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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一) 总局发布三个指导原则的征求意见通知 

 

关于《聚氨酯泡沫敷料注册申报资料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通知 

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结合聚氨酯泡沫敷料的技术特点及境内外产品申报

现状，总结产品技术审评的实际情况，前后两次赴相关生产企业进行调研和座谈，

并参考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起草了《聚氨酯泡沫敷料注册申报资料指导原则（草

案稿）》。 

2016 年 6 月-7 月，我中心就这两份指导原则草案稿征求相关领域专家意见

后，修订完成《聚氨酯泡沫敷料注册申报资料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附件

1）。 

为了使这两份指导原则更具有科学性及合理性，即日起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衷心希望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管理者及从业人员积极参与，提出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推动指导原则的丰富和完善，促进医疗器械研发及技术审评质量和效

率的提高。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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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反馈意见填写到征求意见汇总表（见附件 2）中以电子邮件的形式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前反馈我中心。 

 

田佳鑫 010-68390679 

陈宽 010-68390686 

许耘 010-68390685 

赵艳红 010-68390677 

传真：010-68390714 

征求意见接收邮箱：tianjx@cmde.org.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五栋大楼 B3 座 409 

邮编：100044 

 

附件：1．《聚氨酯泡沫敷料注册申报资料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下

载） 

2.《聚氨酯泡沫敷料注册申报资料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汇总

表（下载）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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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2016 年 8 月 23 日 

 

 

关于《植入式人工耳蜗系统技术审评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规范植入式人工耳蜗系统的注册申报和技术审评，我中心组织起草了《植

入式人工耳蜗系统技术审评指导原则》，会同专家讨论后达成初步共识，现已形

成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完善指导原则的制定，保证其科学合理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即日起

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衷心希望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提出意见和建

议，并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前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反馈至我中心审评一处联系人。 

 

联系人：张宇晶 

电话：010-68390614 

电子邮箱：zhangyj@cmde.org.cn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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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五栋大楼 B3 座 406 

 邮编：100044 

 

  附件：１.植入式人工耳蜗系统技术审评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下载） 

２.植入式人工耳蜗系统技术审评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表（下

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2016 年 8 月 23 日 

 

关于《含银敷料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了规范产品技术审评，指导企业进行含银敷料产品注册申报，我中心牵头

组织起草了《含银敷料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为了使该指导原则更具有科学性及合理性，即日起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衷

心希望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管理者及从业人员积极参与，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推动指导原则内容的丰富和完善，促进医疗器械研发及技术审评质量和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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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提高。请将反馈意见以电子邮件的形式于 2016 年 9 月 15 日前反馈我中

心。 

 

许耘 010-68390685 

田佳鑫 010-68390679 

陈宽 010-68390686 

赵艳红 010-68390677 

传真: 010-68390714 

征求意见接收邮箱：xuyun@cmde.org.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五栋大楼 B3 座 409 

邮编：100044 

附件：1.《含银敷料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下载） 

2.《含银敷料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表（下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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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23 日 

 

来源：CM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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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DA 再次警告，禁止在十二指肠镜上使用 Custom 

Ultrasonics 的设备 

近日，FDA 再次发出警告，不允许医疗机构使用 Custom Ultrasonics 公司

生产的十二指肠镜，因为这个设备与致命“超级细菌”的爆发存在某种联系。 

虽然联邦安全监管机构取消了对 Custom Ultrasonics 公司内窥镜冲洗设

备的召回命令，但是该公司仍然在召回产品，并努力纠正违法行为。FDA 再次

强调，System 83 Plus 设备不能应用在十二指肠镜上。 

通常，医生会在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的手术上使用这类设备，在手术中病人

的喉咙中插入了一个可重复使用的管式照相机。每年，美国有超过 50 万台内镜

逆行胰胆管造影手术使用到这种设备。2014 年 2 月和 3 月，维吉尼亚州、康涅

狄格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的医院均报道了“超级细菌”疫情，有些医院

甚至还出现了死亡病例。 

不过，2012 年-2014 年，顶尖的西雅图弗吉尼亚梅森医学中心也有 39 人

受到感染，其中 11 人死亡。当时雅图公共卫生官员说：“所有人在被感染的时

候，已经生命垂危，所以尚不清楚是否是细菌感染导致他们死亡。”2015 年 3

月，洛杉矶雪松-西奈医学中心有 4 名病人被细菌感染，超过 67 人在接受检查。

几周之后，UCLA Ronald Reagan 医院报道说有 8 名患者被相同的细菌感染，

同时有大量的病人和这些感染着接触，其中三名病人最终不幸死亡。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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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2015 年 11 月，FDA 要求 Custom Ultrasonics 公司召回全部的 2800

台内窥镜冲洗设备。Custom Ultrasonics 公司当时声称超级细菌疾病的爆发与

十二指肠镜的生产厂商有关，他们在没有得到 FDA 批准的情况下变更十二指肠

镜的设计。 

Custom Ultrasonics 公司的一份声明中说：“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AER

设备，甚至 CUI 设备造成了这些感染。现在 FDA 已经和包括 Custom Ultrasonics

在内的医疗器械生产商合作，制定新的协议、改进程序来确保十二指肠镜可以安

全生产使用。” 

2012 年 FDA 要求 CustomUltrasonics 公司停止生产销售所有的 AER 设备

以及相关配件，在 Custom Ultrasonics 公司没有获得 FDA 批准私自对这些设

备进行修改的情况下，FDA 要求他们召回所有设备。8 月 17 日（美国时间），

FDA 才正式发表声明称，医院应该使用其他设备来对十二指肠镜进行消毒处理。 

官方的解释是：“十二指肠镜的设计十分复杂，所以十二指肠镜的清理难度

比大多数柔性内窥镜大。因为病人的感染和死亡与不恰当的处理十二指肠镜有关，

所以医疗机构应该停止使用 Custom Ultrasonics 公司的 System 83 PlusAERs

来处理十二指肠镜。并逐渐转换处理这些特殊内窥镜的方法。” 

2015 年 8 月，FDA 发出的警告信送达美国三大内窥镜市场。并对在春季检

查中发现的美国和日本的违规工厂发出警告。 

来源：动脉网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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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国 FDA 医疗器械分类方法详解 

