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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一) 延续注册，切莫大意 

千呼万唤之中，新版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0 号，

以下简称《条例》）终于在 2014 年 2 月 12 日经国务院第 39 次常务会议修订

通过并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公布，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作为医疗器械行

业的“根本大法”，从立法部门、监管层面、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到使用单位，

对其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新版《条例》经过一年多的实行，尤其是后续配套法

规的陆续发布实施，总体感觉是国家对医疗器械的监管更趋严格，比如对临床评

价的要求更高，对不良事件更加重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更大等等。但有些

方面的要求也有所放宽，比如对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实行备案管理，到期延续注

册更加简便，注册证有效期的延长等。 

 

★同是 6 个月，讲究大不同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医疗器械注册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需要

延续注册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原注册部门提出延续注册的申请。”。

而旧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6 号）的第十四条规定，“医

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有效期四年。持证单位应当在产品注册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6

个月内，申请重新注册。”。注册证有效期由 4 年延长为 5 年，似乎暗合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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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的规定，对广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来说无疑是一

个重大利好。因为拿到了注册证仅仅只是获得了产品进入市场的“准入证”，而

打开市场销路、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产品可能的变更注册等仍有大量的工

作要做，注册证有效期的延长为生产企业赢得了一年的宝贵时间。 

但很多企业可能由此会对注册证的有效期问题掉以轻心，认为现在有效期变

为了 5 年，而且现在的延续注册比以前的到期重新注册更加简单，只要在到期 6

个月前提交延续注册的申请资料就可以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但仍有一些企业

“中招”，延续注册申请直接被拒绝受理，导致无法申请延续而只能按注册（即

首次注册）办理，而首次注册无论在时间、人力、物力还是财力成本上都要大得

多，使得大家后悔不迭，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申请资料不符合受理要求吗？

很多时候并非如此，而主要是提交延续注册申请的时间问题。旧版《条例》要求

在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内，而新版《条例》则规定在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提出申

请。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差别，但变化却非常大。比如一个产品的注册证到期时间

是 2015 年 12 月 9 日，到期前 6 个月则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旧版《条例》

时到期重新注册的申请时间在 2015 年 6 月 10 日至到期时间均可，而新版《条

例》则要求在 2015 年 6 月 10 日以前提出申请（即提交延续注册申请资料）。

有些企业甚至可能在 6 月 10 日当天提交资料都会被拒绝受理，所以这个申请时

间问题一定要引起十二分的重视，尤其是在产品注册证快到期的时候。 

 

★何时申请延续注册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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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早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延续注册，《条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也

就是说理论上只要在 6 个月以前申请，多久以前都可以。由于延续注册时技术审

评还要几个月时间，而如果审评时需要补充资料，尤其是一些比较难以解决的问

题，审评时间会更长（补充资料时间不计算在审评时限内）。比如对于有源类医

疗器械而言，依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 YY 0505-2012 医疗

器械行业标准实施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食药监办械[2012]151 号），三类医

疗器械产品从 2014 年 1 月 1 日、二类医疗器械产品从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都

要做电磁兼容检测，因此这类产品在延续注册时都需要补充电磁兼容检测，而检

测时间和检测不合格后的整改时间都较长。还有如果产品引用的医疗器械强制性

国家标准和/或行业标准已修订，则产品还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可能需要做的

准备工作更多。所以延续注册的申请应尽早启动，我们建议提前 6 个月至 1 年

申请，避免出现无法受理及由于技术审评中可能出现的补充资料问题而导致注册

证到期了还无法获得证书的情况。 

 

原创：博济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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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一) 关于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公告（2016 年第 3 期） 

 

根据《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总局令第 4 号），现予以公布我省 2016

年 6 月批准注册的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 

特此公告。 

附件：2016 年 6 月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目录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7 月 13 日 

 

附件： 

2016 年 6 月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目录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注册证号 

1 动态心电图记录器 深圳市博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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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注册证号 

2 口腔正畸矫治器 东莞市泛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18 

3 
一次性使用输氧面

罩 
富利凯医疗用品（东莞）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560719 

4 
一次性使用直肠测

压管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60720 

5 
全自动细菌性阴道

病联合检测分析仪 
广州鸿琪光学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21 

6 红外体温计 广州市体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00722 

7 胶体金试纸分析仪 广州鸿琪光学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23 

8 
数字乳腺 X射线摄

影系统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300724 

9 
一次性使用心电电

极 
深圳市麦德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10725 

10 压缩式雾化器 广州生命之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10726 

11 
便携式彩色多普勒

超声系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30727 

12 自动推注系统 深圳市信冠机电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310728 

13 定制式活动义齿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爵冠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29 

14 热敷贴 广州天瑶实业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60730 

15 
全数字彩色多普勒

超声诊断系统 
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30731 

1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32 

17 定制式固定义齿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爵冠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33 

18 定制式固定义齿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爵冠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34 

19 定制式活动义齿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爵冠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35 

20 定制式固定义齿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爵冠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36 

21 手持自动验光仪 深圳市斯尔顿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20737 

22 
电子直乙结肠镜配

套主机 
佛山麦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2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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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注册证号 

23 
数字 X射线摄影系

统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300739 

24 
产前筛查风险评估

软件 
广州市丰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700740 

25 一次性使用手术衣 汕头市澄海区健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40741 

26 一次性使用产包 汕头市澄海区健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40742 

27 医用护理口罩 汕头市澄海区健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40743 

28 体外电容场热疗机 珠海市中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50744 

29 
移动式数字化医用

X射线摄影系统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300745 

30 可视喉镜摄像系统 珠海博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20746 

31 
特定蛋白复合校准

品 
深圳市国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47 

32 化学发光测定仪 深圳市国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48 

33 
特定蛋白复合质控

品 
深圳市国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49 

34 

抗酿酒酵母 IgA 抗

体（ASCA）检测试

剂盒（酶联免疫法） 

东莞博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50 

35 

抗酿酒酵母

IgA/IgG抗体

（ASCA）检测试剂

盒（酶联免疫法） 

东莞博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51 

36 定制式活动义齿 东莞市丹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52 

37 磁振热治疗仪 深圳市兴汇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60753 

38 人体脂肪测量秤 中山佳维电子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10754 

39 治疗用激光光纤 深圳市微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40755 

40 定制式固定义齿 东莞市丹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56 

41 定制式固定义齿 东莞市丹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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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注册证号 

42 医用电子体温计 深圳邦普医疗设备系统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00758 

43 产科手术包 汕头市泰恩康医用器材厂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40759 

44 多参数监护仪 深圳市威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10760 

45 热敷贴 深圳市盛凯元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60761 

46 
半自动时间分辨荧

光免疫分析仪 
广州市丰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62 

47 牙科综合治疗机 佛山市安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550763 

48 妇产科手术包 广东康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40764 

49 一次性穿刺消毒包 广东康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40765 

50 医用防护口罩 深中海医疗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40766 

51 
一次性宽温域体腔

体温探头 
珠海爱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10767 

52 
一次性无菌体腔体

温探头 
珠海爱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10768 

53 
一次性使用膀胱冲

洗器 
深圳復瑞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60769 

54 
医用内窥镜清洗消

毒机 
广州美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570770 

55 尿流量检测仪 深圳復瑞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10771 

56 定制式活动义齿 深圳市国友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72 

57 定制式固定义齿 深圳市国友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73 

58 牙科综合治疗机 广州丰诺牙科设备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550774 

59 医用分子筛制氧机 惠州市集迅健康云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540775 

60 一次性使用雾化器 广东因特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60776 

61 
血细胞分析仪用质

控物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77 

62 定制式活动义齿 惠州市铭德兴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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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注册证号 

63 定制式固定义齿 惠州市铭德兴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79 

64 定制式固定义齿 惠州市铭德兴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80 

65 定制式活动义齿 惠州市铭德兴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81 

66 高速气涡轮手机 德迩玛医疗器材（广州）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550782 

67 
多功能乳腺血氧检

查仪 
深圳泰瑞科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10783 

68 固体氧气发生器 惠阳太极新技术实业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540784 

69 医用脱脂纱布 广州市番禺万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40785 

70 超声治疗仪 深圳市德迈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30786 

71 定制式固定义齿 深圳市信诺特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87 

72 定制式固定义齿 深圳市信诺特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88 

73 

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测定试

剂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深圳市国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89 

74 
中频电子脉冲理疗

仪 
广州养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60790 

75 
一次性使用配药用

注射器 带针 
广东因特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150791 

76 

肌红蛋白（Myo）测

定试剂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深圳市国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92 

77 

肌钙蛋白—I

（cTnI）测定试剂

盒（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深圳市国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93 

78 
超声彩色多普勒诊

断仪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30794 

79 

全程 C反应蛋白

（hsCRP+常规CRP）

测定试剂盒（胶体

金免疫分析法） 

瑞莱生物工程（深圳）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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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注册证号 

80 臂式电子血压计 深圳市美的连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00796 

81 腕式电子血压计 深圳市美的连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00797 

82 医用一次性灌肠器 佛山市平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60798 

83 定制式活动义齿 广州鼎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799 

84 定制式固定义齿 广州鼎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800 

85 

血清降钙素原

（PCT）测定试剂盒

（增强化学发光

法） 

广东虹业抗体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801 

86 

血清组织金属蛋白

酶抑制因子（TIMP

—1）测定试剂盒

（增强化学发光

法） 

广东虹业抗体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400802 

87 温感理疗贴 广东泰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60803 

88 医用中心供氧系统 广州高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560804 

89 医用中心吸引系统 广州高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560805 

90 
多功能牙科超声治

疗仪 
深圳市邦沃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30806 

91 医用内窥镜冷光源 珠海市司迈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20807 

92 输液泵 广州汇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540808 

93 定制式活动义齿 广州市名德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809 

94 定制式固定义齿 广州市名德义齿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630810 

95 多功能理疗仪 广东紫薇星实业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60811 

96 
超声波臭氧雾化妇

科治疗仪 
江门市富美尔环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粤械注准 20162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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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现将 2016 年 6 月批准医疗器械生产

许可证结果公告（目录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6 月份核发的生产企业信息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7 月 11 日 

附件： 

6 月批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明细 

序号 企业名称 许可证号 产品名称 

1 
深圳安盛生物医

疗技术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32号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

统 

2 
广州市侨健医用

科技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31号 
牙科综合治疗机 

3 
深圳市盛凯元科

技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30号 
热敷贴 

4 
珠海市纬地技术

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29号 
中频电多功能治疗仪 

5 
广州市暨华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28号 

血液透析装置 

血液透析装置 

血液透析/滤过装置 

反渗透水处理系统 

血液灌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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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许可证号 产品名称 

6 

佛山市南海区康

健泰康复器材有

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27号 
手动轮椅车 

7 
信宜市昌盛正雅

义齿制作中心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26号 

定制式活动义齿 

定制式固定义齿 

8 
深圳米视生物医

疗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25号 
数字化 X射线摄影系统 

9 
珠海日利先端义

齿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24号 

定制式固定义齿 

定制式活动义齿 

10 
慧天医疗器械（深

圳）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23号 

输氧面罩 

鼻孔保持器 

雾化面罩 

一次性使用麻醉面罩 

11 
深圳市尚荣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22号 

医用制氧设备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LED无影灯 

12 
湛江市美健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21号 

体外冲击波碎石机 

体外冲击波碎石机 

13 

韶关市新博美冠

义齿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20号 

定制式活动义齿 

定制式固定义齿 

14 
东莞市至阳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19号 
压缩式雾化器 

11 
广州曼翔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18号 

咽鼓管球囊导管 

鼻腔球囊导管 

12 
广州市博视医疗

保健研究所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17号 
弱视复合治疗仪 

13 

深圳市海拓华擎

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16号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4 
中山安泰医疗器

