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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Which countries are regulated?  
For which type of devices? 

Countries Medical devices In-vitro diagnostics Exclusions and Comments 

China Yes Yes None 

India Yes Yes 

Australia Yes Yes None 

Singapore Yes Yes None 

Malaysia No No Mandatory in 2016 
Indonesia Yes Yes None 

Thailand Yes Yes Implementing AMDD 

Philippines Yes Yes According to approved listing 

Vietnam Yes Yes Considered an import permit 

Camdodia No No To implement AMDD by 2017 

Laos Yes Yes To implement AMDD by 2017 

Myanmar No No To implement AMDD by 2017 
Brunei No No To implement AMDD b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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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Countries QMS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Safet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mark 

ASEAN 
					

ISO13485 																CSDT 		EP	and	standards 

GHTF	regulatory	model;	
Overall	AMDD	

implementation	by	2017	 

India 										PMF 																DMF 
		GHTF	Countries		

Review		 

Regulated	according	to	the	
List	of	Notified	Medical	

Devices 

China 
ISO13485/

GMP 

Design,	
production	&	QA	

dossiers 
	Type	testing	and	

standards 

Australia ISO13485 STED EP	and	Standards 
GHTF	regulatory	model;	

ARG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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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Typical timelines 

Countries 
Medical 
devices 

In-vitro 
diagnostics Comments 

India 6-9 months 6-9 months 

China 8-24 months 8-24 months 
Higher end of the scale refer to Class III 
or products requiring clinical trial. 

Australia 9-12 months 9-12 months 

Singapore 1-12 months 1-12 months 
3 months and below are special access 
pathways 

Malaysia N.A. N.A. 

Indonesia 5-10 months 5-10 months 

Thailand 1-12 months 1-12 months 

1 month and below are general medical 
devices. 6 months and above are in 
CSDT format 

Philippines 3-6 months 3-6 months For devices in the listing 

Vietnam 1-3 months 1-3 months Import license 

Camdodia N.A. N.A. 

Laos 1-2 months 1-2 months Import license 

Myanmar N.A. N.A. 
Brunei N.A. N.A. 

Direct Impact to the time to market. 
Depends on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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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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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療器械法規 

*  醫療器械主管機關及法源根據 
*  醫療器械定義 
*  醫療器械分類分級 
*  醫療器械標準 
*  上市申請(產品註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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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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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主管機關 
*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  國務院綜合監督食品、保健品、化粧品安
全管理和主管藥品監管的直屬機構，負責
對藥品(包含醫療器材)的研究、生產、流
通、使用以及食品、保健品、化粧品安全
管理進行監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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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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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法律行政法規 
*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0号） (2014-03-07)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第7号） (2011-03-09) 
*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6号） (200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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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部門規章 
*  《医疗器械分类规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 (2015-07-14) 
*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号） (2014-07-30) 
*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号） (2014-07-30) 
*  《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号） (2014-07-30) 
*  《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号） (2014-07-30) 
*  《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号） (2014-07-30) 
*  《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试行）》（卫生部令第82号） (2011-05-20)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40 号《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发布标准》 

(2009-04-2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65号《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 (2009-04-07) 
*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局令第9号） (2004-07-08)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涉及行政审批的行政规章修改、废止、保留的决定》（局令第8号） (2004-06-30) 
*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局令第5号） (2004-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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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A http://www.sd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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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中國醫療器械定義 
第七十六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材料
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其效用主要通过物理等方式获得，
不是通过药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参与但是只起辅助作用；
其目的是： 
（一）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 
（二）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者功能补偿； 
（三）生理结构或者生理过程的检验、替代、调节或者支持； 
（四）生命的支持或者维持；　 
（五）妊娠控制； 
（六）通过对来自人体的样本进行检查，为医疗或者诊断目的提供信息。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是指使用医疗器械为他人提供医疗等技术服务的机构，包括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取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以及依法不需要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血站、单采血浆站、康复辅助器具适配机构等。 

650  (201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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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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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體外診斷試劑定義 
*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体外诊断试剂，是指按医疗器

械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包括在疾病的预测、预
防、诊断、治疗监测、预后观察和健康状态评价
的过程中，用于人体样本体外检测的试剂、试剂
盒、校准品、质控品等产品。可以单独使用，也
可以与仪器、器具、设备或者系统组合使用。 