美国 FDA 医疗器械产品目录中共有 1700 多种。根据风险等级的不同，FDA

将医疗器械分为三类（Ⅰ，Ⅱ，Ⅲ）。风险等级逐级升高，Ⅲ类风险等级最高。

FDA 对每一种医疗器械都明确规定了其产品分类和管理要求。 

首先，对于任何产品，企业都需进行企业注册与产品列名（Enterprise 

Registration and Product Listing）。 

I 类器械 

一般控制（General Control） 

绝大部分产品只需进行注册、列名和实施 GMP 规范，产品即可进入美国市

场（其中极少数产品连 GMP 也豁免，极少数保留产品则需向 FDA 递交 510（K）

申请即 PMN（Premarket Notification）） 

这些器材只要经过一般控制就可以确保其功效与安全性，如拐杖、眼镜片、

胶布等，约占全部医疗器材的 27%。 

这些控制包括： 

禁止粗制滥造及不当标示的产品销售； 

FDA 得禁止不合格产品销售； 

必须报告 FDA 有关危害性、修理、置换等事项；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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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某些器材的贩卖、销售、及使用； 

实施 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Ⅱ类产品（占 46%左右） 

一般控制+特殊控制（Special Control） 

企业在进行注册和列名后，这些产品除了上述一般控制之外，其余大多数产

品均要求进行上市前通告（PMN：Premarket Notification）（即 510K）。少

量的 II 类产品可以豁免上市前通告程序。生产企业须在产品上市前 90 天向 FDA

提出申请，通过 510K 审查后，产品才能够上市销售。 

Ⅲ类产品（占 7%左右） 

一般控制+上市前许可（Premarket Approval） 

企业在进行注册和列名后，须实施 GMP 并向 FDA 递交 PMA 申请（部分

Ⅲ类产品还是 PMN）。 

一般来说，III 类产品多为维持、支持生命或植入体内的器材，对病患具有

潜在危险，可能引起伤害或疾病者，如心律调节器、子宫内器材及婴儿保温箱等，

约占所有器材的 8%。这些器材必须取得 FDA 的 PMA 之后方能销售。 

对Ⅰ类产品，企业向 FDA 递交相关资料后，FDA 只进行公告，并无相关证

件发给企业；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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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Ⅱ、Ⅲ类器械，企业须递交 PMN 或 PMA，FDA 在公告的同时，会给企

业以正式的市场准入批准函件（Clearance），即允许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在美国

医疗器械市场上直接销售其产品。 

至于申请过程中是否到企业进行现场 GMP 考核，则由 FDA 根据产品风险

等级、管理要求和市场反馈等综合因素决定。 

综合以上内容可知，绝大部分产品在进行企业注册、产品列名和实施 GMP，

或再递交 510（K）申请后，即可获得 FDA 批准上市。 

除了依据器材的风险来分级之外，依照器材的用途，FDA 把现有医疗器材

产品总共被分成 16 类（medical specialty “panels”）。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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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具体到某一个器械，属于哪一类，以及是否

得到豁免，均需通过查找其相对应的法规编号。1700 类产品，每一类产品都有

一个法规编号与之对应。 

那么，如何查找法规编号？ 

方法一：进入 FDA 官网中的 classification database 页面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rh/cfdocs/cfpcd/classificatio

n.cfm）。您就会看到下方的页面：有两种方法。  

 

如果您知道器械的部分名称，您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法规编号。 

比如：要找 Clinical Mercury Thermometer 这个产品的法规编号，就把

Thermometer 输进红框中，接着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页面。在这里，不仅能够

看到法规编号，还可以看到产品代码和器械分类级别。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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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如果知晓该器械属于之前所提及的 16 类中的某一类，就可以进入

FDA 官网的 Device Classification Panels

（http://www.fda.gov/MedicalDevices/DeviceRegulationandGuidance/O

verview/ClassifyYourDevice/ucm051530.htm）页面搜索。 

 

来源：第三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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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一) 本周各省市耗材招标信息一览 

 

来源：赛柏蓝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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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终于来了 CFDA 全国性械商飞检行动 10 月展开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器械经营环节监督管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将于

2016 年 10 月组织开展针对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飞行检查。 

按照《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国家药监总局负责组织实施全国范围

内的飞行检查，地方药监局负责本辖区内的飞行检查。所以，CFDA 展开的将会

是一场全国性的械商飞检行动。 

对于此次飞检具体会如何实施，目前尚无更多详情披露。不过，可以推测一

二。 

从时间点上来看，此次飞检行动将与械商违法经营行为整治密切相关。 

《总局关于整治医疗器械流通领域经营行为的公告（2016 年第 112 号）》

（以下简称《第 112 号公告》）规定：2016 年 7 月 15 日前是械商主动自查整

改，并提交报告时间；各省级药监局则须于 9 月 30 日前实施监督检查，并将整

治情况总结报国家总局。 

总局前脚收到各省的整治总结，后脚就启动飞行检查，若说两者无关，可能

性实在太小。 

所以，械商大整治的重点检查对象，应也会是飞检的重点对象。 

依据《第 112 号公告》，三类企业是要作为重点监督检查对象的：一是日

常管理水平低、购销渠道混乱、案件多发等问题较多，且自查发现问题少、整改

mailto:xm.li@gzbo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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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不力的企业；二是从事需要低温、冷藏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三是进口医疗器

械境内代理商。此次飞检，这三类企业很可能需要当心了。 

至于飞检内容，除了《第 112 号公告》中列入的八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更重要的或许是《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贯彻落实情况。这一《规范》

与《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一样，都是在 2014 年 12 月公告发布的，而

后者就是 CFDA 今年 3 月起开始的针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飞检最重要内容。 

不管怎样，在医械生产企业飞行检查之后，医械经营企业飞行检查也要在年

内来临了，医疗器械行业的合规生产、经营重要性前所未有。 

 

被药监飞检后会怎样？ 

依据《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药监部门根据飞检结果，可以依法采

取限期整改、发告诫信、约谈被检查单位、监督召回产品、收回或者撤销相关资

格认证认定证书，以及暂停研制、生产、销售、使用等风险控制措施。 

CFDA 组织实施的飞检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CFDA 可以直接组织

查处，也可以指定被检查单位所在地药监部门查处。 

 

拒绝、逃避飞检，后果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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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依据《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药监部门有权在任何时间进入被

检查单位相关场所进行检查。被检查单位若是拒绝、逃避检查，检查组是要书面

记录，并责令改正的；经责令改正后仍不改正、造成无法完成检查工作的，检查

结论会被直接判定为不符合相关质量管理规范或者其他相关要求。 

 

