5  Opening address at the WHO First Global Forum on Medical Devices. Bangkok, 

Thailand, 9-11 September 2010 (http://www.who.int/dg/speeches/2010/med_

device_20100909/en/index.html, accessed 4 May 2011).

6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and risk factor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6.

7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04 updat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

8  Medical devices: managing the mismatch.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10/9789241564045_eng.pdf, 



36

参考文献

accessed 25 May 2011).

9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baseline survey on medical devic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10  Landscape analysi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http://

whqlibdoc. who.int/hq/2010/WHO_HSS_EHT_DIM_10.13_eng.pdf, accessed 4 

May 2011).

11  World health report 2008: primary health care-now more than eve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

12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Geneva, United Nations, 1948 (http://

www. un.org/en/documents/udhr/index.shtml, accessed 27 April 2011).

13  Everybody’s business: strengthening health systems to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WHO’s framework for ac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14  Alliance for Health Policy and Systems Research. Systems thinking for health 
systems strengthening.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15  First WHO Global Forum on Medical Devices: context, outcomes, and future 
actions. Report on the meeting from 9-11 September 2010, Bangkok, Thailand.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http://www.who.int/medical_devices/

gfmd_report_fi nal.pdf, accessed 4 May 2011).

16  Medium-Term Strategic Plan 2008-2013 (Amended draft).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 les/MTSP2009/

MTSP4-en.pdf, accessed 27 April 2010).

17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of medical devic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37

参考文献

18  Temple-Bird C et al. ‘How to Manage’ series of health care technology guides. 

St Alban’s, Ziken International (Health Partners International), 2005 (http://

www. healthpartners-int.co.uk/our_expertise/how_to_manage_series.html, 

accessed 4 May 2011).

19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health systems strengthening: An operational 
framework.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http://www.who.int/

healthinfo/HSS_MandE_framework_Oct_2010.pdf, accessed 27 April 2010).

20  WHO 2008-2013 action plan for the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