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I医疗器械法规认证与培训
全球专业服务指南

确保患者安全是BSI医疗事业部的工作核心
我们确保患者安全，同时为全球客户的医疗器械产品提供及时的市场准入。
BSI为客户提供全面、积极响应、可预测的全球认可的符合性评审和认证服务。

与BSI合作的优势

BSI为您的产品上市提供信心保障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医疗器械法规及竞争激烈的市场，制造

BSI的审核全面、专业、经得起考验，作为BSI的客户，您可以

商如何满足上市国的法规和质量要求，并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对我们的审核充满信心。我们以高效和可预测的服务在全球享

与行业领导者合作至关重要。BSI了解医疗器械制造商所面

有盛名。您能在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获知评审结果，为您的产

临的具体挑战，凭借对行业的了解以及丰富的经验，BSI能

品上市做好准备。

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专业、可靠的解决方案。
BSI技术评审专家在各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BSI将根据您申请
作为全球领先的公告机构之一，BSI致力于为全球的医疗器
械制造商提供专业的法规和质量管理体系评审和产品认证。
100多年来，BSI已为180多个国家的制造商提供了安全和质
量的信心保证。

的产品，为您安排一位专业背景相匹配的产品经理作为你认证
期间的主要联络人，便于您及时沟通和了解认证进度。
BSI与众多制造商合作，认证产品包含各类新产品、复杂器械、
高风险器械等；合作公司的类型包括从初创企业到大型跨国公
司，因此我们理解不同公司的产品处于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
的需求和优先级。

选择BSI的5项核心原因
选择BSI的
5项核心原因
我们理解获得认证和合规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产
品上市准备可能会有“捷径”，但BSI在审核过程中追求卓
越的品质。
当您与BSI合作时，您将受益于不仅仅是卓越的服务和法规
专业知识，我们的专业团队还提供全面的支持。而且我们的
解决方案确保符合成本效益的认证，经得起审查和支持你的
长期目标。

BSI的5大优势为您提供上市信心保障
1 资深产品专家——BSI的专家团队由众多经验丰富、多
样化的专业人士组成，擅长高风险及结构复杂的医疗器械。

2 畅达全球 ——我们拥有超过100年的经验，并在180多
个国家运营，我们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为您服务。

3 专业审核——为制造商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快速进入
全球市场。

4 市场美誉——我们的审核流程可靠、专业、公正、独立、
可预测。

5 丰富经验——我们的团队拥有超过2700多年的行业和法
规经验，所以我们理解企业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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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赢得客户推崇
超过95%的全球前20强医疗器械厂商*选择BSI
BSI立足专业服务，为全球客户提供市场准入支持
BSI拥有超过180名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员和超过200名医疗器

我们可提供专业领域的服务，包括灭菌过程，动物源性器械和

械评审专家，他们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丰富的

带药器械等。

经验，包括：设计研发、制造、临床和质量保证。BSI授权

BSI的核心竞争力和专业技能涵盖多种领域，满足客户的不同

覆盖全部NBOG代码，评审范围覆盖所有医疗器械产品。

产品组合，包括纳米材料和软件等。

*95%全球前20强的医疗器械厂商数据来源于MedTechinsight——Pharmaintelligence

齿科

体外诊断试剂

心血管

有源器械

专业领域
有源植入器械

眼科

骨科

动物源器械

伤口护理

灭菌及微生物
药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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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质量体系管理项目和服务
产品认证
BSI可为您提供一系列全球认可的法规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服务。全面支持中国本地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快速上市。我们的服务包括：
CE认证

马来西亚符合性评价机构（CAB）

CE认证是医疗器械制造商证实其产

2012年马来西亚医疗器械法（Act7

品符合相关欧盟指令或法规的基本

37）自2013年7月1日起全面实施。

要求，CE认证也是医疗器械在欧盟

根据医疗器械法（Act737/2012），

上市的法律要求。3部医疗器械指

BSI获得授权进行产品认证、医疗器

令为：

械良好分销规范（GDPMD）、ISO

• 普通医疗器械指令
MDD（93/42/EEC）
• 有源植入医疗器械指令
AIMDD（90/385/EEC）
• 体外诊断试剂指令
IVDD（98/79/EC）
2017年5月25日，欧盟医疗器械法
规（MDR）和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法
规（IVDR）正式生效，分别进入3
年和5年的转换期。在转换到满足
新法规之前，制造商仍需要满足相
关医疗器械指令的要求。最新法规
动态请关注BSI官网或微信公众号。
BSI发布MDR/IVDR转版指导文件，

