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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一) 九泰药械原创：有关创新医疗器械申请的 Q&A 

Q：可以在什么网站上查询专利呢？ 

A：九泰药械推荐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的专利检索与查询入口：

http://www.sipo.gov.cn/zljsfl/ 

 

Q：必须是在中国取得或公开的专利吗？国外的可以吗？ 

A：必须是中国的专利。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境外企业在申请专利时会选

择 PCT 途径递交国际专利申请，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所以跨国企业在中国取

得专利权的情况并不鲜见。 

 

Q：必须是发明专利吗？实用新型可以吗？ 

A：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在《创新医疗器械特别

审批程序（试行）》（以下简称《程序》）中，明确表示为“核心技术发明专利

权”，所以只能是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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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取得专利权后，才能申请走创新通道吗？ 

A：不是。在《程序》中表明可以为“取得”或“公开”专利两种情况。在

这里九泰药械普及一下专利的申请过程：申请专利→初步审查→公开专利申请→

三年内经申请人请求后，进入实质审查程序→合格后授予专利。所以，“公开”

比“取得”专利的门槛低很多。 

附：《专利法》第三十四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发明专利申请后，

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要求的，自申请日起满十八个月，即行公布。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早日公布其申请。 

据有关人士透露，在申请日当天即能请求公开，广大企业可以利用这一点尽

快实现公布专利。据调查，北京华脉泰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腹主动脉覆膜支

架系统”（公示期：2015 年８月 11 日至 2015 年８月 24 日），其对应的专利

《一种腹主动脉覆膜支架》的申请日为 2014.12.11，公布日为 2015.03.11，只

用了 4 个月就完成了专利公布，当然还有比这个还快的案例。 

 

Q：专利权是申请创新通道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 

A：当然是必要非充分条件。除了专利方面的要求，CFDA 还要求申报产品

必须具有两大亮点，即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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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进展到什么阶段可提出创新医疗器械申请？ 

A：已完成产品的前期研究并具有基本定型产品。对是否完成型式检验和临

床试验没有要求。 

 

Q：和常规的注册申报资料想必，创新医疗器械申请需要提交哪些特别的资

料： 

A：在《程序》第四条中列出了所需提交的资料，其中以下两款属于特别之

处： 

（二）产品知识产权情况及证明文件。 

（五）产品创新的证明性文件，至少应当包括： 

1.信息或者专利检索机构出具的查新报告； 

2.核心刊物公开发表的能够充分说明产品临床应用价值的学术论文、专著及

文件综述； 

3.国内外已上市同类产品应用情况的分析及对比（如有）； 

4.产品的创新内容及在临床应用的显著价值。 

所以，专利、查新报告和相关文献是三项最基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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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创新医疗器械的申请程序是怎样的？ 

A：请见下方图示： 

 

Q：创新医疗器械申请流程需要多长时间？ 

A：由上图可以看出，受理后 50 个工作日即可得到审查决定。对于境内申

请人而言，要增加受理前省局初步审查的时间（20 个工作日），总计 70 个工

作日。（注：《程序》中未对省级向受理中心，以及受理中心向创新医疗器械审

查办公室的资料流转时间做出规定，所以总共所需的时间应当在前面的基础上增

加一些时日。） 

 

Q：确认为创新医疗器械后，多长时间能拿到注册证？ 

A：取决于两个方面：1）受理前的资料准备时间（取决于申请人何时完成

注册检验、临床试验等（如需））；2）注册审评审批时间。 

例：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的“恒温扩增微流控芯片核酸分析仪”的公示期

为 2015 年 2 月 3 日~2015 年 2 月 15 日，2015 年 4 月 20 日即取得注册证，

从公示到取证只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为此 CFDA 还单独在其官方上发文公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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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众（参：《恒温扩增微流控芯片核酸分析仪获批》 2015 年 5 月 5 日）。由

此推测，CFDA 方面的审评审批流程总时限可以由原来的 128 个工作日（三类

产品，不含补充资料与质量管理体系核查时间）压缩到两个月左右时间（甚至可

能更快）。 

 

Q：创新医疗器械在临床试验上是否有优待呢？ 

A：《程序》中没有针对临床试验提供任何便利。 

第十五条 创新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应当按照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相关规定

的要求进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临床试验的进程进行监督检。 

小编推测，一方面的原因是临床试验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合适的病

人及受试者入组快慢，这不是 CFDA 一声令下就能加快的；另外一方面也取决

于临床试验机构的配合程度——虽然临床试验机构的资质认定和复核工作由

CFDA 负责，不过医院们总体上还是归卫计委管辖，还承担着大量的临床工作，

CFDA 想要给创新医疗器械提供便利也有些力所不及啊。所以，九泰药械建议广

大企业，如需开展临床试验的话，就不要等着取得创新医疗器械认定结果及其带

来的优先检验待遇了；不管是否能走绿色通道，早检验、早开展临床试验才是明

智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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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以上信息，广大医疗器械企业是不是在考虑对研发加大投入了呢？“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只是总理的一句口号，它的背后是各项扶持政策的出台和

落实。在医疗器械领域，《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试行）》的实施即是最

有力的说明。九泰药械希望和广大企业共同努力，让越来越多的创新医疗器械在

国内外成功注册和上市销售。 

 

原创：九泰药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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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一) 总局关于发布临床试验的电子数据采集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2016 年第 114 号） 

 

附件 

 
临床试验的电子数据采集技术指导原则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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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技术在临床试验中越来越多地被采用，它与传统的基于
纸质的采集方式不同，具有数据及时录入、实时发现数据错
误、加快研究进度、提高数据质量等优势，因此各国药品监
管部门都鼓励临床试验中采用电子数据采集技术以保证数
据质量。 

为了促进我国临床试验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真
实性和可靠性符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和监管部
门相应技术指南的原则要求，有必要对临床试验中应用电子
数据采集技术的基本考虑和原则进行明确阐释，本指导原则
通过对电子数据采集技术的概念和基本考虑，电子数据采集
系统的基本技术要求以及在临床试验实施不同阶段的应用
要求的详细阐述，旨在帮助和指导相关各方，包括申办者、
合同研究组织（CRO）、临床研究者等在临床试验中规范合理
地应用电子数据采集这一技术。 

二、电子数据采集的定义 

电子数据采集（Electronic Data Capture, EDC）是一种基
于计算机网络的用于临床试验数据采集的技术，通过软件、
硬件、标准操作程序和人员配置的有机结合，以电子化的形
式直接采集和传递临床数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电子设备如平板电脑、智能

手机、扫描仪等已具备作为 EDC 终端的条件，EDC 系统已能

将基于网络的交互应答系统（IWRS）、药物警戒系统、数据

分析和报告系统、试验药品管理系统等整合成一体；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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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认的数据标准（如 CDISC）也正在 EDC 中得以应用。 

三、应用电子数据采集技术的基本考虑 

当今时代，临床试验的各个阶段（从准备到研究结束）

都离不开计算机化系统的辅助，而确保数据质量及其真实完

整性是使用 EDC 系统的根本要求。 

（一）数据质量与真实完整性 

数据质量和真实完整性是对整个临床试验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进行正确评价的基础，是药品监管科学的核心要素。

申办者在进行电子化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的过程中应建立完

善的基于风险考虑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遵循数据质量的

ALCOA+原则，即可归因性（Attributable）、易读性(Legible)、

同 时 性 (Contemporaneous) 、 原 始 性 (Original) 、 准 确性

(Accurate)、完整性(Complete)、一致性(Consistent)、持久性

(Enduring)和可获得性（Available When Needed）。 

（二）系统的风险管理 

电子化系统的风险管理对于保证临床试验的数据质量

和真实完整性十分重要。风险管理的基本过程包括风险严重

性的评估、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分析、实际风险的监测、风险

的纠正和预防等方面。 

（三）生命周期 

EDC 的生命周期包括两个方面，即 EDC 系统本身的从开
发到退役的整个过程，和投入运行后的 EDC 系统在服务于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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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试验项目过程中的运营周期。 

1.系统的生命周期 

一个计算机化系统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历经开发、运用、
维护和退役等多个阶段。EDC 系统的生命周期包括：立项、
用户需求、系统需求、系统设计、系统开发、系统测试、系
统发布、系统维护更新、系统退役等。计算机系统的生命周
期规范是要确保系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被验证过的状态。 

2.项目应用的生命周期 

申办者在选择 EDC 系统时，应对系统进行严格的评估和
审查，以确保用于临床试验的 EDC 系统符合本指导原则的要
求。EDC 系统服务商应能提供完整、规范的系统验证文档。
实际项目在投入运营前应完成用户接受测试（ User 

Acceptance Testing，UAT）。 

项目应用的生命周期包括但不限于：eCRF 构建、系统设
置、用户接受测试、数据采集、数据核查、数据锁库、数据
导出、数据及系统保存、系统下线与归档等。 

四、电子数据采集系统的基本要求 

EDC 系统作为一种计算机化系统，由所有相关的软硬件

及其配套环境组成，包括功能性软件、配套的硬件设施、研

发和使用人员的资历和培训、设备运行管理（如标准操作程

序、维护等）及系统应用环境（如变更管理和安全保障、后

台数据存储要求和管理、不同系统间的数据交换管理及其程

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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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软件 

1.系统开发 

在系统开发之前，开发者要对系统的整体构架、运行环

境、底层数据库结构、用户需求、功能模块、技术参数等制

定周密的开发计划，并在开发过程中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开

发过程中对计划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开发日志、测试记录、

验证计划和记录、系统发布文件等均需存档备案。开发者必

须建立系统开发规程及其文件审批程序，并存档备查。 

2.系统验证和版本控制 

系统验证必须在 EDC 系统上线运行（包括系统升级版本

或升级相关模块）之前完成。系统验证必须有标准操作程序，

并对涉及的人员及相应的职责明确规定。系统验证的相关文

档必须齐全，包括： 

—系统验证计划书 

—系统测试脚本 

—系统测试结果 

—系统测试报告 

—系统验证证书 

开发者应当建立版本更改控制操作规范，避免未授权的
系统变更及其运用。EDC 升级时，必须对前一版本完全兼容，
确保系统升级后能正确地读取原有数据，而不会对原有数据
造成任何破坏或丢失。 

3.系统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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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CRF 构建 

EDC 系统应具有生成符合临床试验方案的电子临床病例
报告表(eCRF)的功能。 

（2）数据保存和稽查轨迹 

EDC 系统一旦保存输入的数据后，系统应对所有数据的
删改保留稽查轨迹，稽查轨迹不允许从系统中被删除或修改。 

稽查轨迹包括： 

—数据的初始值，产生时间及操作者； 

—对数据的任何修改，日期和时间，修改原因，操作者。 

（3）逻辑核查 

EDC 系统的最大的优势是在数据进入系统时，能够对数
据进行实时自动逻辑核查，比如数据值的范围、逻辑关系等。
自动核查的条目根据不同临床试验的具体情况在数据核查
计划中制定。EDC 系统应具备构建逻辑核查功能模块。 

（4）数据质疑管理 

EDC 系统应该配置临床试验数据质疑产生、发布、关闭
的功能模块。数据管理员和/或临床监查员经授权后可以通过
质疑管理模块将数据质疑发布给临床研究机构；临床研究机
构对有质疑的数据进行确认、解释或更正；经授权的数据管
理人员根据答复情况来决定是否关闭该数据质疑或将答复
质疑不符要求的数据再质疑。数据质疑记录痕迹应予以保存
备查。 

（5）源数据核查确认 

源数据核查确认是确保临床数据真实完整性的必要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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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一。临床监查员负责对保存在 EDC 系统中的数据进行源
数据核查。源数据的确认可借助系统的数据质疑功能完成。
对源数据的核查工作，EDC 系统应具备标注的功能。 

（6）电子签名 

EDC 系统应具有电子签名功能，其适用于要求电子签名
的所有电子记录，包括产生、修正、维护、存档、复原或传
递的任何形式的电子表格。电子签名可采用登录密码和系统
随机产生的授权码来实现。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的关联性和
法律等效性应当在被授权用户实施电子签名前声明并确认，
被授权的电子签名与其书面手写签名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应。 

（7）数据库的锁定 

EDC 系统应该具备防止核查过或确认过的清洁数据被更
改的锁定功能。临床数据清理工作完成后，EDC 系统应当具
备数据库锁定的功能。 

（8）数据存储和导出 

EDC 系统应当能储存、导出或转换成符合临床试验稽查
要求、药品审评要求的数据格式。 

（二）硬件 

采用 EDC 系统需考虑服务器和终端计算机的条件是否
满足系统的环境运行要求，如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
浏览器、中央处理器（CPU）速率、网络或系统负载配置及
其响应速度、硬盘与内存大小、多媒体数据支持功能配置
需求（图像、视频、声音等）等。硬件的管理应当由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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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操作程序进行规范。 

（三）人员 

1.系统培训 

EDC 系统在投入临床试验项目运行之前，申办者或其委
托的第三方应及时组织实施对所有 EDC系统使用人员的培训。
适时、充分的培训是正确操作 EDC 系统的关键。系统使用人
员培训合格后才能获得相应的使用权限。培训记录必须存档
备查。 

2.技术支持 

申办者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应提供全天候的系统技术支
持，以确保临床试验的顺利进行。 

（四）系统的环境及使用要求 

1.物理和网络环境 

系统应安装在安全的物理环境中，物理环境的安全性一
般可通过如下措施得以保障：对载体接触人员的限制、记录
和监控；双电源或 UPS；防震、防火、防水、防热、防潮（非
主观的）；防破坏、防盗窃（主观的）等。 

系统的网络环境，即数据传输的电子网络（如互联网或局
域网）所处的环境，亦应保证安全，一般可通过如下措施得以
保障：建立防火墙或其他软硬件等以防病毒、木马、黑客、间
谍软件入侵。 

2.数据的安全性 

系统服务器及其数据库应优先考虑远程或异地备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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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系统运行的连续性和数据的安全性。当无法实现时，应
使用离线备份装置定期备份并在适当的物理环境中予以保
存。 

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控因素造成 EDC 系统运行中断时，
EDC 供应商应有相应的应急预案，并根据服务器和数据库备
份，使 EDC 系统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运作。 

3.权限控制 

EDC 系统应具备用户管理、角色管理和权限管理功能模
块。 

EDC 系统的所有用户必须拥有唯一的用户名和密码组合。
密码在系统内部必须以加密方式存储，建议定期更换以增加
系统的安全性。也可以用动态口令卡、USB-KEY 数字证书、
生物学标记（如指纹）等更高级别的安全措施来替代密码。 

EDC 系统应保存用户每次登录的日期和时间、IP 地址、
操作内容和操作者。 

4.系统的标准操作程序 

无论是 EDC系统的服务供应商还是用户都应当建立管理
EDC 服务、运营和维护的标准操作规程（SOP），并在实际使
用和管理中遵循 SOP。所有执行或实施 SOP 的记录需存档备
查。 

五、电子数据采集系统的应用要求 

（一）试验启动阶段 

1.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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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办者的准备工作 

在采用 EDC 系统开展试验启动阶段，申办者或其委托方
应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确保参与研究的所有工作人员接受
相应的培训以胜任各自所承担的工作，保证临床试验的顺利
实施和质量控制。 

（2）研究机构的准备工作 

临床研究机构应在试验开始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包
括机构的网络环境、计算机设备、硬件、软件的准备，EDC

操作人员的培训、与 EDC 相关文档及其管理 SOP 的准备等。
良好的网络环境是临床机构使用 EDC 系统的前提。EDC 系统
操作人员应受到培训，并具备足够的经验去完成 EDC 中的角
色所规定的职责。 

（3）用户技术支持 

申办者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应为 EDC系统用户提供及时有
效的技术支持。EDC 系统的操作人员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技
术支持人员；技术支持在合理的时间内能够解决问题，如忘
记密码、权限管理错误、无法解决的录入错误等。用户技术
支持可以采用在线帮助和热线电话等方式。技术支持人员要
在试验开始前签署系统技术支持服务协议或合同。 

2.数据库的构建与测试 

数据库的建立及用户测试要在研究项目招募第一个受
试者之前完成。研究机构的准备、用户权限设置、相关培训
和用户技术支持等工作也需在招募受试者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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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CRF 的构建及外部数据与 EDC 的整合 

数据管理人员在设计 eCRF 时，应严格依据研究方案采
集与研究分析内容相关的数据点。eCRF 设计时应考虑到对受
试者隐私的保护。数据管理人员对所需采集的数据点应预先
定义，构建 eCRF时应生成注释 eCRF，并形成 eCRF填写指南。 

EDC 系统的数据库构建应当依赖于临床试验方案，以项
目的 eCRF 为依据。建库完成后应进行数据库测试，以确保
相关程序正确运行。 

临床试验中需要采集很多病例报告表以外的外部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通过第三方以电子化形式传输到数据库，因此
在设计外部数据整合时需要定义数据传输所需的数据点及
相对应变量，并确定完整的变量列表。变量列表应包括对每
一个变量类型的定义,如数值型、字符型、日期型等。同时需
要对特殊字符和绝对值进行明确定义。传输协议应约定传输
的方法和频率，并且应对数据传输失败时如何进行重新传输
有明确的规定。 

（2）逻辑核查的构建 

逻辑核查是 EDC 系统针对数据库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
和准确性而进行的核查方式，可采用自动逻辑核查与人工逻
辑核查两种方式。数据管理人员需结合所应用 EDC 系统特点
并根据项目实际要求进行逻辑程序的设计和测试。当遇到不
合理数据时，系统可以提醒研究者进行录入数据的检查，但
不能阻止数据的继续录入，也不能诱导研究者录入所谓“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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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 

（3）用户接受测试 

用户接受测试由申办者或其委托的第三方负责，由 EDC

系统的使用者，如数据管理人员进行测试，将模拟数据录入
EDC 系统，测试系统是否按照设计要求对所有数据正确储存、
逻辑核查正确执行、外部数据能与 EDC 系统正确整合。在招
募第一个受试者之前数据管理人员需要完成全部测试，测试
流程由下列步骤组成：准备测试计划书，输入测试数据，执
行测试，签署、确认及归档测试结果。 

数据库测试 

数据管理人员应当在测试数据库之前制定测试计划书，
测试系统功能是否与前期设计及说明书一致。测试内容包括：
浏览及录入页面设计，各个访视顺序、访视中的录入表格顺
序及每个数据点的顺序；不同用户浏览权限的准确性等等。 

逻辑核查测试 

数据管理人员还需要测试 EDC系统能否按照预先设计准
确执行质疑提示的触发和关闭。测试时需考虑尽可能多的逻
辑情况，用正确和非正确的数据反复测试触发功能。同时要
测试质疑信息的文字与预先的设计是否一致。 

数据管理人员还需要测试外部数据与 EDC系统整合的正
确性，可能包括医学编码系统、交互语音/网络应答系统
（IVRS/IWRS）、受试者报告结果（ePRO）、中心实验室数据

外部数据与EDC系统整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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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据管理人员需依据传输协议要求，测试外部数据能否
正确完整地导入 EDC 系统。任何一种影响外部数据及 EDC 数
据的关键变量的改变都可能导致数据整合失败，因此，任何
外部数据库或数据库结构改变后，都应重新进行测试。 

3.上线使用 

当电子病例报告表、逻辑核查和数据库的设计开发完毕，
数据管理人员需确认所有设计开发步骤成功通过用户测试，
确认所有设计文档和测试文档最终签字、存档。一切准备就
绪，EDC 系统即可上线。 

签字与存档 

每一步测试内容及结果需要测试人员签字确认并存档。
对每一次程序修改，测试人员都要对更改部分以及与更改内
容相关的数据点重新进行全面测试并签字、确认及存档。全
部测试结束后总负责人需要签字确认及存档。 

（4）eCRF 填写指南 

eCRF 填写指南是提供给研究人员有关如何正确填写病
例报告表的填写细则。填写指南应清晰易懂，对每页表格及
各数据点都应有具体说明，强调 EDC 系统的功能与安全、操
作注意事项和技术支持信息，明确说明电子签名的使用方法
和要求、数据填写及更改的正确方式，并明确有特殊要求数
据的填写规则。 

（二）试验进行阶段 

1.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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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据包括研究者检查获取的、仪器自动采集的以及受
试者日志等，可以是纸质来源，也可是电子来源。采集的方
式包括通过终端的人工录入或自动载入数据库。 

2.数据录入要求 

研究人员需按照GCP和研究方案要求来采集受试者数据，
同时依据申办者制定的填写指南准确、及时、完整、规范地
填写 eCRF。 

研究者必须保存研究记录和数据，包括电子源数据和电
子文档。每个数据点都必须在研究机构有原始文档支持。凡
被作为原始信息的记录或者文档（即受试者原始数据）需妥
善保管以供申办者的稽查及监管部门的视察。 

临床试验采集的数据需在每次访视后依据项目要求尽快
录入数据库。具体的录入时限要求一般在数据管理计划中详细
规定。 

3.数据核查 

数据管理人员应根据事先制定的核查计划进行充分的
核查以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具体内容与方式参见监
管部门的相应技术要求。 

对于采用 EDC 技术的临床试验，特别要注意确保外部数
据及时整合至 EDC数据库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数据一致性核
查，常见的外部数据核查包括实验室外部数据、电子日志、
交互应答系统的数据与整合后 EDC 数据库的核查等。 

4.源数据核查确认 

mailto:xm.li@gzboji.com�


 壹周医械汇  第 21 / 167 页 
 

 
 (020)29896535   xm.li@gzboji.com 

 