* 按照药品管理的用于血源筛查的体外诊断试剂和采
用放射性核素标记的体外诊断试剂，不属于本办
法管理范围。 

5  (201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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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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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分類分級 

第四条　国家对医疗器械按照风险程度实行分类管理。 

第一类是风险程度低，实行常规管理可以保证其安全、有效的医疗器械。 

第二类是具有中度风险，需要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的医疗
器械。 

第三类是具有较高风险，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
有效的医疗器械。 

评价医疗器械风险程度，应当考虑医疗器械的预期目的、结构特征、使
用方法等因素。 

 650  (201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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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體外診斷試劑分類分級 
第十七条　根据产品风险程度由低到高，体外诊断试剂分为第一类、第二类、
第三类产品。 
（一）第一类产品 
　1.微生物培养基（不用于微生物鉴别和药敏试验）； 
     2.样本处理用产品，如溶血剂、稀释液、染色液等。 

5  (201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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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體外診斷試劑分類分級 
（二）第二类产品 
    除已明确为第一类、第三类的产品，其他为第二类产品，主要包括： 
     1.用于蛋白质检测的试剂； 
     2.用于糖类检测的试剂； 
     3.用于激素检测的试剂； 
     4.用于酶类检测的试剂； 
     5.用于酯类检测的试剂； 
     6.用于维生素检测的试剂； 
     7.用于无机离子检测的试剂； 
     8.用于药物及药物代谢物检测的试剂； 
     9.用于自身抗体检测的试剂； 
   10.用于微生物鉴别或者药敏试验的试剂； 
   11.用于其他生理、生化或者免疫功能指标检测的试剂。　 

5  (201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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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體外診斷試劑分類分級 

（三）第三类产品 
1.与致病性病原体抗原、抗体以及核酸等检测相关的试剂； 
2.与血型、组织配型相关的试剂； 
3.与人类基因检测相关的试剂； 
4.与遗传性疾病相关的试剂； 
5.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检测相关的试剂； 
6.与治疗药物作用靶点检测相关的试剂; 
7.与肿瘤标志物检测相关的试剂; 
8.与变态反应（过敏原）相关的试剂。 

5  (201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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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15  (201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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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15  (201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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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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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分類公告 
*  關於醫學影像診斷系統等產品分類界定的通知 (2009-02-13)(國食藥監械
[2009]66號 ) 

*  關於一次性前列腺治療套件等產品分類界定的通知 (2008-10-09)國食藥監械
[2008]587號 

*  關於梅毒臨床診斷試劑等體外診斷試劑及其相關產品分類界定的通知 
(2008-09-27)國食藥監械[2008]537號 

*  關於醫用吸脂機等產品分類界定的通知 (2008-03-26)國食藥監械[2008]115號  
*  關於內窺鏡相關產品分類界定的通知 (2008-03-26)國食藥監械[2008]112號  
*  關於一次性可注射針刀等產品分類界定的通知 (2007-09-26)國食藥監械
[2007]597號  

*  關於心血管自動回饋控制給藥治療儀等產品分類界定的通知 (2007-06-01)國
食藥監械[2007]313號  

*  關於體外衝擊波心血管治療系統等產品分類界定的通知 (2007-02-07)國食藥
監械[2007]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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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器械標準 
*  生產醫療器械，應當符合醫療器械國家標準﹔沒有國家標準

的，應當符合醫療器械行業標準。 
*  醫療器械國家標準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制定。 
*  醫療器械行業標準由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制定。 

276  (200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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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器械標準 
醫療器械標準分為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註冊產品標準。 
（一）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是指需要在全國範圍內統一技術
要求的標準。 

（二）註冊產品標準是指由製造商制定，應能保證產品安全
有效，並在產品申請註冊時，經設區的市級以上藥品監督
管理部門依據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相關要求復核的產品標
準。 

 
31  

(200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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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標準 
*  國家標準 

* 如GB9706.2:2003醫用電氣設備第2-16部分血液透析、血
液透析濾過及血液透析濾過設備的安全專用要求 

*  行業標準 
* 如YY 0019-2002骨接合植入物 金屬髓內針  

*  註冊産品標準 
* 如YZB/USA 2297－2006 
* 企業提供出廠檢測報告和第三方檢測報告 

（必須包括安全性指標和主要性能指標） 

31  
(200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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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産品標準 