13485和全面符合评审。无论您是
马来西亚的经销商、当地授权代表
还是制造商，必须向授权机构CAB

质量管理体系
ISO1348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3485是国际公认的医疗器械行业
的标准。它能帮助制造商持续生产安全、
符合预期用途的器械、满足法规对生产
控制的要求。BSI是认可的第三方认证
机构，进行现场审核并发放认证证书。
bsigroup.co.uk/ISO13485Revision

（如BSI）申请产品许可证（product

预审服务

license）。

预审服务是企业的可选项目
可选项目，通过预审
可以明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与标准要求

巴西
BSI巴西已将INMETRO认证范围扩

的差距，为正式审核做好准备。

大到包括60601认证(电子、有源医

医疗器械单一审核方案（MDSAP）

疗器械安规)。想在巴西上市的电子

MDSAP是由监管机构（RA）发起的

医疗器械制造商，在获得ANVISA

一项国际项目，旨在医疗器械制造商通

上市监管许可前，必须获得INMETRO

过审核机构（AO）的一次审核，即可

60601产品认证。作为INMETRO产

满足不同国家的QMS/GMP要求。5国

品认证机构，BSI巴西现可以接受来

监管机构包括：澳大利亚TGA、巴西

自巴西以外的制造商的申请。

ANVISA、加拿大HC、日本MHLW和
美国FDA。BSI是MDSAP批准的审核

可帮助您制定转版计划，您可在

台湾地区TCP

BSI官网下载：

TCP允许TFDA授权的审核机构和欧

bsigroup.com/IVDR-Revision
bsigroup.com/MDR-Revision

盟公告机构出具的医疗器械GMP和

备注:自2019年1月1日起，加拿大卫生

ISO13485审核报告互认，制造商可

部只接受MDSAP证书，原CMDCAS证书

以通过此方案来满足台湾地区的医

不可继续使用。请与您的认证机构联系了

疗器械法规，无需提供其他的QMS

解详情。

日本药事法（PMDAct）
修订后的日本药事法扩大了对日本
销售的医疗器械的监管范围。该法

机构。bsigroup.co.uk/MDSAP

文档。

案包含了日本对医疗器械上市的产

乌克兰认证项目

伴随需求的增长，BSI的服务项目也

品和体系认证要求。BSI具有所有II

BSI与主要的乌克兰合格评审机构签

在不断增加。

类产品和指定III类产品的认证资质。

署了一项协议，客户可向其乌克兰

浏览BSI网站，了解更多有关我们的

合格评定机构提交BSI的CE和QMS

新服务。

审核报告，以获得当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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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百年专业积淀，服务覆盖各种领域
BSI是全球领先的独立的业务服务组织，提供基于各领域标准的
解决方案，并向客户提供信心保证。部分服务项目如下：

BSI转版
•欧盟医疗器械法规
（MDR）
•欧盟体外诊断医疗
器械法规（IVDR）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环境管理

