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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不良事件监测管理新规”系列报道②

监管信息

搭建沟通渠道 完善配套细则
□ 本报记者

张小岑

近日，记者从在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药品监
管科学大会——医疗器械科学监管论坛上获悉，
国家药监局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医疗器械不良
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的相关配套细则，目前已经明确的 8 个指南文件
也即将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网站上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配套细则须完善
据悉，过去由于法规不够清晰，一些地方的药
品监管部门重视不够，导致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
测和再评价工作进展缓慢。
2017 年 10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
见》
（以 下 简 称《创 新 意 见》）指出，要加强医疗器
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解决好持有人应当履行
什么责任、如何落实责任和违反规定的处罚等
问题。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姜峰表
示，
《办法》把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及再评价工
作当中很多笼统的内容做了比较清晰的定义和区
分，特别是明确了各方的法律责任，将进一步推动
我国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向制度化、正规
化、常态化发展。
而在此次医疗器械科学监管论坛上发布的
《医疗器械蓝皮书：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报告
（2018）》
（以下简称《蓝皮书》）则指出，落实医疗
器械持有人报告不良事件的主体责任，推动不良
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的有效实施，还有很
多相关配套工作需要开展,如制定不良事件监测
工作指南、再评价工作指南等配套指南和指导原
则；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信息化网络及数
据库建设；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
工作制度建设、工作开展情况专项检查；
强化对医
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开展风险评价；完善持有人

再评价制度，
进一步推动再评价相关工作，
指导省
级局在日常检查等工作中督促持有人落实再评价
主体责任等。
《蓝皮书》同时还指出，面对 4000 多家境外企
业、1.6 万家国内生产企业、40 余万家经营企业、
100 余万家使用单位，以及医疗器械监管力量仍
然十分薄弱的监管现状，
《办法》的贯彻实施仍然
任重道远。

执行避免走形式
《办法》要求持有人应当对收集和获知的医疗
器械不良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价，
主动开展医疗
器械安全性研究。
“这在企业的日常风险管理中都有体现，
不会
对企业构成太大的运营负担；但执行的困难主要
体现在不良事件信息的收集获取，以及植入产品
企业如何获取取出植入物并进行风险评估分析
上。”北京富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仇万
裕表示，他们公司的三类骨科植入器械，采取的
是使用单位直报给监测机构和经营企业报告给
持有人的双轨模式。但由于经营企业数量众
多，部分企业对不良事件重视不够，导致不良事
件收集效率低下。另外，患者病情和医疗器械的
使用情况涉及患者隐私，医院一般不会告知企
业；而且植入物取出后属于医用废弃物，也不会
留给生产企业，造成企业很难对已上市产品开展
再评价工作。
“我们采取了与医院接洽，
发放顾客反馈调查
表、进行患者随访等方式收集不良事件信息；
但仍
希望能搭建一个经营企业、使用单位与持有人就
不良事件沟通的畅通渠道，提高不良事件收集效
率和效果。
”
仇万裕表示。
“不良事件上报的量大，
不等同于上报的质量
好，有时可能只是针对产品本身的一个投诉，
但并
没有上升到不良事件产生或可能产生伤害的程
度。”
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法规事务部高
级经理曹贤也指出，要防止为做监测而监测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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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发生。