五种情形会被视为拒绝、逃避检查： 

1、拖延、限制、拒绝检查人员进入被检查场所或者区域的，或者限制检查

时间的； 

2、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或者延迟提供与检查相关的文件、记录、票据、凭证、

电子数据等材料的； 

3、以声称工作人员不在、故意停止生产经营等方式欺骗、误导、逃避检查

的； 

4、拒绝或者限制拍摄、复印、抽样等取证工作的； 

5、其他不配合检查的情形。 

此外，被检查单位若是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药监部

门还可以商请公安机关进行治安管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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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阻碍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威胁检查人员人身安全的； 

2、伪造、变造、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审批文件、认证认定证书等的； 

3、隐藏、转移、变卖、损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财物

的； 

4、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影响依法开展检查的。 

 

来源：赛柏蓝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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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双随机最狠？医疗器械三随机飞行检查已来！ 

前不久，湖南省郴州市药监局首次开展医疗器械“双随机”飞行检查的消息，

着实引发了业内不少人的关注。但是，比“双随机”还要多了一个随机的医械

“三随机”飞行检查，也已经诞生了。 

何谓“双随机”飞检？ 

顾名思义，“双随即”抽查+飞行检查的方式。 

“双随机”抽查机制指的是，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抽

查机制。这意味着每个市场主体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都可能

被抽取到；同时，执法人员只能阳光行政，不能再‘看谁不顺眼’就去检查，即

用制度限制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 

2015 年 7 月 2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广随机抽查机制，李克强总理

指出，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一项重大改革。 

而飞行检查是事先不通知被抽查单位和监管当事人的一种检查方式，将“双

随机”抽查机制引入飞行检查，意味着更为平等、阳光、严格的医疗器械监管。 

比如，湖南省郴州市药监局的做法是：采用随机抽查的方式从医疗器械检查

员库中抽取 12 名检查执法人员，分 4 个检查组对全市 11 个县（市、区）的医

疗器械经营和使用单位进行为期 5 天的飞行检查；检查对象也是通过电脑随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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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方式确定，每个县（市、区）抽取 3 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和 1 家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抽查结果当场密封，等到检查开始再启封。 

昆明展开“三随机”飞检！ 

据云南信息报消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总局《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

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昆明市药局制定了《2016 年度医疗器

械经营环节飞行检查工作方案》，并“三随机”开展医疗器械经营环节飞行检查。 

昆明市药监局的“三随机”飞检，即随机抽取被检查企业、随机安排检查时

间、随机选派执法人员，在“双随机”之上多了一个随机安排检查时间，确保执

法人员能在第一时间进入检查现场，直接针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开展检查，能及时

发现违法行为并严厉打击，促进阳光监督和公平执法。 

从“双随机”到“三随机”，还都先应用到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身上，说明药

监部门对械商的监管正在加强，而监管方式的创新也一直在路上。 

 

来源：赛柏蓝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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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宁波市耗材采购：平均降价达 72% 用量亦大减 

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的“宁波规则”，曾与 “三明模式”等一起引爆行业，也

成为国家卫计委要求全国各地研究推广经验的模式之一。 

赛柏蓝器械获悉，就在 7 月 30 日，“宁波规则”又上了央视全面深化医改

的专题报道。 

在当天央视财经频道《中国财经报道》题为“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医改'手

术刀'该动向哪里？”的专题报道里，“宁波规则”作为医用耗材挤价格水分、

促进国产替代进口的典范，被重点介绍。 

同期被介绍的还有浙江省温州市的市民健康卡、湖南武冈市的家庭医生、浙

江省余姚市的乡镇卫生院改造的特色医改经验。4 个典范中，浙江省独占 3 个，

要成为新的学习典型吗？ 

关于“宁波规则”，其核心就是以整个区域耗材采购量为筹码，引入采购价

格谈判机制，从而降低医用耗材成本。为此，宁波独创了三步评审法。 

简单说，第一步供应商资质评审，计算机打分，由高分到低分，入围企业不

超过 10 家；第二步品牌遴选，随机抽取 25 名临床专家，按得分多少入围品牌

不超过 5 个；第三步采购价格谈判，专家与企业现场议价，多轮报价，逐轮淘汰，

价格低、肯降价者成交。 

那么，“宁波规则”实施以来，其效果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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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宁波日报》发表题为《医改“手术刀”打开“看病贵”死结》

（副题：宁波医疗耗材集中采购一年让百姓少掏 2.7 亿元）的文章，进行了详细

介绍。 

依据该文，“宁波规则”推行前，宁波市的医用耗材采购和使用情况是这样

的： 

“改革前，我市医用耗材以年均 20%的增幅攀升，耗材占手术病人平均费

用的五成以上。过去医用耗材采购各家医院各自为政。有一年 6 家三甲医院耗材

采购 6.6 亿元，利润只有 2%！实际上，医院沦为为耗材商打工，患者们则为虚

高耗材买单。” 

 

“宁波规则”推行后，至少有四大好处： 

1、采购合同履约率 100%。 

截至目前，宁波先后实施了五批次 18 大类 1436 种医用耗材的集中采购。

至今，供应商和配送商均能严格执行成交价格，按时、足量配送产品。各家医院

均未出现目录外采购和二次议价，用得舒心。病人少掏冤枉钱。 

 

2、耗材价量齐齐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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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批次耗材集采中，第一批四大类共 219 个产品，包括一次性吻合器、外科

疝补片、手术用止血料和手术用防粘连料，采购价格平均下降 15 个百分点，最

高降幅达六成。 

第二批五大类共 254 个产品，包括麻醉类、眼科人工晶体、耳鼻喉止血材

料、一次性内窥镜活检钳和一次性吸氧装置，采购价格平均下降 32 个百分点，

最高降幅八成二。 

第三批五大类共 404 个产品，包括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卫生材料、脑外科类、

手术室常用耗材、消化系统类和透析类，采购价格平均下降 38 个百分点，最高

降幅近八成。 

第四批三大类共 287 个产品，包括人工髋关节、人工膝关节和髋膝关节置

换配件，采购价格平均降幅有 47 个百分点，最高降幅近八成。 

第五批骨科脊柱类共 272 个产品，采购价格平均降幅达 72 个百分点，最高

降幅八成四。 

据测算，五批次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后，全市公立医院一年可节省耗材费用

2.724 亿元。 

此外，部分耗材使用数量明显减少。集中采购真实、有效地降低耗材的虚高

价格，减少了部分医务人员滥用、乱用耗材的动力，如手术用止血材料，每手术

人次支出从集中采购前的 417.19 元减少到集中采购后的 171.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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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均次费用也显著减少。如在市第二医院，颅骨修复术，耗材均次费用从