世界上采用最广泛、适用于不同规模

ISO14001是最广泛使用的国际环境

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这个强有

管理体系，能帮助组织降低环境风险、

利的改进工具可以帮助组织提高客户

提高环境绩效，并向利益相关者表明

满意度、增强组织弹性，并且适合长

已满足监管要求。

期应用。

BSI风筝标志Kitemark™
Kitemark在英国享有很高的认同度，
是一种产品和服务认证标志，是信任、
公正和品质的象征。

电气和电子产品
标准可以帮助电气工程师、电工和产
品设计师确保各种设备的安全、性能
和合规。标准还可以帮助您实现CE
标记，这是欧洲市场准入所需要的。

产品测试
BSI已与加拿大标准协会（CSAGroup）

“BSI是一家值得信

达成战略合作。CSA集团是拥有超过

网络安全和信息韧性

90年经验的检测和认证机构，在美国

我们可以通过包括技术解决方案、调

赖的认证机构，与

和加拿大处于领先地位。CSA集团是

研和培训在内的服务，帮助组织提高

ANSI、OSHA和SCC的认可机构。

网络安全和信息韧性。

BSI合作能让我们

CSA集团也是IECEE的成员和国家CB

的客户对我们的产

认证机构。

IEC/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
该标准可以帮助组织管理和保护信息

ISO45001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

资产，使它们保持安全和可靠。

确保员工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该标

品充满信心。”
VanessaMootoosamy,
OpsensInc.质量经理

准可以为组织提供一个框架，帮助组

ISO/IEC27001帮助组织持续审查和

织识别和减轻风险、保护员工、捍卫

改进如何做信息安全，不仅是为了今

声誉和品牌。

天，也是为了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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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何时需要考虑法规和质量体系要求？
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器械市场中，确保研发产品符合所有法规要求至关重要。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
期，了解和考虑复杂的临床和法规要求，可以确保您的公司占据上市优势。综合考虑临床和法规
计划，将有助于您的公司资源利用最大化，有效缩短上市时间，并能降低昂贵的产品开发返工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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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段

阶

认

确

产品概念

计划

设计

商业产品研发的初始评估

根据客户需求和技术要求定义

产品的设计、制造过程设计、设

设计输入

计验证和确认

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

构思

使用者需求

预期用途

原型分析

制造过程

初始风险评估

初步测试

设计验证和确认

产品定义&知识产权
商业计划
潜在市场和上市途径
合规战略草案

设计文件&风险分析
使用者需求

风险管理
技术文件草案

商业&市场战略

合规战略

合规战略

产品声明&商标

质量管理体系

人员/资源需求

项目计划

合规要求

BSI可为您提供

BSI可为您提供

BSI可为您提供

•ISO1348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MDSAP认证
•培训
•商业和技术标准
•ComplianceNavigator合规
导航工具
•ISO13485预审

•ISO1348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MDSAP认证
•培训
•商业和技术标准
•ComplianceNavigator合规
导航工具
•ISO13485预审

•培训
•商业和技术标准
•ComplianceNavigator合规
导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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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5

阶段5

上市

4

阶段

设计

认

确

3

4

段

阶

阶段

认

设计

确

3

4

段

阶

认

确

确认

上市

上市后

制造过程的最终确认和产品
导入的准备

产品上市

上市后监督

市场计划/预测

监管审批

上市后监督

过程确认

销售&临床医生培训

上市后临床跟踪

临床试验

产品上市

投诉及不良事件

产品声明

不同国家的上市和批准要求

产品改进
过程改进

注册申报

公告机构审核

产品索赔

市场绩效

欧盟CE标志

新市场开拓

全球市场准入认证

BSI可为您提供

•欧盟CE认证
•ISO1348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MDSAP认证
•全球市场准入认证
•培训
•商业和技术标准
•ComplianceNavigator合规
导航工具

1

计划

上市

段

阶段2

Launch

最终标签

概念

阶段

6

阶

计划

阶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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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2

上市

阶

上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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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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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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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上

概念

阶

阶段

6

段

产品

后

市

3

上

概念

阶段

产品

后

市

BSI可为您提供

•欧盟CE认证
•ISO1348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MDSAP认证
•全球市场准入认证
•培训
•商业和技术标准
•ComplianceNavigator合规
导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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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准入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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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技术标准
•ComplianceNavigator合规
导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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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认证技术文件审核加急服务:
产品加速上市最佳途径
BSI致力于提供专业和最有效的方案，助力企
业走向全球市场。

CE加急服务

如果产品上市延迟

BSI的评审服务高效、公正、独立、值得信赖。

市场预期落空
无法满足股东期望

BSICE认证技术文件审
核加急服务专为希望快
速、安全地将产品推向
欧洲市场的医疗器械制
造商而设计。

患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

质量保证
追求卓越

利益受损
错失市场机会
错失市场份额
错失抢占市场优势
收入下降
与计划和预期不符
管理层不满

CE-Standard标准服务
通过CE-Standard标准服务，指定的BSI产品专家会和您在产品认证方面密切合作。所有评审是远程进
Standard

行的，您可以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BSI产品专家进行沟通。

CE-Dedicated远程加速服务
通过CE-Dedicated加速服务，您可以提前预定您技术文件的审核时间。该服务由指定的BSI产品专家远
程进行，在专用时间段内，对您的技术文件进行重点审核。在评审期间，您可与BSI专家有效沟通，及
Dedicated

时提供相关信息。CE-Dedicated远程加速服务可以提高文件审核效率，并为您提供可预测性审核计划。

CE-Onsite现场加速服务
CE-Onsite现场加速服务可在贵公司的办公场所进行。BSI的产品专家将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现场评审。
Onsite

