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有关事项的

公告（第26号）

发布时间：2014-06-04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0号）自2014年6月1日起施行。根据条例，第一类医疗器械实

行产品备案管理。现就第一类医疗器械（含第一类体外诊断试剂）备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

（一）医疗器械备案是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医疗器械备案人（以下简称备案人）提交的第一

类医疗器械备案资料存档备查。

（二）实行备案的医疗器械为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和相应体外诊断试剂分类子目录中的第一类

医疗器械。

境内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备案人向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备案资料。进口第一类

医疗器械备案，备案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备案资料。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医疗器械的

备案，参照进口医疗器械办理。

（三）办理备案的进口医疗器械，应当在备案人注册地或者生产地址所在国家（地区）获得医疗器

械上市许可。

备案人注册地或者生产地址所在国家（地区）未将该产品作为医疗器械管理的，备案人需提供相关

证明文件，包括备案人注册地或者生产地址所在国家（地区）准许该产品合法上市销售的证明文件。

（四）境外备案人办理进口医疗器械备案，应当通过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指定中国境

内的企业法人作为代理人办理。

（五）备案人应当编制拟备案医疗器械的产品技术要求。产品技术要求主要包括医疗器械成品的性

能指标和检验方法。

（六）办理医疗器械备案，备案人应当按照相关要求（见附件1）提交备案资料，并对备案资料的真

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负责。

（七）备案资料符合要求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当场予以备案。备案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规定形式的，应当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备案人并说明理由。

（八）对予以备案的医疗器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要求的格式制作备案凭证（见

附件2），并将备案信息表（见附件3）中登载的信息在其网站上予以公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

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操作规范（见附件4）开展备案工作。备案人应当将备案号标注在医疗器械说明书和

标签中。

（九）已备案的医疗器械，备案信息表中登载内容及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发生变化，备案人应当提



交变化情况的说明及相关证明文件，向原备案部门提出变更备案信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备案资

料符合形式要求的，应在变更情况栏中载明变化情况，将备案资料存档。

（十）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号的编排方式为：

×1械备××××2××××3号。

其中：

×1为备案部门所在地的简称：

进口第一类医疗器械为“国”字；

境内第一类医疗器械为备案部门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加所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的简称

（无相应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时，仅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

××××2为备案年份；

××××3为备案流水号。

二、已获准注册和已受理注册项目的处理

（一）已获准注册项目的处理

2014年6月1日前已获准第一类医疗器械注册且在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和相应体外诊断试剂分

类子目录中的，企业应当在注册证有效期届满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备案。注册证有效期届满前，企业

可继续使用经注册审查的医疗器械说明书以及原标签、包装标识。在注册证有效期内，原注册证载明内

容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备案。

2014年6月1日前已获准第一类医疗器械注册，重新分类后属于第二类或者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企业

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申请注册。

（二）已受理注册申请项目的处理

2014年6月1日前已受理第一类医疗器械注册申请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再进行注册审查。企

业自行提出撤回注册申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所有申报资料退回申报单位。

产品在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和相应体外诊断试剂分类子目录中的，企业按备案要求向相应的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备案；不在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和相应体外诊断试剂分类子目录中，重新

分类后属于第二类或者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企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申请注册。

特此公告。

附件：1.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资料要求及说明

2.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

3.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信息表和第一类体外诊断试剂备案信息表

4.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操作规范

5.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表（参考格式）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4年5月30日



附件 1

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资料要求及说明

一、备案资料

（一）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表

（二）安全风险分析报告

医疗器械应按照 YY 0316《医疗器械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的

有关要求编制，主要包括医疗器械预期用途和与安全性有关特征的判定、

危害的判定、估计每个危害处境的风险；对每个已判定的危害处境，评价

和决定是否需要降低风险；风险控制措施的实施和验证结果，必要时应引

用检测和评价性报告；任何一个或多个剩余风险的可接受性评定等，形成

风险管理报告。

体外诊断试剂应对产品寿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从预期用途、可能的使

用错误、与安全性有关的特征、已知和可预见的危害等方面的判定及对患

者风险的估计进行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及相应的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形成

风险管理报告。

（三）产品技术要求

产品技术要求应按照《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编制。

（四）产品检验报告

产品检验报告应为产品全性能自检报告或委托检验报告，检验的产

品应当具有典型性。

（五）临床评价资料

1. 详述产品预期用途，包括产品所提供的功能，并可描述其适用的

医疗阶段（如治疗后的监测、康复等），目标用户及其操作该产品应具备

的技能/知识/培训；预期与其组合使用的器械。

2. 详述产品预期使用环境，包括该产品预期使用的地点如医院、医



疗/临床实验室、救护车、家庭等，以及可能会影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功率、压力、移动等）。