材工业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15号 
手动轮椅车 

15 
佛山市丰立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14号 
连体牙科综合治疗机 

16 
佛山市邦哲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13号 
手动轮椅车 

17 
深圳诺康医疗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12号 
生理参数测量仪 

18 广州玥安医疗科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医用中心供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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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许可证号 产品名称 

技有限公司  20162811号 医用中心吸引系统 

19 
东莞市鑫泰仪器

仪表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10号 
非接触红外体温计 

20 
广州贝思奇诊断

试剂有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09号 

淋球菌选择培养板（管）

试剂盒（微生物检验法） 

支原体培养、测定、药

敏检测试剂盒（微生物

检验法） 

胃幽门螺杆菌（HP）快

速检测试纸（化学反应

法） 

21 

广州市侨鑫医疗

器械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62808号 

电脑中频经络通治疗仪 

低频热敷综合治疗仪 

磁振热治疗仪 

医用中药熏蒸治疗仪 

低中频电子脉冲治疗仪 

空气波压力循环治疗仪 

手腕式电子血压计 

 

来源：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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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想学“对症下药”的伴随诊断？看 FDA 最新发布的“葵花宝

典” 

（一）什么是伴随诊断？ 

伴随诊断（CompanionDiagnostics，简称 CDx）之路始于 1998 年 FDA

批准的抗癌药物赫赛汀（Herceptin），它包括对某种药物进行的同步诊断和包

括对某种生物制品进行同步诊断两种类型。 

按照目前赫赛汀每次治疗均价 2.5 万左右计算，而每次接受肿瘤治疗药物测

试价格 300 元/次（福建省卫计委公布最新价格）。因此，比起盲目服用高昂的

药物以及忍受冗长的治疗周期，伴随诊断技术有助于快速判断抗癌药物方案是否

适合具体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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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 FDA 官方网站的定义：伴随诊断疗法是一种医疗器械，作为一种

体外诊断（IVD）技术，能够提供有关患者针对特定治疗药物/生物制品的治疗

反应的信息。这种测试有助于判断某种治疗产品的受益患者群体、严重副作用群

体和潜在风险群体。 

具体而言，伴随诊断可以做以下三件事情： 

1）确定哪些患者是某种特定疗法的最可能受益群体； 

2）确定患者在接受某种特定疗法后可能产生的严重的副作用； 

3）监控与特定治疗对治疗的反应产品调整治疗的目的来实现改进的安全性

或有效性。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诊断测试是不准确的，那么基于测试结果的治疗决策可

能不是最优的。 

 

（二）美国 FDA 发布最新的药物/诊断共同开发指导原则（草案） 

早在 2014 年 7 月 31 日，FDA 发布了《体外伴随诊断测试产业指南》，旨

在帮助制药企业在早期的药物研发中确定是否需要伴随诊断以及是否需要制定

药物和伴随诊断的联合开发计划。 

mailto:xm.li@gzboji.com�


 壹周医械汇  第 15 / 97 页 
 

 
 (020)29896535   xm.li@gzboji.com 

 

 

2016 年 7 月 15 日，FDA 公布了指南草案——《体外伴随诊断设备与治疗

产品的共同开发指导原则》，该文件旨在成为一份实用指南，以帮助药企和诊断

试剂商更好地进行“药物-诊断”合作开发。 

FDA 表示，这份指南草案将在其官网上公示 90 天至 10 月 13 日，公民可

以通过 www.regulations.gov.网站进行反馈留言；也可以通过写信给 FDA 的文

档管理部进行反馈留言。 

这份文档究竟说了些啥呢？生物探索编辑通过通读文档，带你提前了解。 

 

（三）《指导原则》的大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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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言............................................................................................................4 

II. 背景..........................................................................................................6 

III. 共同开发过程的原则 ...............................................................................7 

A. 一般原则............................................................................................8 

B. 体外诊断和治疗产品的监管条例 ........................................................9 

1. 风险评估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申报要求 ..................................................10 

2. 在研药物或生物制品相关的 IVD 信息递交................................................13 

3. 共同开发试验中 IVD 产品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申报要求.......................14 

C. 潜在合作发展项目的 IVD 验证计划...................................................15 

1. 研究性 IVD 试剂在治疗产品试验前的分析验证预期...............................15 

2. IVD 试剂的新型用途.......................................................................................16 

3. 治疗产品早期临床试验阶段的 IVD 试验 ..................................................16 

4. 研究试剂仅作测试系统的一部分................................................................17 

5. 筛选可用于治疗产品临床试验的 IVD ........................................................18 

6. 分析前程序和测试协议 ...............................................................................19 

mailto:xm.li@gzboji.com�


 壹周医械汇  第 17 / 97 页 
 

 
 (020)29896535   xm.li@gzboji.com 

 

7. 分析验证研究的前瞻性规划.........................................................................19 

D. 治疗产品临床试验设计注意事项.......................................................20 

1. 早期治疗产品开发的一般注意事项............................................................21 

2. 晚期治疗产品开发的一般注意事项 ..........................................................22 

3. 预后及预测标记物.........................................................................................24 

4. 前瞻性回顾的方法.........................................................................................25 

5. 确定预期人群的注意事项.............................................................................26 

 

E. 晚期治疗产品的 IVD 开发注意事项....................................................28 

1. 训练样本集与验证样本集.............................................................................29 

2. 实验设计的变量影响.....................................................................................29 

3. IVD 衔接性试验.............................................................................................30 

4. 特殊方案的评估.............................................................................................31 

F. 同期营销授权计划.............................................................................32 

1. 协调审核时间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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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条件下不能进行同期营销授权 ..........................................................37 

3. 一种 IVD 伴随诊断在获得营销授权前的装运与验证...............................37 

G. 标签注意事项...................................................................................38 

1. 试验性 IVD 伴随诊断的要求 .......................................................................38 

H. 上市前注意事项...............................................................................40 

附录 1：共同开发过程的关键点.............................................................41 

附录 2：主要样本处理的注意事项...........................................................43 

附录3：递交 PMA 前的BIMO信息.........................................................46 

附录 4：授权书.......................................................................................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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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导原则》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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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长达 48 页的《体外伴随诊断设备与治疗产品的共同开发指导原则》

（草案）中，最重要的部分莫过于第三大部分——共同开发过程的原则，其中

包括体外诊断和治疗产品的监管条例 、潜在合作发展项目的 IVD 验证计划、治

疗产品临床试验设计注意事项、晚期期治疗产品的 IVD 开发注意事项、标签注

意事项以及上市前注意事项等。 

其中，关于治疗产品临床试验与 IVD 的产品验证试验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尤为重要，本文仅用以下两个图表进行解读。在进行伴随诊断产品开发及申报过

程中，可以参照大纲内容进行文档索引。 

 

注：图中“+”指阳性，“-”指阴性，R 指随机，A 代表实验组，B 代表安

慰剂组 

众所周知，在开发伴随诊断产品时，离不开对标记物进行临床试验的分析与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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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 叫做“生物标志物的分层设计”或“生物标志物的相互作用”，用以

评价治疗产品与标记物的效果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该方法作为一种 IVD

产品测试，是基于标志物随机状态下的分层试验； 

图 1B 叫做“靶向设计”或“选择设计”，旨在评估特定人群中，谁能够对

治疗方法产生阳性效果的测试。 

 

共同开发过程的关键点 

毋庸置疑，一种治疗方法的伴随诊断的高效合作方式必须是建立在：两个产

品研发项目团队的积极协作，甚至包括 FDA 系统所有相关部门间的合作与相互

交流。 

如图 1 所示：在某个药物/生物制品从临床前研究到 NDA/BLA（新药上市

许可/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过程中，先后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1、2、3 期临床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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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相应的体外诊断测试也需要同步进行（见图中的 IVD v1、

IVD v2、IVD v3）。其中针对在临床前研究的完成时（Pre-IND）、1 期临床试

验结束点（EOP1）和 2 期临床试验结束点（EOP2）所开发的伴随诊断测试都

需要进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申报（IDE）。 

在上述的过程中，如何设计相应控制点的目标？如何衡量出现的偏差？谁应

对哪些失误负责？哪些信息反馈价值最大、最经济实用等等。具体说来，企业在

设计试验时就需要要制定一些客观的标准。 

 

（五）FDA 已经批准的 28 款伴随诊断产品 

根据生物探索的前期统计（截止到 2016 年 5 月 24 日），FDA 已经批准了

一些伴随诊断检测。这些检测由罗氏、雅培、QIAGEN、DAKO 等公司推出，主

要利用 qPCR、原位杂交、免疫组化等方法筛查一些肿瘤相关突变，以协助医生

选择适当的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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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NDA 指新药申请；BLA 指生物制剂许可申请；PMA 指上市前申请

许可；IU 指预期用途；IFU 指使用适应症。 

 

（六）展望：伴随诊断，体外诊断市场发展最快的领域 

 

由上图可见，伴随诊断是一个新兴市场，预计到 2021 年，伴随诊断将占整

个体外诊断（IVD）市场 14%的份额。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医疗器械（IVD）公司开始与制药企业展开合作，为

后者的在研药物/生物制品开发伴随诊断试剂盒。 

作为精准医疗的重要分支，伴随诊断是对于预测患者针对特定药物的治疗反

应至关重要。 

对尚未或正在准备开展伴随诊断合作，拓宽新兴市场的药企&诊断公司而言，

仔细研究 FDA 发布的这份长达 48 页的“葵花宝典”，必将让“研发——试验

——上市”过程更加顺利。 

来源：中国医疗器械 

mailto:xm.li@gzboji.com�


 壹周医械汇  第 25 / 97 页 
 

 
 (020)29896535   xm.li@gzboji.com 

 

(三) 总局关于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公告（2016 年第 124 号） 

2016 年 6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 149 个。

其中，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 68 个，进口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 60 个，进口

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 21 个。（具体产品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2016 年 6 月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目录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6 年 7 月 15 日 

附件 

2016 年 6 月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目录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编号 
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 

1 脊柱外科导航系统 上海复旦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541112 

2 
Q 开关掺钕钇铝石榴

石激光治疗仪 长春佳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241113 

3 电子鼻咽喉镜 上海成运内窥镜设备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221114 

4 
遥测监护系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国械注准 20163211115 

5 
遥测监护系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国械注准 20163211116 

6 生物安全柜 苏州佳宝净化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541218 

7 生物安全柜 苏州佳宝净化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5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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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编号 

8 
医用血管造影X射线

机 乐普(北京)医疗装备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301220 

9 
单通道脉管闭合发

生器 柯惠医疗器材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251221 

10 
X 射线计算机体层摄

影设备 沈阳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301222 

11 
口腔X射线数字化体

层摄影设备 北京朗视仪器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301223 

12 
腹腔内窥镜专用有

源手术器械 沈阳沈大内窥镜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221224 

13 
人布鲁氏菌 IgG抗体

检测试剂盒（胶体金

法） 
北京中检安泰诊断科技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26 

14 
乙型肝炎病毒 e抗体

检测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法） 
江苏泽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27 

15 
乙型肝炎病毒 e抗原

检测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法） 
江苏泽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28 

