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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管理与教学·

消毒药械及一次性使用器械、器具证件审核
创新实践
黄静，乔甫，付学勤，康霞，宗志勇，尹维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院感染管理部（成都 610041）

【摘要】 消毒药械及一次性使用器械、器具的质量关乎患者安全，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应切实履行证件审核
职责，从医院层面保证使用产品合法、安全、有效。该文从制度建设、流程改造、证件审核范围和要点以及证件
管理等方面介绍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在消毒药械及一次性使用器械、器具证件审核工作的实施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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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lity of disinfectant, disinfection devices and disposable medical devices concern patient safety.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must carry out disinfectant, disinfection devices and disposable medical
devices qualification documents audit responsibilities to guarantee legality,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roducts used in the
hospital.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fication documents audit in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including system construction, process reengineering, documents audit scope and key points,
docu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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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颁布的《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在第八

责，严格把关，保证医院合法、安全、有效地使用该

条明确规定对消毒药械和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器
具的相关证明进行审核是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主要

类产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以下简称“华西医
院”）日常涉及消毒药械、一次性医疗器械、器具

[1]

职责之一 。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
转变，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 2013 年取消

多达数千项，供应商数量数百家，跨省跨地区产品
多，证件审核难度高、工作量大，但通过采取完善

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以下简
称“三新”）生产消毒剂和消毒器械之外的消毒剂

制度、改造流程、明确审核范围和要点等一系列措
施有效推进了该项工作。现报告如下。

[2]

和消毒器械的审批 。同时多省全面下放消毒药械
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审批权限，申领卫生许可的消毒
[3]

药械生产企业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 。但部分生产
企业、经营企业管理措施不到位，产品质量良莠不
[4-6]

齐 ，加大了医院消毒药械证件审核难度。在新形
势下，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应切实履行监管审核职

1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华西医院根据《消毒管理办法》《消毒产品
卫生安全评价规定》《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医疗器械临床使用
安全管理规范（实行）》等国家规范，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了医院内部《消毒药械管理制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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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用器械、器具管理制度》等制度，明确各部门
职责及采购前证件审核、采购、验收、储存、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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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具体要求，以指导实际工作的开展。

国家卫计委 2013 年【7 号】文取消除“三
新”产品外的消毒药械卫生许可后，消毒药械证件
审 核 分 “三 新 ”产 品 和 非 “三 新 ”产 品 两 种 情

2 改造流程
由于历史原因，采购部门曾长期负责医院消毒
药械和一次性使用器械、器具证件审核工作。为顺
利开展新形势下证件审核工作，必须进行流程改
造。为此，医院感染管理部门首先向医院领导汇报
流程改造的理由和必要性，在取得医院领导层一致
同意后，联合采购部门进行证件审核流程改造。鉴
于在新审核流程之前已有大量产品在院使用，医院
感染管理部门对该部分产品进行回顾性证件审核，
对拟新进产品采取不同的证件审核流程。

2.1 已在院使用产品
为提高对已在院使用产品审证工作的效率，医
院感染管理部门采取“以经营企业为单位，以合同
续签为契机”的方式开展工作。要求经营企业在
续签合同前将相关证件交至医院感染管理部，医院
感染管理部将审核结果以书面形式反馈给采购部
门，审核材料通过后方能续签。医院感染管理部根
据采购部门提供所有经营企业名单逐一推进证件
审核工作。
2.2 拟新进产品
对于新进产品，医院建立“先审核后招标”的
机制。经营企业将相关证件交至医院感染管理部
审核，医院感染管理部将审核结果反馈给采购部
门，采购部门根据审核结果进行后续的招标工作。

3 理清审核范围和要点
3.1 消毒药械
原卫生部 2003 年【24 号】公告将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不再纳入《消毒管理办法》管理，因此消
毒产品包括消毒剂、消毒器械（含生物指示物、化
学指示物和灭菌物品包装物）和卫生用品。医院感
染管理部仅需要对《消毒产品分类目录》的消毒
药械（包括消毒剂和消毒器械）按照《消毒管理办
法》和 2014 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进
行证件审核。

况。对于“三新”产品主要审核卫生许可批件。
由于国家卫计委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起停止受理除
“三新”产品外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而原卫生许
可批件有效期是 4 年，故非“三新”产品在 2017
年 7 月 22 日后原卫生许可批件均已过期，对非
[7]
“三新”产品均主要审核卫生安全评价报告 。消
毒药械审核证件清单及要点见表 1。
3.2 一次性使用器械、器具
根据我国医疗器械分类管理的要求，第一类医
疗器械实行备案管理，第二、三类医疗器械实行注
册管理。从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编号可获得
备案部门所在地等信息，从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的
注册证编号可获得产品审批部门所在地、注册形
[8]
式、管理类别等信息 。根据所获信息可以明确不
同产品需要具备哪些证件。不同产地、不同类别医
疗器械审核证件清单及要点见表 2。

3.3 消毒药械和医疗器械双重管理
对于按照消毒药械和医疗器械双重管理的产
品，需同时索取消毒药械和医疗器械的相关证件。
本类产品主要来自《消毒产品分类目录》中用于
医疗器械、用品灭菌/消毒的灭菌/消毒器械和《医
疗器械分类目录》（2002 版）- 6857 消毒和灭菌设
备及器具。对于有分类界定文件说明不作为医疗
器械管理的产品则不再按照双重管理，如国食药监
械[2009]582 号《关于调整医用室内空气消毒设备
管理的通知》规定医用室内空气消毒设备不再按
照医疗器械实施行政许可。