研究机构应该根据监管要求保留源文件。源数据核查确
认一般是由临床监查员对试验采集数据和源文件的一致性
进行的检查，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远程进行，并需 EDC

系统内标注和记录。 

5.变更控制 

EDC 在使用中变更的原因一般来自两个方面：系统更新
或研究方案的修订所导致的数据采集发生变化。变更过程须
严格控制，详细记录变更内容、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并确
保原有数据无损。变更后的系统需进行充分测试，重新上线
时应及时以适当的途径告知所有系统使用人员。 

6.研究者签名 

在数据录入完成，并且所有数据质疑都已关闭后，研究
者在 EDC 系统里对 eCRF 做电子签名。签名后 EDC 系统一般
不再允许数据改动。如果签名后有任何数据改动，则电子签
名无效。 

7.监管部门的现场视察   

临床试验进行中的现场视察，应在 EDC 系统中为视察人员
分配仅限浏览功能的用户权限，视察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关闭该
权限。 

（三）试验结束阶段 

1.数据库的锁定 

无论是基于纸质 CRF 的临床试验还是基于 EDC 系统的临
床试验，数据库锁定都是临床试验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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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锁定前，必须完成既定的数据库锁定清单中要求的所有
任务，同时要最终核实研究者的电子签名。 

（1）核实电子签名 

使用 EDC 系统的研究，要在数据库锁定之前，核实研究
者在 eCRF 上的电子签名，以确认 eCRF 的数据是完整的和准
确的。如果在已经签名的 eCRF 上改动某个数据，研究者必
须在该 eCRF 上重新签名。 

（2）数据库锁定 

数据库锁定的条件和流程应遵守数据库锁定的 SOP。当
完成了数据库锁定清单的所有任务，核实了研究者的电子签
名，完成了数据质量评估，数据库锁定得到批准，并通知试
验相关人员之后，方可正式进行整个数据库的锁定，取消所
有用户对数据的编辑权限。锁定后的数据可以用作最终分析
和归档。 

（3）数据库解锁 

EDC 系统应该具备解锁功能以允许对锁定后的数据进行
必要的更改。数据库一般不得解锁，如需解锁，其解锁条件
和流程必须执行相应的 SOP，且解锁的过程必须谨慎控制，
仔细记录。 

2.归档 

临床试验数据（包括原始病历，源文件等）的归档应当
严格遵守 GCP 以及法规的要求。 

在数据库最终锁定后，即可对 eCRF 进行归档。归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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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应包括整个试验过程中采集到的所有受试者的数据及其
稽查轨迹, 以确保自数据库创建后，在 EDC 系统中发生的所
有数据的录入和修改都有保存和记录，以便稽查时数据的重
建。 

临床试验结束后将关闭 EDC 系统，如监管机构进行现场
视察，应向视察人员提供所要求的归档文件，以重现试验的
数据管理过程。 

（1）研究机构的归档文件 

研究结束后，申办者将归档的 eCRF 存储在比较持久的、
且不能进行编辑的储存介质中，并交研究机构保存。机构应
以签名的方式确认接收，该签字文档也应归档备查。研究机
构应按法规要求保存相关文档，基于 EDC 系统的临床试验应
保存 PDF 格式的 eCRF，申办者要确保提供给研究机构的 eCRF

的质量，其他保存的文件参照 GCP 的要求。 

（2）申办者的归档文件 

采用 EDC 系统进行的临床试验，除了 GCP 对临床试验文
件保存的要求外，还要保存以下的文档，但不限于： 

1）数据管理计划书和数据管理总结报告； 

2）数据核查计划； 

3）用于统计分析的清洁数据库； 

4）eCRF 构建的全套内容，包含 eCRF 表单、逻辑核查、
衍生变量等； 

5）空白的 eCRF 和注释 eCRF（PD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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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个受试者完整的 eCRF（PDF 格式）； 

7）每一研究机构收到 eCRF 归档的确认函； 

8）EDC 用户手册、eCRF 填写指南； 

9）与 EDC 系统和流程相关的 SOP； 

10）EDC 系统的验证文件； 

11）EDC 系统用户接受测试文件； 

12）各机构研究者的电子签名声明； 

13）研究过程中的 EDC 系统的变更（如系统升级，eCRF

版本升级等）的测试文件与再上线通告； 

14）与 EDC 系统恢复有关的文件； 

15）EDC 系统技术支持服务协议或合同； 

16）申办者和研究人员的培训材料与培训记录等培训证明文
件； 

17）锁定后研究数据的更改记录； 

18）稽查轨迹； 

19）用户权限历史记录（所有 EDC 系统用户的用户名，
访问权限，及其发布、更改，或失活的日期）； 

20）灾难恢复过程的相关文件； 

21）研究过程中的应急计划的相关文件。 

由于归档 eCRF 中通常会包括多种不同格式的数据信息，
因此归档文件也可能采用多种文件格式，并在不能进行编辑
的储存介质中保存。 

六、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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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化系统（Computerized System）：临床试验中计算
机化系统不单单是指计算机运用本身。计算机化系统中的“系
统”意味着一个与临床研究过程有关的各个功能性软件和硬
件配置环境，包括与之相配合的人员、设备、政策和程序等。
从计算机化系统的生命周期而言，它涉及到计算机化系统的
建立、验证、维护、运营、变更管理、退役和相关数据申报
等规程及其相涉及的人员资质和培训，系统环境管理的标准
操作规范和安全措施等药政规范要求。从临床试验中的计算
机化系统的运用生命周期而言，计算机化系统就是一个以电
子表格的形式建立、修正、维护、存档、检索或传输临床数
据的电子信息系统及其与之管理相关的人员和系统运营环
境体系。 

版本控制（Version Control）：是计算机软件开发过程中
常见的标准管理方法之一，用来追踪、维护源码、文件以及
设定档等的改动，并且提供控制这些改动控制权的程序。最
简单的版本控制方法就是给完成的软件程式编号，确保不同
人员所编辑的同一程式档案都得到同步。 

系统验证（System Validation）：是指建立计算机化系统
生命周期管理的文档化证据，以确保计算机化系统的开发，
实施，操作以及维护等环节自始至终都能够高度满足其预设
的各种系统技术标准、使用目的和质量属性，和处于监控的
质量管理规程中，并能在其投入应用直至退役过程中都能高
度再现和维护系统的标准和功能符合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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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脚本（Test Script）：用于验证计算机运用软件能满
足设计的需求和检测软件执行功能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所设
定的系列特定测试指令。这些测试指令可以手工的方式进行
测试（此时称之为测试用例），或被自动化测试工具执行。
根据特定测试目标或条件，如执行特定的程序路径，或是验
证与特定需求的一致性等，其通常由预设的一组输入值、执
行入口条件（如角色权限）、预期结果、实际结果和执行出
口条件（如通过否）所组成。 

注释 eCRF（Annotated eCRF）：是对空白的 CRF 的标注，
记录 CRF 各数据项的位置及其在相对应的数据库中的变量名
和编码。 

稽查轨迹（Audit Trail）：是计算机系统（如数据管理系
统）的基本功能。是指系统采用安全的和计算机产生的带有
时间烙印的电子记录，以便能够独立追溯系统用户输入、修
改或删除每一条电子数据记录的日期，时间，以及修改原因，
以便日后数据的重现。任何记录的改变都不会使过去的记录
被掩盖或消失。只要受试者的电子记录保存不变，这类稽查
轨迹文档记录就应当始终保留，并可供监管视察或稽查员审
阅和复制。 

逻辑核查（Edit Check）：是指临床试验数据输入计算机
系统后对数据有效性的检查。这种核查可以通过系统的程序
逻辑，子程序和数学方程式等方法实现，主要评价输入的数
据域与其预期的数值逻辑、数值范围或数值属性等方面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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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错误。 

源数据核查确认（Source Data Verification，SDV）：是指
评价记录在临床试验病例报告表中的数据与源数据一致性
的行为，以确保所采集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使
得临床试验项目日后重现成为可能。 

电子签名（Electronic Signature）：电子签名是指任何用电
子文件手段（如符号或一系列符号所组成的数据集）的形式所
含或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的签名。这种由个人执行、采用
或授权使用的电子签名与其手写签名具有同样法律效力。在临
床试验中，对任何试验数据和文件的电子签名表明这个电子签
名人已经接受或认可了其签署的相关电子记录文件内容或数
据、符号或程序。 

权限控制（Access Control）：是指按照临床试验电子系统
的用户身份及其归属的某项定义组的身份来允许、限制或禁
止其对系统的登录或使用，或对系统中某项信息资源项的访
问、输入、修改、浏览能力的技术控制。 

服务协议（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是服务合同的
一个组成部分，是服务的提供方与用户之间在一定预算内，
就服务的范围、质量要求、可靠性和职责等方面所达成的双
方共同认可的协议或契约。服务协议通常是保证服务质量的
主要依据。服务协议是法律文档，内容应包括所涉及服务的
细则、服务支持内容、未能提供所需服务时的补救措施或惩
罚条款、客户服务和软件硬件支持细则及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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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上线（System Go Live）：系统上线是系统在完成创
建、验证、检测步骤后第一次正式开始运行，使用者可以开
始使用该系统进行实际业务操作。 

外部数据（External Data）：是由外部数据提供方采集的
数据。外部数据可以通过电子数据上传或数据直接对接的方
式传输到临床数据管理系统，经过数据整合后再进行分析；
也可以不与临床数据库中的数据整合，在数据分析时，作为
一份独立的数据源，与临床数据库内的数据一起直接参与数
据分析。外部数据包括多种数据来源，多数为打包上传的电
子数据，非纸质记录或直接录入到 EDC 系统的数据。 

用户接受测试（User Acceptance Testing, UAT）：用户接受
测试是由临床数据管理系统的用户进行的一种检测方式，检
测记录可用以证明所设计系统经过了相关的验证过程。用户
应全面检测所有正确和错误数据组合，记录检测结果。全面
的检测文档应包括验证方案、测试细则记录、测试总结报告
和验证总结报告等。 

源数据（Source Data）：临床研究中记录了临床症状、观
测值和用于重建和评估该研究的其他活动的原始记录和核
证副本上的所有信息。源数据包含在源文件中（包括原始记
录或其有效副本）。 

变更控制（ChangeControl）：指 EDC 在使用中进行变更
时对变更过程的控制。变更的原因一般来自两个方面：系统
更新或研究方案的修订所导致的数据采集发生变化。变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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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事先严格规划，事后详细记录。规划中应明确变更的内
容，指定具体实施的人员、方法和步骤；记录中应包括开始
日期、变更实施过程中的规划偏离和应对措施以及最后的处
理结果、结束日期，此即所谓的过程控制。变更控制的主要
目的有两个方面：确保原有数据无损；变更后的 EDC 满足预
期的要求。 

数据库锁定（Database Lock）：为数据管理人员依据数据
管理计划（DMP）关闭临床试验数据库，使之无法更改。它
是在临床试验结束、EDC 系统的所有质疑被解决、经相关批
准手续后实施的。被锁定的数据库一般不得改变。 

数据库解锁（Database Unlock）：即数据管理人员依据数
据管理计划（DMP），打开已锁定的数据库。只有在发现一
些重要的数据问题方可解锁，如安全性数据的一致性问题等。
一般性数据错误可不必对数据库解锁，附以说明文件即可。
数据库解锁是反映数据管理质量的优劣，不得轻易进行。 

储存介质（Storage Medium）：储存临床数据的各类载体，
常见的载体为计算机硬盘、光盘等。 

数据管理计划（Data Management Plan, DMP）：是由数
据管理人员依据临床试验方案书写的一份动态文件，它详细、
全面地规定并记录某一特定临床试验的数据管理任务，包括
人员角色、工作内容、操作规范等。DMP 的修订与升级伴随
整个试验阶段。 

数据管理报告（Data ManagementReport）：是在临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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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束后，数据管理人员撰写的研究项目数据管理全过程的
工作总结，是数据管理执行过程、操作规范及管理质量的重
要呈现手段。通常以定性和定量的参数来表达，如数据量、
疑问数等。 

数据核查计划（Data Verification Plan，DVP）：也称逻辑
核查计划，是由数据管理员为检查数据的逻辑性，依据临床
试验方案以及系统功能而撰写的系统设置文件。它由项目成
员参与讨论确定，EDC 系统将据此发出质疑。DVP 是 EDC 系
统的最重要文件之一，可作为 DMP 的附件或单独成文。 

衍生变量（Derived Variable）：是经原始数据转化而来的
变量，如受试者的年龄可以由知情同意书签署日期减去该受
试者的出生日期转化而来。 

应急计划和灾难恢复计划（ Contingency &Disaster 

Recovery Plan）：数据管理员与相关人员对可能导致 EDC 系统
运行中断的灾难事故进行预估，并据此撰写的制定相关对策的
文件，以保证临床数据不会丢失的安全以及试验的顺利实施。
本计划包括对人员、软硬件设施的要求；同时预估发生重大的
数据丢失事件时，撰写数据恢复的对策计划，以尽可能不出现
或减少出现数据的丢失。 

七、参考文献 

1.CFDA：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2003 

2.CFDA：临床试验数据管理工作技术指南。2016 

3.FD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Title21 part 1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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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DA: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ftware Validation: Final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DA Staff. 2002 

6.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Electronic Source Data i

n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2013 

7.Society for Clinical Data Management (SCDM): Good

 Clinical Data Management Practices（GCDMP）.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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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FDA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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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总局关于发布临床试验数据管理工作技术指南的通告（2016

年第 112 号） 

 

附件 

 
临床试验数据管理工作技术指南 

 

一、概述 

临床试验数据质量是评价临床试验结果的基础。为了确
保临床试验结果的准确可靠、科学可信，国际社会和世界各
国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规定和指导原则，用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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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的整个流程。同时，现代新药临床试验的
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又
为临床试验及其数据管理的规范化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也
推动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积极探索临床试验及数据管理
新的规范化模式。 

（一）国内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现状 

我国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对临床试验数据管理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
但关于具体的数据管理操作的法规和技术规定目前还处于
空白。由于缺乏配套的技术指导原则，我国在药物临床试验
数据管理方面的规范化程度不高，临床试验数据管理质量良
莠不齐，进而影响到新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客观科学评价。
此外，国内临床试验中电子化数据管理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尚
处于起步阶段，临床试验的数据管理模式大多基于纸质病例
报告表（Case Report Form，CRF）的数据采集阶段，电子化
数据采集与数据管理系统应用有待推广和普及。同时，由于
缺乏国家数据标准，同类研究的数据库之间难以做到信息共
享。 

（二）国际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简介 

国际上，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的药物临
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ICH E6 GCP）对临床试验数
据管理有着原则性要求。对开展临床试验的研究者、研制厂
商的职责以及有关试验过程的记录、源数据、数据核查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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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以保证临床试验中获得
的各类数据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和可靠。 

各国也颁布了相应的法规和指导原则，为临床试验数据
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供具体的依据和指导。如：美国21

号联邦法规第11部分（21 CFR Part 11）对临床试验数据的电
子记录和电子签名的规定（1997年），使得电子记录、电子
签名与传统的手写记录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从
而使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能够接受电子化临床研
究材料。据此，美国FDA于2003年8月发布了相应的技术指
导原则，对Part 11的规定作了具体阐释，并在计算机系统的
验证、稽查轨迹，以及文件记录的复制等方面提出明确的要
求。 

2007年5月，美国FDA颁布的《临床试验中使用的计算
机化系统的指导原则》(Guidance for Industry: Computerized 

Systems Used in Clinical Investigations)为临床试验中计算机
系统的开发和使用提供了基本的参照标准。 

而且由国际上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临床试验数据管理
学会(Society of Clinical Data Management, SCDM)还形成了
一部《良好的临床数据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Data 

Management Practice，GCDMP)，该文件为临床试验数据管
理工作的每个关键环节都规定了相应操作的最低标准和最
高规范，为临床试验中数据管理工作的实际操作提供了具体
的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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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均已建立了临床试验数据管
理的若干法规、规定和技术指导原则，以保证试验数据的质
量。而我国这方面的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临床试验数据管
理欠规范化，直接影响了我国新药研发与监管。目前国家战
略规划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要求和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计划对
临床试验数据规范化管理提出了更加紧迫的需求。鉴于其重
要性和紧迫性，在积极总结和调研临床试验数据管理工作的
当前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特制订本技术指南。 

本指南从数据管理相关人员的职责、资质和培训，管理
系统的要求，试验数据的标准化，数据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数据质量的保障和评估，以及安全性数据及严重不良事件六
个方面进行全面阐释，旨在对我国临床试验的数据管理工作
起到规范化和指导性作用，适用于以注册为目的的药物临床
试验，对上市后临床试验以及其他类型试验也同样具有指导
意义。 

二、数据管理相关人员的责任、资质及培训 

临床试验数据管理工作要求临床试验研究项目团队共
同努力、通力协作。研究中与数据管理工作相关的人员涉及
申办者、研究者、监查员、数据管理员和合同研究组织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等。 

（一）相关人员的责任 

1.申办者 

申办者是保证临床数据质量的最终责任人。申办者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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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质量管理评价程序、质量管理计划与操作指南，并且应设
立稽查部门，必要时申办者可自行进行稽查，由不直接涉及
试验的人员定期对质量体系的依从性进行系统性检查。此外，
申办者还应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并对数据管理过程的合规性
负有监督之责，包括外包时对CRO相应工作的合规性和数据
质量进行监督。 

申办者在数据管理工作方面的失责行为举例：研究者未
经培训而填写CRF；研究方案不明确或不合理。 

2.研究者 

研究者应确保以CRF或其他形式报告给申办者的数据准
确、完整与及时，而且应保证CRF上的数据来自于受试者病
历上的源数据，并必须对其中的任何不同给出解释。 

研究者在数据管理工作方面的错误/不当行为举例：违反
研究方案，如错误的访视时间；源数据录入CRF时错误；实
验室仪器人为测量误差；由不具备资质的人员填写CRF；研
究者造假。 

3.监查员 

监查员应根据源文档核查CRF上的数据，一旦发现其中
有错误或差异，应通知研究者，并根据所发现的错误或差异，
记录相应的质疑，以确保所有数据的记录和报告正确和完整。 

临床监查中常见问题举例：无原始病历或原始病历中无
记录（缺失或不全）；CRF填写空缺、错误或不规范；不良事
件的记录不完整；未向申办者报告有嫌疑的造假；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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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溯源（实验室数据、心电图、X射线片等）。 

4.数据管理员  

数据管理员应按照研究方案的要求，参与设计CRF、建
立数据库、对数据标准进行管理、并建立和测试逻辑检验程
序。在CRF接收后，录入人员要对CRF作录入前的检查；在
CRF数据被录入数据库后，利用逻辑检验程序检查数据的有
效性、一致性、缺失和正常值范围等。数据管理员对发现的
问题应及时清理，可通过向研究者发放数据质疑（Query）
而得到解决。 

数据管理员应参加临床研究者会议，为研究团队及时提
出改善与提高数据质量的有效措施。 

数据管理员的失责行为举例：CRF表格设计不符合方案
要求；逻辑检验程序错误；质疑的语言描述中有诱导的成分；
按照质疑更新数据库时的错误。 

5.合同研究组织（CRO） 

ICH GCP指出申办者可以将与临床试验有关的工作和任
务，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一个CRO，但是，试验数据的质量和
完整性的最终责任永远在申办者。CRO应当实施质量保证和
质量控制。 

申办者首先应明确数据管理外包的范围，如果计划将数
据管理工作外包，那么接下来就要选择合适的CRO，应对候
选CRO的资质和能力等进行评价。 

评价CRO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因素：CRO的资质、以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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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及合同履行能力；质量控制、质量保证的流程；数据管理
系统的验证，以及设施条件；数据管理标准操作规程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OP）以及遵守SOP的证明；
员工资质、对SOP的掌握情况及其培训记录；文档修改控制
过程的记录；文件保管系统。 

一旦作出选择，申办者将与CRO签订有效合同，在合同
中需明确双方的责、权、利。试验申办者必要时应对CRO进
行相关的培训，以保证其所提供的服务符合申办者质量标准
要求。在临床试验数据管理过程中，试验申办者需对CRO进
行的活动进行及时有效的管理、沟通和核查，以确保其遵守
共同商定的流程要求。申办者的质量管理计划中必须包括
CRO的质量管理信息，同时必须明确流程和期望结果。 

（二）数据管理人员的资质及培训 

负责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的人员必须经过GCP、相关法律
法规、相关SOP，以及数据管理的专业培训，以确保其具备
工作要求的适当的资质。 

数据管理专业培训应包括但不局限于：数据管理部门
SOP和部门政策；临床试验数据标准化文档及存档规则；数
据管理系统及相关的计算机软件的应用与操作能力的培训；
法规和行业标准：GCP，CFDA法规和指导原则，以及ICH

指导原则；保密性，隐私和数据安全性培训。 

数据管理人员都必须保存完整的培训记录以备核查，培
训记录需提供课程名称、培训师名称、课程的日期、完成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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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受训人员及其主管的签名。如果是基于网络的培训，系
统应提供培训证明，标明课程的名称、受训人员姓名，以及
完成培训的时间。 