16 

弓形虫 IgM/IgG、巨

细胞病毒 IgM/IgG、

风疹病毒 IgG 抗体联

合检测试剂盒（胶体

金法） 

北京泰格科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29 

17 
胃幽门螺旋杆菌尿

素酶抗体检测试剂

盒（胶体金法） 
北京泰格科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30 

18 
丁型肝炎病毒 IgG 抗

体检测试剂盒（酶联

免疫法） 
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31 

19 
戊型肝炎病毒 IgG 抗

体检测试剂盒（酶联
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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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编号 

免疫法） 

20 

A 群轮状病毒、肠道

腺病毒抗原联合检

测试剂盒（胶体金

法） 

北京泰格科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33 

21 

弓形虫、风疹病毒、

巨细胞病毒、单纯疱

疹病毒Ⅰ型/Ⅱ型 Ig

M抗体联合检测试剂

盒（胶体金法） 

北京泰格科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34 

22 
人 CD45 分子检测试

剂盒（流式细胞仪法

-PerCP） 
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35 

23 
人 CD19 分子检测试

剂盒（流式细胞仪法

-APC） 
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36 

24 
人 CD10 分子检测试

剂盒（流式细胞仪法

-PE） 
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37 

25 

戊型肝炎病毒 IgM抗

体测定试剂盒（化学

发光微粒子免疫检

测法）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38 

26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测定试剂盒（化学发

光微粒子免疫检测

法）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39 

27 

乙型肝炎病毒 e抗原

测定试剂盒（化学发

光微粒子免疫检测

法）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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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编号 

28 

乙型肝炎病毒前 S1

抗原测定试剂盒（化

学发光微粒子免疫

检测法）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41 

29 

戊型肝炎病毒 IgG 抗

体测定试剂盒（化学

发光微粒子免疫检

测法）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42 

30 

乙型肝炎病毒 e抗体

测定试剂盒（化学发

光微粒子免疫检测

法）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43 

31 
人 CD33 分子检测试

剂盒（流式细胞仪法

-PE） 
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44 

32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体校准品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45 

33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原测定试剂盒（化

学发光微粒子免疫

检测法）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46 

34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原校准品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47 

35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原中高值定量校

准品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48 

36 
梅毒螺旋体抗体校

准品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49 

37 

吗啡、甲基安非他

明、氯胺酮、二亚甲

基双氧安非他明、四

氢大麻酚酸联合检

杭州博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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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编号 

测试剂（胶体金法） 

38 
四氢大麻酚酸检测

试剂（胶体金法） 
杭州博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51 

39 
梅毒螺旋体抗体测

定试剂盒（化学发光

微粒子免疫检测法）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52 

40 
幽门螺旋杆菌抗原

检测试剂（乳胶法） 
杭州博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53 

41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检测试剂（胶体金

法） 
杭州博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54 

42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体检测试剂（乳胶

法） 
杭州博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55 

43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检测试剂（胶体金

法） 
杭州博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56 

44 
幽门螺旋杆菌 IgG 抗

体检测试剂（乳胶

法） 
杭州博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57 

45 
幽门螺旋杆菌 IgG 抗

体检测试剂（乳胶

法） 
杭州博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58 

46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体检测试剂（乳胶

法） 
杭州博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59 

47 
乙型肝炎病毒核心

抗体检测试剂盒（磁

微粒化学发光法） 
江苏泽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60 

48 
人乳头瘤病毒（HP

V）E6/E7 mRNA 检
科蒂亚(新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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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编号 

测试剂盒（支链 DN

A 信号扩增法） 

49 
乙型肝炎病毒 e抗体

测定试剂盒（时间分

辨免疫荧光法） 
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62 

50 
人附睾上皮分泌蛋

白 4 测定试剂盒（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江苏福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63 

51 
铁蛋白测定试剂盒

（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 
江苏福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64 

52 
乙型肝炎病毒 e抗体

测定试剂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江苏福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65 

53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测定试剂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江苏福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66 

54 
梅毒螺旋体抗体测

定试剂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江苏福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67 

55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体测定试剂盒（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江苏福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01268 

56 一次性使用输液器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661143 

57 血栓抽吸导管套装 北京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771144 

58 
一次性使用静脉采

血针 
江苏康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151145 

59 
人工髋关节系统组

件-骨水泥型髋臼杯 
林克骨科(中国)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61146 

60 
金属骨小梁 AVN 重

建系统 北京天新福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6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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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编号 

61 
一次性使用麻醉导

管及接头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661148 

62 椎间融合器 天津正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61149 

63 
枕颈胸后路内固定

系统 北京市富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61150 

64 一次性使用输液器 浙江伏尔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661151 

65 
一次性使用冠状动

脉球囊扩张导管 
吉林科罗纳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771152 

66 
人工髋关节假体髋

臼内衬 
威海海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61153 

67 
聚丙烯疝修补系列

补片 
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461154 

68 旋转式 Y 形连接器 北京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国械注准 20163771155 
进口第三类医疗器械 

69 冷冻减脂仪 ZELTIQ Aesthetics, Inc. 国械注进 20163582363 

70 除颤监护系统 
GS ElektromedizinischeGerate G.

 Stemple GmbH 
国械注进 20163212364 

71 超声刀系统及附件 Soering GmbH 国械注进 20163232365 

72 心内除颤仪 
日本ライフライン株式会社/日本来

富恩株式会社 
国械注进 20163212366 

73 
口腔双波长激光治

疗系统 
Fotonad.d. 国械注进 20163242367 

74 
口腔 Er:YAG 激光治

疗系统 
Fotonad.d. 国械注进 20163242368 

75 超声骨刀系统 株式会社中西（株式会社ナカニシ） 国械注进 20163232369 

76 
钝头手术闭合器/分

割器 
Covidienllc 国械注进 20163252370 

77 蒸发器 Datex-Ohmeda, Inc. 国械注进 20163542371 

78 除颤监护仪 
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日本光電工

業株式会社 
国械注进 20163212372 

79 
HER-2 四合一病理

质控片 
Ventana Medical Systems, Inc 

国械注进 2016340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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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编号 

80 人工肩关节系统 LimacorporateS.p.A. 国械注进 20163462120 

81 人工肩关节系统 LimacorporateS.p.A. 国械注进 20163462121 

82 
人工肩关节置换系

统 
LimacorporateS.p.A. 国械注进 20163462122 

83 弹性义齿基托材料 ACI,Inc. 国械注进 20163632123 

84 脊柱内固定系统 SpineCraft,LLC 国械注进 20163462124 

85 
口腔颌面金属接骨

板 
BioMaterials Korea Inc. 国械注进 20163462125 

86 
耐高压经外周植入

中心静脉导管 
Bard Access Systems,Inc. 国械注进 20163772126 

87 
耐高压经外周植入

中心静脉导管 
Bard Access Systems,Inc. 国械注进 20163772127 

88 
骨水泥型髋关节假

体组件 
CORENTEC CO.,LTD 国械注进 20163462128 

89 
肩关节软组织修复

缝合系统 
Arthrex, Inc. 国械注进 20163652129 

90 血栓抽吸导管套件 Merit Medical Systems,Inc. 国械注进 20163772130 

91 
一次性使用肺脏套

管 
XVIVO Perfusion AB 国械注进 20163452131 

92 骨蜡棒 B.Braun Surgical S.A. 国械注进 20163462132 

93 
一次性使用体外循

环血路 
JUNKEN MEDICAL 株式会社 国械注进 20163452133 

94 人工椎体系统 Synthes GmbH 国械注进 20163462134 

95 
单髁膝关节系统组

件 
Biomet UK LTD. 国械注进 20163462135 

96 髋关节假体组件 Aesculap AG 国械注进 20163462136 

97 光固化复合树脂 
ЗАО “Опытно-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ы

йзавод “ВладМиВа” 
国械注进 20163632137 

98 软性亲水接触镜 Oculus Private Limited 国械注进 20163222138 

99 
血液净化体外循环

血路 
Fresenius Medical Care AG &Co.

KGaA 
国械注进 20163452139 

100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 Abbott Vascular 国械注进 2016346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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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编号 

系统 

101 种植体系统 Osstem Implant Co.,Ltd. 国械注进 20163632199 

102 牙科种植体系统 BIDOIA S.a.s. 国械注进 20163632200 

103 牙科种植体 KJ MeditechCo.,Ltd 国械注进 20163632201 

104 牙科种植体 Alpha-Bio Tec LTD. 国械注进 20163632202 

105 基台及配件 CSM Implant 国械注进 20163632203 

106 植入导针 
Mick Radio-Nuclear Instruments, I

nc. 
国械注进 20163332204 

107 基台及配件 SNUCONE Co., Ltd. 国械注进 20163632205 

108 种植体附件 Neoss Limited 国械注进 20163632206 

109 种植体系统 Neoss Limited 国械注进 20163632207 

110 一次性使用输液器 B.BraunMelsungen AG 国械注进 20163662208 

111 水胶体医用敷料 BSN medical GmbH 国械注进 20163642209 

112 基台及配件 CSM Implant 国械注进 20163632210 

113 种植体系统 
Cortex Dental Implants Industries

 Ltd 
国械注进 20163632211 

114 基台系统 Easyfor Medical Device Srl 国械注进 20163632212 

115 
血液净化装置的体

外循环血路 
Infomed SA 国械注进 20163452213 

116 基台及配件 MegaGen Implant Co.,Ltd. 国械注进 20163632214 

117 
双膏剂树脂加强型

玻璃离子粘固剂 
而至株式会社 国械注进 20163632215 

118 PTCA 球囊导管 Wexford Medical Technologies 国械注进 20163772216 

119 PTCA 球囊扩张导管 Wexford Medical Technologies 国械注进 20163772217 

120 胶原瓣 GeistlichPharma AG 国械注进 20163632218 

121 
富血小板血浆制备

装置 
REV-MED Inc. 国械注进 20163662219 

122 小关节螺钉 Amendia, Inc. 国械注进 20163462220 

123 医用纱布 BSN medical GmbH 国械注进 20163642221 

124 
外周中心静脉导管

套装 
Argon Medical Devices Inc. 国械注进 2016377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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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编号 

125 可吸收性止血纱布 CuraMedical B.V. 国械注进 20163642223 

126 胆道带膜支架 Sewoon Medical Co., Ltd. 国械注进 20163462224 

127 肠道带膜支架 Sewoon Medical Co., Ltd. 国械注进 20163462225 

128 
口腔用胶原蛋白基

质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醫產

品廠 
国械注许 20163630060 

进口第二类医疗器械 

129 心肌标志物质控品 Microgenics Corporation 国械注进 20162402296 

130 
胱抑素C测定试剂盒

(免疫比浊法) 
Siemens Healthcare Diagnostics I

nc. 
国械注进 20162402297 

131 
二氧化碳测定试剂

盒(PEPC 酶法) 
Siemens Healthcare Diagnostics I

nc. 
国械注进 20162402298 

132 
白蛋白测定试剂盒

(溴甲酚紫法) 
Siemens Healthcare Diagnostics I

nc. 
国械注进 20162402299 

133 手持式电脑验光仪 日本尼德克株式会社 国械注进 20162222306 

134 
数字化医用X射线摄

影系统 
AGFA HEALTHCARE N.V. 国械注进 20162302318 

135 
数字化医用X射线摄

影系统 
AGFA HEALTHCARE N.V. 国械注进 20162302330 

136 除颤电极片 ZOLL Medical Corporation 国械注进 20162212331 

137 
口内X射线数字化成

像系统 
Carestream Health，Inc. 国械注进 20162302332 

138 咽鼓管压力测量仪 
LA DIFFUSION TECHNIQUE FR

ANCAISE 
国械注进 20162212333 

139 医用气体报警系统 Atlas Copco Ltd 国械注进 20162562334 

140 一次性电外科刀笔 Covidienllc 国械注进 20162252335 

141 正畸颊面管 American Orthodontics 国械注进 20162632141 

142 
一次性使用内窥镜

套管 
Novadaq Technologies Inc. 国械注进 20162222142 

143 肺脏保存容器 XVIVO Perfusion AB 国械注进 20162582143 

144 一次性皮肤用刮匙 カイインダストリーズ株式会社 国械注进 20162012144 

145 皮肤保护剂 ConvaTec Limited. 国械注进 20162662145 

146 齿科抛光膏 PAC-DENT INTERNATIONAL, IN 国械注进 2016263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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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编号 