集中采购前的 25260 元减少至 11482 元。 

 

3、促进了国产医用耗材使用。 

宁波市第三批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成交的 404 个产品中，51%为国产产品，

成交产品的生产企业 57%为国内企业。一些进口产品被国产产品替代后，临床

医务人员在适应新产品的同时也给生产企业提出了改进意见，国产企业及时改进

产品质量保证临床使用，有效促进了国产品牌质量的提升。 

如内镜手术止血夹子产品，过去用的是日本奥林巴斯品牌，价格高，降价不

满意。为打破进口品牌垄断地位，宁波选用可替代、价格低的国产产品，并在四

家医院试用，依据试用评估结果，再在全市推广。据市第一医院统计，该院的内

镜手术的人均耗材费用由集中采购前的 154.85 元，下降为 53.8 元，降幅达

65.32%。 

 

4、为药品集采积累了经验。 

耗材集中采购后价量齐跌，吸引了更多医院参与。目前，全市参加耗材集中

采购的医院已达 18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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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还将充分运用“宁波规则”，逐步将年总价值 80 亿元的药品也纳入集

中采购范围。据介绍，我市先后设计了不同的采购方案，采用不同的采购办法，

完成了抗微生物药品和中成药两个批次药品的集中采购，平均降幅 15%左右，

最高降幅达到 50%左右。 

 

来源：赛柏蓝器械  

  

mailto:xm.li@gzboji.com�


 壹周医械汇  第 26 / 57 页 
 

 
 (020)29896535   xm.li@gzboji.com 

 

(五) 台媒：大陆要求医疗器械“本土化”台湾厂商受冲击 

台媒称，大陆官方去年针对医疗器械力推“中国制造 2025”，拟打破高阶

医疗器械海外进口产品垄断的现状，以“本土制造”进行进口替代，这项政策今

年上半年悄然发酵，台湾不少医疗器械大厂已受明显冲击，业界预期，未来将加

速台湾医疗器械将制造端移往大陆的脚步。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 8 月 16 日报道，大陆官方去年启动“中国制造 2025”

计划，战略定调今年起逐步提高本土自制产品在高阶医疗器械中占比，先期作法

为将“国产产品”纳入公立医院优先采购清单，对进口品采取技术性阻挡。 

报道称，此项政策今年起已扩散到大陆各大医疗院所，绝大部分国营医疗体

系已顺应其要求，在采购程序上做出调整，保障“红色供应链”的产品优势，对

台湾多家以大陆内需为主的厂商造成明显冲击。 

以台湾人工骨材龙头企业联合骨科为例，首季获利表现亮眼，但第 2 季却急

转直下，业界认为，主要就是受到“中国制造 2025”的影响。联合董事长林延

生指出，大陆各大医疗院所目前招标限制为“两家国际龙头品牌及两家由大陆本

土制造的品牌”，而联合骨科品牌处在中间位置，加上又属台湾制造，因此被排

除在外，“丧失许多竞标机会”。 

台湾手术室设备龙头企业明基医则是年初就遭受冲击，上半年税后纯利润较

去年同期大衰退 425.4%，也同样因大陆医疗院所标案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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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明基医董事长陈其宏表示，大陆官方首部曲为保障本土品牌，接下来

预期将进一步要求关键零组件在大陆制造的占比，“螺丝愈栓愈紧”。 

报道称，在因应策略上，面对“红色供应链”来袭，联合骨科采取“打不过

就加入”的策略，年初和大陆医疗器械龙头山东新华集团共组合资公司，初期代

理联合骨科产品，预计 2018 年在大陆设厂，以“国产产品”的姿态在大陆销售。 

明基医也拟将制造转移到大陆，去年底携手大陆公司东星华美医疗在常州设

厂，现正积极取得官方许可，预计最慢明年第 1 季投产。联合骨科和明基医都强

调，尽管制造端移到大陆，但研发仍留在台湾。 

 

来源：参考消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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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究 

(一) 中国血透市场解析，主要企业及医械产品一览 

有行业人士认为，2015 年-2020 年，中国透析中心会达到 5000-8000 家。

而目前公立医院的血液透析中心只有 2300 多个，能够服务的患者人数仅为 26

万人左右，有 600 多个县还没有血液透析中心。 

 

什么是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hemodialysis，HD）是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肾脏替代治疗方

式之一。 

它通过将体内血液引流至体外，经一个由无数根空心纤维组成的透析器中，

血液与含机体浓度相似的电解质溶液（透析液）在一根根空心纤维内外，通过弥

散/对流进行物质交换，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维持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同时清

除体内过多的水分，并将经过净化的血液回输的整个过程称为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机就相当于患者的人工肾。 

 

国内市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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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论发病率计算，目前中国中末期肾病（ESRD）患者数量约 200 万人，

血液透析规模则逾千亿元。而且，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预计到 2030 年我

国 ESRD 患者人数将突破 315 万人，这意味着那时的理论市场规模将会达到

2500 亿元。 

有行业人士认为，2016 年-2020 年，中国透析中心会达到 5000-8000 家。

而目前公立医院的血液透析中心只有 2300 多个，能够服务的患者人数仅为 26

万人左右，有 600 多个县还没有血液透析中心。 

全球血液透析设备市场集中度较高，主要由欧美和日本企业占据。2011 年，

全球透析设备市场前三名生产商分别为德国费森尤斯医疗、美国百特和瑞典金宝。

费森尤斯医疗是全球最大的血液透析设备生产商，也是最大的血液透析服务提供

者，服务于全球超过 23.3 万名肾病患者。美国百特是全球最大的腹膜透析设备

生产商。 

中国血液透析设备主要依赖进口。2012 年费森尤斯医疗、瑞典金宝等进口

设备在中国血透设备市场占有率达 75%左右。中国本土血液透析设备生产企业

较少，血液透析机生产企业有广州暨华、重庆多泰、重庆山外山等，透析器生产

企业有威高集团、江苏朗生等。 

由于中国血液透析市场的巨大潜力，多家上市公司涉足透析领域。如华仁药

业腹透透析产品已于 2012 年第三季度全面上市；宝莱特通过收购天津市挚信鸿

达医疗器械开发有限公布局血透耗材领域，通过收购重庆多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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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血液透析机医疗器械注册证；科伦药业通过增资青山利康进入腹膜透析领域

等。 

 