註冊産品標準編制說明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與人體接觸的材料是否已在臨床上應用過，其安

全性、可靠性是否得到證明； 
    （二）引用或參照的相關標準和資料； 
    （三）管理類別確定的依據； 
    （四）産品概述及主要技術條款確定 

的依據； 
    （五）産品自測報告； 
    （六）其他需要說明的內容。 

  
 GB 

 GB/T 

 YY 

 YY/T 

 Y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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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標準目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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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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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33 

醫療器械標準公告 
*  關於執行 GB 9706.1-2007《醫用電氣設備 第一部分：安全

通用要求》有關事項的通知 (2008-06-26)  
*  關於執行YY 0583-2005《一次性使用胸腔引流裝置 水封式》

行業標準相關問題的通知 (2008-05-26)  
*  關於實施YY 0286.1-2007《專用輸液器第1部分：一次性使

用精密過濾輸液器》醫療器械行業標準的通知 (2007-08-14)  
*  關於實施YY0314-2007《一次性使用人體靜脈血樣採集容

器》等18項醫療器械行業標準的通知 (2007-07-02)  
*  關於實施《外科植入物 金屬夾》等7項醫療器械行業標準的

通知 (2006-06-19)  
*  關於印發YY0451-2003《一次性使用輸注泵》等兩項行業標

準第1號修改單的通知 (2006-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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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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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申請 (產品註冊)規定 
第五条　第一类医疗器械实行备案管理。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实行注册管理。 

*  境内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备案人向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备案资
料。 

*  境内第二类医疗器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后发
给医疗器械注册证。 

*  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查，批准后发给医疗器械注册
证。 

*  进口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备案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备案资料。 

*  进口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查，批准后发给医疗
器械注册证。 

*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医疗器械的注册、备案，参照进口医疗器械办理。 
4  (201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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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申請 (產品註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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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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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構(含體外診斷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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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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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許可證與註冊證 

*  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許可證 
*  《醫療器械生產監督管理辦法》第二章之規定，許可證統
一由SFDA印製。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許可證分正、副本，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有效期為5年。 

*  醫療器械註冊證 
*  有效期限為 5 年，在有效期屆滿前 6 個月 
內，應重新申請註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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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上市流程(境內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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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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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產企業許可企業質量體系考核
(GMP) 

*  2004年正式啟動“醫療器械生產品質管制規範（GMP）”（下簡稱醫療器械
GMP）的制定和實施工作。 

*  2007年1月1日起，對生產其他一次性使用無菌醫療器械、植入性醫療器
械的醫療器械生產企業按“分類實施指南”進行監督檢查。同時，對新開辦
的和申請換發《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許可證》的生產有源性醫療器械、有源
醫療器械的第三類醫療器械生產企業，應在通過醫療器械GMP的檢查後，
方可核發《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許可證》 

*  2008年1月1日起，對新開辦的和申請換發《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許可證》
的生產無源醫療器械和體外診斷器械產品的第三類醫療器械生產企業，應
在通過醫療器械GMP的檢查後，方可核發《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許可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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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註冊)檢測 
*  第二類、第三類醫療器械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會同國

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認可的醫療器械檢測機構進行註
冊檢測  

*  註冊檢測依據生產企業申報的產品標準對申報產品進行註冊
檢測，並出具檢測報告。 

2 

41 



42 

醫療器械檢測中心受檢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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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臨床試驗規定 

* 凡申請第二類、第三類醫療器材註冊 
* 境外未被批准上市之二、三類產品或三類植入產品其申請註

冊產品在境外已上市，但該企業無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則
需提供在中國境內進行的臨床試驗資料。 

* 至於臨床試驗地點的選擇則須經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理局
認可的醫療機構，方可執行臨床試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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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臨床試驗規定 

*  業者應按《醫療器械臨床試驗規定》進行臨床試驗，準
備申請醫療器械註冊所需之醫療器械臨床試驗資料。 

*  依《醫療器械臨床試驗規定》，所謂醫療器械臨床試驗
是指： 
*  獲得醫療器械臨床試驗資格的醫療機構對申請註冊的

醫療器械在正常使用條件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按照規
定進行試用或驗證的過程，而醫療器械臨床試驗的目
的則是評價受試產品是否具有預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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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臨床試驗規定 
*  業者進行醫療器械臨床試驗的前提條件包括： 