C. 
147 玻璃体温计 Geratherm Medical AG 国械注进 20162202147 

148 笔式胰岛素注射器 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 国械注进 20162152148 

149 喷雾式皮肤隔离膜 BSN medical GmbH 国械注进 20162642149 
 

来源：CFDA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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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川：《关于推进药械第三方物流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公布，中小型医械配送商面临大淘汰 

继北京、上海、广州、江苏之后，四川省也要试行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工作，

以进一步解决医械经营企业多、小、散、乱的情况，规范医械流通秩序。 

7 月 18 日，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推进药械第三方物流发

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全文，面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意见反馈日期截止 2016 年 7 月 25 日。 

两类医疗器械先行试点 

根据该《征求意见稿》，在前期药品第三方物流试点经验基础上，四川省将

在部分第三方物流需求强烈的市州，对部分第三类高风险医疗器械、贮存和运输

条件有特殊要求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先行开展试点，并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

点经验。 

3 市先行试点，每市试点企业不超 2 或 5 家 

《征求意见稿》规定，四川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工作在成都、南充、泸州三

市先行试点，成都市试点企业不超过 5 家，其他 2 市的试点企业不超过 2 家。

这三市通过试点取得成熟经验后，再向全省其他市（州）推广。 

试点工作由市（州）药监局通过审批准入的方式开展。各市级药监局要履行

好监管责任，通过公众参与、专家咨询等多种方式，制定本辖区试点产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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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要求和现场审查标准，抄报省局后开展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试点审批工

作。 

试点企业限量接受委托 

《征求意见稿》规定，取得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试点资格的企业可以接受其

他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委托，为其提供医疗器械产品的仓储（限经营企业）

和配送服务。 

但是，对取得试点资格的企业，应由其所在的市（州）药监局，根据企业的

条件和规模，规定各自接受委托企业的数量上限。 

医械第三方物流企业享受政策扶持 

四川省药监局将推进医械第三方物流发展，视为加快全省医械流通产业发展，

规范医械市场秩序的重要举措。所以，为鼓励企业参与三方物流试点，《征求意

见稿》中也规定，试点第三方物流的医械经营企业将获得诸多政策扶持，包括： 

1、将全省药械第三方物流建设主动对接国家、省物流业发展规划，适应全

省综合交通枢纽构建，加速完善服务功能的基础设施配套； 

2、通过政策支持和典型企业示范引领，引导药械第三方物流健康发展； 

3、与被委托企业同属一市的委托企业在办理新开办、变更、延续等医疗器

械经营行政许可（或备案）时，经营范围涉及三方物流试点产品的部分，可不提

mailto:xm.li@gzboji.com�


 壹周医械汇  第 38 / 97 页 
 

 
 (020)29896535   xm.li@gzboji.com 

 

交仓库地址的房屋产权或使用权证明、仓库平面布局图、租赁协议等申报材料，

但应提交委托储配协议； 

4、委托方将所有经营医疗器械储存全部予以委托的，可不单独设库房，但

医疗器械经营范围不得超出被委托方的经营范围。 

大型、优势、有实力的企业将大大受益 

四川省的医械第三方物流工作一旦展开，将直接利好现有的大型、优势、有

实力的医械流通企业。 

在《征求意见稿》的“加强药械三方物流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部分，明确

提出，各级药监部门要主动加大对现有大型药械流通企业的指导支持力度，对于

试点三方物流服务的、加入三方物流的药械经营企业，各级药监部门要保障政务

渠道畅通，依法审批，促进企业规范健康发展。还要充分利用医疗器械 GSP 认

证的倒逼机制，促进要素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不断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水平，推

动对医药产业发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的区域性企业发展。 

而在“加快推进药械三方物流试点的有关要求”部分更是明确，鼓励有实力

并具有现代物流基础设施、技术的药械经营企业开展第三方药械储存运输配送。 

何谓具有现代物流基础设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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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基本技术要求》已经有了规定（详见附件）。四川省

的《征求意见稿》规定要更进一步，药监部门的现场审查标准不得低于医疗器械

第三方物流基本技术要求。 

一个《基本技术要求》通过设置“门槛”的形式，就能将大量医械配送商拦

在参与第三方物流工作的可能性之外。 

中小型医械配送商大淘汰！ 

第三方物流企业=大型、有实力的企业，这已成为目前试行了第三方物流工

作的地方的共性之一。 

比如，2014 年就开始试水的北京市，首批确认的试点企业是中国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国药器械”）等 4 家，后来又增加了康德乐（中国）医药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对外贸易公司等 6 家，均为物流保障和信息化管理等综合能力较强的企

业。 

再比如，于今年春天，在江西省率先启动试点的南昌市，择优选取试点企业

的标准是“物流保障能力、信息化管理水平及实现产品可追溯能力较强和自营产

品储运规模较大的企业”。目前，南昌市也是江西省首个通过验收、正式开始运

营的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企业，是国药集团江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诞生，改变的不仅仅是流通秩序，便利了药监部门的监管，

改变的还有流通市场格局。对能够参与进去的械商来说，更是大大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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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第一家、江苏省第二家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储运企业——南京延长

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公司，在 2013 年底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并开始运行。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延长医疗营收分别达到 6700 万元和 5400 万元，净

利润分别为 2560 万元和 1127 万元，已经在今年正式申请挂牌新三板。 

在整个医药物流行业利润率低下的情况下，延长医疗却能实现超高净利润率，

实在惹人羡慕。企业也呈现飞速发展态势。 

政府鼓励，门槛高起，招标政策也很给力。医改要求各省都推行高值耗材省

级挂网集采，而各省几乎都明着要求生产企业自行配送或者直接指定一家配送商，

再或者医疗机构自行择定配送商。对配送商还有各种仓储条件、配送时限、覆盖

范围等的严格要求。 

种种规定之下，原本不具备配送能力的生产企业会择定第三方物流企业，医

疗机构会倾向于选择实力更强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就连实力相对弱的经营企业也

不得不依赖于第三方物流企业。 

不得不说，第三方药械物流企业，是现有行业政策的真正受益者。而在试点

地区严格限定试点企业数量之下，资源会愈加向有限的第三方物流企业集中，第

三方物流企业越做越大，中小型械商则将加速淘汰。 

对已经明确要对高值耗材、医用设备、IVD 全都实行省级挂网集采的四川省

来说，只怕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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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基本技术要求》 

试点局制定本辖区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现场审查标准时，应当符合《医疗器

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对试点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人员、计算机信息

管理系统、仓储及运输设施设备等进行规定，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应规定试点企业建立与所提供贮存、配送服务业务相关的质量管理体系，

制定管理制度、工作规范、操作流程和相关记录。 

二、应规定试点企业配备与所提供贮存、配送服务规模相适应的质量管理、

收货、查验、上架、检查、拣选、复核、包装、运输、送货等岗位的人员，并明

确各岗位职责。 

三、应规定试点企业配备与提供贮存、配送服务规模相适应的计算机信息管

理平台，必须保证其计算机信息管理平台对监管部门实行开放，方便日常监管；

试点企业计算机信息管理平台应当由仓库管理系统（WMS）、运输管理系统

（TMS）组成，冷链运输医疗器械的，企业计算机信息管理平台还应包括冷链

运输追溯系统（CCTS）。 

计算机信息管理平台应能对医疗器械的贮存、配送全环节质量信息实行动态

管理和控制，对相关数据可进行收集、记录、查询，数据采集应完整、及时、准

确，并可制作相关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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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规定试点企业具有与接受委托贮存、配送医疗械特性和规模相适应的

仓储及运输设施设备，库房要相对独立，面积不低于 2000 平米，地面平整光滑、

进行硬化处理；贮存需冷藏、冷冻保存医疗器械的，应有相适应的冷藏库。 

仓储设备设施主要由入库管理设备、货物信息自动识别设备、货架系统、装

卸搬运及输送设备、分拣及出库设备、环境监测及控制设备、运输车辆及设备构

成；企业应建立中央控制室，中央控制室应具备库房温湿度监测，恒温库、冷藏

库、冷冻库、冷藏车温湿度监控，一般仓储作业区视频监控，仓储设备控制以及

异常状况报警功能。 

贮存冷链医疗器械的企业应配备备用供电设备或采用双路供电，具备突发情

况下的电力保障功能。 

试点企业配备的运输车辆应安装有卫星定位系统（GPS），可实现对车辆运

输监控，冷藏运输车辆应能够对运输医疗器械在途温度数据进行实时采集、记录、

上传。 

 

来源：中国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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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公告（第 6 号）（2016

年第 128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办法（试

行）》《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工作方案》的有关规定，经现场检

查、技术审核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

会审，认定 54 家医疗机构及所列专业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

（附件 1）；2 家医疗机构的 4 个专业未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

查，予以取消（附件 2）；2 家医疗机构未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

检查，予以取消（附件 3）。 

特此公告。 

 

附件：1.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的医疗机构及其专业 

2.医疗机构未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的专业 

3.未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的医疗机构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6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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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的 

医疗机构及其专业 

医疗机

构所在

地 
医疗机构名称 复核检查通过专业 证书编号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方 

医院 

中医呼吸、中医心血管、中医

神经内科、中医内分泌、中医

消化、中医肿瘤、中医外科、

中医妇产、中医眼科 

中医耳鼻咽喉、中医皮肤 

ZF2016388 

江西 
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心血管、血液、神经内科、肿

瘤、呼吸、消化、妇产、肾病、

内分泌 

XF2016389 

广东 

汕头大学医学

院第二 

附属医院 

骨科、内分泌、妇产、泌尿 XF201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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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天津中医药大

学第一 

附属医院 

中医心血管、中医儿科、中医

外科、中医呼吸、中医妇产、

中医神经内科、中医内分泌、

中医肝胆内科、中医骨伤、中

医消化、中医肾病、中医风湿、 

中医血液、中医耳鼻咽喉 

ZF2016391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

军北京 

军区总医院 

消化、神经内科、肝病、内分

泌、 

肿瘤、心血管、呼吸、骨科 

XF2016392 

辽宁 

中国人民解放

军 

第二一〇医院 

消化、心血管、中医血液 XZF2016393 

北京 

首都儿科研究

所附属 

儿童医院 

小儿呼吸、小儿神经病学、小

儿血液病、小儿心脏病、小儿

肾病、小儿消化、小儿内分泌、

小儿风湿免疫、 

小儿泌尿外科 

XF2016394 

浙江 
浙江省人民医

院 

心血管、消化、呼吸、皮肤性

病、眼科、泌尿、医学影像（诊

断治疗） 

XF201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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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中国人民解放