血透三巨头 

据了解，目前在血液透析市场中，德国费森尤斯、瑞典金宝、德国贝朗、山

外山、暨华等几家企业占据了大部分市场。其中，费森尤斯是全球第一大肾脏透

析业务供应商，美国百特排名仅次于它，瑞典金宝名列第三。2013 年，美国百

特收购瑞典金宝，瑞典金宝的血液透析机等业务随之并入。 

 

费森尤斯 

费森尤斯集团成立于 1912 年，总部位于德国的巴登洪堡。费森尤斯透析部

于 1996 年与美国的透析治疗服务公司（National Medical Care），成立费森

尤斯医药用品有限公司（Fresenius Medical Care）。在费森尤斯集团中专注于

透析治疗领域，不但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血透和腹透产品，同时还提供透析治

疗服务（NephrlCare）。 

2016 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榜单出炉，费森尤斯医药用品有限公司排名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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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百特 

百特于上世纪 80 年代进入中国，是最早进入中国医疗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

之一。上海为百特中国的总部，其他办事处分布于北京、广州、杭州、南京、天

津等 9 个城市。百特中国还在上海、苏州、广州、天津建立了 5 家大规模的合

资及独资工厂，共有正式员工近 2,000 名。 

百特全球包含以下三大业务部门：生物科技业务、药物输注业务、肾科业务。

肾科业务主要为终末期肾病或不可逆肾衰竭提供产品和治疗。百特于 30 年前推

出腹膜透析产品和治疗，是该领域的全球领先制造商。其腹透产品包括连续不卧

床腹膜透析液和夜间全自动腹膜透析设备。此外，百特肾科业务还销售血液透析

（HD）产品，这是一种通常在医院进行的连续性肾替代治疗方式。 

 

瑞典金宝 

Gambro 公司是由人工肾的发明者 Nils Alwall 教授和工业家 Holger 

Crafoord 于 1964 年共同创建的。目前，公司总部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以瑞

典 Lund 和德国 Hechingen 为主要生产基地，是一家全球性的医疗技术和健康

护理公司。 

自从 70 年代 Gambro 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公司规模不断壮大，于 2000 年

在上海成立金宝肾护理产品（上海）有限公司（Gambro Medical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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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Co. Ltd.），并相继在北京、广州、武汉、成都和沈阳设立了办

事处。目前，为国内的医院和肾病患者提供全方位的系列血透产品和服务，包括

水处理系统、血透机、透析器及相关耗材、急性肾科肾替代和肝脏支持治疗产品

等。 

 

血透涉及的产品 

1.透析设备 

1.1 透析机（主机） 

血液透析机大致可以分为血液监护警报系统和透析液供给系统两部分。血液

监护警报系统包括血泵、肝素泵、动静脉压监测和空气监测等；透析液供给系统

包括温度控制系统、配液系统、除气系统、电导率监测系统、超滤监测和漏血监

测等部分组成。 

设备的需求主要来自：新增采购量；替换现存的旧机器。 

常见品牌：费森、金宝、日机装，贝朗；国产的有暨华，奥凯龙，山外山。 

1.2 血液透析水处理系统 

是直接供水模式的单级反渗水处理设备， 由泵系统、反渗膜块组、超滤器

（UPF）、电去离子装置（UPD）、连接管道、微处理监控报警系统、显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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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型号差异在于反渗透膜组模块不同。用于制备血液透析用水，供多床血液

透析使用。 

 

2.耗材 

2.1 透析器（人工肾） 

透析器又称人工肾，是血液透析的功能性部件，为核心耗材，技术壁垒最高。

主要利用半透膜的原理，将患者的血液与透析液同时引进透析器，两者在透析膜

的两侧呈反方向流动，借助膜两侧的溶质梯度、渗透梯度和水压梯度。以达到清

除毒素和体内滞留过多的水分，同时补充体内所需的物质。 

2.2 血液回路管 

血液回路管用于血液透析时作为血液通道，为一次性耗材。由动脉侧导管和

静脉侧导管组成，主要部件包括：滴筒、泵管、肝素分支管、连接器。 

2.3 穿刺针（内瘘针） 

穿刺针用于穿刺皮肤，达到血液透析治疗时引血的目的，以进一步引导介入

放射学器材。 

2.4 透析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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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耗材，但市场分散，竞争温和：原因是生产工艺要求高，运输成本高

（销售具有区域性）；政策壁垒高。 

2.5 动静脉血管通路 

2.6 药粉 

2.7 保护罩 

一种血液透析管无菌保护罩。 

2.8 透析袋 

2.9 一次性使用透析护理包： 

以塑料托盘、医用胶贴、PE 手套或橡胶检查手套、绷带片、棉签、棉球或

棉卷、治疗巾（无纺布块）、包布等为组件经组装配置制成），供医疗单位透析

前、后的护理操作用。 

2.10 透析用废液袋 

血液透析用传输装置/透析附件-连接件：主要由医用聚氯乙烯等材料制成。 

作为血液透析装置附件，用于连接血液透析管路与装有溶液（如生理盐水或

血液）的输液（血）袋或瓶，以完成血液透析。 

2.11 透析用留置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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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留置针和持针器组成。留置针的材料为聚碳酸酯，持针器的材料为聚

丙烯。本产品经γ射线灭菌，仅供一次性使用。适用于进行血液透析治疗后，到

下一次治疗之间，留置在穿刺部位。 

2.12 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炭肾） 

由活性炭吸附剂、纤维素包被材料、聚丙烯填充材料（仅 ADSORBA 150C

适用）和聚丙烯外壳组成。用于血液灌流，治疗急性严重药物中毒。不单独使用，

可与血液透析结合使用。 

2.13 消毒液 

可用于透析机的清洗、脱钙和灭菌等。例如贝朗的柠檬酸消毒液，以柠檬酸

为主要有效成分的消毒浓缩液。 

2.14 补液管 

2.15 干粉桶 

2.16 透析液过滤器 

2.17 血浆分离器 

2.18 树脂吸附罐 

 

3.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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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红血球生成素（EPO） 

3.2 肝素 （肝素，低分子肝素） 

3.3 维生素 D 

3.4 高血压药品 

3.5 糖尿病药品 

3.6 其它 

 