*  該產品具有復核通過的註冊產品標準或相應的國家、行業標準； 
*  該產品具有自測報告； 
*  該產品具有國務院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品質技術監督部門認可的檢測

機構出具的產品型式試驗報告，且結論為合格； 
*  受試產品為首次用於植入人體的醫療器械，應當具有該產品的動物試驗報告； 
*  其他需要由動物試驗確認產品對人體臨床試驗安全性的產品，也應當提交動物試驗
報告。 

*  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應遵守《世界醫學大會赫爾辛基宣言》的道德原則，並
依《醫療器械臨床試驗規定》第二章要求，保障受試者權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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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品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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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註冊流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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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第一類醫療器械註冊文件 

*  境內醫療器械註冊申請表； 
*  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資格證明：營業執照副本； 
*  適用的產品標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及型號、規格的說明； 
*  產品全性能檢測報告；  
*  企業生產產品的現有資源條件及品質管制能力（含檢測手段）

的說明；  
*  醫療器械說明書；  
*  所提交材料真實性的自我保證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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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第二、三類醫療器械首次註冊文件 
*  境內醫療器械註冊申請表；  
*  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資格證明（包括生產企業許可證、營業執照副本）； 
*  產品技術報告； 
*  安全風險分析報告：按照YY0316《醫療器械風險分析》標準的要求  
*  產品標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或註冊產品標準、型號、規格說明 
*  產品性能自測報告 
*  檢測報告：醫療器械檢測機構一年內（臨床開始前半年）出具 
*  醫療器械臨床試驗資料 
*  醫療器械說明書；  
*  產品生產質量體系考核（認證）的有效證明檔：根據對不同產品的要求，提供相應的質
量體系考核報告 

*  所提交材料真實性的自我保證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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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得境外醫療器械上市許可的醫療器械首次註冊 

*  境外醫療器械註冊申請表 
*  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資格證明：文件須經簽章或公證  
*  申報者的營業執照副本和生產企業授予的代理註冊的委託書 
*  境外政府醫療器械主管部門批准或者認可的該產品作為醫療器械進入該國（地區）

市場的證明檔：文件須經簽章或公證  
*  適用的產品標準： 
採用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作為產品的適用標準的，應當提交所採納的國家標準、行
業標準的文本和生產企業承擔產品上市後的質量責任的聲明以及有關產品型號、規
格劃分的說明  

*  醫療器械說明書： 
第二、三類醫療器械說明書應由生產企業或其在中國的代表處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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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得境外醫療器械上市許可的醫療器
械首次註冊 

*  產品檢測報告：  
（適用於第二類、第三類醫療器械）醫療器械檢測機構一年內出具 

*  醫療器械臨床試驗資料： 
依據《醫療器械註冊管理辦法》附件12 規定 

*  生產企業出具的產品質量保證書  
*  生產企業在中國指定代理人的委託書、代理人的承諾書及營業執照或者機

構登記證明 
*  在中國指定售後服務機構的委託書、受委託機構的承諾書及資格證明文件  
*  所提交材料真實性的自我保證聲明：由生產企業或其在中國的代表處出具
且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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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診斷試劑註冊文件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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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市後管理 
*  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許可證(有效期5年 ) 
*  醫療器械經營企業許可證(有效期5年)  
*  醫療器械註冊證書(有效期5年) 
*  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 第三章 醫療器械生產經營和使用的管理 

*  品質事故報告制度 
*  醫療器械品質事故公告制度 

*  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 第四章 醫療器械的監督 
*  第二十九條：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設醫療器械監督員 
*  第三十一條：對已經造成醫療器械品質事故或者可能造成醫療器械品質
事故的產品及有關資料，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可以
予以查封、扣押 

*  不定期查廠與產品抽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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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不良反應通報流程 

 
[2008]766  2008 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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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國家重點監管醫療器械 
一、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 

1．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2．一次性使用输液器； 
3．一次性使用输血器； 
4．一次性使用滴定管式输液器； 
5．一次性使用静脉输液针； 
6．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针； 
7．一次性使用塑料血袋； 
8．一次性使用采血器； 
9．一次性使用麻醉穿刺包； 
10．医用缝合针（线）。 