军 

第八五医院 

肝病 XF2016396 

江苏 

中国人民解放

军 

第八一医院 

肿瘤、 肝病 XF2016397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

军 

第三 O 六医院 

内分泌、心血管、骨科、口腔 XF2016398 

陕西 

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四 

军医大学唐都

医院 

感染、呼吸、神经外科、消化、

血液、肿瘤、普通外科、神经

内科、胸外科 

XF2016399 

河南 
河南省人民医

院 
心血管、消化 XF201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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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 

北京同仁医院 

心血管、内分泌、眼科、耳鼻

喉、呼吸、神经内科、肾病、

消化、泌尿外科、普通外科、

妇产、皮肤性病、麻醉、医学

影像（诊断、治疗）、医学影像

（核医学） 

XF2016401 

广东 
广东省第二中

医院 

中医心血管、中医神经内科、

中医消化、中医骨伤 
ZF2016402 

吉林 
吉林大学中日

联谊医院 
妇产、内分泌、消化 XF2016403 

辽宁 

辽宁中医药大

学 

附属医院 

中医血液、中医肝病、中医肾

病、中医外科、中医骨科、中

医妇产、中医神经内科、中医

消化、中医肿瘤、中医内分泌、

中医呼吸、中医心血管、中医

耳鼻咽喉、中医儿科、中医肛

肠、 

中医老年病（老年性痴呆） 

ZF2016404 

海南 
海南省第三人

民医院 
心血管、普通外科 XF2016405 

mailto:xm.li@gzboji.com�


 壹周医械汇  第 48 / 97 页 
 

 
 (020)29896535   xm.li@gzboji.com 

 

江苏 
江苏省人民医

院 

眼科、医学影像（核医学）、整

形烧伤 
XF2016406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口腔、心血管、神经内科、整

形外科 
XF2016407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 

北京佑安医院 

艾滋 XF2016408 

黑龙江 

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 

第二医院 

心血管、神经内科、免疫、呼

吸、内分泌、血液、感染、消

化、皮肤、眼科 

XF2016409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

国际 

蒙医医院 

民族医（蒙药）心血管、民族

医（蒙药）脑血管、民族医（蒙

药）血液 

ZF2016410 

山东 青岛眼科医院 眼科 XF2016411 

浙江 

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 

妇产科医院 

生殖健康与不孕症 XF20150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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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 
妇产 XF20150377 -2 

广东 
汕头市中心医

院 
心血管、肿瘤 XF2016412 

广东 
广东医学院附

属医院 
神经内科 XF20150370 -2 

广东 

广州中医药大

学附属 

骨伤科医院 

中医骨伤 ZF2016413 

广东 
广州市中医医

院 

中医肿瘤、中医心血管、中医

神经内科、中医消化、中医骨

科 

ZF2016414 

广东 深圳市中医院 中医内分泌 ZF20150305 -2 

山东 
山东省胸科医

院 
结核 XF2016415 

北京 
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 
泌尿 XF2015037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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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山市人民医

院（中山大学

附属中山医

院） 

妇科 XF20150302-2 

河南 
河南省精神病

医院 
精神 XF2016416 

上海 
上海市同济医

院 
心血管 XF20150366 -2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

中心医院 
心血管、泌尿、中医脑血管 XZF2016417 

广东 
广州市第八人

民医院 
艾滋、肝病 XF2016418 

广东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省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中医眼科、中医消化、中医外

科、中医骨科、中医妇科、中

医肛肠、中医皮肤、中医神经

内科、中医呼吸、中医肾病、

中医内分泌、中医肿瘤、中 

医耳鼻咽喉、中医儿科、中医

口腔 

ZF201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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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 

消化、呼吸、心血管、肾病、

血液、神经内科、妇产、麻醉、

皮肤、烧伤、 

骨科、泌尿 

XF2016420 

广东 

汕头大学医学

院第一 

附属医院 

肿瘤、风湿、普通外科 XF2016421 

北京 

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总医

院 

呼吸、心血管、消化、肾病、

内分泌、神经内科、肿瘤、普

通外科（肝脏移植）、神经外科、

骨科、耳鼻咽喉、 

妇产 

XF2016422 

甘肃 
兰州大学第一

医院 
内分泌 XF20150364 -2 

北京 
北京大学首钢

医院 

泌尿外科、内分泌、心血管、

呼吸、 

普通外科 

XF2016423 

湖南 

湖南中医药大

学第二 

附属医院 

中医皮肤 ZF20150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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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长沙市中心医

院 
心血管、中西医结合（心血管） XZF20150373-2 

辽宁 
辽宁省肿瘤医

院 
麻醉 XZF20150368 -2 

辽宁 

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 

第一医院 

消化、呼吸、麻醉 XF20150374 -2 

广东 
广东省第二中

医院 

中医呼吸、中医内分泌、中医

肿瘤、中医妇科 
ZF2016424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 

消化、心血管、肾病、泌尿、

风湿免疫、麻醉、神经内科、

血液、眼科、 

耳鼻咽喉、肿瘤、普通外科、 

医学影像（核医学） 

XF2016425 

湖南 
南华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 
神经内科 XF2016426 

甘肃 甘肃省中医院 

中医骨伤、中医神经内科、中

医心血 

管、中医消化 

ZF201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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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 

炮兵总医院 

呼吸、内分泌、心血管、神经

内科 
XF2016428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 

北京妇产医院 

产科、妇科、计划生育、麻醉 XF2016429 

 

 

 

 

 

附件 2 

医疗机构未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 

复核检查的专业 

医疗机构 
所在地 

医疗机构名称 复核检查不通过专业 

黑龙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心脏大血管外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神经外科、妇产、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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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未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 

复核检查的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 
所在地 

医疗机构名称 复核检查结果 

四川 四川省肿瘤医院 
 

不通过 

甘肃 甘肃省人民医院 不通过 
 

 
 

来源：CFDA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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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一) 欧盟首次批准高风险血源性疾病 NGS 试剂 

 

绿叶集团 qixia 基因测序公司 Vela Diagnostics 近日宣布，基于下一代测

序(NGS)技术的 Sentosa SQ 丙型肝炎病毒测试试剂通过欧盟批准。该试剂符合

欧盟《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指令（IVDD）》98/79/EC 附录中关于高风险体外诊

断产品的认证要求，可用于体外诊断通过人血浆或血清样品感染的丙型肝炎病毒

(HCV)。这也是欧盟批准上市的首个高风险血源性疾病 NGS 试剂。 

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有 1.5 亿~2 亿名 HCV 感染者，其中 85%的感染者的

病毒会留存于肝脏。目前，临床依赖于 HCV 基因分型选择疾病治疗和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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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欧洲肝病研究学会(EASL)已发布相关基因分型治疗

方法的临床指南。 

SentosaSQ 丙肝基因分型测试试剂覆盖包括 NS3、NS5A 和 NS5B 在内，

与临床相关的基因区域及 1~6 基因型。基因分型 1（包括 1a、1b 等）、2、3

和 4 的检测上限是 1000IU/ml，基因分型 5、6 的检测上限为 2000IU/ml。该

检验方法敏感度达到 100%，临床基因分型准确率为 99.39%。 

该试剂可用于高自动化的 Sentosa NGS 工作流程。这一流程可自动进行

RNA 提取、文库制备、模板准备、测序、数据分析以及病理报告和质控报告的

生成，其允许追溯样本，可与临床实验室信息系统（LIS）、医院信息系统（HIS）

实现无缝连接。 

 

来源：中国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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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DA 批准首个治疗白内障的“连续视距”晶状体 

 

近日，美国 FDA 宣布批准雅培眼力健（Abbott Medical Optics）开发的

Tecnis Symfony（新无极）人工晶状体上市，用于白内障患者的治疗。值得一

提的是，这是 FDA 批准的首个“连续视距”人工晶状体，它能有效改善患者在

近距离、中距离以及远距离的视力。 

 

Tecnis Symfony 人工晶状体显着改善各种距离的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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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眼部疾病。随着年龄增长，患者的晶状体会逐渐变

得浑浊，严重影响视力，据统计，在 65 岁以上的美国人群中，超过 20%的人会

出现白内障症状。随着年龄增加，患白内障患者的比例也会上升。在中国，白内

障是致盲率最高的眼部疾病，致盲率高达 47%。随着中国人口的逐渐老龄化，

白内障病人的数量在未来也将居高不下。 

目前，常规治疗白内障的方式是进行手术，移除浑浊的天然晶状体，并植入

人工晶状体。然而常规的人工晶状体对焦点单一，存在着可视距离上的问题，患

者们也不得不佩戴眼镜来看清远方与近处的事物，这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相当的

不便。 

 

Tecnis Symfony 人工晶状体的作用机理 

而本次获批的 Tecnis Symfony 连续视距人工晶状体有望扭转这一局面。该

晶状体采取了创新设计方案，使光线产生全新的衍射模式，最终让视距得到延长。

在一项有 299 人参与的大型临床试验中，148 名白内障患者接受了全新的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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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状体植入，而 151 名患者使用了常规的晶状体。结果发现前者在近距离、中

距离和远距离的视力均有显着提升——有 77%的白内障患者在使用新式晶状体

后可以不借助眼镜看清中距离的物体，而这一数字在常规晶状体接收者中的比例

仅为 34%；前者能比后者多看清两行视力表上的文字；他们对光线的对比度变

化也更为敏感。 

 

Malvina Eydelman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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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晶状体植入已是白内障治疗的主流方法，但我们依旧在寻找这项技术

上的突破，”FDA 眼耳鼻喉仪器部负责人 Malvina Eydelman 博士说：“这个

连续视距的人工晶状体为患者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案，并有望让他们在各

个视距内都能保持良好的视力。”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已向中国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总局递交了上市申请，

并已获得审核通过。我们祝愿它能造福中国广大的白内障病人群体。 

 

来源：药明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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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际首套“牙体预备小型机器人系统”诞生 

 

近日，我国智能机器人研发又取得了一项国际水平的成果，北京大学口腔医

学院吕培军教授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国际首套“牙体预备小型机器人系统”，该

系统采用自动控制飞秒激光束，严格按临床医学标准和规范要求，在患者口腔内

精确定位、并自动完成各种牙齿治疗需要的切割与磨除，当与其他数字化义齿制

作设备同步联用时，可快速完成患者的义齿修复治疗，大大地提高治疗精准程度

和工作效率，缩短治疗时间，改善患者就医的舒适度。该成果已获得国际发明专

利 1 项，国内发明专利 8 项，申报软件着作权 2 项，发表 SCI/EI 论文 22 篇，

在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子刊《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

表论文 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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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国医疗领域智能机器人研发进展较大，取得了一系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成果。骨科机器人研发方面，北京积水潭医院田伟教授科

研团队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制定了

国内首个“骨科机器人产品标准”，研发了“GD2000 骨科机器人导航定位系统”

和“GD-S 骨科机器人导航定位系统”，并用于日常手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脑

科机器人研发方面，海军总医院田增民教授科研团队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先后

研制成功了机器人辅助脑外科立体定向手术系统 CRAS-BH1、CRAS-BH2、

CRAS-BH3 和黎元 BH-600，目前已对多种脑外科疾病进行了 5000 余例定向手

术治疗。 

随着人工智能、数字化制造与移动互联网创新融合步伐的不断加快，具有感

知、识别、认知等功能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和产业成为当今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

和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工业机器人研发在关键部件、产品与产业

化方面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但智能机器人领域所取得的研发成果可以

成为我国机器人发展的突破口，大力发展智能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对推动供给侧结

构改革、培育新的科技发展动能和新产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需要从国家战略层

面予以重视。 

1.加大支持力度，推进智能机器人核心技术的研发。在“十一五”和“十二

五”科技发展规划和布局的基础上，“十三五”期间瞄准智能机器人前沿和热点，

进一步凝练和聚焦，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加快核心技术研发，突破产业技术瓶颈，

推动面向医疗康复、家庭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智能机器人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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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梳理整合智能机器人研发成果，支持智能机器人成果转化。“牙体预备小