4.透析配件 

4.1 输血、输液、透析加温仪 

该产品由控制面板（主机）、加热管、辅助装置（固定装置）组成。该产品

临床适用于输血、输液、血透、血液过滤等操作时对液体的加温，对已加热的液

体在到达病人前进行保温 

4.2 透析器自动再处理机（血液透析复用机） 

该产品主要由微电脑控制电路、压力和重力传感检测电路、水路系统、电磁

阀组、显示电路和开关电源组成。主要技术指标：整体纤维容积（TCV）检测误

差≤±4ml；该产品与含过氧化氢和过氧乙酸的血液透析器专用消毒液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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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医疗单位用于经依法批准有明确标识的可重复使用的中空纤维血液透析器使

用后的冲洗、清洁、检测、消毒，使血液透析器达到可再次使用的标准。 

4.3 心血管交互监控系统 

Cardium 心血管交互监控系统：使病人的心血管系统处于全方位监控状态，

使血透治疗更稳定和安全 

4.4 内毒素超滤器 

反渗水持续超滤去除内毒素 

4.5 血液、超滤液的温度和电导度传感器 

利用两只一次性探针和度数系统，直接、连续地测量血液、超滤液的温度和

电导度，有效保证治疗过程的钠离子平衡，并在 HFR 治疗中经行实时 KT/V 测

试，帮助医生实时了解治疗清除率。 

 

来源：麦科田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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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康中国激发十万亿市场 医疗服务与器械设备成重点 

8 月 8 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以下简称

《规划》）。在总体部署中，《规划》指出，未来五年，我国科技创新工作将紧

紧围绕深入实施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有力支撑“中

国制造 2025”、“互联网+”、网络强国、海洋强国、航天强国、健康中国建

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有分析认为，健康产业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到 2020 年，健

康产业投资规模有望达到 10 万亿元级别。与健康中国有关的医疗器械和医疗服

务两大细分板块将有望迎来爆发。 

医疗服务升级空间大 关注 4 条投资主线 

医疗服务是大健康板块下近年维持了较好增长状态的一个细分领域。近期管

理层发布的医疗服务价改意见被认为对行业部分企业具有直接利好作用，同时，

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也受到市场看好，有分析人士指出，未来 5 年行业复合增长率

或达 15%。从投资机会的角度，建议从 4 条主线挖掘医疗服务板块内的优质标

的。 

未来 5 年的复合增长率可达 15% 

近日国家发改委、卫计委、人社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推进医疗

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降低药品、耗材等费用腾出空间,动态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分析认为，该政策旨在将医疗服务的价格明确化、阳光化,能有效降低大

处方、大检查带来的医疗资源浪费。落地后将对民营医疗服务企业带来直接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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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分析师朱国广认为，医疗服务价改意见当中，价格分层管理目的之

一在于调整医疗服务供给格局,未来公立医院定位将着力于基层医疗需求,以特需

医疗服务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将由民营医疗机构承接,为社会办医提供了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体来看，将形成多需求层次的医疗服务新局面,社会资本在

医疗服务的发展空间更为广阔；医疗体系价格调整亦将引起上游产业格局变动,

高附加值的医院供应链服务将成趋势。 

从医疗服务行业基本面来看，行业在过去 10 年实现高速增长,未来 5 年被认

为仍然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我国卫生总费用从 2004 年的 7590 亿元上升至

2014 年的 35312 亿元,复合增长率 16.62%,增速快于我国同期 GDP 复合增长率

14.80%。随着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财富增长等因素的推动,医疗费用的增速同

GDP 增速之间的差距有望会被持续拉大。另一方面，国务院颁布的《促进健康

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 8

万亿元以上。2015 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 4 万亿左右,有分析人士据此推测，未来

5 年的复合增长率可达 15%。 

 

来源：金融投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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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D 打印与医疗行业白皮书 

 

3D 打印的设计过程是：先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或计算机动画建模软

件建模，再将建成的三维模型“分区”成逐层的截面，从而指导打印机逐层打印。

3D 打印与传统的机械加工技术不同，后者通常采用切削或钻孔技术（即减材工

艺）实现。 过去增材制造常在模具制造、工业设计等领域被用于制造模型，现

正逐渐用于一些产品的直接制造。特别是一些高价值应用（比如髋关节、牙齿或

一些飞机零部件）已经有使用这种技术打印而成的零部件，意味着“3D 打印”

这项技术的普及。 

3D 打印技术能够为医疗行业提供更完整的个性化解决方案；生物 3D 打印

技术将促进再生医学领域在人造活体组织与器官的研究。 在个性化解决方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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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比较典型的应用有 3D 手术预规划模型、手术导板、3D 打印植入物，以及

假肢、助听器等康复医疗器械。在再生医学领域，研究人员已经在利用生物 3D

打印技术培养人造器官方面取得了值得肯定的进展。白皮书将以应用案例的形式

来呈现 3D 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各种应用。 

一、3D 打印与手术规划模型 

3D 打印在肝肿瘤外科诊治中的最新应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肝胆医科

及南方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广东省医学生物力学重点实验室，将三维可视化、

3D 打印和 3D 腹腔镜技术相结合，应用于肝脏肿瘤的外科诊治。 

 

其中，3D 打印模型的数据是通过三维可视化软件（MI-3DVS）,对导入的

二维 CT 数据进行快速图像分割、配准和三维重建而来。在获得可用于打印的 STL

三维图像文件之后，通过 3D SystemsSpectrum ZTM 510 3D 打印设备打印出

1:1 的物理 3D 模型。3D 打印的 1:1 模型，真实立体的反映了肝肿瘤与脉管的空

间关系。通过 3D 打印肝脏模型，医生在手术前得以进行手术预规划和手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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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手术指导。在进行腹腔镜肝切除手术时，医生将 3D 打印模型带入手术室

中与手术进行比对，通过调整 3D 打印模型并置于最佳解剖位置，为手术关键步

骤提供直观的导航，最终顺利完成手术，并减少手术时间和并发症。 

二、3D 打印手术导板 

医生在手术预规划阶段，可以进行手术导板的设计。设计过程需要借助软件

（如：比利时 Materialise 公司 Magics 软件）在手术部位三维模型中做出标记

线，通过逆向工程得到可贴附于需要手术的人体组织表面的导板模型，最终通过

3D 的打印设备将导板打印出来。可用于制作手术导板的 3D 打印技术很多，例

如：FDM、SLA、3DP、SLS、SLM...每种 3D 打印技术使用的打印材料、加工

时间、打印产品强度各不相同。第四军医大学西京骨科医院骨肿瘤科曾经对 FDM、

SLA、3DP、SLM(西安铂力特激光立体成形技术)4 种不同 3D 打印技术和材料

制作的 3D 打印手术导板进行了研究和对比。研究样本包括 31 例患者。 

为方便读者在今后工作中进行参考，我们将以图表形式来重现以上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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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4 种 3D 打印技术和材料加工手术导板的对比 