二、骨科植入物医疗器械 
1．外科植入物关节假体； 
2．金属直型、异形接骨板； 
3．金属接骨、矫形钉； 
4．金属矫形用棒； 
5．髓内针、骨针； 
6．脊柱内固定器材。 

三、植入性医疗器械 
1．人工晶体；  
2．人工心脏瓣膜； 
3．心脏起搏器；  
4．血管内支架、导管、导丝、球囊。 

四、填充材料 
1．乳房填充材料； 
2．眼内填充材料； 
3．骨科填充材料。 

五、同种异体医疗器械 

1．同种异体骨； 
2．同种异体皮肤； 
3．生物羊膜。 

六、动物源医疗器械 
1．人工生物心脏瓣膜； 
2．生物蛋白海绵； 
3．生物膜； 
4．异种骨修复材料； 
5．生物敷料； 
7．生物粘合剂。 

七、计划生育用医疗器械 
1．宫内节育器； 
2．橡胶避孕套。 

八、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医疗器械 

1．空心纤维透析器； 
2．血液透析装置； 
3．透析粉、透析液； 
4．血浆分离杯、血浆管路。 

九、手术防粘连类医疗器械 

*  十、角膜塑形镜 

*  十一、婴儿培养箱 

*  十二、医用防护口罩、医用防护服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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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産品認證制度 
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CCC) 

*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276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認證認可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390
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對特定產品實
施註冊制度和強制性産品認證制度： 
*  醫用X射線診斷設備 
*  血液透析裝置 
*  空心纖維透析器 
*  血液淨化裝置的體外迴圈管道 
*  心電圖機 
*  植入式心臟起博器 
*  人工心肺機 
*  橡膠避孕套 

( 117 , 20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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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量器具檢定管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實施細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檢定的工作計量器具檢定管理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檢定的工作計量器具目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口計量器具監督管理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口計量器具監督管理辦法實施細則》 
 
     強制檢定是指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計量行政部門所屬或者授權

的計量檢定機構，對用於貿易結算、安全防護、醫療衛生、環
境監測方面，並列入本辦法所附《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檢定的
工作計量器具目錄》的計量器具實行定點定期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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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修訂重點 

1.進一步強化監督管理，保障人民用械安全。 
對涉及醫療器械的各方面，如生產、經營和使用等環節
都一一進行了規定，全方位加強對醫療器械的監管力度。  

2.強化醫療器械生產、經營企業做為產品第一責任人的概
念。明確規定醫療器械生產、經營企業應當對其生產、
銷售的醫療器械的安全性、有效性負責，不得生產、銷
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產品。  

《 》  
( [2009]28 2007-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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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修訂重點 

3.加強註冊審批管理。將現行的第一類產品的註冊審批由市
級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實施改由省級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實
施。同時，為了提高第二類、第三類醫療器械註冊審批
的品質，加強對註冊申報資料真實性的要求，還增加了
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受
理申請後進行研製情況核查的規定。  

4.引入和完善各項制度。對如醫療器械不良事件監測、召回、
追溯管理，醫療器械進出口管理，醫療器械分類確定等
制度進行了明確規定。  

《 》  
( [2009]28 2007-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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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修訂重點 

5.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結合落實《國務院關於加強食品
等產品安全監督管理的特別規定》的精神設定了相應的罰則，
與現《條例》相比，對違法行為的處罰程度大大加強。  

6.引入醫療器械安全性、有效性基本要求。將其作為保障醫療器
械安全有效的核心，以期改變目前註冊審查過度依靠標準作為
強制要求、產品安全有效過度依靠標準控制的現狀。  

7.改變《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許可證》的發放方式。將《醫療器械
生產許可證》設置在取得《營業執照》後核發，以期解決申辦
生產許可證中的實際操作問題。  

《 》  
( [2009]28 2007-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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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修訂重點 

8.改變醫療器械經營企業的監管方式。由國務院藥品
監督管理部門規定重點監管產品目錄，只對經營《<
醫療器械經營許可證>產品目錄》內產品的經營企業
發放經營許可證、並設置年審制度，以期使醫療器
械經營許可的範圍與產品的風險程度相適應。  