型机器人系统”“GD2000 骨科机器人导航定位系统”和“GD-S 骨科机器人导

航定位系统”以及“机器人辅助脑外科立体定向手术系统”如能转化装备县级医

院，国内将有至少 3 万台套的市场前景，产生约 100 亿元人民币产值，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同时可帮助解决目前我国高水平医生短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因此，应及时梳理“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智能机器人研发成果，加大

成果转化支持力度，培育新产业，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走向国际市场。 

3.加快制定智能机器人标准体系和人机交互安全规则。开展智能机器人国内

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制定完善智能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加快智能机器人在国

内的推广应用。同时，积极参与智能机器人国际标准的制定，促进我国智能机器

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此外，智能机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会产生涉及操作行为

和个人隐私的安全性问题，应制定完善人机交互安全规则。 

 

来源：科技日报社-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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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FDA 批准用于治疗特发性震颤的新设备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近日批准了首个聚焦超声设备用于治疗那些对药物

治疗无响应的特发性震颤患者。 

“使用药物仍没有好转的特发性震颤患者现在有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避免更

多侵入性手术治疗的新的治疗选择。”FDA 医疗器械和放射卫生中心的

Carlos Pea 称，“与其他特发性震颤疗法相同，这种新设备也不能使疾病治愈

但可以帮助患者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 

特发性震颤，也被称为良性特发性震颤，是最常见的震颤形式。根据美国国

家神经疾病和卒中研究所，美国有几百万人受到该疾病的影响，年龄通常超过

40 岁。我们可能会使用β受体阻滞剂或抗惊厥药物来治疗特发性震颤。在药物不

能控制该疾病症状的情况下，也可能会进行手术（丘脑切开术）治疗或使用脑深

部电刺激装置破坏一小部分大脑（丘脑）来控制一些无意识的动作。 

为了明确 ExAblate Neuro 治疗是否恰当，患者首先要接受 MR 和计算机断

层（CT）扫描。患者接受 MRI-指导设备治疗依赖于 MRI 扫描获取图像来帮助

医生确定丘脑中需要接受治疗的目标区域。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患者一直处于清醒

和有反应状态。 

支持该设备系统安全有效的数据包括一项双盲对照试验，涉及 76 例对药物

治疗无反应的特发性震颤患者。56 例患者被随机选中接受 ExAblate Neuro 治

疗，20 例接受假治疗。对照组中的患者在三个月后可以跨越到治疗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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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线评分相比，接受 ExAblate Neuro 治疗患者的震颤和运动功能（震颤

/运动综合评分）在治疗后三个月显示出近 50%的改善。对照组中的患者没有改

善，而且有些患者在接受假治疗后（转至治疗组之前）甚至有轻微恶化。在治疗

后 12 个月时，治疗组的这些评分较基线时仍保留 40%的改善。 

ExAblate Neuro 的不良事件与有关丘脑切开术的报道相一致，包括手指麻

木/刺痛、头痛、失衡/不稳定、身体运动失控（共济失调）或步态异常。其他可

能与 MR-指导聚焦超声治疗相关的副作用包括除治疗区域之外的组织损伤、治

疗区域出血（需紧急治疗）、皮肤灼伤和皮肤溃疡、皮肤收缩和疤痕形成和血栓。 

无法接受 MR 成像的患者不能进行 ExAblate Neuro 治疗，包括那些伴有

MRI 不可兼容的金属植入设备（如心脏起搏器）的患者，对 MR 造影剂过敏的

患者，或体重不适合 MR 检查的患者。 

该治疗也不适用于孕妇，晚期肾病或透析的患者，心脏病不稳定或严重高血

压患者，表现出符合酒精或药物滥用的任何行为的患者，或伴有异常出血、出血

和/或凝血障碍（凝血病）史的患者。目前正在服用抗凝药或已知可增加出血风

险药物的患者，有脑血管病（卒中）或脑瘤史的患者，以及治疗期间不能忍受长

期静止状态的患者也不应接受该治疗。 

 

来源：医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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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究 

(一) 影像设备和服务进入基层的困境和必要条件 

 

在政策限制大医院采购影像设备的大环境下，影像公司开始把目标转向基层

机构，把拓展基层设备并提供服务作为下一步战略发展方向。基层机构从最直接

的角度来看因其数量大、国家扶持等利好因素，可能带动很大的体量。然而要将

这部分市场真正变现，其中有非常大的困难。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公司案例中分析

这一点。 

vRad（Virtual Radiologic Corporation）是美国最大的远程影像公司。

2014 年年收入 1.85 亿美元，通过自建超过 350 人的专业影像学医生团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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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 50 州及国际市场超过 2,100 家医疗机构提供远程读片服务，年读片量超过

500 万份。这家公司为小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和部分专科医院提供的影像读片服

务背后体现客户需求的一个重要特征：弥补。 

首先是通过远程专业的读片服务，弥补小医院等机构的专科影像读片能力的

不足，vRad 强调其独立的影像学医生团队中 75%是训练有素的专科领域的读片

专家，随着近年来某些疾病的高发，专科领域读片如乳腺摄片需求快速增长，这

些领域非常专业，而许多小医院没有足够的专科病人量的需求来雇佣自己的专科

医生的成本，因此选择了外包。 

客户的第二种弥补需求是弥补夜间、双休日、假日期间读片能力的不足。

vRad 的竞争核心之一是提供 365 天 24 小时无休的读片服务，即便在夜间节假

日等时间也能够做出迅速的读片结果，弥补了医院全职影像科在某些时段的人手

不足。小医院也可以节省雇佣夜班影像医生的成本。 

从这两点弥补性特征上可以看出，影像服务的作用是有两个基本条件。首先

是嫁接影像服务的医疗机构本身需要具备一定的影像实力，因为影像设备的使用

以及读片结果传回之后都需要专业医生的协调，完全没有影像实力的机构并不可

能依赖购买设备本身加上远程获得读片结果来展开服务。第二个条件则是这些医

疗机构扩充影像服务的基础是拥有一部分可能使用这些服务的病人，也就是说，

vRad 的客户大部分是已经拥有影像科并且有稳定病人客流的医疗机构，他们扩

充影像设备并使用 vRad 的服务是为了扩大影像科在某些方面实力不足（比如缺

乏好的乳腺影像读片专家），但在这些领域（如乳腺科）他们已经拥有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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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两个条件都不充分。首先，大部分基层机构根基过

弱，没有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医生去配合影像设备的落实，在操作能力上严重不

足，尤其对于 B 超这样的对医生个人能力和经验要求很高的项目，即使基层获

得设备，也没有人才去操作。而对于拍片来讲，表面上看远程读片可以解决基层

医生读片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事实上片子结果传回来之后，医生必须具备一定的

专业能力才能将片子结果和诊断结合起来。同时，影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各科

专业性较强，以拍片来说，各科的医生在读片、诊断上的要求各不相同，对于基

层来说医生需要较强的整体实力才能把握。目前的中国基层完全不具备足够的符

合影像需求的人才储备。 

而在第二个条件也就是病人源上，基层的基础也较弱。基层医疗与影像设备

以及服务的关系更多的是弥补。假设基层本身的服务状态为 8 分，那么影像设备

和远程影像服务有助于医疗机构将影像服务从 8 分提升到 10 分。而对于服务能

力很弱的基层来说，影像作为辅助无法将整体服务从 0 分提高到 5 分。也就是

说，影像服务更多是弥补现有服务在某些领域的不足，而并不能帮助完全没有影

像基础或基础很弱的机构拓展服务。 

因此，在影像公司希望往基层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基层本身能力

的严重限制。影像产品和服务必须嫁接在有一定能力和规模的基础医疗机构上才

能起到弥补的增值作用，缺乏根基的嫁接将适得其反，造成设备浪费，甚至是过

度检查或不合理检查造成医疗费用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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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运营成本的角度来说，将设备铺到分散、小规模的基层也是不经济的，因

为这些机构没有足够的服务量来支撑影像设备的使用，从其收入来说，可能也没

有足够的财务能力去雇佣合格的影像科专业人才，因此，对于影像公司来说，地

毯式广撒网的模式进入基层是不可取的。 

未来出于成本和专业操作能力角度更可行的方式是与第三方影像公司合作。

第三方专业检查机构可以成为基础医疗机构的专业检查外包基地，这些第三方机

构可能需要配备专业的人才加设备（如 B 超），也可能只需要配备设备（如拍

片）然后由远程统一的读片中心给出结果。这些第三方机构还可以对基础医疗机

构的医生进行专业的远程培训，帮助他们提升能力，为更好地衔接检查、治疗、

大病转诊打下基础。也只有在基础医疗机构获得了一定的专业能力，以第三方检

查机构为依托，影像设备进入基层并提供服务的意义才能体现出来并获得更快速

的发展。 

第三方中心以区域布局而不是以单点布局，对于影像公司来说，其设备本身

的铺设量可能不如单点来的多，但从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以及嫁接服务的意义来看，

这种模式将优于直接将产品投放到没有操作能力和获客能力的基层去。 

 

来源：村夫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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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未来的发展 

近日，在武汉举行的第九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上，联影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薛敏发表了题为《国产高端医疗设备行业的现状与未来》的演讲。

 

联影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薛敏 

 

薛敏表示，高端医疗设备行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集研发与生产制造为一体

的高精尖行业，其资本密集性、人才密集性与创新密集性决定了行业发展的门槛

极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方面国内市场对高端医疗设备的需求仍有巨大

缺口，而另一方面国内高端医疗设备行业发展低迷、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垄断长达

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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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影坚持走“自主研发、整合创新”、“开放合作、跨界共赢”的道路，通

过与迈瑞、华大基因、华为、中金数据等企业强强联合，与医院进行科研合作，

以县域为中心大力建设精准诊断医学中心等多种举措，深挖公共医疗痛点，以创

新的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助力政府解决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在“互联网+”环

境下，影像设备行业突破传统高科技制造业的范畴，成为与信息产业深度融合的

交叉产业。 

 

在未来，产品创新、人工智能将推动精准医疗的进一步发展， 催生更高的

行业附加值，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变现能力的提升将会极大拓展高端医疗

设备行业多元化的业务模式，不同行业和企业间跨界合作的活跃度和协同深度也

将大大提升，各种模式的创新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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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类高端医疗产品未来技术发展走向，薛敏表示： 

技术上，高分辨率、高灵敏度依旧是 PET-CT 技术发展的突破口。此外，随

着恶性癌症、老年神经系统疾病日益多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亟待破

解——重疾早筛的必要性已不言而喻，而这一日渐增长的需求与 PET-CT 检查目

前在国内的普及率完全不成正比。相信随着自主研发、平台化、可拓展的核心软

硬件进一步成熟，PET-CT 必将惠及更广泛人群。“ 

精准医疗已然站在了世界的‘风口’，为使诊断更精准、更便捷，MR 技术

的发展趋势必将是从传统定性成像转变为定量成像与功能成像。此外，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将使 MR 个性化精准诊断成为可能：通过开放互联的数据

采集平台与数据格式可建立庞大的云端病例库，数据产生‘智慧’，帮助医生智

能、精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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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准医疗大背景下，CT 在成像质量、扫描剂量与工作流等方面都将面临