4 证件管理
对已经使用产品证照的效期，后期还需要追踪
管理。医院采购部门采取产品证件过期不能入库、
延迟付款等办法来促使经营企业及时更新证件，避
免证件过期后违法违规使用。同时医院感染管理
部将所有证件按经营企业为单位编号，使用

表 1 消毒药械审核证件清单及要点
项目

“三新”产品

生产企业 卫生许可证（进口产品无）

非“三新”产品

审核要点

卫生许可证（进口产品无）

产品是否在所批准的生产类别内

营业执照
产品

卫生许可批件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

消毒产品安全评价报告内容是否齐全，其中的检验报告是否
有效（检验机构需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检验项目是否齐全

经营企业 营业执照、各级授权书（生产企业对经营企业、经营企业对销售人员） 授权书：重点关注授权销售产品范围、授权销售地区、有效期
备注：审核要点还包括各类证件是否在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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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2010 软件分别建立消毒药械和一次性使用
器械、器具数据库。数据库包含编号、经营企业名

6 结语

称、各类证件效期起止日期等关键字段，消毒药械
和一次性使用器械、器具数据库表头分别见表 3、

消毒药械及一次性使用器械、器具质量关乎患
者安全，不合格产品将给患者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表 4，并在到期提醒一列设置公式=IF（AND（截止
日期所在单元格–TODAY（）<=30，截止日期所在

影响医疗质量，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应切实履行证件
审核职责，从源头上保证产品质量。国家取消除利

单元格–TODAY（）>=0）, “还有”&截止日期所在
单元格–TODAY（）&“过期”，“已过期”），提

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消毒剂和
消毒器械之外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的审批后，加大

前预警。

了证件审核难度。为了做好证件审核工作，一方
面，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专职人员应该不断学习，提

5 建立定期抽查机制

高自身业务水平，熟悉国家相关标准，掌握审核范
围、审核要求，避免漏审、错审，适应新形势下的消

为了检验消毒药械及一次性使用器械、器具证
件审核流程的有效性，及时发现漏审产品，医院感

毒药械及一次性使用器械、器具证件审核工作的需
要，保证使用产品的合法性、安全性、有效性，保障

染管理部门每季度到采购部门库房随机抽查一次，
一方面询问库管人员是否有新进产品，另一方面随

患者安全。另一方面，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及监督机
构应建立消毒产品卫生监督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

机抽查 10 种产品并在数据库中核实是否已进行证
件审核。

公开备案、监督检查相关信息，增加医疗机构信息

表 2 医疗器械审核证件清单及要点
项目

第一类（审批部门）

第二类（审批部门）

第三类（审批部门）

注意事项

国产产品
生产企业

生产备案凭证（市级 FDA）生产许可证（省、自治区、 生产许可证（省、自治区、 产品是否在所批准的生产类别内
直辖市 FDA）
直辖市 FDA）
营业执照

医疗器械

备案凭证（市级 FDA）

注册证（省、自治区、直辖 注册证（国家 FDA）
市 FDA）

① 备案凭证、注册证审批部门是否与产品类别
相符
② 可登陆 FDA 网站查验备案凭证、注册证

经营企业

-

备案凭证（市级 FDA）

产品是否在证件所批经营范围

经营许可证（市级 FDA）

营业执照、各级授权书（生产企业对经营企业、经营企业对销售人员）

授权书：重点关注授权销售产品范围、授权销
售地区、有效期

医疗器械

备案凭证（市级 FDA）

注册证（国家 FDA）

同国产产品

经营企业

-

备案凭证（市级 FDA）

进口产品
经营许可证（市级 FDA）

营业执照、各级授权书（生产企业对经营企业、经营企业对销售人员）
备注：审核要点还包括各类证件是否在效期内。“-”表示无。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表 3 消毒药械数据库文件表头
生产企业（国产）/
在华责任单位

经营企业
编
号 名
称

营业执照
效期

产品

授权书

营业执照效 生产企业卫
期
生许可证效
期（进口无） 产品
名
称
名称
截止 到期 截止 到期
截止 到期 截止 到期
日期 提醒 日期 提醒
日期 提醒 日期 提醒

其他（双重管理需索取）

卫生许可批 卫生安全评 医疗器械生 医疗器械产 医疗器械经
件效期（“三 价报告效期 产企业许可 品注册证效 营企业许可
新”产品） （“非三新”
证效期
期
证效期
产品）
截止 到期 截止 到期 截止 到期 截止 到期 截止 到期
日期 提醒 日期 提醒 日期 提醒 日期 提醒 日期 提醒

备注：双重管理产品录入到消毒药械数据库
表 4 一次性使用器械、器具数据库文件表头
经营企业
编号

名称

营业执照
效期
截止
日期

到期
提醒

生产企业（进口无）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许可证效期
截止
日期

到期
提醒

授权书
截止
日期

到期
提醒

名称

营业执照
效期
截止
日期

到期
提醒

产品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许可证效期
截止
日期

到期
提醒

产品
名称

医疗器械产品
注册证效期
截止
日期

到期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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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渠道，获取有效信息辅助证件审核，杜绝不合
格产品进院。
因医院使用产品种类繁多，证件审核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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