落实好各方责任
据介绍，
早在《创新意见》发布后，
山东省食品
药品监管局和各市级监测机构在对全省医疗器械
企业的培训中，
就不断贯彻
“强化医疗器械全生命
周期管理”
“ 落实持有人不良事件监测的主体责
任”
理念。
“目前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实施上。
”山东
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吴世福指出，
《办
法》规定使用单位和经营企业发现不良事件可以
直接报告给持有人，
同时报告监测机构，
但医疗机
构如何报告给持有人，持有人又如何落实他们的
主体责任呢？在国家药品监管局和国家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中心尚未给省级监管部门和监测机构培
训的前提下，地方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和
执行办法。
《办法》建立了一个制度，即持有人直报不良
事件制度；
强调落实两个责任，
分别是落实持有人
主体责任和落实监测工作的法律责任；强化三项
工作，即加强风险控制工作、完善再评价工作和
强化创新产品的主动监测工作。据悉，目前国家
药监局正在积极推动国家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
测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工作，新系统有望于明年初
正式启用，方便持有人按照《办法》规定，主动维
护其用户信息，
报告不良事件，
持续跟踪和处理监
测信息。
吴世福坦言，搭建不良事件监测上报体系链
条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宣贯，要借
助行政手段去推动这项工作的实施，要在系统
当中明确各级监测机构所履行的职责，包括持
有人在报告程序和报告系统中如何去履行他们
的职责。
据了解，
《办法》实施后，
国家药监局还将陆续
发布不良事件重点监测、不良事件监测工作检查
等配套指导原则，
进一步指导持有人、经营使用单
位和各级监管部门按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昆明启动器械代储代配企业风险排查
本报云南讯 （记者李江映） 近日，昆明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对辖区 2 家医疗器械代储代
配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以进一步排查和化解
医疗器械风险隐患。
检查组详细了解了企业代储代配开展情况
后，
实地查看了库房管理设备和系统，
并着重检
查了植入介入类、冷链管理类高风险产品在收
货、验收、养护和出库等环节的质量管理情况。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开展器械安全隐患排查
本报天津讯 （记者杨菲） 近日，天津市
海河教育园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组织开展了医
疗器械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工作。
根据工作安排，该局以三类和高风险医
疗器械品种为重点，组织开展医疗器械流通、
使用环节风险隐患排查回头看行动，着重查

本报山东讯 （记者张斌 通讯员郑浩楠）
近日，青岛市崂山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对辖区内
5 家涉及医疗器械网络经营的企业进行了专
项检查。
针对部分企业存在未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对 辖 区 内 的 卫 生 院 、药
店开展了一次性注射
器（输 液 器）专 项 整 治 ，
重点对一次性注射器
（输液器）的注册 证 、采
购 验 收 记 录 、有 效 期 、
购 进 渠 道 、储 存 养 护 等
进行了检查。
党海文

摄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记录不完善、部分医疗器械
未索取产品合格证明或监测报告以及进口产品
的入境货物通关单等问题，该局责令其立即整
改。同时，
该局也将根据《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
督管理办法》，
落实监督检查任务，
做到隐患清零。

器械课堂

聚焦超声减脂仪，真能躺着就瘦吗？
张小岑

“管住嘴，
迈开腿”
是众所周知的减肥箴言，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随着 A4 腰、
马甲线、人鱼线等频频占领大众审美高地，
减肥
塑形需求呈井喷之势。于是，宣称“高能迅速、
高效灵活、全面塑形、安全无创、舒适无痛减脂、
减少围度、雕刻体形”
“ 躺着就能瘦、2 周见效”
的
“爆脂黑科技”
——聚焦超声减脂仪的广告也
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
这个号称“安全快速无痛”，躺着就能瘦的
聚焦超声减脂仪真的如此神奇吗？今天，我们
请来了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审评二部的郭
兆君、刘菁，为大家讲讲这个“黑科技”的真实
情况。
近 日 ，甘 肃 省 礼 县

找企业质量安全管控的薄弱环节，查找监管
薄弱点。
同时，该局加大对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
的监督检查力度，严查无证经营医疗器械与经
营使用无证医疗器械、一次性输注器具非法添
加荧光增白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

青岛崂山区开展器械网络销售专项检查

□ 本报记者

中坝食品药品监管所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组要求 2 家企业严
格执行入驻企业资格审核控制和质量保障制
度，加强质量管理体系执行情况的内部监督和
考核，进一步强化体外诊断试剂等冷链医疗器
械的全过程管理，有效控制医疗器械经营环节
风险隐患，切实发挥代储代配平台服务产业发
展、带动行业经营质量管理水平提升的引领支
撑作用。