更高要求。此外，CT 扫描还需要提供更多功能信息，这要求 CT 成像不仅限于

提供解剖信息，还要额外提供生理功能等重要信息，从而助力医生精准、快速判

断病症。“ 

 

来源：根据联影医疗相关消息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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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医疗美容获资本豪赌 万亿级市场前景可期 

2016 年已经过半，盘点上半年的投资热点，除了 VR、直播之外，笔者认

为，在年终投资热点盘点上，一定会有医疗美容的一席之地。 

医疗美容到底有多火？ 

在 2016 年上半年，先后有朗姿股份斥资 3.27 亿收购 6 家医疗美容机构；

苏宁环球斥资 2 亿元向伊尔美投资和港华投资收购其合计持有的伊尔美港华 80%

的股权；7 月 12 日，大洋集团宣布拟收购医疗公司，涉足医学美容业务。更值

得一提的是，朗姿股份是在原有业务亏损的情况下跨界投资医美，虽然对于跨界

医美朗姿股份没有明确说明原因，仅在声明中说“公司转型升级加速，助力公司

业绩持续增长能力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但不难看出朗姿股份对于跨界医疗美

容是持有很大期许的。 

苏宁环球除了 2.08 亿的投资之外，还拟组建 10 亿元医美基金用于投资整

形医院及上下游相关标的，可以看出苏宁环球跨界医美的决心。 

除了上述提到的几家上市公司的跨界医美，目前跨界国内医疗美容服务行业

的企业还包括合金投资、国际医学、平潭发展、恒大健康等，具体的投资布局如

下表： 

图表 1：其他涉足医疗美容服务行业 A 股、H 股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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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医美 O2O 九死一生为哪般？ 

虽然医疗美容受到上市公司的青睐，获得资本豪赌，但是植根于“互联网+”

的医美 O2O 却似乎并不是特别受资本的宠爱，时至今日，市场上通过 C 轮融资

的医美 O2O 仅有新氧一家，相对于房产、汽车、旅游、教育等拥有众多“互联

网＋”上市公司的领域，医美的互联网化还是相对滞后的。 

图表 2：医美 O2O 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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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笔者认为造成医美 O2O 九死一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 O2O 模式本身门槛低，可复制性较强，造成同质化现象严重，导致

行业整体竞争激烈，无法实现持续性的盈利能力。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医疗美容行业整体规范性较差，导致互联网平台的专

业程度无法取得消费者的绝对信任，尤其是一些手术类的医疗美容项目，相对于

非手术的微整形项目，更不适合互联网化。 

万亿级市场待启动，前景广阔 

虽然从目前来看，“医疗美容+互联网”发展还较为滞后，但在市场需求的

驱动下并不妨碍医美成为资本市场的投资热点。就国内医疗美容需求来看，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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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疗整形美容女性目标消费群总数达到近 1.3 亿人，不仅如此，医疗整形美

容已不再是女性的专利。不论年龄、性别以及是否有身体生理缺陷，都可能成为

医疗整形美容服务的对象。例如，近年来出现的学生“假期整形热”，男士美容

和中老年人追求青春驻颜美容已成为一种时尚。 

目前，医疗整形美容手术例数每年以 100%左右的速度增长。据中国整形美

容协会预测，到 2019 年，中国的整容手术业规模将达 8000 亿元，跃居世界第

三大整容市场，预计到 2021 年将超过万亿元，整体医美市场规模可观。 

 

来源：前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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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动态 

(一) 有了智能缝合线，医生再也不用为患者是否伤口愈合苦恼了 

手术缝合线有历史记载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的古埃及，而

当时使用的骨头已经被被银针取代，而用来缝合的丝绸和动物毛发也被替换成人

工合成材质。不过无论怎么变化，缝合线的功能都没有变，那就是将身体的组织

缝合到一起，帮助病人愈合。 

最近，来自 Tufts 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研发成功了一种“智能”缝合线，这

种缝合线内置了纳米传感器，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监测电子和微观数据，在帮助

人体组织愈合的同时，收集诊断数据。研究人员能够利用这些缝合线监测生理参

数和组织器官的健康，包括血压、温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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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表示，这种智能缝合线能够满足一些特定的医疗功能，比如我们可以通

过这些缝合线来代替部分毛细血管的作用，感知 PH 值和葡萄糖含量，并且检测

温度和物力压力。同时缝合线还能创建“完成线程诊断平台”，让不同的缝合线

运输的液体互相支持，而将传感器检测额数据和结果同步到智能手机和电脑中。 

“我们希望这些缝合线有可能被织入到骨科手术中，或者在外科手术中整合

到组织的伸出，为伤口的愈合以及慢性疾病的治疗提供宝贵的信息。”团队负责

人 Pooria Mostafalu 博士表示。 

 

来源：腾讯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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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手掌大小的设备能快速检测埃博拉病毒 

 

鉴定血样中埃博拉病毒的金标准方法要求把血样封在冷藏容器内送到远离

患者居所的专科化验室。这类化验室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方法检

查是否有病毒。血液中检测不到病毒后，体液中仍可能藏有病毒，冗长的化验过

程会延误对病毒载量的检测、治疗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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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科学技术院欧洲分院(KIST, Saarbrücken, Germany)的科学家及其同

行设计了一台仪器并做了测试，这台仪器能同时执行四路 RT-PCR，包括两份对

照和两份病人血样。传统化验需要几小时到一天多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而新化

验过程只需 30 分钟即可完成。所需血量为 100 纳升，可能只需从指尖采集。 

实验显示该设备能同时执行四路 PCR，包括一份阳性对照、埃博拉 RNA 和

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GAPDH) RNA 以及一份阴性对照。该设备成功检测到埃

博拉核糖核酸(RNA)。该检验不光能诊断疾病，还能生成每份样本含多少份 RNA

拷贝的信息。专家说这件工具还有望帮助医疗工作者在病人康复后追踪精液、乳

汁和眼液中的病毒载量。 

通过比较两份样本的临界循环数(CT)得到相对量化。整个过程包括逆转录、

PCR 扩增和融化曲线分析(MCA)，不到 37 分钟即可完成。下一步是集成样品制

备装置，形成一套一体化系统，输入样本后直接得到结果，供床旁诊断传染病之

用。 

 

来源：检验视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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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癌症血液基因检测真的靠谱吗？15000 例样本来说话 

 

癌症血液基因检测真的靠谱吗？公布在 2016 年 ASCO 大会上的一组数据

表明，ctDNA 的临床检测灵敏度达 90%左右，这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液态

活检研究。 

这组数据公布在 2016 年的 ASCO 大会上，研究人员通过一万五千多个样

本的研究表明，癌症血液基因检测的临床灵敏度达 90%左右，这也是迄今为止

规模最大的液态活检研究。 

规模最大的液态活检研究 

血液循环肿瘤 DNA（ctDNA）基因组分析为实体肿瘤提供了一种非侵入性

的检测手段，迄今为止，液态活检仅应用在适度规模的研究或案例分析中。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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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高精度及深度 ctDNA 测序技术对 15191 名 50 种不同肿

瘤的晚期患者进行体细胞基因组分析，共靶向 70 种基因。 

这些样本中，肺癌占 37%，乳腺癌占 14%，大肠癌占 10%，其他癌症占

39%，研究人员共收集了 17628 个血液样本用于 ctDNA 基因检测，还对 386

名患者的病变组织进行基因组分析。 

研究人员将所检测到的 ctDNA 突变频率与癌症基因图谱中的数据比对，并

通过与相对应的组织 DNA 检测结果进行比较，从而评估出 ctDNA 测序的精准

度。 

用数据说话，ctDNA 的临床灵敏度达 90%左右 

本次研究充分证实了癌症血液基因检测的临床效用性。检测结果发现，对于

肺癌、乳腺癌、大肠癌及其他癌症，ctDNA 的临床灵敏度分别为 86%、83%、

85%和 78%，ctDNA 测序精准度为 87%。 

研究人员通过比较发现，ctDNA 检测到的基因突变率与癌症基因图谱中的

结果吻合度在 92%和 99%之间。例如，与癌症基因图谱中的数据相比，EGFR

基因的 ctDNA 检测结果吻合度为 92%；对于 肿瘤样本，EGFR、BRAF、KRAS、

ALK、RET 和 ROS1 的突变率吻合度在 94%到 10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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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中血液基因检测在低 ctDNA 水平中也能检测到突变，大约一

半的突变在 ctDNA 水平不超过 0.4%的情况下被检测到，总体来说，血液样本

中 ctDNA 突变的检测率为 83%。 

解决临床样本不足的问题 

ctDNA 不仅提供了一种无创的检测手段，还能解决组织样本量不足的障碍。

研究人员表示，液态活检对肺癌患者特别有帮助，在本研究中，共有 362 例肺

癌患者，但 63%的患者没有足够的可用于分析的病变组织，但可通过 ctDNA 进

行检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拥有足量的血液 ctDNA，尤其是胶质母细胞瘤

患者，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由于 DNA 不能穿越血脑屏障所致。因此，研究人

员正致力于提高低水平 ctDNA 的检测灵敏度。 

研究人员说，“组织样本基因检测仍然是黄金标准，但组织样本往往不能满

足定性及定量分析，而液态活检对评估患者的疾病过程特别有用。” 

 

来源：生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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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鱼叉”设备允许医生无需通过心脏开腔手术就能完成二尖瓣

修补术 

 

据外媒报道，近日由 Harpoon Medical Inc 公司研发的一款设备或将彻底

改变二尖瓣修补术，从而帮助外科医生在无需进行心脏开腔手术的情况下就能修

复这个特殊的心脏问题。研究人员称这款设备为“鱼叉（Harpoon）”，在进

行二尖瓣修补术时这款设备已显示出 100%的安全性能。 这种影像导引装置证

实也比心脏开腔手术更加安全，病人也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康复。研究人员表示，

利用 Harpoon 设备进行二尖瓣修补术后，病人甚至在手术后第二天就能离开医

院。 

马里兰大学研究人员表示，传统的二尖瓣修复手术具有一定的风险，比如需

要进行心脏开腔手术并使用体外循环机等。 而患者在术后也需要承受了巨大的

痛苦，同时需几个月时间才能完全恢复。 不过 Harpoon 设备却能降低病人的

手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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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医生通过一个非常小的切口将这种棍状工具插入仍然跳动的心脏。 随

后，超声心动图显像将引导这种工具来到有缺陷的左房室瓣（又叫二尖瓣），随

后利用人工生物瓣膜修复血流问题。 

 

来源：cn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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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无懈可击的 DNA 检测技术，为何频频制造冤假错案？ 

 

在不少人眼中，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技术简直就是破案终极神器。

案件每到山穷水尽之际，一根毛发、一滴血、一点体液……但凡可能带上案犯一

丁点生物信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证据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拨开茫茫人群、直指

凶手。 

但问题是：DNA 检测技术到底能有多靠谱？它难道不会犯错吗？ 

【“铁证”下的冤案】 

美国休斯敦市民卡萝尔·巴蒂原指望 DNA 检测技术能证明儿子乔赛亚·萨顿

的无辜，结果却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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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16 岁的萨顿和邻居格雷戈里·亚当斯走在大街上，被一名强奸案