数据管理人员还应该通过继续教育不断提升专业素质，
以保障数据管理工作的高质量完成。 

三、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系统 

（一）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系统的重要性 

数据管理的目的是确保数据的可靠、完整和准确。数据
管理过程包括采集/管理系统建立、CRF及数据库的设计、数
据接收与录入、数据核查与质疑、医学编码、外部数据管理、
盲态审核、数据库锁定、数据导出及传输、数据及数据管理
文档的归档等。数据管理的目标是获得高质量的真实数据。
因此，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的各个阶段需要在一个完整、可靠
的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系统下运行，临床试验项目团队必须按
照管理学的原理建立起一个体系，即数据管理系统，对可能
影响数据质量结果的各种因素和环节进行全面控制和管理，
使这些因素都处于受控状态，使临床研究数据始终保持在可
控和可靠的水平。此处的数据管理系统不是指狭义的计算机
系统，而是一种广义的数据质量管理体系（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QMS），它是临床试验项目管理系统的
一个组成部分。 
（二）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 

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是应用管理科学、提高管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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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断发展的过程。 

建立和实施质量管理体系首先需确立质量方针和目标，
以确定预期结果，帮助管理者利用其资源达到这些结果。质
量方针是管理者的质量宗旨和方向，质量目标是方针的具体
化，是管理者在质量方面所追求的目的。 

质量管理体系依托组织机构来协调和运行，必须建立一
个与质量管理体系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组织机构应明确规定
数据管理相关人员的责任和权限。 

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和运行是通过建立贯彻质量管理
体系的文件来实现。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一般由四部分组成：
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质量记录。质量手册的
核心是对质量方针目标、组织机构及质量体系要素的描述；
程序文件是对完成各项质量活动的方法所作的规定；作业指
导书是规定某项工作的具体操作程序的文件，也就是数据管
理员常用的“操作手册”或“操作规程”等；质量记录是为完成
的活动或达到的结果提供客观证据的文件。 

完成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后，要经过一段试运行，检验这
些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数据管理机构通过
不断协调、质量监控、信息管理、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和管理
评审，实现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数据管理质量体系的建立、实施和运行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最重要的是要求数据管理相关人员将质量管理的理念贯
彻到数据管理的日常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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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系统的基本要求 

1.系统可靠性 

系统可靠性是指系统在规定条件下、规定时间内，实现
规定功能的能力。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系统必须经过基于风险
的考虑，以保证数据完整、安全和可信，并减少因系统或过
程的问题而产生错误的可能性。 

计算机化的数据管理系统必须进行严谨的设计和验证，
并形成验证总结报告以备监管机构的核查需要，从而证明管
理系统的可靠性。 

2.临床试验数据的可溯源性 

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系统必须具备可以为临床试验数据
提供可溯源性（Traceability）的性能。CRF中数据应当与源
文件一致，如有不一致应作出解释。对CRF中数据进行的任
何更改或更正都应该注明日期、签署姓名并解释原因（如需
要），并应使原来的记录依然可见。 

临床试验数据的稽查轨迹（Audit Trail），从第一次的数
据录入以及每一次的更改、删除或增加，都必须保留在临床
试验数据库系统中。稽查轨迹应包括更改的日期、时间、更
改人、更改原因、更改前数据值、更改后数据值。此稽查轨
迹为系统保护，不允许任何人为的修改和编辑。稽查轨迹记
录应存档并可查询。 

3.数据管理系统的权限管理 

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系统必须有完善的系统权限管理。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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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或电子化的数据管理均需要制定SOPs进行权限控制
（Access Control）与管理。对数据管理系统中不同人员或角
色授予不同的权限，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允许操作（记录、
修改等），并应采取适当的方法来监控和防止未获得授权的
人的操作。 

电子签名（Electronic Signature）是电子化管理系统权限
管理的一种手段。对于电子化管理系统来说，系统的每个用
户都应具有个人账户，系统要求在开始数据操作之前先登录
账户，完成后退出系统；用户只能用自己的密码工作，密码
不得共用，也不能让其他人员访问登录；密码应当定期更改；
离开工作站时应终止与主机的连接，计算机长时间空闲时实
行自行断开连接；短时间暂停工作时，应当有自动保护程序
来防止未经授权的数据操作，如在输入密码前采用屏幕保护
措施。 

四、试验数据的标准化 

临床试验数据标准化的意义在于：标准化的数据格式是
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系统与临床试验机构建立医疗信息互通
性的基础；在申办者内部不同研究之间建立无缝数据交换，
并为申办者之间的交流，申办者与药物评审机构之间的交流
提供便利；便于各临床试验的药物安全性数据共享；方便元
数据（Meta Data）的存储和监管部门的视察，为不同系统和
运用程序之间数据的整合提供统一的技术标准；为审评机构
提供方便，从而缩短审批周期；有助于数据质量的提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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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快地提供更高质量的数据。 
（一）CDISC 
CDISC（Clinical Data Interchange Standards Consortium）

是一个全球的、开放的、多学科的非盈利性组织，建立了涵
盖研究方案设计、数据采集、分析、交换、递交等环节的一
系列标准。CDISC核心标准见下表。 

标准 描述 

研究数据列表模型（SDTM） 
有关临床研究病例报告表数据标准，用于向监管
部门递交的内容标准。 

分析数据模型（ADaM） 
有关分析数据集及元数据的基本原则和标准，用
于向监管部门递交的内容标准。 

XML技术（ODM、Define-XML与Dataset-XML） 

操作数据模型（ODM）是基于XML概要描述如何遵
循监管要求获取、交换和归档临床数据和元数据。
Define-XML是基于ODM的描述研究数据集的元数
据标准。Dataset-XML是基于ODM的描述研究数据
集的XML Schema说明。 

受控术语集（CT） 支持CDISC模型/标准所涉及的标准词汇和编码集。 

临床数据获取的协调标准（CDASH） 用于病例报告表中基础数据收集字段的内容标准。 

实验室数据模型（LAB） 
描述临床实验室和研究申办者/CRO间关于临床实
验室数据的获取与交换的内容标准说明细则。 

非临床数据交换标准（SEND） 描述临床前研究数据的内容标准。 

方案呈现模型（PR） 
基于BRIDG模型来描述临床研究方案元素和关系
的工具。 

治疗领域数据标准（TA） 

为目标治疗领域确定的一套有关概念和研究终点
等的标准，以提高语义的理解，支持数据共享、
便于全球注册递交。如阿尔茨海默病、心血管病、
糖尿病等。 

国际发达监管机构如美国FDA、日本医药品医疗器械综
合机构（PMDA）将强制要求递交符合CDISC标准的电子数
据，可见CDISC标准已越来越得到业内的认可和广泛使用，
成为临床试验数据的国际“通用语言”。 

为了提高临床试验数据质量以及统计分析的质量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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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方便数据的交流与汇总分析，在新药上市注册申请时，
建议采用CDISC标准递交原始数据库和分析数据库。 

（二）医学术语标准 

1.MedDRA 

MedDRA作为新药注册用医学术语集，适用于政府注册
管辖下所有的医疗和诊断产品的安全报告。在临床研究、不
良反应的自发性报告、注册报告、受政府注册管理的产品信
息中都需要用到MedDRA。 

MedDRA包含5级术语，分别是系统器官分类（System 

Organ Class, SOC）、高级别组术语（High Level Group Term, 

HLGT）、高级别术语（High Level Term, HLT）、首选术语
（Preferred Term, PT）和低级别术语（Low Level Term, LLT）。 

2.世界卫生组织药物词典 

世界卫生组织药物词典是医药产品方面最综合的电子
词典，为WHO国际药物监测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卫生
组织药物词典采用解剖学、治疗学及化学分类系统对药物进
行分类，一般被用于对临床试验报告中的合并用药、上市后
不良反应报告以及其他来源的报告中提及的药品进行编码
和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药物词典包括４种：世界卫生组织药物词典
（WHO DD）、世界卫生组织药物词典增强版（WHO DDE）、
世界卫生组织草药词典（WHO HD）和综合词典（Combined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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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HOART术语集 

WHOART是一个精确度较高的用于编码与药物治疗过程
中的临床信息的术语集，涵盖了几乎所有不良反应报告所需的
医学术语，可以以行列表的形式打印出来。由于新药和新的适
应证会产生新的不良反应术语，术语集的结构灵活可变，允许
在保留术语集结构的基础上纳入新的术语，同时又不丢失之前
术语间的关系。 

WHOART包含4级术语，分别是系统器官分类（System 

Organ Class, SOC）、高级术语（High level term, HT）、首选 术
语（Preferred Term, PT）和收录术语（Included terms, IT）。 

五、数据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在进行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之前，必须由数据管理部门根
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数据管理计划（Data Management Plan，
DMP）。数据管理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和数据管理的一些时
间点并明确相关人员职责。数据管理计划应由数据管理部门
和申办方共同签署执行。 

（一）CRF的设计与填写 

1.CRF的设计 

临床试验主要依赖于CRF来收集试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
临床试验数据。CRF的设计必须保证收集试验方案里要求的
所有临床数据（外部数据除外）。CRF的设计、制作、批准和
版本控制过程必须进行完整记录。 

CRF的设计、修改及最后确认会涉及多方人员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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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包括申办者、申办者委托的CRO、研究者、数据管理和
统计人员等。一般而言，CRF初稿由申办者或CRO完成，但
其修改与完善由上述各方共同参与，最终必须由申办者批准。 

2.CRF填写指南 

CRF填写指南是根据研究方案对于病例报告表的每页表
格及各数据点进行具体的填写说明。 

CRF填写指南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并可以应用于不同类
型的CRF或其他数据收集工具和方式。对于纸质CRF而言，
CRF填写指南应作为CRF的一部分或一个单独的文档打印出
来。对EDC（Electronic Data Capture）系统而言，填写指南
也可能是针对表单的说明、在线帮助、系统提示以及针对录
入数据产生的对话框。 

保证临床试验中心在入选受试者之前获得CRF及其填写
指南，并对临床试验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方案、CRF填写
和数据提交流程的培训，该过程需存档记录。 

3.注释CRF 

注释CRF是对空白CRF的标注，记录CRF各数据项的位
置及其在相对应的数据库中的变量名和编码。每一个CRF中
的所有数据项都需要标注，不录入数据库的数据项则应标注
为“不录入数据库”。注释CRF作为数据库与CRF之间的联系
纽带，帮助数据管理员、统计人员、程序员和药物评审机构
了解数据库。注释CRF可采用手工标注，也可采用电子化技
术自动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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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RF的填写 

临床研究者必须根据原始资料信息准确、及时、完整、
规范地填写CRF。CRF数据的修改必须遵照SOP，保留修改
痕迹。 

（二）数据库的设计 

临床试验方案设计具有多样性，每个研究项目的数据收
集依赖于临床试验方案。临床试验数据库应保证完整性，并
尽量依从标准数据库的结构与设置,包括变量的名称与定义。
就特定的研究项目来说，数据库的建立应当以该项目的CRF

为依据，数据集名称、变量名称、变量类型和变量规则等都
应反映在注释CRF上。 

数据库建立完成后，应进行数据库测试，并由数据管理
负责人签署确认。 

（三）数据接收与录入 

数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接收，如传真、邮寄、可追
踪有保密措施的快递、监查员亲手传递、网络录入或其他电
子方式。数据接收过程应有相应文件记录，以确认数据来源
和是否接收。提交数据中心时应有程序保证受试者识别信息
的保密。 

数据录入流程必须明确该试验的数据录入要求。一般使
用的数据录入流程包括：双人双份录入, 带手工复查的单人
录入，和直接采用EDC方式。 

（四）数据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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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核查的目的是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有效性和正确性。
在进行数据核查之前，应列出详细的数据核查计划，数据核
查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内容： 

确定原始数据被正确、完整地录入到数据库中：检查缺
失数据，查找并删除重复录入的数据，核对某些特定值的唯
一性（如受试者ID）； 

随机化核查：在随机对照试验中，检查入组随机化实施
情况； 

违背方案核查：根据临床试验方案检查受试者入选/排除
标准、试验用药计划及合并用药（或治疗）的规定等； 

时间窗核查：核查入组、随访日期之间的顺序判断依从性
情况； 

逻辑核查：相应的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来识别可能存在
的数据错误； 

范围核查：识别在生理上不可能出现或者在研究人群的
正常变化范围外的极端数值； 

一致性核查：如严重不良事件安全数据库与临床数据库
之间的一致性核查，外部数据与CRF收集的数据一致性核查，
医学核查等。 

数据管理人员应对方案中规定的主要和次要有效性指
标、关键的安全性指标进行充分的核查以确保这些数据的正
确性和完整性。 

数据核查应该是在未知试验分组情况下进行，数据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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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内容应避免有偏差或诱导性的提问，诱导性的提问或强迫
的回答会使试验的结果存有偏差。 

数据核查可通过手动检查和电脑程序核查来实现。数据
核查程序应当是多元的，每个临床研究人员有责任采用不同
的工具从不同的角度参与数据库的疑问清理工作。 

有时，对于事先定义的逻辑简单且能明确判断的错误，
在得到研究者同意后数据管理员可对数据按照事先的规定
进行修订，并记录在稽查轨迹里。 

（五）数据质疑的管理 

数据核查后产生的质疑以电子或纸质文档的形式发送
给临床监查员或研究者。研究者对质疑做出回答后，数据管
理员根据返回质疑答复对数据进行修改。如质疑未被解决则
将以新的质疑再次发出，直至数据疑问被清理干净。 

（六）数据更改的记录 

错误的数据在数据清理过程中会被纠正，但必须通过质
疑/答复的方式完成，即使在电话会议中认可的数据更改。 

数据管理过程中应保存质疑过程的完整记录。 

（七）医学编码 

临床试验中收集的病史、不良事件、伴随药物治疗建议
使用标准的字典进行编码。编码的过程就是把从CRF上收集
的描述与标准字典中的词目进行匹配的过程。医学编码员须
具备临床医学知识及对标准字典的理解。当出现的词目不能
够直接与字典相匹配时可以进行人工编码，对于医学编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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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确认的词目，应当通过数据质疑与研究者沟通以获得
更详细的信息来进行更确切的编码工作。医学编码应在锁库
前完成。 

广泛使用的标准字典有 MedDRA 、 WHO Drug 、
WHOART。数据管理部门应制定SOP，适时更新字典并保证
医学和药物编码在不同版本字典之间的一致性。临床研究使
用的字典名称及版本信息应在数据管理计划中描述说明。 

（八）试验方案修改时的CRF变更 

药物临床试验中有时会发生试验方案修改的情况，但不
是所有的试验方案修改都需要变更CRF，需要制定相应的流
程处理此种情况。须注意CRF的重要变更应在方案的修订获
得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IEC）批准后才生效。 

（九）实验室及其他外部数据 

在临床试验的组织实施过程中，有一些临床试验方案中
规定采集，但是在研究者的研究基地以外获得的，由其他供
应商（如中心实验室）提供的外部数据。外部数据类型比如：
生物样本分析数据：实验室数据、药代动力学/药效学数据、
生物标记物的检测数据等；外部仪器检测数据（如血生化、
心电图、血流仪、生命体征监测、影像学检查等）；受试者
的记录。 

下列这些方面可能会影响外部数据的完整性，在建立数
据库期间应注意：关键变量的定义和必需内容；数据编辑和
核查程序；记录格式和文件格式（例如，SAS、ASCII）；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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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输；数据库更新；数据储存和归档。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信息可供用于外部数据的鉴别和处
理，选择关键变量（唯一地描述每一个样本记录的数据）时
必须谨慎。若无关键变量，将会对患者、样本和访视与结果
记录的准确配对造成困难。 

本地实验室数据一般通过人工录入方式收集，需关注不
同实验室检测单位及其正常值范围之间的差别，重视对缺失
数据、异常数据，以及重复数据等的检查。中心实验室数据
的收集主要通过电子化的文件形式传输。在研究开始之前，
数据管理员要为中心实验室制定一份详细的数据传输协议，
对外部数据的结构、内容、传输方式、传输时间以及工作流
程等作具体的技术要求。 

数据管理员应及时对外部数据进行核查，如应用逻辑检验
程序，进行相应的关联检查和医学审查等，并对发现的问题启
动质疑。 

对于实验室和其他外部数据核查中发现的问题，临床研
究监查员要对这些数据作100%的源数据核查。 

（十）数据盲态审核 

无论临床试验过程是开放或盲法操作，在临床试验数据
库锁定前，应由申办方、研究者、数据管理人员和统计分析
师在盲态下共同最终审核数据中未解决的问题，并按照临床
试验方案进行统计分析人群划分、核查严重不良事件报告与
处理情况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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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双盲临床试验还需检查紧急揭盲信件和临床试验总
盲底是否密封完好，如有紧急揭盲情况发生，需有紧急揭盲
理由及处理报告。 

（十一）数据库锁定 

数据库锁定是临床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
为防止对数据库文档进行无意或未授权的更改，而取消的数
据库编辑权限。数据库锁定过程和时间应有明确的文档记录，
对于盲法临床试验，数据库锁定后才可以揭盲。 

1.数据库锁定清单 

数据库锁定时，应事先制定锁库的工作程序并严格遵守，
应保证通知了试验相关工作人员，并获得所有相关人员的批
准后方可锁定试验数据库。 

数据管理员应制定数据库锁定清单，数据库锁定清单建
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所有的数据已经收到并正确录入
数据库；所有的数据质疑表已经解答并进入数据库；所有的
病例报告表已经得到主要研究者签字批准；非病例报告表数
据（例如，中心实验室电子数据）已经合并到试验数据库中，
并完成了与试验数据库的数据一致性核查；已完成医学编码；
已完成最终的数据的逻辑性和一致性验证结果审查；已完成
最终的明显错误或异常的审查；已完成最终的医学核查；已
完成数据质量审核，并将质量审核中发现的错误发生率记录
在文档中；根据SOP更新并保存了所有试验相关文档。 

一旦完成上面所述步骤，就应书面批准数据库锁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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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试验相关人员签名及签署日期，试验相关人员有：数据管
理人员、生物统计师、临床监查员代表、研究者代表等。一
旦获得数据库锁定的书面批准文件，就应收回数据库的数据
编辑权限，并将收回数据编辑权限的日期记录在文档中。 

针对期中分析，应严格按照方案中规定时间点或事件点
进行分析，期中分析数据库锁定过程与最终分析的数据库锁
定要求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所有数据库锁定的要求以及采取
的步骤都应记录在文件中，还应报告截止至进行期中分析时
的数据情况、时间情况及终点事件情况等。 

2.数据库锁定后发现数据错误 

如果数据库锁定后发现有数据错误，应仔细的考虑处理
并记录这些错误数据。最重要的是，应评估这些数据错误对
安全性分析和有效性分析的潜在影响。然而，并非所有发现
的数据错误都必须更正数据库本身。数据错误也可以记录在
统计分析报告和临床报告文档中。尽管一些申办者选择更改
发现的数据库中的所有错误，但一些申办者可能只更改对安
全性/有效性分析有重要影响的数据错误。最重要的是，申办
者应事先确定一个程序来决定应处理哪些数据错误和记录
这些数据错误。 

如果一个数据库锁定后又重新开锁，这个过程必须谨慎
控制，仔细记录。重新开锁数据库的流程应包括通知项目团
队，清晰地定义将更改哪些数据错误，更改原因以及更改日
期，并且由主要研究者、数据管理人员和统计分析师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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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签署。数据库的再次锁定应遵循和数据库首次锁定一样
的通知/批准过程。 

（十二）数据备份与恢复 

在整个研究的数据管理过程中，应及时备份数据库。通
常是在另外一台独立的计算机上进行备份，并根据工作进度
每周对备份文件进行同步更新。最终数据集将以只读光盘形
式备份，必要时，未锁定数据集也可进行光盘备份。 

当数据库发生不可修复的损坏时，应使用最近一次备份
的数据库进行恢复，并补充录入相应数据。 

相关计算机必须具有相应的有效防病毒设置，包括防火
墙、杀病毒软件等。 

（十三）数据保存 

数据保存的目的是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及性
（Accessibility）。 

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主要是防止数据可能受到的物理破
坏或毁损。在进行临床试验的过程中，把所有收集到的原始
数据（如CRF和电子数据）存储在安全的地方，诸如受控的
房间，保证相应的温度、湿度，具有完善的消防措施，防火
带锁文档柜。这些原始文档是追踪到原始数据的审核路径的
一部分，应如同电子审核路径对数据库的任何修改或备份所
做记录一样，严格进行保护。数据保存期限应按照法规的特
定要求执行。 

数据的内容及其被录入数据库的时间、录入者和数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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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中所有的修改历史都需要保存完整。保证数据的可及
性是指用户在需要时能够自如登录和获取数据，以及数据库
中的数据可以按照需要及时传输。 

在临床试验完成后，应对试验过程中的文档进行存档。
下表中总结了临床试验数据归档保存的各类型信息： 

归档内容 要求 

临床试验数据 
试验中收集的所有数据。这些数据既包括记录在病例报告表上的
数据也包括非病例报告表收集的数据（例如实验室检查结果，心
电图检查结果以及受试者电子日记）。 

外部数据 
外部收集并将导入至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系统（CDMS）的数据，包
括所有导入的数据及其文件和用于外部数据质量控制的所有文
件。 