《 》  
( [2009]28 2007-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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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註冊管理辦法修訂重點 
*  醫療器械註冊證有效期由4年延長為5年。 
*  修訂現行「醫療器械註冊管理辦法」第二章關於”醫療器械

註冊檢測”的相關規定。 
*  第一類醫療器械不需要進行臨床試驗；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

第一類、第二類醫療器械註冊申請，可以免於提交臨床資
料： 

*  產品工作（作用）機理明確、設計定型、工藝成熟，臨床應用多
年，不改變常規用途，且無嚴重不良事件記錄。 

*  通過非臨床評價可以充分證實產品安全性、有效性能夠得到保證。 

《 》  
( [2009]28 200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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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註冊管理辦法修訂重點 
*  對申請在中國境內生產，並且無同類產品上市，技術上

和臨床應用上有重大創新，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醫療器
械，CFDA將建立醫療器械註冊特別審批程式，並由
CFDA按照特別審批程式進行審批。 

* 提出註冊申請所需的”註册申報資料要求及說明”文件，
依照首次以及重新註冊區分為二種類別，不另以醫療器
械之生產地(境內或境外)與分類(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
類)另行制定相關要求。 

《 》  
( [2009]28 200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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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Device Regulation Model 
Ref. GHTF/AHWG-GRM/N1R13:2011 Global Harmonization Task Force with mod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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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醫療器材法規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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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Device Regulation Model 
Ref. GHTF/AHWG-GRM/N1R13:2011 Global Harmonization Task Force with mod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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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Element Evaluation Items 

Definition •  Where is your target market? 
•  Is your product a medical device? 

Classification •  What is the intended use and clinical indications? 
•  A product or a group of product? 
•  What is the risk class of the device? 

Conformity Assessment •  QMS requirements 
•  Recognized standards 
•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  Postmarket surveillance,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and product 

recall 

Essential Principles for 
Demonstrating the Safety and 
Performance of a Medical Device 

•  Apply SG1/N68:2012 and recognized standard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device 

•  Conduct product comparison at the same time 

Role of Standards in Conformity 
Assessment 

•  Apply ISO14971 and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recognized 
standards of the target market(s)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  Make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to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  Maintain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Labeling  •  Follow related regulations, guidances and standards of  target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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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要求與風險等級 

GHTF/SG1/N77:2012 Principles of Medical Devices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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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3485:2003/CNS 1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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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經濟部工業局「醫療電子產品品質管理系統要求與實務指引」 

79 



信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QPRO, Inc. 

STEP 1: Device classification� • Determine the class of the 
device based on risks�

STEP 2: Conformity 
assessment�

• Determine the premarket and 
the post-market requirements of 
the device according to its class�

STEP 3: Safet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 Determine which essential 
principles (EP) should be used�
• Locate appropriate recognized 
standards and/or other 
standards�

STEP 4: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 Prepare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 of safet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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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of EP and recognized standards in the safet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medical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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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Principles 
EP� Clauses in SG1/N41R9:2005�

General 
Requirements�

5.1~5.6 Intended use, safety, effectiveness, risk 
management, performance, risk-benefit balanc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Requirements�

5.7 Chemical,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properties�

5.8 Infection and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5.9 Medical devices incorporating a substance 
considered to be a medicinal product/drug�

5.10 Medical devices incorporating materials of 
biological origin�

5.11 Manufactur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perties �

5.12 Devices with a diagnostic or measuring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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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Principles 
EP� Clauses in SG1/N41R9:2005�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Requirements�
�

5.13 Protection against radiation�

5.14 Requirements for medical devices connected 
to or equipped with an energy source and medical 
software�

5.15 Protection against mechanical risks�

5.16 Protection against the risks posed to the 
patient by supplied energy or substances�

5.17 Protection against the risks posed to the 
patient for devices for self-testing or self-
administration�

5.18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manufacturer�

5.19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cluding, where 
appropriate, clinic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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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Does the EP 
apply?�

New Device� Predicate� Standard 
used�

Product 
Comparis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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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GHTF	SG1-N11:2008	

Premarket Use of the 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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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GHTF	SG1-N11:2008	

Post-market Use of the 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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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後品質監控 

* 不良事故通報 
* 產品回收下架 
* 產品改善與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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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