受害者指认为凶手。两人都有案发时不在场证明，且身材与受害者起初向警方描

述的大相径庭。他们寄望于 DNA 技术能证明自己清白，同意抽血查验。 

警察局刑侦实验室分析员克丽丝蒂·金从两人和受害者身上分别提取 DNA

样本后，排除亚当斯作案嫌疑，却认定萨顿 DNA 和受害者阴道拭子采集物“一

致”。很快，萨顿因强奸罪获判 25 年监禁。 

巴蒂为儿子四处求救，但不少律师一听说案件证据涉及 DNA，就拒绝接手。

直到４年后，她无意中看到当地电视台一个调查节目，才重新燃起希望。 

这档节目介绍，休斯敦警局刑侦实验室作为得克萨斯州数一数二的公立法医

中心，每年要处理至少 500 起案件的 DNA 证据。节目组根据线人举报，将实验

室数十份 DNA 图谱交给第三方专家分析后发现，警方技术人员常常连最基本的

样本都能搞错。 

“如果这能叫不称职的话，”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犯罪学教授兼律师威

廉·汤普森评论说，“他们就是严重不称职，一而再、再而三严重渎职。” 

节目播出后，不少人致电节目组，讲述自己因 DNA 检测蒙冤的遭遇。萨顿

是蒙冤入狱者之一。节目组将巴蒂介绍给汤普森后，他和同为律师的妻子从两大

箱审讯资料中发现了疑点：要为一个人建立可靠的 DNA 图谱，分析员需从这个

人身体多处部位采集样本，每个样本提取的 DNA 特征应完全一致。但资料显示，

金从受害者两处血液和一处唾液中提取的 DNA 特征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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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森说，如果技术员金没能从同一个人身上获取一致的 DNA 片段，又怎

能指望她从可能混有 3 个人基因片段的阴道拭子采集物中正确区分出个体 DNA

呢？更重要的是，根据金的测试，萨顿的 DNA 与从案发现场精液样本提取出的

基因标记并不相符。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男孩无辜，但“当年没有人告诉法官这些

事”。 

很快，巴蒂找到了新律师，萨顿重获自由，真正的强奸犯在 2006 年另一起

案件中落网，金则被炒了鱿鱼。但她的律师说，这不是金一个人的错，是整个体

系出了故障，比如监管不力。 

2014 年，休斯敦市关闭刑侦实验室，将业务移交给新成立的独立鉴定机构

——休斯敦法医学中心，旨在保证鉴定机构独立性。但对巴蒂而言，一切都晚

了。儿子由原来前途无量的橄榄球员变成街头混混，目前因打人受审。当记者问

她是否怪罪 DNA 技术时，她答道：“不。DNA 是科学，你不能怪它。你只能

怪那些错误使用它的人。” 

汤普森说，众多案例证明他多年来对 DNA 检测风险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事实上，“这不再是有没有可能犯错的问题，而是到底犯了多少错、我们该如何

纠错的问题”。 

【迷信是如何养成的？】 

DNA 检测技术起源于学术界，建立在人体遗传学基础上，自带强大的“科

学”光环，很多人相信它能最大限度排除掉主观干扰。“相对于 DNA 技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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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法医鉴定手段都不能如此精确、可靠且高度肯定地显示证据和某个具体个人或

来源存在联系，”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曾如是说。 

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 1986 年将开发的 DNA 指纹技术第一次用于

刑事案件侦查，帮警方侦破悬案、抓到真凶，法医鉴定技术从此迎来新纪元。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杰伊·阿伦森说，DNA 检测技术最初进入美国时也受

到种种干扰，部分辩护律师认为它不足以成为呈堂力证，理由是它没有通过弗赖

伊测试，这一测试标准要求采纳科学证据时，专家证言依靠的原理和方法必须得

到其所属领域普遍接受；一些着名高校则抱怨那些商业检测机构对具体技术讳莫

如深、不够透明。这些争议问题后来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 

如今，DNA 检测技术得到不断完善，美国联邦调查局建立起强大的 DNA

联合检索系统（CODIS），同时给予一大批私人实验室相关资质认证，寻求将

样本收集和存储程序标准化。人们对它的可靠性也越来越深信不疑。 

律师巴里·舍克和彼得·诺伊费尔德以 DNA 检测分析技术为武器，替不少他

们认为受种族歧视所害的被告翻案，迄今，二人赢得 178 场上诉，其中多数被

告为黑人。在他们眼中，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失职时，“DNA 检测能伸张正义，

成为还原事实真相的一种途径”。 

DNA 技术更大的作用是帮警方查找真凶。美国各州、县、市级的刑侦实验

室数量翻倍增长，申请检测 DNA 证据的案件也越来越多。2000 年，联邦调查

局 DNA 联合检索系统成立刚两年，保存的 DNA 图谱不足 50 万份，协助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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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事案件约 1600 起。截至 2015 年，该系统存储的 DNA 图谱已超过 1500

万份，仅去年一年就协助侦查了数万起案件。 

如今，随着《犯罪现场调查》等刑侦局热播，DNA 证据的权威性越来越深

入人心。密歇根州法官唐纳德·谢尔顿 2008 年在安阿伯市随机调查 1000 余名陪

审员时发现，四分之三的人希望检方在强奸案中提供 DNA 证据，近半数人希望

在谋杀案证据中出现 DNA，22％的人则希望每起刑事案件中都能提供 DNA 证

据。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则发现，在性侵案件中，DNA 证据的存在会使案件受审

的可能性增长一倍、被告定罪的可能性增长 32 倍；谋杀案中，DNA 作证时案

件受审可能性增加 13 倍、定罪的可能性增加 22 倍。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

协会说，仅仅提及检方打算引入 DNA 比对，也足以震慑到被告当场认罪。 

“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几乎不再讨论（DNA）采样、分析和保存问题，”与

DNA 证据打了 20 年交道的旧金山律师比卡·巴洛说，“DNA 证据很难被推翻。

多数情况下，对不少律师来说，跟 DNA 作对代价太高、太费时间。” 

【错误频频为哪般？】 

看似无懈可击的 DNA 检测技术，为何频频制造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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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人类 99.9％的基因完全一致，只有确认尽可能多的特殊等位基

因，才能将范围精确缩小到某个个体，这就是为何杰弗里斯当年在刑事案件中引

入这项技术时强调必须大量取样、对比测试、反复确认。 

依据目前美国多数鉴定实验室标准，分析员通常要比对 13 个位点的等位基

因就能基本确定两个个体样本是否来自同一人，因为这些基因在两个人身上完全

相同的概率不足十亿分之一。但如果一个样本涉及两人，需要比对的等位基因数

要翻一倍；如涉及三人，比对数增长两倍；以此类推。要从中分析出具体牵涉几

人、分别是谁，难度可想而知。一旦样本过小或受损，如握手导致基因重叠等，

就可能造成等位基因缺失或出现在本不存在的地方，这时如何甄别就变成一件很

主观的事。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学家伊迪尔·德罗尔和美国州立博伊西大学生物

学教授格雷格·汉姆皮基亚展开过相关研究。他们 2010 年得到一份强奸案资料，

破案关键取决于 DNA 分型结果。一名被告为获减刑，告发同伙，当时两名法医

得出结论：受害者体内提取的精液混合物中不能排除这名同伙作案可能，最终该

同伙被判有罪。德罗尔和汉姆皮基亚将 DNA 证据交给 17 家资深实验室检测，

没有介绍案件详情，仅让它们判断精液中是否包含那名同伙的 DNA。结果，仅

一家实验室认为精液中可能包含他的 DNA，另 12 家排除他的嫌疑，还有 4 家

表示无法断定。 

德罗尔和汉姆皮基亚在报告末尾引用一位前辈的话写道，要想从一个混合多

人基因的物证中确认某人身份，“10 名专家检测，可能会有 10 个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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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埃琳·墨菲说，DNA 检测技术本意是为了消除人的主观干

扰，然而她“研究得越深入，就越发现主观性仍存在”。 

墨菲去年出书回顾 DNA 分型出错的案例，认为出错原因大致分两种。一是

取样或分析时样本受污染或被调换。内华达州一名黑人男孩就是因为警方误将他

的 DNA 当成案犯样本送进实验室而白白坐了 8 年冤狱，而美国橄榄球明星

O·J·辛普森因涉嫌谋杀妻子受审时，他的辩护律师就以关键性的 DNA 物证在采

集时被污染为由帮他脱罪。二是 DNA 转移，即细胞遗传物质在不同个体以及个

体与物体间传递。我们接触人或物、说话甚至洗衣服时，难免会发生 DNA 转移，

且很难溯源。由于每个人身上脱落的细胞数量不一样，某一物体上最清晰的 DNA

图谱不见得来自最后一个接触该物体的人。 

墨菲说，如果取样时小心谨慎，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样本受污染，但 DNA 转

移几乎无法避免。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不少实验室追求从尽可能少的证据和样本

中提取遗传信息，这种技术看似尖端，却更可能污染样本或遗失等位基因，制造

冤案。 

墨菲最后在书中写道，目前尚没有权威数字统计显示到底有多少人因 DNA

证据出错而蒙冤受指控甚至入狱。但是，“这个漏洞百出的刑事审判系统即使出

现错案也不懂得反思，而现在它的武器库中又添了一件强大的武器”。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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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澳洲创客完成全套 3D 打印外骨骼：手足俱全 

在过去两年里，来自澳大利亚的设计师 Alex Czech 一直在打造一套 3D 打

印的外骨骼，他的灵感来自于好莱坞大片《极乐空间》，影片 镇南关马特·达蒙

扮演的角色穿着科幻装置去完成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Czech 开始的目的是制作 3D 打印的通用关节，最终却做出一个令人印象深

刻的 3D 打印外骨骼手。它包含了 13 个成品零件，这是用 Up Plus 2 3D 打印

机打印而成，该打印机的建造尺寸为 14×15×15 厘米。这表明 Czech 的设计包

含一整套，他一直在不断进步，从一个完整的 3D 打印手臂到现在这个完全 3D

打印的腿和脚的外骨骼。 

 

Czech 的这套 3D 打印装备是纯粹为了娱乐，最有可能吸引的是众多的

cosplay 爱好者，但是我们敢说几乎任何人都想试试这个设计。不过首先，你需

要从 Cults 中下载文件，价格为 21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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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ech 仍然用他的 Up Plus 打印了所有这些部件，还使用了澳大利亚制造

的 Wombot Exilis 3D 打印机，它提供了 10×10×13 英寸的建造尺寸。他还表

示外骨骼零件穿起来很舒适，将来他还计划进一步使用机器人技术。 

“你下载的文件经过了无数个小时的测试打印，它为你提供最自由的运动，

同时还让你感觉到牢固而可靠。”Czech 说：“我觉得这个模型让我们进一步接

近《极乐空间》中马特·达蒙的外骨骼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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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购买并下载了文件，你需要看看免费的 3D 打印指导手册，然后再组

装外骨骼腿和外骨骼脚。Czech 称打印件需要用 ABS 3D 打印线材制作。 

 

对于外骨骼腿，你需要购买以下额外的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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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金属螺丝（钣金自攻螺钉 8G×15mm） 

超级胶 

（4）搭扣（通过 Thingiverse 打印或使用旧搭扣） 

（1）旧皮带 

（4）一些黑色塑料 

对外骨骼于脚，你需要准备的有： 

（8）金属螺丝（钣金自攻螺钉 8G×15mm） 

（12）金属螺丝（钣金自攻螺钉 8G×40mm） 

超级胶 

（4）搭扣——通过 Thingiverse 打印或使用旧搭扣 

（2）一些黑色塑料 

为了帮助您完成这一项目，Czech 还提供了详细的指导教程和相关视频来教

您组装零部件。因此，尽管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但也不是无迹可寻的。

Czech 还提供了一些小技巧来教您完成其中的一些复杂的装配步骤。 

 

来源：天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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