数据库元数据信息 
临床试验数据结构相关信息。这类典型信息是表、变量名、表单、
访视和任何其他相关对象，也包括编码列表。 

数据管理计划书 
数据管理计划的微软Word或PowerPoint文档可以转成PDF格式文
件或打印成纸张文件归档保存。  

编码词典 
如果数据是使用公司内词典或同义词表自动编码，那么使用的词
典和统一词表都应归档保存。  

实验室检查参考值范围 
实验室检查的参考值范围。如果临床试验研究过程中使用多个版
本的参考值范围，那么每个版本的参考值范围都应归档保存。 

稽查轨迹 试验稽查轨迹的整个内容，并使用防修改的方式。 
逻辑检验，衍生数据变更控制

列表 
以工作清单、工作文件、工作报告的形式提供逻辑检验定义和衍
生数据的算法，以及它们的变更控制记录。 

数据质疑表 
所有数据质疑表，传递数据质疑表的相关邮件及数据质疑表解答
的复印件。纸张形式的数据质疑表可以扫描归档保存，并且为扫
描文件添加索引。  

程序代码 
数据质量核查程序的代码，衍生数据的代码以及临床试验数据统
计分析的程序代码。程序代码文档应归档保存。最理想情况是，
这些文件以在线方式保存，并编制索引或超链接。  

病例报告表的映像PDF 
格式文件 

对于纸张的病例报告表临床试验来说，CRF映像文件通常可以通
过扫描方式获得，并将这些扫描文件转成PDF格式。对于电子数
据采集的临床试验来说，电子表单的PDF格式映像文件可以通过
EDC/M应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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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其他与数据管理相关的文件，如数据库锁库和开锁记录、数据库
使用者清单等。 

下表中列举不同类型的临床试验数据及其常用的归档
格式。 

格式 描述 

CSV 
以逗号为分隔符的ASCII文本文件，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文字处理器以
及Excel电子表格软件编辑。 

XML 以ASCII技术为基础，便于不同系统间结构化信息的转换。 

XPT SAS公司提供的开源格式文件。通常用来提交临床试验数据。 

Adobe PDF 应用广泛的文本输出格式。 

对于使用纸质病例报告表的临床试验，机构应保存所有
纸质病例报告表的复印件。对于使用电子数据试验，临床试
验数据管理系统的供应商应为临床研究机构提供一份所有
电子病例报告表的PDF文件格式以备案。 

（十四）数据保密及受试者的个人隐私保护 

1.数据保密 

数据保密是药物研发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参与
药物研发的机构应建立适当的程序保证数据库的保密性，包
括建立及签署保密协议以规范相应人员的行为，以及建立保
密系统以防止数据库的泄密。 

2.受试者的个人隐私保护 

临床试验受试者的个人隐私应得到充分的保护，受保护
医疗信息包含：姓名、生日、单位、住址；身份证/驾照等证
件号；电话号码、传真、电子邮件；医疗保险号、病历档案、
账户；生物识别（指纹、视网膜、声音等）；照片；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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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等。 

个人隐私的保护措施在设计数据库时就应在技术层面
考虑，在不影响数据的完整性和不违反GCP原则的条件下尽
可能不包括上述受保护医疗信息，比如：数据库不应包括受
试者的全名，而应以特定代码指代。 

六、数据质量的保障及评估 

临床试验数据的质量不仅直接影响试验结果的客观性

和可靠性，更关系到研究报告，以及整个临床研究的结论。

建立和实施质量保障和评估措施对于保证临床试验数据的

质量是非常关键的。 

（一）质量保障 

质量保障需要确定组织机构，明确从事数据管理工作人

员应该具备的资质要求、责任和权限等；质量保障必须具备

一定的资源，包括人员、设备、设施、资金、技术和方法等；

为保证组织机构按预定要求进行，SOP 的制定非常重要,因

SOP 是数据管理人员工作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明确规定各项

工作由哪个部门、团队或个人做，怎样做，使用何种方法做，

在何种环境条件下做等；质量保障还应有机制确保它能被遵

照执行、工作人员不执行规范或操作失控时得到警告，内部

质量审核和稽查等是常用的机制，保证质量持续改善。 

质量保障和改善来源于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 QC）、

质量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QA ）和纠正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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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ive Action and Preventive Action, CAPA）等活动。 

1.质量控制 

ICH E6 将质量控制定义为“质量保证系统内所采取的操

作技术和活动，以查证与临床试验有关的活动都符合质量要

求。” 

临床试验数据的质量控制适用于数据处理的每一个方

面，如临床研究机构、数据监查、计算机系统生命周期过程

和数据的管理过程。 

（1）临床研究机构和质量控制 

所有临床研究人员应具有资质并受到培训。制定质量控

制程序，例如： 

安全性：临床研究人员受到培训，且遵照权限管理程序； 

设备：临床研究人员遵照程序确保设备和数据安全并适当

储存； 

受试者隐私：确保遵照程序保护受试者隐私； 

质量审核：临床研究人员对数据进行内部审核； 

存储和归档：确保数据和文件存储归档。 

（2）监查和质量控制 

临床数据监查是质量控制中最常考虑的环节，包括： 

CRF 数据审核； 

电子数据完整性：确认电子数据是充分、完整和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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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化的数据核查：确认方案依从性、受试者安全性； 

可溯源性； 

原始数据审核：确认原始文件完整以发现未报告数据

（如不良事件）； 

计算机系统的适当使用：确认工作人员受到培训，使用

权限管理，且能正常使用计算机系统完成分配的任务。 

（3）计算机系统的生命周期过程和质量控制 

如使用计算机系统，须让其满足试验和工作人员的需求。

在系统生命周期的每一步都需执行质量控制，以确保所有要

求都被记录、测试和满足。例如： 

要求：确保系统的运行和维持涵盖了所有用户以及技术

的、商业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系统验证过程：确保系统遵循确定的程序进行验证，且

记录完整准确。 

变更控制：系统的生命周期过程中所有的变更都需评估和

测试。 

（4）数据管理过程和质量控制 

通常从 CRF 的设计开始，确保全部数据管理工作的质量，

考虑的因素包括：设计恰当、遵从方案、数据收集环境和培

训等；质量控制核查举例：数据录入系统；数据有效范围核

查；逻辑核查；安全性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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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管理中，数据管理员的两个不同工作性质决定了两种

质量控制方式：过程质控（in-process QC）和实时在线质控（on-line 

QC）。 

对于设计工作的质量控制，如 CRF 设计、数据库的设计

以及逻辑检验的建立等，一般多采用过程质控的方法，过程

质控可以保证设计过程中每个阶段的质量都是可靠的。例如，

逻辑检验的质量控制就是通过录入不同的测试数据来检查

该逻辑检验的计算机程序能否正确地捕捉到“问题”数据。如

果不能，则该逻辑检验需要修改并再次测试，直到正确为止。 

临床试验进行阶段的质量控制，一般多采用实时在线质

控。实时在线质控是计算某一时间点数据的错误率来评估数

据的质量。例如，实时在线质控报告显示有 3 个受试者已经

按计划完成了整个试验，但这些受试者的某一访视的实验室

检查数据仍未录入。此时的质控就要求数据管理员及时发现

这一问题并适时启动质疑机制。 

2.质量保证 

ICH E6 将质量保证定义为：“为保证试验的进行和数据

产生、留档（记录）以及报告都符合 GCP 和适用的监管要求

所建立的所有有计划、成体系的行为。” 

大部分申办者或 CRO等都有独立的数据质量保证部门，

其主要任务是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即制定质量方针、质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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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与计划、SOP 等，评估数据管理过程是否达到规定的要求，

是否按程序执行，同时稽查数据质量。 

（1）标准操作规程（SOP） 

SOP 是为达到均一性，完成一个特定职责而制定的详细
书面说明。制定 SOP 的意义在于尽可能控制各种主、客观因
素对临床试验结果的影响，尽可能降低临床试验的误差或偏
差，并确保研究资料的真实可靠，以提高临床试验结果的质
量。 

一般来说，数据管理的 SOP 可能会包括以下内容：数据
管理计划；CRF 设计；CRF 填写指南；数据库的建立与设计；
逻辑检验的建立；CRF 追踪；数据录入；数据核查与清理；
外部电子数据的管理；医学编码；SAE 一致性核查；数据库
的质量控制；数据库的锁定与解锁；数据的保存与归档；数
据的安全性；CRO 的选择与管理；人员培训等。 

SOP 的建立应能覆盖数据管理的所有过程，但重要的是
对所建立的 SOP 的遵守。SOP 制订不会一步到位，需要在实
践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2）稽查 

申办者还应设立稽查部门，由不直接涉及试验的人员定
期对质量体系的依从性进行系统性检查，以判定试验的执行、
数据的记录、分析和报告是否与已批准的试验方案、SOP、
以及 GCP 相一致，了解误解或错误发生的原因，并提出预防
及改正的建议。数据管理稽查要求稽查人员不但要具有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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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而且要熟悉数据管理的过程以及相应的计算机程序，
特别要熟悉监管部门对于临床试验数据的标准和要求。 

数据管理稽查是评价整个数据管理的质量系统，它包括
三个层次：具有符合监管部门要求的数据管理 SOP；应提供
书面文件记录对 SOP 的遵守情况（如遵守数据库锁定 SOP

时产生的过程记录）；在以上基础上，还有其他客观的证据
支持数据处理过程能够产生可信赖的高质量数据，并可用于
统计分析和申报等。 

对于临床试验数据的稽查，一般关注四个部分：研究文
件、数据、统计分析数据、临床研究报告。 

与数据管理稽查有关的文件主要有：数据管理员的简历
和培训记录、数据管理各岗位的描述与要求、数据管理计划、
接收 CRF 的记录、数据核查清理的记录和清单、数据库的变
更控制记录、逻辑检验的变更控制记录等。 

数据稽查的主要内容包括：CRF 与源数据的一致性、CRF

数据与数据库的一致性、数据管理过程的合规性和数据的完整
性等。 

（3）纠正和预防措施（CAPA）系统 

根本原因的分析以及纠正和预防措施是质量系统的基
础，CAPA 是质量持续改善的核心。 

纠正措施是指针对已存在的不符合或不期望的现象，消
除其根本原因所采取的措施，防止重复出现（Recurrence）。
预防措施是指针对潜在的不符合或潜在不期望的现象，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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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所采取的措施，防止发生（Occurrence）。 

深刻了解数据管理系统和数据管理工作过程有利于建
立有效的 CAPA 系统，从而加强质量管理体系，保证数据管
理所有过程的产出都是符合临床试验的目的，以及确保受试
者安全以及数据的完整性。衡量 CAPA 系统内的某个系统或
某个过程是否符合试验目的，需要全面了解数据管理相关的
投入、产出、控制和资源等。对一个临床试验质量管理体系
的有效性和效果的评估，包括定义相关的评价措施以及反馈。 

（二）质量评估 

真实、准确、完整和可靠是保证临床试验数据质量的基
本原则。良好的数据质量应该达到以下要求： 

ALCOA：可归因性(Attributable)，易读性(Legible)，同
时性(Contemporaneous)，原始性(Original)，准确性(Accurate)。 

ALCOA+：完整性(Complete)，一致性(Consistent)，持久
性(Enduring)，可获得性（Available When Needed）。 

评估数据质量的指标可以包括：录入和报告数据的时间；
监查员或稽查员确认有问题的观测的数量，或纠正的数量；
解决质疑问题所需的时间；CRF 审核所需时间；数据错误的
数量。 

临床试验中所收集的数据的错误必须尽可能少，使其能
支持该临床试验得出的发现或结论。通过发现临床试验数据
在转录、转移和处理中的错误，对数据质量进行定量，并评
估其对临床试验结果正确性的影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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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错误的主要方法有源数据核查确认、逻辑检验、数
据核实、汇总统计、CRF 与数据库核对等。 

评估数据质量最常用的方法是计算错误数据的发生率，
即错误率。错误率＝发现的错误数／所检查的数据项总和。 

对于 CRF 中关键指标核查，将对数据库进行 100% 的
复查，与 CRF 及疑问表进行核对，发现的所有错误将被更正。
对于非关键指标的核查，如果总病例数大于 100，将随机抽
取 10%的病例进行复查；如果小于 100 例，则抽取例数为总
病例数的平方根进行复查。将数据库与 CRF 及疑问表进行核
对，可接受的错误率为：数值变量不超过 0.2%；文本变量不
超过 0.5%。如错误率超过此标准，将进行 100%核对。 

关键指标、非关键指标的界定，由研究者、申办者以及
统计人员共同讨论决定。 

七、安全性数据及严重不良事件报告 

临床试验的一个关键目标是，确定、研究、建立或证实
一种研究产品的安全性特征。试验中安全性数据的管理和报
告应该支持该目的。在临床试验数据的管理和报告中，安全
性数据经常是最具挑战性的。 

许多研究机构设立了数据安全和监查委员会（Data 

Safety and Monitoring Board，DSMB），对临床试验中安全性
数据进行核查。该委员会由独立于实施研究、中期分析和数
据核查的人员组成，可以设盲，也可以不设盲。数据监查委
员会可由以下原因作出暂停正在实施的研究的建议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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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极其显著的疗效；（2）不可接受的安全性风险；（3）无
效。该委员会也可以推荐对正在实施的研究进行更改，比如，
下调剂量、去除出现不可接受的安全性风险的研究组别。 

申办方的医学监查员也应对安全性数据进行检查。 

（一）不良事件的获取、管理和报告 

临床研究中的安全性数据既是一种丰富的信息来源，同时

其管理和报告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临床不良事件经常含有临床

研究中最重要的安全性信息。为了保证收集、编码、分析和报

告的方法有利于获得可靠的结论，需要理解不良事件数据的特

征及其局限。ICH 的一些指导原则为工业如何管理和报告临床

试验安全性数据提供了指南，如 E1A、E2A、E2B、E2C、E3、

E5、E6 和 E9。 

当对安全性数据进行获取、管理和报告时：设计 CRF

需要对安全性数据的收集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严重程度进行

定义，理解其用途和局限性；保证正常值范围正确地与实验

室数据关联，在对不同研究机构的实验室数据进行汇总时需

要注意正常值范围是否相同；在实验室数据的分析和报告中，

对类别变化（状态从正常转化为异常）及其变化幅度均进行

考虑；不良事件数据获取的精确性与数据的分析和报告方法

相关。  

在临床试验中，不良事件应尽量按照标准字典或术语集

进行归类并编码。字典的选择要符合研究的目的，最好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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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符合业界标准。字典的安装、维护和升级要有一

套标准的操作程序。字典升级前应评价升级对现有临床试验

数据编码的影响，同时提出解决方案。选择适当的编码方法

与编码程序。编码者要有一定的临床知识，并获得相应的培

训。编码后的数据需要进行质量控制检查。 

可以应用很多方式对安全性数据进行展示和报告。为了

保证充分地对属于药物反应的结果进行报告，需要判断和科

学选择，以确定数据的趋势和显著特征。对药物反应进行辨

别是安全性数据处理和报告的驱动目的。 

（二）实验室数据 

实验室数据的特点需要在数据管理时进行考虑。数据的

存储单位应能够清楚地反映数据的值；在许多数据库中，单

位和数据是分开的。管理实验室数据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之一

是连接数据到合适的正常值范围。在获得数据时，如果数据

不是通过电子方式到达数据管理员那里，数据值和其合适的

正常值范围的连接将花费很大精力。当正常值范围不可得到

时，可以使用参考值范围，它是从正常值范围衍生得到的范

围，可以从研究中或者从参考书中得到。然而，使用参考值

代替正常值的文档对数据库用户必须是清楚的。 

为了方便地对研究之间的数据进行连接，经常可以应用

实验室数据的标准化技术，以达到这一目的。标准化技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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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包括，当数值为正常时，将数据转化为无单位的数值“0”

和“1”，当数值低于正常范围的下限时，将数值转化为小于“0”，

当数值高于正常范围上限时，将数值转化为大于“1”。实验室

本身应该达到所在国家或地区规定的质控标准。 

（三）其他数据 

除不良事件（AEs）和实验室值以外，安全性数据还有

其他形式。专项检测数据（如心电图，脑电图）的采集需要

对来自这些检测的常见数据及其格式、精度和特殊属性要有

理解。 

体格检查在临床试验中是很常见的。广义上讲，体格检

查是一种筛查方法；如果一个非预期的、明显的临床异常在

体格检查中被发现，通常利用专项检测来确定这个事件。在

这种情况下，从专项检测中得到的数据具有更大的可靠性。 

不鼓励使用开放式文字描述数据。对“其他数据”的管理

信赖于信息的形式。对于体格检查和专项检查，自由文本注

释是允许的。文本框可通过文字处理而不是数据录入系统进

行计算机化，从而与数据库连接，但不作为数据库本身的一

部分。此时纠错方式是校对，而不是双录入。有些申办者为

了避免将冗长的文本注释计算机化，而采用编码的方式，如

“0=无注释”，1=“有注释，不相关”，2=“有注释，相关”，3=“有

注释，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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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重不良事件数据 

临床研究过程中，监管部门要求及时报告严重不良事件

（SAEs）。一些公司通常设置专门小组处理和报告 SAEs，此

时报告的内容、格式及时限的要求与 CRF 填写可能不完全相

同，这些安全性数据及其报告一般在药物警戒数据库中完成，

该数据库通常包括各种不同来源的安全性数据，可能是不完

整的、重复的、零碎的，或不准确的。而临床试验数据库中

基于 CRF 填写的 SAEs 是经过严格的数据管理程序处理的，

包括清理、质疑以及确保准确度的验证。两个数据库中 SAEs

的记录可能存在差异，为确保 SAEs 数据的一致性必须对临

床试验的数据库与药物警戒数据库的一致性进行核查。该核

查必须在临床试验中定期进行。 

核查范围可能包括但不仅局限于下列内容：方案；研究

者；受试者代号（随机号）；受试者姓名缩写，出生日期，

性别，种族；严重不良事件的病例号；不良事件诊断；报告

的严重不良事件名称；编码术语或首选术语；不良事件开始

日期, 结束日期；死亡日期，死亡原因及尸检结果；不良事

件结局；不良事件严重程度；因不良事件对研究药物采取的

措施，伴随药物名称及开始和停止使用日期；申办者和研究

者对不良事件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应包含：严重程度、因果

关系、是否预期、有无破盲。对不良事件评估需使用标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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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编码术语；不良事件是否报告给有关部门，何时报告。 

八、名词解释 

系统验证（System Validation）：是指建立计算机化系统

生命周期管理的文档化证据，以确保计算机化系统的开发、

实施、操作以及维护等环节自始至终都能够高度满足其预设

的各种系统技术标准、使用目的和质量属性，和处于监控的

质量管理规程中，并能在其投入应用直至退役过程中都能高

度再现和维护系统的标准和功能符合监管要求。 

稽查轨迹（Audit Trail）：是计算机系统（如数据管理系

统）的基本功能。是指系统采用安全的和计算机产生的带有

时间烙印的电子记录，以便能够独立追溯系统用户输入、修

改或删除每一条电子数据记录的日期、时间以及修改原因，

以便日后数据的重现。任何记录的改变都不会使过去的记录

被掩盖或消失。只要受试者的电子记录保存不变。 

权限控制（Access Control）：是指按照临床试验电子系

统的用户身份及其归属的某项定义组的身份来允许、限制或

禁止其对系统的登录或使用，或对系统中某项信息资源项的

访问、输入、修改、浏览能力的技术控制。 

外部数据（External Data）：是由外部数据提供方采集的

数据。外部数据可以通过电子数据上传或数据直接对接的方

式传输到临床数据管理系统，经过数据整合后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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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不与临床数据库中的数据整合，在数据分析时，作为

一份独立的数据源，与临床数据库内的数据一起直接参与数

据分析。外部数据包括多种数据来源，多数为打包上传的电

子数据，非纸质记录或直接录入到 EDC 系统的数据。 

电子签名（Electronic Signature）：是指任何用电子文件

手段（如符号或一系列符号所组成的数据集）的形式所含或

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的签名。这种由个人执行、采用或

授权使用的电子签名与其手写签名具有同样法律效力。在临

床试验中，对任何试验数据和文件的电子签名表明这个电子

签名人已经接受或认可了其签署的相关电子记录文件内容

或数据、符号或程序。 

数据管理计划（Data Management Plan, DMP）：是由数

据管理人员依据临床试验方案书写的一份动态文件，它详细、

全面地规定并记录某一特定临床试验的数据管理任务，包括

人员角色、工作内容、操作规范等。DMP 的修订与升级伴随

整个试验阶段。 

电子数据采集（Electronic Data Capture, EDC)：是一种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用于临床试验数据采集的技术，通过软件、

硬件、SOP 和人员配置的有机结合，以电子化的形式直接采

集和传递临床数据。 

逻辑核查（Edit Check）：是指临床试验数据输入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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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后对数据有效性的检查。这种核查可以通过系统的程序

逻辑，子程序和数学方程式等方法实现，主要评价输入的数

据域与其预期的数值逻辑、数值范围或数值属性等方面是否

存在错误。 

盲态审核（Blind Review）：是指在试验结束（最后一位

受试者最后一次观察）到揭盲之前对数据进行的核对和评估，

以便最终确定统计分析计划。 

数据库锁定（Database Lock）：为数据管理人员依据数

据管理计划（DMP）关闭临床试验数据库，使之无法更改。

它是在临床试验结束、EDC 系统的所有质疑被解决、经相关

批准手续后实施的。被锁定的数据库一般不得改变。 

源数据核查确认（Source Data Verification，SDV）：是指

评价记录在临床试验病例报告表中的数据与源数据一致性

的行为，以确保所采集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使

得临床试验项目日后重现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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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耐药基因突变检测试剂技术审查指

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附件： 
 
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耐药基因突变检测试

剂 
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第一次征求意见稿）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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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耐
药基因突变检测试剂注册申报资料的准备及撰写，同时也为技术
审评部门对注册申报资料的技术审评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针对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的
一般要求，申请人应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确定其中内容是否适用，
若不适用，需阐述具体理由及相应的科学依据，并依据产品的具
体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 