（数据来源：《多种 3D 打印导板在骨肿瘤切除重建手术中的应用》） 

 

图 2-2:4 种 3D 打印技术和材料加工手术导板的优缺点 

（数据来源：《多种 3D 打印导板在骨肿瘤切除重建手术中的应用》） 

三、3D 打印骨科植入物 

使用 3D 打印技术能够制造出更多先进合格的植入物和假体。3D 打印技术

也让定制化植入物的交货速度得以提升，从设计到制造一个定制化的植入物最快

时可以在 24 小时之内完成。工程师通过医院提供的 X 射线、核磁共振、CT 等

医学影像文件，建立三维模型并设计植入物，最终将设计文件通过金属 3D 打印

设备制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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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院 3D 打印骨盆假体重建手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戴尅戎院士和郝永强教授领衔的骨

肿瘤团队，曾为一位 44 岁男性患者成功实施了骨盆软骨肉瘤切除后假体重建手

术。患者术后 3 天即能进行康复训练和下地，术后 2 周已能扶拐行走，术后 10

月可完成下蹲和驾驶汽车。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 3D 打印骨盆假体重建手术的成功，标志着 3D 打印技术

在骨科临床应用领域取得的又一个突破。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即与上海交通大学王成焘教授合作，应用 3D 打印

技术制作骨盆肿瘤病人的骨盆模型，进行模拟肿瘤切除及个性化假体的设计和试

安装。这台与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的骨科手术主要具有 5 个特点： 

(1)假体的制作同时利用 3D 打印进行快速原型模型制造和直接金属打印半

骨盆假体；（2）假体的设计同时解决了肿瘤周围肌肉软组织大块切除后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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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问题；（3）3D 打印的假体有多孔表面，有利于残余肌肉的附着点重建；

（4）手术中使用了 3D 打印导板的引导技术；（5）假体上的螺钉孔道是手术前

根据 3D 打印模型设计规划的，具有可靠的导向作用，医生在手术时根据孔道的

引导钻入长螺钉，可以成功的避开神经和髋关节间隙，让手术变得更安全、精准。 

目前，直接 3D 打印的内植物还用于骨骼大块缺损病人的个体化充填内植物

的制作，并已用于临床。 

四、3D 打印技术与康复辅具 

与 3D 打印钛合金定制化飞机零部件和超级轿跑个性化零部件一样，假肢、

助听器等康复医疗器械同样具有小批量、定制化的需求，并且设计具备复杂性，

传统数控机床受到加工角度等因素的限制往往难以实现。 

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单个定制化康复辅具的成本会显著下降。以 3D 打印

假肢举例，传统假肢特别是针对儿童，美国的创客团队曾与 3D 打印公司

Stratasys 合作，为一位儿童制作假肢，成本仅 350 美元，而常规的假肢价格高

达 4 万美元。在儿童的成长中需要多次更换假肢，如果购买传统的假肢将会给家

庭带来沉重负担。然而，假肢在设计时既要考虑舒适安全性，又需要考虑运动功

能，这两种性能之间存在的“刚”与“柔”的矛盾需要解决。在设计前，需要科

学的采集佩戴者的扫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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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3D 打印康复医疗器械的推广需要专业的医疗器械服务商介入，从数

据采集、设计、成型以及产品的认证方面进行专业的操作。 

美国一个学生团队用 3D 打印机为一名出生就没有右臂的六岁男孩做了一条

手臂。制作完成后，中佛罗里达大学(UCF)的航空航天工程专业博士生 ALBERT 

MANERO 带领着他的团队，将义肢送给了这位来自佛罗里达格罗夫兰的小男孩

ALEX PRING。小男孩很快就适应了这条手臂。 

五、3D 打印与口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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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修复和治疗的成本是牙科诊所、实验室需要考虑重要因素，很多有先见

之明的牙科诊所、实验室已经引入数字化口腔技术，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近

年来，以软件设计为基础的牙科修复变得普及，很多牙科诊所、实验室或专业义

齿生产企业都引入了 3D 打印技术。结合了 3D 打印的数字化口腔技术为牙科行

业带来了精度高、成本低、效率高，以及符合规范化生产链相符的口腔数据。许

多牙科诊所或实验室都有利用 3D 打印机来制造患者牙齿模型。制作模型需要的

三维数据可以通过直接扫描口腔来收集（扫描整个口腔大约需要 2 分钟），或者

通过间接扫描传统的物理模型的方式来收集。-17 牙科 3D 模型可以用作模具并

使用传统方法辅助生产牙冠、假牙等。另一种作用与骨科、肿瘤手术 3D 模型类

似，即用来模拟、规划手术过程，或与患者沟通手术过程。 

六、生物 3D 打印 

前面提到的使用金属、塑料等非活体组织材料 3D 打印的定制化假肢、牙科、

骨科植入物、助听器外壳等医疗器械都属于“初级阶梯”。而打印血管、软骨组

织这类单一的活体组织属于“中级阶梯”。3D 打印的人工肝脏、心脏等人工器

官则属于“顶级阶梯”。无论是人造血管、软骨组织，还是肝脏组织、肾脏组织，

其核心是特定类型细胞的分离（或定向诱导）及大规模扩增。而生物 3D 打印技

术，在人工组织、器官培养过程更多承担了三维形状的构建，即让人体细胞按照

预先设计好的形状来生长。因此人造器官、组织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技

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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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未来学家 Christopher Barnatt,在 explainingthefuture.com 网站中

公布了可以省实现"顶级阶梯"应用的生物打印机概念图，我们可以通过下图对于

未来的目标先睹为快： 

 

七、3D 打印与定制化药物 

通过调整打印液流速、喷头移动速度、打印液液滴直径、粉末铺层厚度、喷

涂次数、喷涂角度、喷涂位置等工艺参数，可以改变药剂中含量、辅料成分和组

成，从而改变药物释放速率和释放量，使得具体的生产过程灵活而简单，通过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为单个患者设计制造理想化的治疗方式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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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利用 3D 打印技术研制针对患者需要定制的药物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 3D 打印药物技术。这种 3D 打