3. 详述产品适用人群，包括目标患者人群的信息（如成人、儿童或

新生儿），患者选择标准的信息，以及使用过程中需要监测的参数、考虑

的因素。

4. 详述产品禁忌症，如适用，应明确说明该器械禁止使用的疾病或

情况。

5. 已上市同类产品临床使用情况的比对说明。

6. 同类产品不良事件情况说明。

（六）产品说明书及最小销售单元标签设计样稿

医疗器械应符合相应法规规定。进口医疗器械产品应提交境外政府主

管部门批准或者认可的说明书原文及其中文译本。

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应按照《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的有

关要求，并参考有关技术指导原则编写产品说明书。进口体外诊断试剂产

品应提交境外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或者认可的说明书原文及其中文译本。

（七）生产制造信息

对生产过程相关情况的概述。无源医疗器械应明确产品生产加工工

艺，注明关键工艺和特殊工艺。有源医疗器械应提供产品生产工艺过程的

描述性资料，可采用流程图的形式，是生产过程的概述。体外诊断试剂应

概述主要生产工艺，包括：固相载体、显色系统等的描述及确定依据，反

应体系包括样本采集及处理、样本要求、样本用量、试剂用量、反应条件、

校准方法（如果需要）、质控方法等。

应概述研制、生产场地的实际情况。

（八）证明性文件

1．境内备案人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境外备案人提供：



（1）境外备案人企业资格证明文件。

（2）境外备案人注册地或生产地址所在国家（地区）医疗器械主管

部门出具的允许产品上市销售的证明文件。备案人注册地或生产地址所在

国家（地区）不把该产品作为医疗器械管理的，备案人需提供相关证明文

件，包括备案人注册地或生产地址所在国家（地区）准许该产品合法上市

销售的证明文件。如该证明文件为复印件，应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

（3）境外备案人在中国境内指定代理人的委托书、代理人承诺书及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者机构登记证明复印件。

（九）符合性声明

1. 声明符合医疗器械备案相关要求；

2. 声明本产品符合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或相应体外诊断试剂

分类子目录的有关内容；

3. 声明本产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提供符合标准的清

单；

4. 声明所提交备案资料的真实性。

二、变更备案资料

（一）变化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文件

变化情况说明应附备案信息表变化内容比对列表。

涉及产品技术要求变化的，应提供产品技术要求变化内容比对表。

变更产品名称（体外诊断试剂为产品分类名称，以下同）、产品描述、

预期用途的，变更后的内容应与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和相应体外诊断

试剂子目录相应内容一致。其中，产品名称应当与目录所列内容相同；产

品描述、预期用途，应当与目录所列内容相同或者少于目录内容。

相应证明文件应详实、全面、准确。

（二）证明性文件

1．境内备案人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



本复印件。

2．境外备案人提供：

（1）如变更事项在境外备案人注册地或生产地址所在国家（地区）

应当获得新的医疗器械主管部门出具的允许产品上市销售证明文件的，应

提交新的上市证明文件。如该证明文件为复印件，应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

（2）境外备案人在中国境内指定代理人的委托书、代理人承诺书及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者机构登记证明复印件。

（三）符合性声明

1. 声明符合医疗器械备案相关要求；

2. 声明本产品符合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和相应体外诊断试剂

分类子目录的有关内容；

3. 声明本产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提供符合标准的清

单；

4. 声明所提交备案资料的真实性。

附：备案资料形式要求



附

备案资料形式要求

一、备案资料完整齐备。备案表填写完整。

二、各项文件除证明性文件外均应以中文形式提供。如证明性文件为

外文形式还应提供中文译本。根据外文资料翻译的申报资料，应同时提供

原文。

三、境内产品备案资料如无特殊说明的，应由备案人签章。“签章”

是指：备案人盖章，或者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加企业盖章。所盖章

必须是备案人公章，不得使用注册专用章。

四、进口产品备案资料如无特别说明，原文资料均应为原件，并由备

案人签章，中文文本由代理人签章。原文资料“签章”是指：备案人的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或者签名加组织机构盖章，并且应当提交由备案

人所在地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件；中文资料“签章”是指：代理人的组织

机构盖章，或者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加组织机构盖章。

五、备案资料应有所提交资料目录，包括整个申报资料的 1级和 2

级标题，并以表格形式说明每项的卷和页码。



附件 2

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

******（备案人）：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对你单位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名称/

产品分类名称）予以备案，备案号：******。

**食品药监督管理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3

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信息表

备案号：

备案人名称

备案人组织机构

代码
（境内医疗器械适用）

备案人注册地址

生产地址

代理人 （进口医疗器械适用）

代理人注册地址 （进口医疗器械适用）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产品描述

预期用途

备注

备案单位

和日期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情况

****年**月**日，**变更为**。

……



第一类体外诊断试剂备案信息表

备案号：

备案人名称

备案人组织机构

代码
（境内医疗器械适用）

备案人注册地址

生产地址

代理人 （进口医疗器械适用）

代理人注册地址 （进口医疗器械适用）

产品分类名称

包装规格

产品有效期

预期用途

主要组成成分

备注

备案单位

和日期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情况

****年**月**日，**变更为**。

……

附件 4



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操作规范

为进一步规范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工作，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等相关法规制定本操作规范。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由备案和信息公布