本指导原则是对申请人和审查人员的指导性文件，但不包括
注册审批所涉及的行政事项，也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果有能
够满足相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可以采用，但需要详细阐明
理由，并对其科学合理性进行验证，提供详细的研究资料和验证
资料，相关人员应在遵循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
制定的，随着法规和标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调整。 

二、范围 

本指导原则所述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耐药基因突变检测试
剂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疑似耐药患者的临床样本或培
养物样本中的耐药基因突变进行体外定性检测的试剂。针对该定
义，需要强调如下几点： 

1 适用人群为：疑似耐药的患者（结核病患者或疑似结核病
患者）； 

2 适用样本为：（1）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阳性的临床样本
或培养物样本；（2）临床样本可为：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
其他体液等；（3）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阳性的确认方法可为已

mailto:xm.li@gzboji.com�


 壹周医械汇  第 75 / 167 页 
 

 
 (020)29896535   xm.li@gzboji.com 

 

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上市的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
鉴定试剂或临床普遍认可的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鉴定方法（如：
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核酸鉴定试剂或传统结核分枝杆菌培养鉴
定方法）。 

3 对于同一注册单元内可同时进行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核
酸鉴定以及耐药基因突变检测的试剂，其耐药基因突变检测部分
适用于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的技术要求是基于荧光探针 PCR 方法确立的，对
于线性杂交或基因芯片等其他核酸扩增技术，可能部分要求不完
全适用或本指导原则所述技术指标不够全面，申请人可根据产品
特性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评价和验证，但需阐述不适用的理由，
并验证其科学合理性，同时确认性能评价的充分性。本指导原则
适用于进行首次注册申报和相关许可事项变更的产品。 

三、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综述资料主要包括产品预期用途、产品描述、有关生物安全
性的说明、研究结果的总结评价以及同类产品上市情况介绍等内
容，其中同类产品上市情况介绍部分应着重从检测靶标、方法学
及不同基因突变类型检出能力等方面写明申报产品与目前市场
上已获批准的同类产品之间的主要区别。若尚无同类产品批准上
市，则应提交详实充分的科学证据，包括：突变类型与结核分枝
杆菌耐药的相关性以及突变检测的临床意义，证明申报产品的检
测靶标具有明确的临床意义。 

综述资料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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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办法》）和《关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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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件格式的公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4年第44号）的相关要求。 

（二）产品说明书 

产品说明书的格式应符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
则》的要求，境外试剂的中文说明书除格式要求外，其内容应尽
量保持与原文说明书一致，翻译力求准确且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产品说明书的所有内容均应与申请人提交的其他注册申报资料
保持一致，如某些内容引自参考文献，则应采用规范格式对此内
容进行标注，并单独列明文献的相关信息。 

结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的要求，下面对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突变检测试剂说明书的重点内容进行详
细说明，以指导注册申报人员合理编制说明书。 

1.【预期用途】应至少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1.1 根据【检验结果的解释】的结果报告形式，“预期用途”

第一段可表述为以下几种情况： 
a、申报产品可区分具体突变类型，结果报告具体突变类型

（a 类）。建议表述为：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结核分枝杆菌
复合群阳性的 xx样本中的 yy 耐药基因突变，可检测的突变类型
包括 zz，本产品可区分具体突变类型。本产品用于某种（类）
药物耐药的辅助诊断。 

b、已知申报产品可检测的具体突变类型（如：针对具体突
变类型设计特异突变探针，从检验原理上已知可检测哪些突变类
型），但结果不区分具体突变类型，结果报告为耐药/敏感等（b
类）。建议表述为：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复合
群阳性的 xx样本中的 yy 耐药基因突变，可检测的突变类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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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本产品不区分具体突变类型。本产品用于某种（类）药物耐
药的辅助诊断。 

c、某段核酸区域的突变可导致对某种药物耐药，申报产品
从检验原理上没有必要明确具体突变类型，结果报告为耐药/敏
感（c 类）。建议表述为：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结核分枝杆
菌复合群阳性的 xx 样本中的 yy耐药，本产品无法明确具体突变
类型。本产品用于某种（类）药物耐药的辅助诊断。 

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 
（1）b类预期用途的试剂所包括的突变类型对同一种（类）

药物必须具有相同的指导用药的临床意义。 
（2）对于 c 类预期用途的试剂，申请人必须有充分权威的

科学证据证明某段核酸区域与某种（类）药物具有明确的临床意
义。申请人必须提供科学权威的支持资料，证明：a、耐药基因
区域的突变可引起耐药；b、耐药基因区域的突变对同一种（类）
药物必须具有相同的指导用药的临床意义；c、耐药基因区域内
与耐药无关的碱基发生突变的频率很低，不会影响产品的特异性。
申请人还应提交耐药基因区域内所有碱基在国内外的突变频率。 

1.2 介绍与耐药相关的检测靶标、检测靶标的突变位点和突
变类型；明确申报产品可检测的突变类型或耐药核酸区域导致的
表型耐药占临床所有表型耐药的比例。 

1.3 适用人群：疑似耐药的患者（结核病患者和疑似结核病
患者 ）。 

2.【主要组成成分】 
2.1说明试剂盒包含组分的名称、数量、比例或浓度等信息，

说明不同批号试剂盒中各组分是否可以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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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剂盒中不包含但对该项检测必须的组份，企业应列出
相关试剂/耗材的名称、货号及其他相关信息。 

2.3 如果试剂盒中不包含用于核酸提取纯化的试剂组份，则
应在此注明经过验证后配合使用的商品化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盒
的生产企业、产品名称以及产品货号和医疗器械备案号（如有）
等详细信息。 

3.【检验原理】 
3.1 对试剂盒检测靶标以及突变类型进行详细描述（基因名

称和基因位置、靶序列长度、突变类型及相关特征等），对试剂
盒所用探针、引物、突变或耐药的判定终点等进行详细的介绍；
对不同样品反应管组合、对照设置及荧光信号检测原理等进行介
绍。 

3.2 样本处理、核酸提取纯化方法和原理等。 
3.3 试剂盒技术原理的详细介绍，建议结合适当图示进行说

明。如反应体系中添加了相关的防污染组分（如 UNG 酶），也应
对其作用机理进行适当介绍。 

4.【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说明试剂盒的效期稳定性、开封稳定性、复融稳定性、运输

稳定性和冻融次数要求等，应明确具体的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5.【样本要求】重点明确以下内容： 
5.1 临床样本的收集：建议参照《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结核

病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或者《结核病诊断实验室检验规程》
（中国防痨协会基础专业委员会编著）现行有效版本推荐的采样
要求或国外的同类文件，并详细描述采样步骤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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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临床样本的前处理（如适用）：建议参考《临床技术操
作规范（结核病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或者《结核病诊断实
验室检验规程》（中国防痨协会基础专业委员会编著）现行有效
版本推荐的前处理方法或国外的同类文件，详细描述具体的前处
理方法。 

5.3 培养物样本：详细描述培养鉴定方法，包括：从患者采
集的临床样本类型、样本采集后处理、所用培养基、相关药物和
具体操作步骤等、申报产品从培养物中取样进行检测的时间点、
取样方法和对培养物样本的处理等。 

5.4 样本的其他处理、运送和保存：明确核酸提取纯化前的
其他处理（如离心和洗涤等）、保存条件及期限（短期和长期）
以及运送条件等。冷藏/冷冻样本检测前是否需要恢复至室温，
冻融次数的限制等。 

6.【适用仪器】 所有适用的仪器型号，并提供与仪器有关
的重要信息以指导用户操作。 

7.【检验方法】详细说明实验操作的各个步骤，包括： 
7.1 实验条件：实验室分区、实验环境的温度、湿度和空调

气流方向控制等注意事项。 
7.2 试剂配制方法和注意事项。 
7.3 详述待测样本及相关对照核酸提取纯化的条件、步骤及

注意事项（如适用）。 
7.4 扩增反应前准备：加样体积、顺序等。 
7.5 PCR 各阶段的温度、时间设置、循环数设置或相应的自

动化检测程序及相关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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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仪器设置：特殊参数、探针的荧光素标记情况、对待测
突变及内标（如适用）和其他对照（如适用）的荧光通道选择等。 

8.【检验结果的解释】 
结合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内对照、核酸提取纯化对照（如

适用）、样本管检测结果以及已验证的突变类型与耐药之间的关
系，以列表的形式详述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及相应的解释。如存
在检测灰区（如：耐药不确定等），应详述对于灰区结果的处理
方式。 

9.【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9.1 申报产品仅对下述突变类型 xx 进行了验证。 
9.2 申报产品的检测结果仅作为初筛结果，仅供临床参考，

用于辅助诊断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的耐药性，不应作为患者耐药
的确诊依据。临床医生应结合患者病情、药物适应症、疗效及其
他实验室检测指标等因素对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9.3 本产品仅检测靶标区域内突变引起的耐药。由其他基因
或基因区域的突变、以及其他耐药机制引起的耐药本产品不能检
出。 

9.4 本产品不能用于监测患者对于抗生素的治疗进展以及
成功与否，因为经过抗菌治疗后，细菌 DNA 可能仍旧存在。 

9.5 有关假阴性结果的可能性分析 
9.5.1 不合理的样本采集、运送及处理、样本中细菌含量过

低、核酸过度降解或扩增反应体系中靶标浓度低于检测限均有可
能导致假阴性结果。 

9.5.2待测靶标的变异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序列改变可能会导
致假阴性结果。 

mailto:xm.li@gzboji.com�


 壹周医械汇  第 81 / 167 页 
 

 
 (020)29896535   xm.li@gzboji.com 

 

9.5.3未经验证的其他干扰或PCR抑制因子等可能会导致假
阴性结果（如有）。 

9.5.4  其他基因或基因区域的突变、以及其他耐药机制引
起的耐药本产品不能检出，可能产生假阴性。 

10.【产品性能指标】详述以下性能指标： 
10.1 对国家参考品检测的符合情况，简要描述采用国家参

考品进行检测的结果（如适用）。 
10.2 最低检测限：明确最低检测限参考品的组成、浓度及

结果，并简单介绍最低检测限的确定方法。重点考虑原始模板中
突变基因的百分率和扩增终体系中核酸浓度两个因素对最低检
测限的影响。 

10.3 企业内部阳性/阴性参考品符合率，阳性/阴性参考品
的组成、浓度梯度设置以及结果等信息。 

10.4 精密度：精密度参考品的组成、浓度梯度要求及结果，
不同浓度精密度参考品的检测结果（变异系数，如适用）。 

10.5 分析特异性 
10.5.1 野生型验证：应采用不同浓度的野生型样本进行验

证，结果应均为阴性。 
10.5.2 可检测突变之间的交叉反应：如申报产品可检测多

种突变，还需验证申报产品声称的所有突变类型之间是否存在交
叉反应。 

10.5.3 干扰物质验证：样本中常见干扰物质对检测结果的
影响，如血液、粘液或药物等。 

10.6 对比试验研究（如有）：简要介绍对比试剂（方法）的
信息、所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及统计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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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注意事项】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1.1 如该产品含有人源或动物源性物质，应给出具有潜在

感染性的警告。 
11.2 临床实验室应严格按照《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实验

室管理办法》（卫办医政发〔2010〕194 号或现行有效版本）等
有关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的管理规范执行。 

（三）产品技术要求 

产品技术要求应符合《关于公布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
要求和批准证明文件格式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公告 2014 年第 44号）的相关规定。申请人应按照《医疗器械产
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的有关要求，编写产品技术要求，内
容主要包含产品性能指标和检验方法，并以附录的形式明确主要
原材料、生产工艺及半成品检定要求。 

该类试剂的注册检测主要包括以下性能指标：物理性状、阴
/阳性参考品符合率、精密度和最低检测限等。阳性参考品主要
考察对申报产品覆盖范围内不同突变类型的检测符合性，阴性参
考品则重点对申报产品的分析特异性进行验证。 

如果申报产品已有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发布，则产品技术
要求不得低于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 

（四）注册检验 

根据《办法》的要求，首次申请注册的第三类产品应该在具
有相应承检范围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进行连续 3 个生产批次样
品的注册检验。对于已有国家标准品/参考品的检测项目，在注
册检测时应采用相应的国家标准品/参考品进行检验，并符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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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对于目前尚无国家标准品/参考品的项目，申请人应建
立自己的参考品体系并提供相应的内部参考品；对于 c类预期用
途的产品，注册检测应尽可能对国内已报告的常见突变类型（建
议申请人根据权威机构的文件确定其代表性）进行验证。 

（五）主要原材料的研究资料 

应提供主要原材料如引物、探针、企业参考品的选择与来源、
制备过程、质量分析和质控标准等相关研究资料。若主要原材料
为企业自己生产，其生产工艺必须相对稳定，并提交工艺验证报
告；如主要原材料购自其他供货商，应提供的资料包括：供货方
提供的质量标准、出厂检定报告，以及该原材料到货后的质量检
验资料。 

1. 核酸分离纯化组分（如有）的主要组成、原理介绍及相
关的验证资料。 

2. PCR 组分的主要原料（包括引物、探针、各种酶及其他
主要原料）的选择、制备、质量标准及实验研究资料，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2.1 脱氧三磷酸核苷（dNTP） 
核酸的组成成分，包括：dATP、dUTP、dGTP、dCTP 和 dTTP；

应提交对纯度、浓度、保存稳定性等的验证资料。 
2.2 引物 
由一定数量的 dNTP 构成的特定序列，通常采用 DNA 合成仪

人工合成，合成后经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AGE）或其他适宜方
法纯化。需提供对分子量、纯度、稳定性、功能性实验等的验证
资料。如为外购，还应提供合成机构出具的合成产物的质检证明，
如 PAGE 结果或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分析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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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探针 
特定的带有示踪物（标记物）的已知核酸片段（寡聚核苷酸

片段），能与互补核酸序列退火杂交，用于特定核酸序列的探测。
合成后经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AGE）或其他适宜方法纯化，在
5-端(和/或 3-端)进行标记，并经 HPLC 或其他适宜方法纯化，
纯度应达到 HPLC 纯。应提供合成机构出具的合成产物的质检证
明，如 HPLC 分析图谱，应对探针的分子量、纯度及标记的荧光
素进行核实，并进行功能性试验验证。 

2.4 酶 
DNA 聚合酶，应具有 DNA 聚合酶活性，无核酸内切酶活性，

具热稳定性，如：94℃保温 1小时后仍保持 50%活性；尿嘧啶 DNA
糖基化酶（UDG/UNG），具有水解尿嘧啶糖苷键的活性，无核酸
外切酶及核酸内切酶活性。应对酶活性进行合理验证。 

3. 核酸类检测试剂的包装材料和耗材应无脱氧核糖核酸酶
（DNase）污染。 

4.企业参考品：详细说明企业参考品的原料选择、制备和定
值过程等试验资料。 

4.1 阳性参考品 
应包括所有突变类型。阳性参考品的突变类型需经过金标准

方法或已上市同类分型试剂的确认。常见突变类型（建议申请人
根据权威机构的文件确定其代表性）的阳性参考品须采用菌株，
其他突变的阳性参考品可以采用结核分枝杆菌基因组 DNA 或质
粒，不建议采用临床样本（如痰液）作为阳性参考品。 

4.2 阴性参考品 
可采用经确认靶序列未发生突变的结核分枝杆菌菌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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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最低检测限参考品 
最低检测限参考品须含有声称的所有突变类型。常见突变类

型的最低检测限参考品须采用菌株，其他突变类型可采用含有突
变的核酸。 

4.4 精密度参考品 
精密度参考品至少包括阴性、弱阳性和中阳性三个水平。中

阳性参考品可不包括所有突变类型，以常见突变类型为主，但弱
阳性参考品必须包括所有突变类型。常见突变类型的精密性参考
品须采用菌株，其他突变类型可采用核酸。 

对于 c类预期用途的产品，申请人应尽可能对国内已报告的
耐药核酸区域内的常见突变类型（建议申请人根据权威机构的文
件确定其代表性）设置各种类型的企业参考品（须采用菌株）。 

5.试剂盒内的对照 
申报产品的质控体系通过设置各种对照来实现，以对样本核

酸分离纯化、配液及加样、试剂及仪器性能、扩增反应抑制物（管
内抑制）、交叉污染和靶核酸降解等因素可能造成的假阴性或假
阳性结果进行合理质控。申报资料应详细说明各种对照的原料选
择、制备和定值过程等。 

该类产品所涉及的方法学多样，即使是以荧光探针 PCR为基
础的分子生物学方法，由于产品检验原理以及判定终点等的差异，
对照的设置各有不同。建议申请人设置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和内
对照。 

5.1 阳性对照 
阳性对照可对实验过程进行质控。阳性对照可采用菌株、质

粒或基因组提取物等。企业应对阳性对照相应判断数值做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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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5.2 内对照 
内对照可对实验过程的假阴性结果进行质量控制。内对照可

采用质粒或线性 DNA 等。申请人应对内对照的引物、探针和模板
浓度做精确的验证，既要保证内标荧光通道呈明显的阳性又要尽
量降低对靶核酸序列检测造成的抑制而导致假阴性。企业应对内
对照或相应判断数值做出明确要求。 

5.3 阴性对照 
阴性对照可采用含有野生型靶序列的核酸或空白对照，以对

交叉污染造成的假阳性结果进行质控。阴性对照应参与样本核酸
的平行提取。 

由于申报产品所适用的临床样本比较复杂，其中可能含有各
种影响 PCR 反应的抑制物，造成假阴性。因此，申报产品应充分
考虑对样本核酸提取纯化环节的质量控制，通过设置各种对照进
行质控。比如，采用克隆菌株作为内对照或阳性对照并参与样本
核酸的平行提取纯化，或者设置专门的核酸提取纯化对照（如菌
株）等，以对样本核酸提取纯化的质量及效率进行评估。 

（六）主要生产工艺及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 

生产工艺及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应能对反应体系涉及到的
基本内容，如临床样本用量、试剂用量、反应条件和质控体系设
置等，提供确切的依据，配制工作液的各种原材料及其配比应符
合要求，原材料应混合均匀，配制过程应对 pH、电导率、离子
浓度等关键参数进行有效控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主要生产工艺介绍，可以图表方式表示。 
2. 反应原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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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因位点选择、方法学特性介绍。 
4. 确定最佳 PCR 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包括酶浓度、引物/

探针浓度、dNTP 浓度、阳离子浓度等。 
5. PCR 反应各阶段温度、时间及循环数的研究资料。 
6. 对于基线阈值和阈值循环数等确定的研究资料。 
7. 如申报产品包含核酸提取纯化试剂，应提交对核酸提取

纯化过程进行工艺优化的研究资料。 
（七）分析性能评估资料 

申请人应提交对申报产品进行的所有性能验证的研究资料，
包括具体试验方法、内控标准、实验数据和统计分析等详细资料。
该类产品建议着重对以下分析性能进行研究。 

1、阳性/阴性参考品符合率 
各突变类型的阳性参考品均应检出阳性/耐药，阴性参考品

应检测为阴性/敏感。 
2、最低检测限 
建议采用 95%（n≥20）的阳性检出率作为最低检测限确定

的标准。扩增反应终体系中的突变序列百分率和总核酸浓度两个
因素对最低检测限的影响较大，终体系中突变序列的百分率越高、
所含的 DNA 量越多，则越容易检出。而终体系中的这两个因素是
由临床样本中的结核分枝杆菌耐药菌与野生菌的含量和相对比
例决定的。因此，需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申报产品的最低检测限。 

2.1 100%耐药比例下，耐药菌株/突变核酸的最低检测浓度。 
对于常见突变类型，将结核分枝杆菌耐药菌株进行系列稀释，

制备不同浓度的耐药菌株样本。对于其他突变类型，可将突变质
粒或基因组 DNA 进行系列稀释，制备不同浓度的核酸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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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各浓度样本进行不少于 20 次的重复检测，确定 95%
阳性检出率水平，作为可检测的最低耐药菌株/核酸浓度。 

2.2 不同菌株/核酸浓度、各种耐药比例的最低检测限。 
配制不同菌株/核酸浓度、各种耐药比例的混合液：（1）对

于常见突变类型，将不同浓度的结核分枝杆菌野生菌株和耐药菌
株进行混合，调整野生和耐药菌株的比例，得到含不同菌株浓度
和各种耐药比例的菌株混合液。（2）对于其他突变类型，将不
同浓度的野生质粒和突变质粒进行混合，调整野生质粒和突变质
粒的比例，得到含不同核酸浓度和各种耐药比例的核酸混合液。 

对各份混合液进行不少于 20 次的重复检测，确定 95%阳性
检出率水平，作为不同菌株/核酸浓度、各种耐药比例的最低检
测限。 

为确定痰样本的最低检测限，建议将至少 1株结核分枝杆菌
耐药/敏感菌株、结核分枝杆菌阴性的痰样本进行混合，完全按
照申报产品的操作步骤对此“制备痰液”进行样本前处理、核酸
提取纯化和扩增等。对结核分枝杆菌阴性痰样本的确认，应采用
涂片、培养鉴定、临床诊断和其他已上市的核酸检测试剂盒进行
联合确认。最低检测限的浓度应是“制备痰液”的最终菌株浓度。 

应明确每种菌株/核酸的来源、突变类型、浓度和制备方法
等信息。 

企业可采用适宜方法进行菌株浓度的确认，宜以“个菌/mL”
作为菌株浓度的表示方式。 

3、分析特异性 
3.1 野生型验证：采用不同浓度的野生型结核分枝杆菌进行

验证，结果应为敏感或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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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申报产品声称的全部突变类型间的交叉反应验证。 
3.3 鉴于可检测样本中可能同时含有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