何为聚焦超声减脂仪

适用范围。专家提醒，目前获准上市的聚焦超
声减脂仪，
都只获准用于腹部减脂，
不适用于腰
腿部脂肪、内脏脂肪等。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 BMI 和腹部皮下脂肪
厚度都在规定使用范围内，也要注意一系列使
用禁忌。如使用期间处于妊娠、哺乳期或预期
将怀孕的，植入心脏起搏器、心脏除颤器等电
磁植入医疗系统的，患有腹部脂肪代谢相关代
谢紊乱疾病包括但不仅限于严重血脂异常或
“脂肪肝”的，肝炎、其他肝脏疾病或经医生判
断需关注肝功能检测值的，患有结缔组织疾
病、出血性疾病或凝血功能异常的，以及有过
伤口愈合不良史、高脂溶性化合物暴露史的，
都
不能接受此项治疗。
此外，治疗部位脂肪厚度即使在 2cm 以
上，但有撕裂伤或活跃性皮肤病，患有腹部疝、
腹直肌分离或已知的腹主动脉瘤，治疗部位有
瘢痕瘤、肥厚性瘢痕或凹陷瘢痕的，
也不能使用
聚焦超声减脂仪治疗。同时，治疗过程中不能
同时使用抗聚集药物和抗凝血药物。

聚焦超声减脂仪是利用换能器产生超声波
直接穿透皮肤，在一定深度的皮下脂肪层中聚
焦，利用超声波的机械、空化综合效应，破坏腹
部皮下脂肪层的脂肪细胞，使之崩裂、破碎，变
风险有哪些
成细胞碎片和游离脂肪。细胞碎片被吞噬细胞
吞噬，
游离脂肪经由淋巴、血液到肝脏代谢。
聚焦超声减脂不同于一般的瘦身或减肥手
简而言之，聚焦超声减脂仪就是用高能量
段，
只能用于腹部局部减脂，
而且体重并不会发
的聚焦超声，
破坏腹部皮下脂肪层的脂肪细胞。 生明显变化。
以美国 FDA 网站公布的数据为例，聚焦超
声减脂仪
Syneron ContourⅠV3.1 的临床试
适用人群有哪些
验结果为：经过 4 周共 2 次的治疗后，受试者
从聚焦超声减脂仪原理看，所有“胖友”应 （共 150 名）的平均腹围减少 2cm（受试者治疗
该都能适用，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前平均腹围为 95cm）。
专家表示，
作为第三类医疗器械，
聚焦超声
另外，
有些商家在宣传时，
声称将聚焦超声
减脂仪有明确的适用范围，适用于具有正常行
减脂仪与光电射频治疗仪联合使用可达到全身
为能力的单纯性局部肥胖，且为腹部皮下脂肪
塑身的效果。对此，
专家提醒，
目前已批准的光
堆积者的减脂。患者的年龄应在 18～65（有的
电射频治疗仪仅可用于缓解橘皮样变的治疗，
产 品 适 用 于 18～55）周岁；
身体质量指数 BMI≤
而超声减脂仪与光电射频治疗仪联合疗法的风
28kg/㎡（有 的 产 品 为 BMI≤30kg/㎡）（Body
险尚未经过评估，
所以患者应谨慎选择。
Mass Index，简称 BMI，
BMI=体重[kg]/身高 2[m]，
聚焦超声减脂仪手术过程中不需要麻醉，
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的一个
但不是完全无痛，个别患者术中会有即刻局部
标准）；
肝肾功能正常；腹部计划减脂区的皮下
热感与轻微刺痛。文献显示，有少量患者会有
脂 肪 厚 度 应 不 小 于 2cm（有 的 产 品 标 注 为
轻微不良反应，
包括轻微红斑、局部紫癜和局部
2.45cm 或 2.2cm）。
小水疱等；BMI 超过适用范围的人贸然使用，
专家指出，聚焦超声减脂仪风险等级较
可能会加重肝脏代谢负担；而皮下脂肪厚度小
高，必须在医疗机构中由具有资质的临床医师
于 2cm 的人使用的话，可能会引起肌膜或骨膜
操作使用，否则风险无法控制；且减脂区域的
治疗性瞬间刺痛和非预期的正常组织损伤。所
范围由临床医师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基础上根
以，患者术前应进行一次全面的病史和身体检
据患者体征评估确定，同一患者多次治疗时， 查及医生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测试，以证实其健
各次治疗时间间隔不得小于 2 周（有的产品规
康状况可接受治疗，并由医生结合患者具体情
定为 6 天）。
况制定治疗计划。术中，医生会根据患者情况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产品其适用范围会
实时调整治疗计划，并在发生突发情况时进行
有些许差别，
但都要以医疗器械注册证为准，
消
适当处理。此外，
治疗应严格遵守周期，
不得擅
费者可以在国家药监局网站上搜索具体产品的
自缩短治疗间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