环节构成。

一、备案

（一）形式审查。

1. 备案表中“产品名称（体外诊断试剂为产品分类名称，以下同）”、

“产品描述”和“预期用途”应与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和相应体外诊

断试剂分类子目录相应内容一致。其中，产品名称应当与目录所列内容相

同；产品描述、预期用途，应当与目录所列内容相同或者少于目录内容。

2. 所提交资料项目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备案资料形式要求。

3. 证明性文件是否在有效期。

4. 境内备案人备案表中的备案人名称、注册地址是否与企业营业执

照一致。

5. 境外备案人备案表中的备案人名称、注册地址、生产地址、规格

型号是否与境外证明文件一致。

6. 境外备案人指定代理人的委托书、代理人承诺书中的委托、承诺

内容，与备案内容是否一致。

（二）备案事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备案资料齐全、符合形式要求

的，当场予以备案，并提供备案人加盖本部门专用印章的备案凭证。

（三）备案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一次告知备案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备案人并说明理由。



（四）对备案事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不予备案，并告知备案

人同时说明理由。

（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本部门档案管理程序对备案资料予以

归档。

二、变更备案

（一）形式审查。

1. 如涉及产品名称、产品描述、预期用途变更的，变更后应与第一

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和相应体外诊断试剂分类子目录相应内容一致。其

中，产品名称应当与目录所列内容相同；产品描述、预期用途，应当与目

录所列内容相同或者少于目录内容。

2. 所提交资料项目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备案资料形式要求。

3. 证明性文件是否在有效期。

4. 境内备案人的备案人名称、注册地址是否与企业营业执照一致。

5. 境外备案人的备案人名称、注册地址、生产地址、规格型号是否

与境外证明文件一致。

6. 境外备案人指定代理人的委托书、代理人承诺书中的委托、承诺

内容，与备案内容是否一致。

（二）变更备案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变更资料齐全、符合形式要

求的，予以接收。

（三）变更备案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

备案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予变更备案的，应当告知备案人并说明

理由。

（四）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本部门档案管理程序对变更备案资料

予以归档。

三、信息公布



对备案的，由相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其网站公布第一类医疗器

械、体外诊断试剂备案信息表。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

备案信息定期报送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应定期将行政区域内备案信息报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对变更备案的，由相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变更情况登载于第一

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备案信息表变更情况栏中。报送信息要求参见

本条第一款。



附件 5

备案号： 1

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表

（参考格式）

产品名称（产品分类名称）:

备案人:

XX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



填表说明

1. 本表用于进口和境内第一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备案。

2. 要求填写的栏目内容应使用中文、打印完整、清楚、不得空白，无相关内容处应填写“∕”。因备案

表格式所限而无法填写完整时，请另附附件。

3. 备案时应一并提交含有备案表内容（含附件）的电子文档（Excel 形式）。

4. 境内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只填写备案人名称、注册地址和生产地址中文栏。进口医疗器械、体

外诊断试剂备案人名称、注册地址和生产地址中文栏自行选择填写。进口医疗器械产品名称（体外

诊断试剂为产品分类名称，以下同）中文栏必填。

5. 如系统支持，则进口医疗器械产品名称、备案人名称、注册地址和生产地址原文栏必填，原文填写

内容应与备案人注册地址或生产地址所在国家（地区）医疗器械主管部门出具的允许产品上市销售

的证明文件中载明内容和文种一致。

6. 境内医疗器械备案人应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7. 进口医疗器械产品名称、备案人名称、注册地址和生产地址英文栏必填。如原文非英文，英文内容

必须与原文一致。

8. 所填写各项内容应与所提交备案材料内容相对应。

9. 产品类别及分类编码应根据医疗器械分类规则和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第

一类体外诊断试剂分类子目录等相关文件填写。

10. 备案人、代理人注册地址栏填写备案人和代理人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性文件上载明的注册地址。

11. 备案人、代理人所在地系指备案人和代理人注册地址所在国家（地区）或省（区、市）。

12. 如有其他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问题，请在本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栏中说明。



注：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填表说明

产品名称
（产品分类名称）

中文

原文

英文

分类编码 68

结构特征 有源□ 无源□ 体外诊断试剂□

型号/规格
（包装规格）

产品描述
（主要组成成分）

预期用途

产品有效期（体外
诊断试剂适用）

备案人

名称

中文

原文

英文

注册地址

中文

原文

英文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邮编

备案人
所在地

组织机构
代码



生产地址

中

文

原

文

英

文

代理人

名称

注册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代理人
所在地

应附资料
1. 产品风险分析资料
2. 产品技术要求
3. 产品检验报告
4. 临床评价资料
5. 生产制造信息
6. 产品说明书及最小销售单元标签设计样稿
7. 证明性文件
8. 符合性声明

□

□

□

□

□

□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备案人/代理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