和非结核分枝杆菌，为了验证非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的其他病原
体对申报产品的检测结果是否造成假阴性和假阳性结果，需对核
酸序列具有同源性、易引起相同或相似的临床症状、采样部位正
常寄生或易并发的其他病原体进行交叉反应的验证。具体目录参
见表 1和表 2。 

表 1 用于交叉反应研究的其他分枝杆菌 
堪萨斯分枝杆菌 苏加分枝杆菌 

海分枝杆菌 龟分枝杆菌 
土地分枝杆菌 偶发分枝杆菌 

次要分枝杆菌 耻垢分枝杆菌 
溃疡分枝杆菌 脓肿分枝杆菌 

戈登分枝杆菌 胃分枝杆菌 
蟾蜍分枝杆菌 胞内分枝杆菌 
鸟分枝杆菌 草分枝杆菌 

瘰疬分枝杆菌  
注:表中所列细菌均应进行验证。 

表 2 用于交叉反应研究的其他病原体 
肺炎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流感嗜血杆菌 诺卡氏菌 
大肠杆菌 绿脓杆菌 

表皮葡萄球菌 白色念珠菌 
隐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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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所列病原体均应进行验证。 
4、干扰物质 
4.1 潜在干扰物质主要包括：内源性物质（不含待检野生/

突变靶标的相应临床样本）和外源性药物。建议使用医学相关水
平的干扰物浓度进行验证。建议申请人在每种干扰物质的潜在最
大浓度（最差条件）条件下进行评价。对于常见药物干扰试验，
建议参照相应药物药代动力学研究确定的治疗药物浓度添加相
应药物进行干扰验证。 

表 3 用于干扰研究的外源性药物 

异烟肼 乙胺丁醇 

利福平 吡嗪酰胺 

其他抗生素（如：阿莫西林、
左氧氟沙星） 

抗病毒药（如：扎那米
韦） 

鼻腔喷雾剂或滴鼻剂(如：肾上
腺素、羟甲唑啉、含防腐剂的氯化
钠溶液) 

鼻腔糖皮质激素（如：
倍氯米松、地塞米松、氟尼
缩松、曲安西龙、布地奈德、
莫美他松、氟替卡松） 

鼻用软膏类（如：莫匹罗星）  
注: 表中所列外源性药物均应进行验证，括号内至少选做一

种。 
4.2 对于培养物样本，干扰物质主要为适用培养基和相关药

物的干扰，应在最低检测限浓度/阴性条件下验证相关药物和不
同浓度培养基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明确不产生干扰的最大培养基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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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精密度 
测量精密度的评价方法并无统一的标准可依，可根据不同产

品特征或企业的研究习惯进行，前提是必须保证研究的科学合理
性。具体实验方法可以参考国内或国外的相关文件进行。企业应
对每项精密度指标的评价标准做出合理要求。针对申报产品的精
密度评价主要包括以下要求。 

5.1 对可能影响检测精密度的主要变量进行验证，除申报产
品（包括提取纯化组分和 PCR 组分）本身的影响外，还应对不同
的适用机型（如 PCR分析仪）、操作者和地点等要素进行相关的
验证。 

5.2 合理的精密度评价周期，例如：为期至少 12 天的检测，
每天至少由2人完成不少于2次的完整检测，从而对批内/批间、
日内/日间以及不同操作者之间的精密度进行综合评价。如有条
件，申请人应选择不同的实验室进行重复实验以对室间精密度进
行评价。 

5.3 建议在以下 3个浓度进行验证： 
5.3.1 阴性样本：靶序列未发生突变的结核分枝杆菌野生型

菌株，阴性检出率应为 100%（n≥20）。 
5.3.2 弱阳性样本：耐药菌株/核酸浓度略高于申报产品的

最低检测限，阳性检出率应高于 95%（n≥20）。（弱阳性样本
应包括申报产品声称的所有突变类型。常见突变类型采用耐药菌
株，其他突变类型可采用核酸样本。） 

5.3.3 中等阳性样本：耐药菌株/核酸浓度约为最低检测限
的 2倍或 3倍，阳性检出率为 100%（n≥20）。（可选择申报产
品声称的部分突变类型进行验证，但至少应包括 1株结核分枝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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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耐药菌株。） 
6、不同样本前处理方法和核酸提取纯化方法的分析性能资

料要求  
如果某种样本类型可采用几种方法进行样本前处理（如：痰

/痰沉淀物），申请人应提交适用的样本前处理方法（进行全项
目分析性能评估的样本前处理方法除外）与后续试验配合进行的
性能试验（至少包括最低检测限项目），以证明不同的样本前处
理方法不影响检测结果。 

如果某种样本类型可采用几种方法进行核酸提取/纯化，申
请人应提供适用的核酸提取纯化方法（进行全项目分析性能评估
的核酸提取纯化方法除外）与后续试验配合进行的性能试验（至
少包括最低检测限和精密性项目），以证明不同的核酸提取纯化
方法不影响检测结果。 

对于 c类预期用途的产品，申请人应尽可能对国内已报告的
耐药核酸区域内的常见突变类型（建议申请人根据权威机构的文
件确定其代表性）进行上述分析性能项目的验证，进行验证的样
本须采用菌株。 

对于适用多个机型的产品，应提供如产品说明书【适用仪器】
项中所列的所有型号仪器的至少三批全性能评估资料。 

（八）阳性判断值确定资料 

对于此类试剂，阳性判断值确定资料主要是指 Ct 值/Ct 值
的差值/荧光信号差值等的确认资料，建议申请人采用受试者工
作特征（ROC）曲线的方式对申报产品用于结果判断的临界值予
以确认。有关 ROC 曲线分析的细节，请参考国内外相关的文件。
如存在灰区，应提交灰区上下限确定的详细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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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稳定性研究资料 

稳定性研究资料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申报产品的稳定性和
样本稳定性。前者主要包括实时稳定性（有效期）、开瓶稳定性、
复溶稳定性、运输稳定性及冻融次数限制等研究，申请人可根据
实际需要选择合理的稳定性研究方案。稳定性研究资料应包括研
究方法的确定依据、具体的实施方案、详细的研究数据以及结论。
对于实时稳定性，应提供至少三批样品在实际储存条件下保存至
成品有效期后的研究资料。 

另外，还应提供样本保存条件、保存时间等方面的详细研究
资料。样本稳定性研究主要包括核酸分离/纯化前样本稳定性和
分离/纯化后核酸在储备液中的稳定性两方面。在合理的温度范
围内选择多个温度点（应至少包括范围的上限和下限温度），每
间隔一定的时间段对储存样本进行分析验证，从而确认不同类型
样本的稳定性。适于冷冻保存的样本还应对冻融次数进行评价。 

（十）临床试验研究 

1、临床试验机构的选择 
申请人应当选定不少于 3家（含 3家）临床试验机构，按照

相关规定开展临床试验。申请人应根据产品特点及其预期用途，
综合不同地区人种、流行病学背景和病原微生物的特性等因素选
择临床试验机构。 

2、临床试验对象：疑似耐药的患者（结核病患者和疑似结
核病患者）。 

3、临床试验样本量 
鉴于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以及培养物等样本之间差异较大，

如果申报产品同时适用于上述几种样本类型，每种样本类型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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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少于 500例。 
如果申报产品适用于液体培养物和固体培养物，应进行不少

于 150 例液体和固体培养物的同源比对试验（应包括一定数量的
阳性和阴性样本），证明不同的培养物不会影响检测结果。 

如果某种样本类型适用于几种样本前处理方法，应进行不少
于 150 例样本的同源比对试验（应包括一定数量的阳性和阴性样
本），证明不同的样本前处理方法不会影响检测结果。 

如果某种样本类型适用于几种核酸提取纯化方法，应进行不
少于 150例样本的同源比对试验（应包括一定数量的阳性和阴性
样本），证明不同的核酸提取纯化方法不会影响检测结果。 

临床试验应尽量采用新鲜样本，如采用冻存样本应另行说明。 
4、对比试剂 
如果选择已上市同类产品或基因测序作为对比试剂，还需选

择至少 200 例样本（敏感和耐药至少各 100 例）进行传统药敏
试验的验证。 

如果选择传统药敏试验作为对比试剂，还需对耐药样本或突
变阳性样本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验证，以明确引起耐药的具
体突变类型。 

每种突变类型均应具有一定的阳性例数，每种突变类型均应
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对于新的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突变检测试剂，选择传统药
敏试验方法和基因测序作为对比试剂。 

有关测序方法的相关要求，请参考《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核
酸检测试剂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相关要求。 

5、临床试验方法、数据及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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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应在临床试验方案或者临床试验报告中详细描述申报产
品和对比试剂的具体操作步骤。 

5.2 临床试验原始数据应以列表的方式表示，包括每个样本
的申报产品的结果、对比试剂的结果、药敏结果以及耐药比例和
临床诊断（是否结核病）。 

5.3 对临床试验数据的统计应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如检测
结果一致性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阴性/阳性
符合率等。 

5.4 对于申报产品与对比试剂（对比方法）的等效性评价，
常选择交叉四格表形式总结两种试剂的定性检测结果，对定性结
果进行四格表卡方或 kappa 检验以验证两种试剂定性结果的一
致性，统计分析应可以证明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在临床试验方案中应明确统计检验假设，即评价申报产品与
对比试剂（对比方法）是否等效的标准。 

5.5 结果差异样本的验证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对于两种试剂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样本，

应采用金标准（测序或药敏试验）或其他合理方法进行复核，同
时结合患者的临床病情对差异原因及可能结果进行分析。如无需
复核，应详细说明理由。 

6、临床试验方案 
临床试验实施前，研究者应从流行病学、统计学、临床医学、

检验医学等多方面考虑，设计科学合理的临床试验方案。各临床
试验机构的方案设置应基本一致，且保证在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
遵循预定的方案实施，不可随意改动。整个试验过程应在临床试
验机构的实验室内并由本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操作完成，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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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人员除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外，不得随意干涉实验进程，
尤其是数据收集过程。 

试验方案中应确定严格的样本入选/排除标准，任何已经入
选的样本再被排除出临床试验都应记录在案并明确说明原因。在
试验操作过程中和判定试验结果时应采用盲法以保证试验结果
的客观性。各临床试验机构选用的对比试剂应保持一致，以便进
行合理的统计学分析。另外，申报产品的样本类型不应超越对比
试剂对样本类型的要求。 

7、临床试验报告的撰写 
根据《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要求，临床

试验报告应对试验的整体设计及各个关键点给予清晰、完整的阐
述，应该对整个临床试验实施过程、结果分析、结论等进行条理
分明的描述，并应包括必要的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建议在临床
试验报告中对以下内容进行详述。 

7.1 临床试验总体设计及方案描述 
7.1.1 临床试验的整体管理情况、临床试验机构选择、临床

主要研究人员简介等基本情况介绍。 
7.1.2 病例的纳入/排除标准。 
7.1.3 样本类型，样本的收集、处理及保存；培养、鉴定、

药敏方法等。 
7.1.4 统计学方法、统计软件、评价统计结果的标准。 
7.2 具体临床试验情况 
7.2.1 申报产品和对比试剂的名称、批号、有效期及所用机

型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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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对各试验机构的病例数等情况进行总合，建议以列表
或图示方式给出具体例数及百分比。 

7.2.3 质量控制，试验人员培训、仪器日常维护、质控品运
行情况，对检测精密度、质控品测量值的抽查结果评估。 

7.2.4 具体试验过程，样本检测、数据收集、样本的保存条
件、结果不一致样本的校验等。 

7.3 统计学分析 
7.3.1 数据预处理、差异数据的重新检测或其他合理方法的

复核以及是否纳入最终数据统计、对异常值或缺失值的处理、研
究过程中是否涉及对方案的修改。 

7.3.2 阳性符合率、阴性符合率、总体符合率及其 95%（或
99%）的置信区间。 

7.3.3 以交叉表的形式总结两种试剂的定性检测结果，对定
性结果进行四格表卡方或 kappa 检验以验证两种试剂定性结果
的一致性。 

7.4 讨论和结论 
对总体结果进行总结性描述并简要分析试验结果，对本次临

床试验有无特别说明，最后得出临床试验结论。 
三、名词解释 

1、聚合酶链式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或多聚酶链式反应是一种对特定的 DNA 或

RNA 片段在体外进行快速扩增的方法。由变性—退火—延伸三个
基本反应步骤构成。 

2、荧光探针 PCR  
在 PCR 过程中利用荧光染料释放的荧光能量的变化直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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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 PCR扩增产物量的变化，并通过对荧光的采集和分析以达到
对原始模板量进行分析的 PCR。 

3、分析特异性 analytical specificity 
测量程序只测量被测量物的能力。分析特异性用于描述检测

程序在样本中有其他物质存在时只测量被测量物的能力。通常以
一个被评估的潜在干扰物清单来描述，并给出在特定医学相关浓
度值水平的分析干扰程度。注：潜在干扰物包括干扰物和交叉反
应物。 

4、精密度 precision 
在规定条件下，相互独立的测试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精密

度的程度是用统计学方法得到的测量不精密度的数字形式表示，
如标准差（SD）和变异系数（CV）。 

5、最低检测限 detection limit, limit of detection 
样品中以一定概率可被声明与零有差异的被测量的最低值。 
6、阈值循环数 cycle threshold, Ct 
实时监测扩增过程中，反应管内的荧光信号到达指数扩增时

经历的循环周期数。主要的计算方式是以扩增过程前 3 到 15 个
循环的荧光值的 10 倍标准差为阈值，当荧光值超过阈值时的循
环数则为阈值循环数（Ct）。 

7、内标 internal control 
在同一反应管中与靶序列共同扩增的一段非靶序列分子，其

目的是鉴别仪器故障、试剂因素、聚合酶活性因素或样本中存在
抑制物等造成的结果不理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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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MDE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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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一) CFDA 发布 24 项医疗器械不予注册批件 

2016 年 7 月 28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包括北京森美希克

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的 5 项产品在内的 24 项产品未获批准，其中，21 个

为国产产品的申请，3 个为进口产品的申请，具体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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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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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WEB 公司 3D 打印侧向脊柱桁架系统获 FDA 批准 

2016 年 7 月 27 日，3D 打印骨科植入物的行业领导者 4WEB Medical 公

司宣布，该公司的 3D 打印外侧椎间融合装置已经获得 FDA 的 510K 市场准入

许可。该公司将在侧向脊柱桁架系统的名称之下向市场提供这一产品…… 

“侧向脊柱桁架系统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侧向脊柱外科的治疗选择。”纽约

市特殊外科医院（HSS）脊柱服务名誉主席 Frank Cammisa 教授表示：“正如

最近多孔金属产品发布所说明的那样，很多公司并没有认知到 3D 打印技术带给

骨科领域的巨大设计潜力。4WEB 专有的桁架植入技术利用了结构力学的基本工

程原理解决了像侧切口手术后植入物沉陷这样的重要临床问题。” 

 

4WEB 公司的 3D 打印侧向脊柱桁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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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侧向脊柱桁架系统的发布还将包括众多尺寸规格以及集成的仪器。

此外，侧向植入物将采用智能一次性无菌包装，以确保无菌，提高手术室的效率，

而且要进入全球市场，无菌包装也是必须的。 

“4WEB 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使我们能够处理当下大部分的融合手

术。我们现在可以向脊柱外科手术中用到的每个主流外科技术提供桁架植入。”

4WEB 负责销售和市场营销的副总裁 Jim Bruty 说。 

4WEB Medical 公司是 2008 年由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essee HuntJessee

在德州 Frisco 成立的。Jessee Hunt 花了三十多年时间研究出了 4WEB——用

于制造高强度、轻量化网络结构的构建块。Hunt 将 4WEB 技术与 3D 打印技术

相结合，开发出了专有的 4WEB 医学植入平台。目前，4WEB Medical 公司的

系列医疗产品包括颈椎桁架系统（Cervical Spine Truss System）、ALIF 脊椎

桁架系统（ALIF Spine Truss System）、脊椎后路桁架系统

（Posterior Spine Truss System）和截骨桁架系统

（Osteotomy Truss System）等。除此之外，4WEB 还正积极开发膝关节、髋

关节、针对特定创伤病人骨科手术的桁架假体设计。从 2013 年起，已经有超过

10000 件 4WEB 公司的桁架植入物被用于外科手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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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后路桁架系统 

 

ALIF 脊椎桁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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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桁架系统 

 

来源：天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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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癌症血液测试公司 CellMax Life 获 900 万美元 A-1 轮融资，

推出公司首款产品 CellMax CRC-Protect 

 

今天，精确癌症血液测试公司 CellMax Life 宣布获得 900 万美元 A-1 轮融

资，由硅谷风投公司 Artiman Ventures 及几位投资人共同领投，其中包括鸿基

集团创始人施振荣。截止到现在，公司获得融资总额为 1400 万美元，公司计划

利用本次融资推进产品研发及正在进行中的临床试验进程，并且进一步促进公司

全线血液测试产品的商业化运营，包括遗传性癌症风险检测、早期癌症检测和大

肠癌等癌症检测产品。 

CellMax Life 创立于 2012 年，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公司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全面及个性化的多生物标记技术平台。公司这一平台建立在经临床证明有效

的罕见细胞和基因组技术之上，能够进行遗传性癌症及其他癌症早期检测，提供

个性化癌症治疗方案，从而从根本上转变癌症治疗方式，将治疗重点从成本昂贵

的后期阶段治疗转移到早期阶段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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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Max Life 创始人兼 CEO Atul Sharan 说道：“我们创办 CellMax 就

是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转变癌症的检测和治疗方式。早期检测是能够对抗

这种无症状疾病的最佳方式，因为这样治疗成本低而且治愈率高。我们研发的癌

症血液检测产品操作方便并且检测结果准确，这样我们可以让最广泛的人群利用

到这种早期非侵入式的癌症检测，来做好个人健康的控制管理工作。” 

Dave Lawrence 博士是 Artiman Ventures 的投资顾问，也曾担任过世界

最大的健康维护组织（HMO）凯泽健康计划基金会（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董事长兼 CEO 职务。他表示：“CellMax 经过几年的研究和临床试验，

已经开发了一系列技术来检测血液中的多种癌症生物标记物。 公司经临床证实

有效的验血技术对于癌症治疗过程有效 ，尤其是对于早期癌症检测有效。” 

施振荣说道：“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癌症死亡病例发生在亚洲，而且这个人

数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多，仅依靠传统而又昂贵的癌症治疗药物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投资 CellMax Life 是因为他们创建的平台证实对于癌症早期检测有效，这

具有突破性意义。他们引导的这个癌症检测模式的转变将能够以一种高成本效益

同时又具规模化的方式来解决亚洲的高癌症死亡率问题。” 

今天，CellMax 除发布融资消息外，还发布了一份单独声明，介绍了公司第

一款产品 CellMax CRC-Protect，该产品经临床验证可以用于多生物标记血液

测试，能够实现大肠癌的早期检测。目前该产品在台湾地区销售。 

来源：36 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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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究 

(一) 中国医疗器械制造商 如何合理应对美国监管合规？ 

在去年 10 月出台的“十三五”规划中，医疗器械和医疗诊断出现在了核心

投资主题名单中，两者被视为支持中国医疗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近年

来，在保持国内高速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医疗器械企业开始把目光放到

了海外市场，而美国便是重要的市场之一。 

普华永道日前推出的最新报告《如何正确应对美国 FDA 监管》中指出，对

于那些有志于打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医疗器械制造商们，面对中美监管中存在的差

异，如何做到符合美国监管要求，尤其是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的监管

要求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 FDA 主要负责针对进入美国市场的各类产品制定监管规则并进行系统

化管理。具体来说，FDA 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和实施与医疗器械生产相关的规章

制度，同时包括与体外诊断设备相关的规定。沃顿商学院最新研究发现，FDA

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完善的医疗器械监管机制。可以让患者们受益良多。 

自 2008 年至 2014 年，FDA 实施的境外检查数量增长超过两倍，值得一提

的是，中国已成为高频检查地区之一。对于打算把美国作为全球化发展目的地的

中国医疗器械制造商们而言，该趋势意味着挑战巨大。境外监管合规已成为制造

厂商们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头号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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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FDA 在中国的办公室通过其地方办事处和相关部门强调，中国出口企

业不仅需要符合监管要求，还要加强在合规、数据真实性、产品设计、制造、包

装、标签、仓储、安装和服务流程方面的良好生产规范(GMPs)建设。 

 

质控成为根本 

建立一个健康、全面、细致的质量管理系统是避免违规的最直接解决方案。

一般而言，理想的质量管理体系应该从设计、原材料、备案、设备、设施、工艺

和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把控。 

对于那些经常违背 FDA 规则的中国企业，常见问题之一出现在产品设计变

化上。即便是产品的简单更改，表面看起来微不足道，实际上也会涉及到重要的

合规事宜。例如由于供应商更换引起的数字化界面更新、制造设备更新、软件升

级、生产流程优化，企业可能认为只是多调整了一点外观装饰而已。同样，企业

也可能忽略包装、标签以及流程上的变化带来的实质性影响。 

然而，根据 FDA 的要求，任何产品上的细微改变和生产过程中的流程变更，

都需要预先在严格控制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评估，并在备案后方可应用到产品上。

对于企业遵守 FDA 监管法规来说，此类变化的合理控制显得十分重要，有必要

将其严格融入到公司的质检体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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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 