印药物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有其固有的优势。首先，量产的药物制作成本较低。

其次，3D 打印药物可以更具患者需要定制药物。3D 打印药物技术的关键之处

在于可 3D 打印的药物材料。目前，来自药剂与生物医学科学院的 Mohamed 

Albed Alhnan 团队开发出一种药物线材。该团队表示目前正在申请相关专利，

3D 打印药物技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打印出药片。根据患者的需要精确的配比药

物不同成分的含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医疗。 

这是医学领域的一大进步，不仅可以降低部分成本，而且可以实现私人定制。

3D 打印药物技术在材料上可以解决药物作为 3D 打印材料的难题，同时可以作

为私人药剂师，只要一台基于 FDM 成型技术的 3D 打印机，让我们期待 3D 打

印药物技术尽早的获得推广应用。 

 

来源：3D 科学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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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动态 

(一) 吹气可监测糖尿病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简单的手持呼吸测试

仪器，能够通过检测呼出气体中的酮类物质含量来监测糖尿病，未来有望替代传

统的指尖采血检测方法。 

当人体内胰岛素水平低时，无法将葡萄糖转化为能量，转而开始分解脂肪，

而酮类物质就是脂肪分解后的副产品之一。如果酮类物质上升到不安全的水平，

患有Ⅰ型糖尿病的人就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风险，重者危及生命。 

据介绍，目前的样机有 3 个部件：一个空气取样包、一个传感器头和一个信

号处理单元。研究人员说，他们正在致力于把这 3 个部件压缩到一起，开发出类

似于酒精呼吸测试仪的便携设备。这意味着糖尿病患者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检测。 

此外，小规模研究显示，这种利用传感技术的新设备比传统的指尖采血敏感

度提高了两倍。 

领导这个研究团队的纳米光子学专家仪晓可副教授说，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监测和控制血糖水平是每天的一项关键任务。新设备除了具备测试速度快、测试

准确度高等优点，还不含针头且过程无痛，也不会给患者带来其他风险。 

研究人员表示，接下来几个月将展开临床试验，让糖尿病患者试用这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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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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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图书馆为 5 岁小女孩 3D 打印义手 

 

在过去的几年里，3D 打印作为一项快速增长的技术已经覆盖了相当多的图

书馆，很多图书馆将 3D 打印作为他们向公众提供的服务之一。 

这里，我们将要介绍一个五岁小女孩 Katelyn Vinick 的故事。Katelyn 出生

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出生时她的左手没有发育完全。她一直在等待一个可以修

复左手功能的机会。于是，她和她的家人来到了 Freeman Branch 图书馆，

Jocelyn H.Lee 的创新实验室设立在这里。这里有自由的创客空间、多功能的 3D

打印机和其他工具。 

Katelyn 的母亲 Kimberly Vinick 在她的研究期间发现了 e-NABLE（一个

致力于 3D 打印义肢的公益在线社区），于是她联系到图书馆，看他们是否会考

虑使用一个开源义肢设计文件来为 Katelyn 打印出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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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非常乐意提供帮助。Branch 图书馆工作人员 Ferrell 和 Jim 

Johnson 对 Katelyn 的手臂做了测量，并为她挑选了 e-NABLE 上最受欢迎的

Team Unlimbited Arm 假肢设计。然后，Ferrell 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开始了工作，

他们按 Katelyn 的尺寸来进行合适的设计并把它打印出来。在经过几周的设计和

调整原型后，Ferrell 设计出了非常适合 Katelyn 的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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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ell 有点担心假肢会不合适或者被摔坏，或者 Katelyn 不喜欢它。不过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当 Katelyn 看到她的父亲将 3D 打印的义手放在自己的手臂

上时，她笑的非常开心。Katelyn 的朋友和家人们也都来感谢 Ferrell。 

Johnson 介绍道，由于图书馆赞助人的慷慨捐赠，创新实验室得以成立。

创新实验室帮助了 Katelyn，使她的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改变。Johnson 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要确定他创立创新实验室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随着 Katelyn 故事的流传，Freeman Branch 图书馆收到了更多的关于 3D

打印义肢的请求。他们有许多志愿者的帮助，试验室的赞助人也认为他们正“抓

住机会”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 Katelyn 来说最重要的是，3D 打印的义

肢让她拥有了新的能力。她说她现在可以和妹妹手拉手了。 

来源：天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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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先健科技：卵圆孔未闭封堵器和植入式心脏起搏器进入国家创

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 

 

8 月 22 日，先健科技公司发布公告，该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欣然宣

布，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的通知，其自主研发的 IrisFITTM PFO

（卵圆孔未闭）封堵器经 CFDA 审查通过，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

即“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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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绿色通道”）是 CFDA 鼓励和推进中国医

疗器械研究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持性措施之一。进入“绿色通道”意味着

IrisFITTM PFO 封堵器一旦在国内提交注册申请，先健科技公司可就该产品的临

床策略与 CFDA 进行专项沟通，CFDA 将指定专人为产品的上市评审和注册提供

指导，并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对该创新产品予以优先办理。 

据悉，IrisFITTM PFO 封堵器适用于心脏卵圆孔未闭并伴随有隐源性中风史

或反复发作的短暂性脑缺血患者。该产品在全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代表着相关

领域的前沿技术，其于 2012 年在德国、法国完成上市前临床试验并同年获得欧

盟 CE 认证。IrisFITTM PFO 封堵器的金属表面采用纳米结构氮化钛涂层技术，

可减少镍离子析出，能够有效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并加速内皮爬覆。该封堵

器左盘采用独特的支撑杆编织技术，降低了封堵器对金属材料的使用，从而减少

左心房的血栓源性。IrisFITTM PFO 封堵器的腰部可根据患者心脏卵圆孔未闭通

道的长度自适应调节长度和方向，该特点使其能够应用于卵圆孔未闭通道特别狭

长的挑战性病例。同时，其腰部特有的阻流纤维结构，使该封堵器在植入后能够

快速阻断卵圆孔未闭通道内的血液分流，达到优秀的封堵效果。 

先健科技公司表示，IrisFITTM PFO 封堵器是先健科技公司第五个进入

CFDA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的产品。 

此外，HeartTone(TM)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也已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

程序，这是先健科技与国际医疗器械巨头美敦力合作后推出的产品。2014 年 7

月，先健科技与美敦力签署合作协议，由美敦力向先健科技提供技术、生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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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产品注册等多方面支持，帮助其在中国研发及生产 HeartTone(TM)起搏器。

国元证券在研报中称，先健科技借力美敦力有效地细分出一个潜力巨大的价值市

场。基于心脏起搏器技术与成本的壁垒很高，预计先健将成为该细分市场的领头

品牌。 

 

来源：先健科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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