医疗器械制造商时常发现 FDA 合规准则较复杂，尤其是当规则不明确，或

者留有解释余地时。对企业来说，达到合规标准的有效措施是进行差距评估，即

识别制造商合规现状与要求的合规水平，以及业内最优实践之间的差距，常用的

解决办法包括自我审计评估。FDA 的模拟质量评估能够让制造商对比预设基准，

从而评估其表现。同时模拟质量评估也有益于建立行之有效的合规策略。在此基

础上，制造商应该对照所有监管要求进行系统化复查，确保没有任何要求被遗漏。

一个常见问题是，制造商们需要确保整个流程能够在中国企业的质量系统中备案。

对于合规要求的诠释可能遇到新的困难；例如，一个无记录证明的经理签名，无

论是出于对处理投诉的支持，还是对缺陷的纠正，都可能被 FDA 质量系统规则

(FDAQualitySystemRegulation(QSR))认为违规。在这方面，公司应该借助良

好的技术架构和 IT 实施策略来实现自动反馈和数据分析，并通过启用实时纠正

方案，来确保质量缺陷的实时跟踪。在某些情况下，当制造商收到 FDA 警告函

时，可根据警告函内容，通过历史数据来为自己辩护。 

 

梳理潜在风险 

事实上，医疗器械制造商可能违反 FDA 质量体系的潜在风险有如下四个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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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 FDA21CFR820.30(a)明确规定，如果制造商缺乏监控程序设计

和书面备案，就不能够证明他们具备程序设计监控能力和拥有相应的书面备案。 

第二，缺乏更正协议和预防措施。依据美国 FDA21CFR820.100(a)，公司

仅提供更正措施和预防措施(CAPA)的大体形式，实际上并未引用任何与更正措

施和预防措施 CAPA 相关的程序化训练，也未开始应用 CAPA 体系。 

第三，依据美国 FDA21CFR820.20(a)，管理层未能确保质量管理制度化，

以及缺乏完善的，已备案的，操作性强的质量管理规定和工作目标。 

最后，依据美国 FDA21CFR820.20(c)，企业没有建立符合管理层审查标准

的审查机制。最终，忽略上述任何一点质量管控措施都有可能对企业造成深远影

响。 

 

合作共谋发展 

从历史角度来看，医疗器械行业盈利空间巨大，尤其在当今美国乃至全球多

数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下，该行业能够抵御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 

通过帮助医疗器械制造商加速在市场上资本化的进程，FDA 合规专家和顾

问将会对制造商进行合规指导，以应对 FDAQSR 以及 ISOFDIS13485 的监管要

求。同时，他们还提供培训，指导公司与 FDA 合作，了解监管义务，以及根据

质量体系的合规要求对现有业务实施整合，以确保两者兼容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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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内企业也应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建立定期沟

通机制，以便及时了解合规要求上的最新动态，使得中国医疗器械制造商们在一

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内发展。 

 

 

  

mailto:xm.li@gzboji.com�


 壹周医械汇  第 113 / 167 页 
 

 
 (020)29896535   xm.li@gzboji.com 

 

(二) 探究专利与创新医疗器械的密切关系 

 

 

笔者于近日参加了某国际医疗创新论坛，原本只是抱着学习了解的态度，但

意外的是，与会的企业领导，药监局官员，医院教授和学者都在纷纷讨论，专利

与创新医疗器械的关系。这让作为专利从业人员的我很欣喜，但也看到某些医疗

器械从业者对于专利专业知识的缺乏。比如：创新医疗器械审批程序中，为何只

能是发明专利？除了获得发明专利权，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获得创新医疗器械的审

批吗？目前通过创新医疗器械审批的企业，专利情况如何？下面我将就这些热点

话题，来梳理一下，专利和创新医疗器械的关系。 

1、创新医疗器械的审批为何限于发明专利权？ 

距 2014 年 3 月《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试行）》首次发布，已有两

年多的时间，该程序已经成为国内外医疗器械企业创新医械产品申报的一条“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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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通道”，不仅可以使科研创新项目在实施产业化中手续简化，审批周期缩短，

还可能会有费用上的优惠。距数据统计，目前已经获得注册批准的“创新产品”

中，平均审批周期 8 个多月，最短的只有两个多月。这足以体现国家对于创新医

疗器械的重视和“优待”。 

然而，据药监局公布，在目前未通过审批的创新医疗器械的原因中，30%

均是因为专利问题。在《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中，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一）申请人经过其主导的技术创新活动，在中国依法拥有产品核心技术发明专

利权，或者依法通过受让取得在中国发明专利权或其使用权；或者核心技术发明

专利的申请已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开。 

在这里，药监局规定了发明专利权，而没有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纳

入，主要是因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只经过初步审查，通过后即可授予专利权；

由于不像发明专利那样经过实质审查，这两种类型的专利质量一直饱受诟病。从

提高创新医疗器械的技术高度的角度考虑，药监局规定了申请人需要拥有发明专

利权。但这样的门槛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呢？毕竟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一般需

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而且也可能会在实质审查时，无法通过而不能授权。所以，

药监局还指明了另外两条大路。 

2、除了获得发明专利权，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获得创新医疗器械的审批吗？ 

在规定中还提到了其他两种方式，一种是申请人不用等到发明授权，只要发

明专利申请公开后，就可以凭借公开通知书或进入实质审查通知书办理注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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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针对一些企业没有相关专利储备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购买或许可，获得

他人的专利权或专利使用权。这个规定也彰显了政府的良苦用心，不仅可以促进

了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还将激活拥有专利权但却苦于无法转化的大学申请人的

积极性，让更多的医疗器械企业，可以将大学的科研成果运用起来。 

以“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CT，Computed Tomography）”为例，在智

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可以发现，在国内大学中，拥有“计算机断层

扫描技术”发明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的数量不在少数，全国 60 多家高校拥有三

千多件相关专利权，不乏如清华大学，西安电子科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知名

院校。如果有相关企业想进行 CT 技术的创新医疗器械生产研发，完全可以根据

这些大学的专利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合作高校，共同推进创新成果的商业化。 

 

数据来源：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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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汉大学的一件专利《H1N1、PRRSV、CSFV 四重检测试剂盒》为例，

2014 年 4 月授权时的专利权人是武汉大学，但是，在 2014 年 8 月时，该件专

利的专利权人已经是武汉万德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而后，在 2015 年 6 月，武

汉万德瑞生物科技公司又将该专利独占许可给了武汉光谷新药孵化公共服务平

台有限公司。这个产品通过专利转让，从高校实验室进入企业手中，顺利开展商

业产业化运用。 

 

 

数据来源：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 

 

3、目前通过创新医疗器械审批的企业，专利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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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到 2016 年 7 月，通过创新医疗器械审批的公司数量有 70 多家，这些

公司的专利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们选取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作为国内

企业的代表。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脑起搏器等系列化神经

调控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迷走神经刺激系统”是北京品驰

的创新产品，已经在 2016.5.16.获得批准，而评审周期只有短短五个多月的时间。

“骶神经刺激系统”也在 6 月份进入创新产品的特别审批程序，距获得批准也是

指日可待。北京品驰在创新医疗器械的研发和生产上一路高歌猛进，与他们对自

主研发的重视是密不可分。从他们的专利申请情况就可看出一二。 

在全球专利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发现，品驰公司从 2011 年 1 月开始申请第一

件专利，专利申请量在几年中稳定增长，到 2016 年 7 月申请的专利数量达到

71 件，其中发明申请和发明授权共有 37 件，而且有个特点是，该企业的专利几

乎都是和清华大学共同申请的，可以看作是“产学研医”合作的典范。北京品驰

在神经刺激系统相关的技术上布局了十几件发明专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能在

创新医疗器械的生产上如此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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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 

北京品驰在脑起搏器研发上的优异表现，实际上已经挑战了行业巨头美敦力

Medtronic 的市场。虽然目前品驰公司的产品总手术量上还是较低，但是增长

速度却超过美敦力。根据相关数据，美敦力脑起搏器手术量目前一年增长有 1000

多例，而品驰公司的脑起搏器半年时间就能增加 1000 例。比较凑巧的是，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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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疗器械的审批通过名单中，Medtronic 美敦力公司“经导管植入式无导线

起搏系统”也已被认定为创新产品。 

在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可以发现美敦力公司在中国的专利共

有五百多件。经过智慧芽 3D 专利地图的分析可以发现，美敦力公司在中国的专

利布局十分广泛，覆盖了监测传感器，冷却消融导管，心脏瓣膜，药物支架，心

脏起搏器和大脑起搏器等多种产品和疗法。其中，与起搏系统相关的专利多达

150 多件，全部为发明专利，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敦力在全球起搏技术领导者的

地位。 

 

注：上图为智慧芽 3D 地图，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 3D 专利地图，图中山

峰代表专利技术密集区，海洋代表专利技术空白区。颜色较深代表专利较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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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红海区，竞争程度越强烈；颜色较浅代表专利数量少，为技术蓝海区，存在

技术空白点或难点。 

总结：国内医疗器械企业的创新之策 

多年来，我国医械器械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创新能力也远远落后于国外。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医械市场竞争也主要集中在了中高端医

疗器械市场，而中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上的创新。国家出台各种政策，

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和创新，更希望企业通过专利把研发成果固化，形成更强

的市场竞争力。 

虽然，目前已经有 70 多家企业通过了创新医疗器械的审批，但这和我国为

数众多的医疗器械企业总数相比，只是属于“个别现象”。国内企业如北京品驰，

公司成立之初，就借助清华大学的科研优势，通过不断投入研发力量，并用专利

予以创新成果的保护，才能在由国外大公司主导的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 

国内医械企业应该抓住目前的政策红利，积极寻求产业转型和升级，不仅在

企业内部进行自主研发，还应该主动和高校及科研院校合作，努力探索出一条健

康可持续的“产学研医”的发展道路。而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

处于不败之地。 

 

来源：智慧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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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文读懂医疗器械国际巨头 20 年并购路线 

 

罗氏、美敦力等国际医疗器械巨头均通过规模化并购发展壮大。 

我们以美敦力为例。自 1993 年起，美敦力不断进行并购活动，除了我们列

出的金额上亿美元的大型并购外，美敦力也进行了大量小型并购活动。目前美敦

力已经形成了糖尿病产品、消化道疾病产品、泌尿系统产品、神经系统疾病产品、

骨科疾病产品、心血管疾病产品、植入耗材、人工心脏、疼痛产品等多品类产品

管线。 

过去 21 年，美敦力大型并购案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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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并购的进行，美敦力营业收入持续增长，2015 年营业额仅次于强生医

疗，成为全球医疗器械巨头。其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表现也非常优秀，远远跑赢

标普 5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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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敦力，再看国内械企并购 

从国内医疗器械的并购案例看，2012 年以来的并购案例大幅增加。2014 

年器械相关的并购案例超过 40 例，并购金额超过 1100 亿，从同类产品并购、

产业链并购到平台化收购，国内器械行业的整合大潮已经到来，新的龙头企业将

不断产生。 

我们认为，医疗器械未来之星：IVD、高值耗材、独立影像中心、肿瘤治疗

中心、医疗机器人、家用医疗器械等领域潜力巨大。 

随着国内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国家医疗政策深化改革，医疗器械行业开始进

入一个高速发展期。我们经过研究，挑选出 IVD（含 POCT）、医疗影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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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器械、医疗机器人、肿瘤治疗中心、高值耗材 6 个可能成为未来之星的热

点板块。 

 

来源：申万宏源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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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型三甲医院各科室设备大起底（附表） 

相比一般规模的医疗机构，大型三甲医院无论在床位数、手术量，还是人员

数量、收入等方面，都遥遥领先。那么，他们的各科室都有怎样的配置呢？让我

们来看看大部分三甲医院的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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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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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因行业的“忧患”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基因行业的“近忧”由来已久。我总结出来一共有

“四忧”。 

第一忧为“同质化”。 

同质化的结果导致竞争的出现和恶化。“蛋糕”没有变大，分蛋糕的人都有

刀了，很有可能抢蛋糕的时候用刀伤到其他人。差异化也能产生竞争，这是在马

克思理论里面认同的一点，继而出现了阶级斗争，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的差异化太大。但是莎士比亚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认为是同质化导致的竞争。

这两种观点至今还在不断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验证。 

基因行业的恶性竞争究竟是同质化还是差异化导致的呢？让我们来看两个

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测序仪器的差异化竞争，简单回顾一下 Illumina 的发家史。 

Illumina 成立于 1998 年，当时的公司没有任何产品，就连原型都没有。公

司创始人把 Jay Flatley 招致麾下，因为他成功地以 3 亿美元的价格将他的上一

家公司分子动力（Molecular Dynamics）出售 。当时 Illumina 不是对每个 DNA

进行测序，因为那时测序的成本极高，只能迅速地对个别基因生成快照，而利用

类似技术的一家公司已经是行业的巨头，那就是 Affymetrix。 

mailto:xm.li@gzboji.com�


 壹周医械汇  第 141 / 167 页 
 

 
 (020)29896535   xm.li@gzboji.com 

 

在 2000 年的时候，基因行业中的领头羊是 DNA 测序设备制造商 Applied 

Biosystems，Illumina 只能在夹缝中寻求生存，但是研发毕竟是烧钱的，到了

2003 年，投资者对公司已经失去了信心，直接导致股价从 22 美元一路暴跌到 1

美元以下。2007 年初，Illumina 拿出 6 亿美金的股票收购了一家拥有实验性

DNA 测序仪的公司。这种测序仪能够将 DNA 打断成微小的碎片并重组，然后

利用生物信息技术进行破译。这时候 Illumina 才算是正式加入 DNA 测序市场，

把当时每个基因组的费用从 1 千万美金降到了今天的 1 千美金乃至更低。 

早在 2010 年，454 生命科学公司创始人 Jonathan Rothberg 和 Flatley

就碰过一次面，当时 Rothberg（2011 年《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人物）向 Flatley

展示了一种体积更小的基于半导体技术的桌面 DNA 测序设备，价格仅相当于

Illumina 设备单价的 10%。“我们没有竞争对手。” Rothberg 对他说，“这

款产品将使世界意识到这种架构是真的。”就在 454 推出该产品以后的几周，

Illumina 便发布了更具有价格优势的仪器。至此以后，454 再也无法超越

Illumina 的前进步伐。 

Illumina 和 ABI 公司最早进入基因测序行业，454 晚了一年加入，这三家

中也只有 Illumina 存活到现在。在此期间，ABI 公司被 Invitrogen 并购改名为

Life Technologies，后来 Life 又被 Thermo Fisher 收购。罗氏在 2007 年收购

了 454。在进入 2004 年以后，PacBio 和 Oxford Nanopore 都以一种颠覆行

业的姿态进入基因测序行业，虽然两者在整个行业中占有的份额不超过 3%，但

是其受关注的程度非常高。仅仅在 2013 年，基因测序市场的盘子就达到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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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其中 Illumina 占有 71%，Thermo 占有 16%位居第二，罗氏排名第三，

占有 10%的市场，排在最后是 PacBio。 

可见从测序仪器的差异化竞争来看，这种具有专利门槛的技术竞赛，同质化

导致竞争的可能性不大，只有通过差异化才能够实现商业模式的成功。反观我们

国内的基因行业，测序仪的国产化之路已经开启，很多人问到这条路如何来规划

和判断。从上面举的例子很清楚的看到，在专利门槛极高的产品化上面，一定要

走差异化的商业模式。盲目的复制已有专利技术，即便是盈利模式能说的通，在

商业模式上面也会面临竞争出局的危险。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来看看目前测序仪国产化的趋势。既然这是一个战

略性的趋势，那么战术上面我们如何来评判哪家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呢？这

里提到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专利门槛的差异化竞争。 

第二个例子是基因检测的同质化竞争。简单回顾一下从 2006 年开始至今已

经逝去的基因检测公司。 

Navigenics 公司也许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家已经被 LIfe Technologies

收购的公司是 2006 年的时候在美国成立，由加州大学的癌症专家 David Agus

教授和其好友 Dietrich Stephan 联合创办的。在遗传学领域已经颇有建树的

Dietrich Stephan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 Biosystems 公司的 CEO。 

从 Navigenics 的两位创始人背景可以预测到，这家公司的定位是癌症+遗

传学的基因检测。果不其然，Navigenics 成立以后，最先开发了用于诊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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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海默症、二型糖尿病、癌症以及腹腔疾病在内的各种疾病的遗传风险的技术。

当时在美国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基因检测公司有三家，除了 Navigenics 以外，还

有 23andMe 和 deCODE 公司，其中 Navigenics 的产品是三家中最昂贵的，

其价格比 23andMe 要高出 6 倍以上！ 

任何产品的成功都离不开三个要素：价格、质量和市场。 

三家公司在基因检测产品的项目上面更多的是重叠，很难找到一种基因检测

项目是独家的，基因检测项目的同质化程度非常的高，这和遗传学以及临床医学

的学术研究公开化有很大的关系。国际上对于学术研究的文献共享是持公开化态

度的，任何研究人员都能够很方便的通过学术数据库进行自由查阅，这种方式促

成了其科研成果能够迅速的进行产业化和产品化。 

既然基因检测项目出现高度的同质化，那么普通老百姓对于基因检测产品的

价格和质量是否具有准确的判断力呢？答案是否定的。正是这个否定的答案，造

成了基因检测公司的参差不齐。 

比如一位消费者看到基因检测产品的价格从 99 元到 9999 元不等，相同的

项目也许会有极大的价格差异，如果是一台手机，老百姓会从各种参数指标和品

牌上面进行比较，而基因检测产品呢？虽然在大众市场上面已经出现了基因检测

产品，但是在性价比和质量评估上，连专业的医师也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院长 Francis S. Collins 曾经做过这三家公

司（Navigenics, 23andMe 和 deCODE）提供的基因检测。作为一名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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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经验的内科医生，拿到三家公司的检测结果以后，面对前列腺癌患病风险的

不一致性，他也一筹莫展。因为在前列腺癌这一项上面，23andMe 公司报告显

示没有问题，deCODE 公司的报告预测患病概率高于常人，而 Navigenics 公司

的结论却是比一般男性高 40%（这是一个很高危的值）。 

 

这里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呢？ 

幸运的是，Francis S. Collins 既是有执照的医生，也是“国际人类基因组

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他为了搞清楚这里面的原因，直接开始检测背后的实验室

研究，最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当时前列腺癌的最新研究表明，一共有 16 种

DNA 变异与之相关，23andMe 公司只检测了 5 种，deCODE 检测了 13 种，

Navigenics 检测了 9 种。检测的变异越多，实验室成本也随之增加，但是最后

的准确性和选取变异的数量没有直接的决定关系，这里还需要应用复杂的模型来

整合这些变异和疾病之间的关联，最后得到一个确切的概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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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家公司的结果里面，最接近 Francis S. Collins 自行计算结果的是

Navigenics 公司提供的结果。当然，三家中最昂贵的也是 Navigenics 公司的

产品。 

尽管如此，普通老百姓无法拥有 Francis S. Collins 这样的资源，也不具备

临床医生的经验和知识来判断基因检测结果的可靠性。那么社会和政府是否有统

一的标准来衡量基因检测产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呢？很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 

这就是当今基因行业的最大一忧。 

一个本该在专业医生（具有遗传学和基因组学背景知识）指导下进行的基因

检测服务，已经被推到了消费市场上，出现问题会有多大呢？ 

这就是我们基因行业的第二忧：“市场化”。 

在美国社会，老百姓能够带着基因检测的报告寻找遗传咨询师来做解读和获

得咨询服务。能够得到社会认同的遗传咨询师，意味着有两个官方认可的证书：

一个是遗传咨询硕士学位证书，另一个是美国遗传咨询协会颁发的通过资格考试

的证书。 

美国很早就具有遗传咨询项目，是由 Sarah Lawrence College 在 1971 年

开启的。目前美国在遗传咨询培训项目上就达到 32 个，每年招 4-5 人，申请人

的背景主要是生物、遗传和心理学，基本上都是硕士。申请通过的学员经过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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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的培训课程学习，如果顺利毕业以后，就有三年的时间通过美国遗传咨询协

会的资格考试，最后拿到认证。 

目前美国遗传咨询协会已经颁发了 3000 多个遗传咨询师证书。相对于一个

3 亿人口的美洲大国来说，平均每 10 万人得到一位遗传咨询师的服务，从市场

化的角度来看，这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尚且如此，其他欧洲的发达国家和美洲部分发达国家更是面临着类似的

情况。尽管这些发达国家在遗传咨询师职业培训上是一个独立和规范的教育培训

和认证体系，但是在市场化的推动下，遗传咨询师的需求正在不断扩大。

 

从我国的现状看来，能够从市场上已有的医生队伍中分化出来的潜在遗传咨

询师队伍是不太现实的。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我国是否需要专业的遗传咨询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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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专业的遗传咨询师队伍是不可或缺的。前面分析过在全球范围

内遗传咨询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抢手货，从市场的发展来看，出现供不应求的

情况，最后的解决方法和调节杆杠还是会由市场的风向标来定。这个风向标，就

是需求的切分。 

我国的医疗改革还在进行中，医生还未能完全从医疗体系中被解放出来，但

是基因检测的市场化已经推动了社会对遗传咨询师需求的升温。从需求的切分来

看，一旦遗传咨询项目无法从一位经过认证的遗传咨询师完整得到的时候，这个

咨询项目的功能就会被切分成不同的模块，每个模块由不同的职能岗位来承接。

也许这样的认证体系能够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满足市场化的需求。 

在市场化的推动下，一旦遗传咨询项目被分解为多个职能模块，在原有美国

的培训体系下，中国的遗传咨询师将会分为不同的等级，或者分为不同的职能岗

位。原有在美国由一位遗传咨询师完成的工作，在国内被分成了多人协同完成。

至于这样的体系最后以哪种形式成为行业标准，取决于相关协会和国家部门的共

同协商和妥协了。 

总的来说，“市场化”这一忧，带来的是全社会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得不说

也是一个推动生产力发展，带动基因行业向前走的正能量。最终要满足市场化的

要求，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那就是“资本”。 

第三忧为“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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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的资本在一段时间内是可被量化的，每个行业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在

一段时间内也是可被预测的。基因行业目前在生物技术产业跑道上跑的相对比较

快，没有人能预测这个跑速能持续多久，但是资本的流向已经很清晰的显示出和

基因相关的企业在不断获得资本的青睐。 

资本的介入和政策的监管历来都是各行各业最受关注的两个话题。从互联网

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影响来看，国家监管是无法避开的“围栏”。幸运的是，

“围栏”毕竟不是“围墙”，资本的介入如果得到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围栏”

是很有可能被撬动和跨过去的。 

如何撬动这个“围栏”，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应用，而如何跨过这个“围

栏”，取决于市场对这个技术的接受程度和范围。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先来看看基因检测技术本身是否已经发展到应用级别。

在以前的文章里面，我已经很详细的分析过基因检测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和对国内

基因行业的未来预测，这里就不再重复太多的内容，仅仅是以基因检测技术在无

创产前检测项目上的应用为例，我们来算一笔账。 

每年我国的孕妇数量在 2000 万左右，如果按照每次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费用

为 2000 元计算（这个费用随着检测技术成本的降低和市场推广会逐渐下调），

假设每年有一半的人做这个检测（渗透率为 50%），那么市场的容量为 200 亿

元（2000 万人*2000 元/人次*0.5 = 2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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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在这个基因检测项目上的市场大小约为 10 亿元左右，和 200 亿元

的市场容量相比，还有 20 倍的增长空间。从国家监管层面来看，能开展做这个

项目的公司目前还没有达到两位数（基本上集中在不到十家）。从最初被华大基

因和贝瑞和康两家垄断，到后来的达安基因和安诺优达等公司的加入，这里“资

本化”的推动让基因行业的“围栏”已经被撬动起来了。未来三到五年是否能够

直接“跨过”更多的“围栏”，那就要看我们基因行业的第四个忧患了。 

第四忧为“产业化” 

中国在产业化道路上面走了比较多的弯路，从产学研一体化的趋势来看，这

里面的“产”蕴藏着产业转化的奥秘。从科技成果的数量来看，中国一点也不会

落后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在转化率上取得的成绩却是差强人意。 

2011 年中国科技研发投入超过一万亿，占 GDP 的 1.98%，但是科技成果

转化率仅为 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40%的水平。从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上

看，中国的创新能力在 2010 年时候排名是第 43 位，到 2011 年排在 29 位。 

要解决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终端使用实现市场化，在目前复杂的科研体制内

要实现从 10%到发达国家的 40%水平，这个难度不小。从国家 2013 年对于企

业创新研发投入的比例来看，中国财政科技支出中企业仅占比 15%，而发达国

家达到了 30%以上。中国大中型企业科技研发支出占主营业收入的比重仅为 1%，

与发达国家啊大企业 5%的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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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科技创新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方向。政府需要从各方面进行改革

来推动科技成果的市场化。作为近几年发展迅速的基因行业，也面临着科技创新

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存在科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于产业技术转化过程中。 

在基因行业，单单一个基因大数据压缩技术，如果有一个靠谱的核心技术，

即便是在科技转产业率极低的中国，也能孵化出几家不错的初创公司。这样的公

司往往不到五个人，以提供技术服务、软件、Saas 付费模式等形式盈利。 

这样的例子背后透露出来的奥秘在于：如何把技术服务产品化。我们的“产

业化”之忧患也源于此处。基因行业的“技术服务”毕竟不是普通的“服务”，

这里还是有“技术”的。也正是这个“技术”的属性，造成了基因行业里面能最

终胜出的技术服务商，需要很强的技术背景和研发能力。国内第一批基因行业的

技术服务企业，如华大基因，便是通过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积累了大量的技术服

务经验和培养了众多基因行业的技术人员。 

技术服务时代经过了两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进口技术”的推广应用。基因科学的起源毫无疑问来自于美

国，中国通过最早一批接触到美国基因行业发展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引进了一些

已经在国外相对成熟的技术和设备，直接在国内开始做起了服务，而服务的对象，

清一色都是科研。这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既是国内科研和国际接轨的

一个手段，也是国内企业发家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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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是“国产化技术”的市场化。国内的企业有了“第一桶金”，科

研客户有了第一篇国际性的研究文献，在接下里的发展道路上，便会出现市场化

的需求。“进口技术”的市场化，一定不是国内企业和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我

国的科研市场这么大，总不能让钱都流到国外去吧。于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有

志向有情怀有技术积累的企业，开始模仿“进口”技术的原理，在国内摸索出一

套“国产化”的技术。通过“国产化技术”的服务，国内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基因

行业的巨头。 

行业的发展需要细化分工，分工衍生垂直企业，企业经过良性的市场竞争以

后，逐步形成带有“国产化”的技术服务提供商。中国基因行业的企业，从九十

年代开始萌芽，经过近 20 年的“搬运工”技术服务和“国产化”研发，已经形

成了整个基因产业链的分工合作。 

这些顶着太多期望和观望的企业，通过技术服务占领市场以后，往往都能看

到“天花板”。下一步如何来走，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这些都是让处于基因科学

技术服务时代的企业困惑的问题。但是行业的发展是不会因为这些企业的困惑而

停止前进的。当基因行业的分工细化形成闭环，每个环节的市场趋于平稳，产业

化和标准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基因科学开始进入下一个产品化时代。 

基因行业的这“四忧”，从“同质化”到“市场化”，是基因行业重新洗牌

和换血的历程；而从“资本化”到“产业化”，则是基因行业进入快速发展的一

个储备阶段。无论是已经深陷其中的企业，还是刚刚进入的巨头，这个行业的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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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已经是毋容置疑的事实。只有还在观望的思考者和做着实业的创业者，才是

这个风口上面蠢蠢欲动的新生力量。  

 

来源：第一财经 基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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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手术机器人逐渐兴起：是趋势，还是炒作？ 

 

影视剧中的手术机器人 

首尔发生里氏 6.5 级大地震，城区遭到大规模破坏；断壁残垣中，医疗救援

团队依然拼死救死扶伤。 

这是一部讲述医疗救援队故事的灾难医学连续剧“D-Day”的背景。剧中饰

演冷酷外科医生的主人公河医生，是一位手术机器人权威专家。他只相信尖端设

备和高精尖诊断结果，如果没有自信，会干脆放弃手术。 

剧中另外一位男主角外科专家金医生，却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充

满正义感的人，总是有着“医生怎么能说无能为力呢？作为医生，无论如何也要

解决”的想法。就因为这种性格，也使得金医生在医院的处境始终处于不受人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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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境界。路过急救室，遇到命悬一线的应急手术，总是忍不住上手术台，就免

不了手术之后的各种医疗纠纷诉讼中。 

剧中为了凸显喜剧效果，将截然不同个性的两位医生的手术场面作了对比显

示。 

镜头切换到金医生负责的手术室场面时，总是伴随着充满紧迫感的背景音乐，

加上六位同僚挥汗解剖患者的场面。之后镜头会慢慢切换，伴随着优雅的古典音

乐。河医生背靠椅子，舒展双臂，一边看着画面，一边操作手术机器人，自己完

成整个手术过程；术后一身洁白如初的手术服走出手术室，受到众人的感叹和赞

美。 

剧中出现的手术机器人，就是美国 Intuitive Surgical 公司开发的达芬奇

“da Vinci”手术机器人。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占全球手术机器人市场的 68%，利润率可以达到 30%。

该公司的产品只有这一款手术机器人，但其 2014 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 40 亿美

元，市值总额也接近 260 亿美元。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从 2000 年初获得美国食药

局（FDA）承认， 到 2015 年 6 月为止，已经在全球进行了超过 250 万例手术。

笔者所在的韩国，2005 年首次引进了达芬奇机器人，当年就进行了 17 例手术。 

目前韩国共有 44 家医院装备了 55 台手术机器人，而且都是达芬奇机器人。

到了 2014 年，利用机器人进行手术的案例猛增到 8840 例。至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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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共售出 3398 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其中美国地区售出 2223 台，其次是欧

洲 549 台，亚洲 350 台。 

手术机器人不懂手术操作？ 

手术机器人，并不意味着机器会自行完成手术过程。更为准确的定义应该是，

医生在手术时所用到的高精尖手术工具。医生坐在控制台上，通过观看画面来控

制类似游戏杆的操控器，对手术机械臂上的微型钳子和剪刀进行控制，并实施手

术。 

相比传统的开膛手术，手术机器人通过 5—6 个微型孔洞将摄像头和手术工

具放入体内，通过远程控制实现相同手术效果。 

在韩国，癌症病例中死亡率最高的前列腺癌，因为手术部位处在骨盆之间狭

窄空间，一般的开膛手术和腹腔镜很难适用。此时通过手术机器人的进行微创手

术，就显得非常有效。不仅出血和并发症的可能性降低，手术创口愈合和痛感消

失的时间也缩短很多；另外，类似小便失禁等副作用也大幅度减少。在美国，前

列腺癌手术的 80—90%都是通过机器人进行。最近，手术机器人的应用已经扩

大到甲状腺癌、直肠癌、子宫癌等癌症的手术。 

2011 年，韩国国内手术机器人使用案例累计超过了六千次，社会各界对于

手术机器人的关注的也达到了顶峰。就在这时，发生了一起医疗事故；一名韩国

艺人在利用手术机器人进行肾脏切除手术的过程中，发生了十二指肠破裂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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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遗症，并最终死亡的悲剧。其家属将该医院和手术团队告上了法庭，但检察部

门认为该事件与院方及手术团队没有直接联系，宣判上诉无效。 

随后根据韩国国会的要求，韩国保健医疗研究院对之前所有的机器人手术案

例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以此来证明手术机器人的安全性。调查的结果显示，经手

术机器人操刀国的患者，在术后三十天内的死亡率为 0.09%，比开膛手术以及

腹腔镜手术的致死率都要低。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制造商 Intuitive Surgical 公

司也因为手术机器人引起的医疗纠纷，接连面对各种诉讼，也面临了进退两难的

窘境。这也是全球大企业对于进入手术机器人保持谨慎态度的重要原因。 

提高性价比 

除了安全性问题，高昂的成本也是需要解决的难题。2014 年推出的新款达

芬奇 Xi 机器人售价接近 400 万美元，每年的维护费用也高达 17 万美元之多；

而搭配销售的机器手术臂只能使用十次，但售价却高达几万元人民币。 

目前，韩国的医疗保险还不能覆盖手术机器人的使用费用，所以每次手术患

者需要自行负担 3.5—8 万人民币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研究结果认为，手术机

器人的性价比，远远达不到大规模使用的阶段。 

2014 年韩国保健医疗院针对该国最为常见的前列腺癌，进行了手术机器人

的经济性分析；结果显示，费用方面虽然高于一般手术 2—3 倍，但治疗效果上

无明显的优势，且术后效果也打不到预期效果。韩国科学技术大学（KA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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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N Dongsoo 教授指出，目前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售价毫无依据可言，需

要出现更多、多样的手术机器人。 

看起来 Intuitive Surgical 公司的暴利商业模式，今后很难重现。据市场调

查机构 RnR MarketResearch 的分析，手术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从 2014 年的

32 亿美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200 亿美元。 

全球各大企业间的市场争夺战也正式拉开了序幕。Accuracy、Stryker、

Hocoma 等早期进入该领域的医疗设备企业，纷纷加大高效、低成本产品的开

发力度。 

加拿大的一家名为 Titan Medical 的公司，最近推出一款 60 万美元左右的

手术机器人“SPORT”，价格仅为现有产品的一般，目前正等待美国 FDA 的认

证。 

2015 年，谷歌也在筹划通过其分离出去的 AlphaBet 下属子公司进入医疗

机器人市场。谷歌将原先在内部负责开发糖尿病诊断隐形眼镜和癌症诊断药物的

生活科学事业部剥离出去，并成立了名为“Verily”的子公司。同年 12 月，该

公司与强生下属医疗设备子公司 Ethicon 合资成立了主营医疗机器人开发的

Verb Surgical 公司，正式宣布进军该领域。 

笔者所在的韩国国内，现代重工、未来 Company、Goyong Tech-nology

等一干企业都在准备进入该领域。其中，未来 Company 公司推出的一款腹腔镜

手术机器人“Revo-I”成功完成了全临床试验，目前在等待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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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临床试验结果。一直阻碍后发企业进入该领域的 DaVinci 技术壁垒，2016

年将有相当一部分专利失效。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市场，以及相关 IT 技术的发展，手术机器人的性

价比将持续提高。虽然 DaVinci 将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占据市场主导地

位，但随着低成本产品的陆续推出，一家独大的局面终将不复存在。 

吸引全球各大企业纷纷进入手术机器人市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手术机器人

拥有足够大的潜力去改变现有手术市场的模式——医生可以在远离患者的情况

下也可以实现远程手术。到目前为止，示范性的远程手术已经在很多地方投入了

使用；但医生操控控制杆的速度和远程手术台反应时间上，还存在着很大的时延，

导致了实际使用上的一些不确定性。2015 年，据美国佛罗里达医院尼克尔森中

心的实验结果显示，目前的远程手术时延大概在 0.3—0.5 秒之间，如果将该时

延缩小到 0.2 秒，现有的通信网络环境足够满足远程手术的需要。 

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关医疗设备的网络安全性问题。如果能实现

100%有保障的网络安全技术，在地球的另一边远程操刀将不再是天方夜谭。机

器人的医疗技术的碰撞，除了手术机器人还开启了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无限

可能的新市场。已经在智能手机红海市场上举步维艰的各家企业，在手术机器人

等服务功能机器人市场上寻找破局也未尝不可。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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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动态 

(一) 柳叶刀：机器人 PK 传统手术治疗前列腺癌，谁更胜一筹？ 

近年来，机器人手术在医疗领域越来越受欢迎，今年 5 月 22 日，在北京和

睦家医院，达芬奇机器人为一名 45 岁的女性胰腺癌患者进行了一项复杂的胰头

肿瘤切除术。机器人手术和传统手术对癌症的治疗到底有何差异？机器人是否会

更胜一筹？7 月 26 日，柳叶刀比较了机器人手术和开放性手术对癌症患者的治

疗效果，结果发现接受这两种手术的患者在三个月后各项关键指标均无明显差异。 

机器人手术，越来越普遍 

2000 年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切除术（RALP）首次被报道，目前前列腺

癌患者已有专门的机器人快速手术通道。长期以来，手术一直是治疗局部性前列

腺癌的主要方法，近年来大多数临床医生都比较积极地向患者推荐机器人手术，

他们认为机器人手术可以给患者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肿瘤预后。 

在美国，大约 80%-85%的前列腺切除术是由机器人完成，尽管在英国和欧

洲这个比例会低些，但它一直在增长。机器人辅助手术是前列腺切除术中最常见

的类型，但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心胸外科、妇科、头颈部、一般外科以及泌尿

系统的手术中。 

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切除术涉及到一个高放大率（X10）的 3D 摄像头，

它可以让医生通过锁孔切口来看清患者的腹腔。机器人共有四只手臂，其中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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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摄像头链接，另外三只与手术过程中所需的其他器械衔接。手术时，外科医生

虽然在现场，但并不与患者直接接触，而是通过掌控机器人的手臂来操纵手术。 

机器人手术通常比开放性手术的费用会更高些，因为机器人的初始成本大约

为 150 万英镑。到目前为止，还未有随机试验对机器人和开放性手术的治疗结

果进行比较。 

柳叶刀首次比较机器人和传统手术的癌症治疗效果 

机器人手术和传统手术的癌症治疗结果有何差异？为了探索该问题，澳大利

亚昆士兰大学临床研究中心的罗伯特教授引领团队开展了随机对照试验。他说，

“在 12 周的随访中，接受机器人手术和开放性手术的患者在生活质量上无统计

学差异，其中包括癌症生存率。”不过他还强调，“患者应该选择一个有经验的

且自己信任的外科医生，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一种特殊的手术方式。” 

在该研究中，共有 308 名前列腺癌患者参与，他们被随机分配到机器人辅

助手术组或开放性手术组（耻骨后前列腺根治切除术），人数分别为 157 和 151。

患者在手术后均接受了为期 12 周的随访，所有的手术均由皇家布里斯班妇女医

院的两名外科医生引导。 

研究人员主要考察的指标为手术后患者的排尿和性功能，结果发现两组患者

的这两项指标在手术后均无明显差异，术后并发症的数量也无显着差异。接受开

放性手术的患者住院时间较长，但两组患者从术后到再次工作所需的时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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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器人手术相比，接受开放性手术的患者血液损失要多三倍，不过损失的

血液会再循环到患者体内，因此手术过程无需输血。在手术之后，接受机器人手

术的患者在 1 周后经历的痛苦要少一些，在 6 周后有更好的身体质量，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两组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12 周后差异开始变得不显着。 

不过这只是初步结果，因为整个试验周期为 2 年。本文通过 3 个月的随访

表明接受两种手术的患者在生活质量上无显着差异，但仍需要长期的随访才能对

此充分评估，应充分考虑两种手术给癌症患者带来的生存效益。作者指出，“在

手术 3 年后，患者的泌尿系统和性功能将持续改善，因此两种手术的治疗效益差

异可能会变得明显，这篇文章只是这项研究的初级结果，更多的结论要等到试验

结束才能得出。” 

 

来源：生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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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大学研发穿戴设备，助脑瘫风险婴儿爬行 

据《每日邮报》7 月 27 日报道，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大学的研究者新推出第

三版自创爬行促进器，能够帮助有脑瘫风险的婴儿提高爬行及其他能力。 

 

这项研究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家机器人计划赞助的，研究对象为

4~8 个月的婴儿，初步实验取得很好的效果。该款爬行促进器的外形为三轮电

动滑板，搭载了机器学习算法和一系列的感应器。使用时，婴儿需戴一个很多电

极的帽子。这样，研究者就可以在 3D 电脑屏幕上追踪婴儿的大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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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杂志报道，12 个运动感应器会以每

秒 15 次的频率将测量结果发送到附近电脑。另外，相机能够显示婴儿肢体运动

的实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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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婴儿缺乏肌肉力量、姿势保持能力和协调能力。所以，在婴儿爬行、探

索周围环境时，该机器能预测出婴儿的运动意图，在适当时会给他们“推动力”。

这种推动力能够加快婴儿爬行及走路的能力，促进他们大脑发育。 

脑瘫基本上在婴儿一周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来，影响婴儿的运动能力和肌肉协

调能力。很多脑瘫患者到 2 岁还不能爬行。研究者说，及早干预，能够改善这种

情况。另外，该设备在促进爬行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大脑发育、提高婴儿空间认

知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及观察能力。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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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女性预防 HIV 感染的新武器：阴道 dapivirine 环 

 

最近在南非德班举行的 2016 国际 AIDS 大会上公布了一种名为 dapivirine

环的医疗器械，这种白色的环可能会成为抗击 HIV 流行的有力武器。 

此前有 2 项独立的临床试验显示，dapivirine 环可以有效降低 1/3 的 HIV

感染风险。最近的一项分析显示，在持续使用者中（即每月都使用的女性），

HIV 感染风险可降低 56%，而在使用频率最高的那部分女性中，HIV 感染的风

险可降低 75%甚至更多。 

目前至少有 3670 万人感染 HIV，由 HIV 引起的疾病成为 AIDS，从 2000

年开始，HIV 和 AIDS 导致了至少 2500 万人死亡，HIV 感染仍然是 15 岁-44

岁女性死亡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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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可以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传播，HIV 通过攻击人的免疫系统让人丧失免

疫力，如果任其发展，不采取治疗措施，被感染者将会发展为 AIDS。 

这种环大约 5 厘米的直径，浸染过药物，类似于用于避孕的、可以不断释放

激素的阴道避孕环。这种环放置于女性阴道，可以持续 30 天释放抗逆转录病毒

药物 dapivirine，30 天之后取出，重新放置新的 dapivirine 环。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是一种抑制 HIV 繁殖以及攻击人免疫系统的联合治疗方

法，这些药物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应用于治疗 HIV 感染，但是最近医生开始利

用这些药物用于高危人群的 HIV 感染预防。 

在美国，最好的 HIV 感染预防药物是 2012 年获批上市的艾滋病暴露前预防

用药 Truvada，大部分的使用者是男男性行为者。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HIV/AIDS 高危人群大不相同，情况更加悲惨。

这个区域是 2470 万 HIV 携者的家园，每年有 110 万人死于 AIDS。 

近年来，HIV 在年轻人和女性中的感染率增高。根据 AIDS 预防慈善机构

AVERT 的数据，每 10 例新的 HIV 感染者中，有超过 4 例为年龄 15 岁-24 岁的

年轻人。 

年轻女性是特别容易受到感染的一类人，因为这个地区的女性权益保障情况

十分糟糕。这个地区的女人和女孩通常对自己的性命运无能为力，性暴力、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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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和性交易充斥着整个地区。这个地区避孕套的使用率十分低，性暴力十分常

见。 

所以能为女性所用的有效的预防 HIV 的措施显得十分重要。 

来源：来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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