现场审评有助于双方进行有效交流，并能即刻对问题做出回应。此项服务确保您了解BSI产品专家到达
贵公司的时间，以及对文件评审时间的可预测性。

备注：我们的加速服务是指提供加速审核并给出审评意见，并不是保证在一定工作日内颁发CE证书，证书的发放取决于审核报告的结果。CE-Dedicated远程加速服务和
CE-Onsite现场加速服务一般不适用于使用动物源、血液制剂或药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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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BSI？
为满足客户需求和应对复杂医疗器械行业的不断变化，与
专业、经验丰富和具备资质的技术专家合作十分重要。
BSI医疗团队技术经验覆盖监管领域和行业专业知识，能
高效帮助企业应对挑战。

微生物专家
无菌对大部分医疗器械至关重要，因此BSI聘请了很多专业且又
有经验的微生物专家。制造商对灭菌控制水平和信心的缺失，
都可能使患者的安全受到威胁。灭菌作为制造过程中的关键步
骤，必须经过仔细审查。无论产品是以无菌方式销售，还是最
终使用时灭菌，灭菌过程都需要100％的信心保障，因为任何失

技术专家
详实、专业的技术文件是制造商合规声明的核心，技术专
家的全面审查为制造商提供了签署符合性声明的信心。技
术文件审核与质量管理审核有很大区别，在BSI，技术文

误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许多制造商在经历过BSI的微生物审核后，都根据得到的反馈进
行了积极的改善。

件审核需要由具备审核技术文件知识、背景和技能的技术
专家进行。

质量体系审核员
BSI客户经理由我们的体系审核员担任。他们在医疗器械行业经
验丰富，因此他们更了解客户面临的挑战。此外，BSI客户经理

项目管理团队

都持续参与了大量的培训，以确保他们在其专业领域保持领先的

BSI会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分配相应的项目管理团队。团

水平。

队的职责是客户管理、规划认证步骤、审查所有文档的正
确性、协调审核计划。团队一般包括团队负责人、BSI项

我们一如既往的向您保证，BSI客户经理都具备专业知识和资质

目经理、客户经理、技术专家、QMS审核员、微生物审

来进行质量体系审核。BSI以其公正和专业的审核而被全球客户

核员、销售代表和客服人员。

认可。

您可与指定的BSI客户经理、项目经理和技术专家进行直接沟通

“3MUnitek和BSI共同合作的20年时间里，是
我职业生涯中非常令人满意的一个篇章。BSI
在审核中展现的专业和积极合作，也鼓励我们
不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请传达我对BSI同事
的衷心感谢。”
JerryHorn博士3MOrthodontic公司质量和法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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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医疗器械培训

将我们的经验转化为您的优势
势

超过5,500名学员

BSI医疗器械培训课程

为什么选择BSI进行培训?

•CE认证

•全球领先的行业专家
全球领先的行业专家——BSI医疗事业部拥有200余名

••CE认证简介

授权产品及法规领域专家。

•医疗器械CE认证

•最被公认的（State-of-the-art）的课程
最被公认的（State-of-the-art）的课程——BSI专家

•IVDD课程
•MDR转版课程
•IVDR转版课程

会对现行或将发布的指令、法规、标准和指南进行最
新的解读。

•欧盟CEMarking-MDR实施课程

•Acceleratedlearning加速教学理念
Acceleratedlearning加速教学理念——我们的培训

•欧盟CEMarking-IVDR实施课程

不只是让学员坐下来听，而是让学员通过多维度的实

•ISO134
ISO13485

践练习、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模拟现实场景和学习

•ISO13485:2016审核员进修Refresher

工具（照片、图表、游戏和测验），加深对课程的理

•ISO13485:2016高级管理者课程

解和掌握。

•ISO13485:2016简介

•内训、网络课程或公开课
内训、网络课程或公开课——BSI提供多种课程形式，

•ISO13485:2016条款解读
•ImplementingISO13485:2016

如固定日期的公开课，或根据您的需求开展内训。

•ISO13485:2016内审员

•经济有效
经济有效——BSI的培训课程会提升学员的知识和技

•ISO13485:2016主任审核员(BSI认证,TPECS)

能，为您节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助您产品快速上市。

•全球市场准入
•医疗器械单一审核方案(MDSAP)：基础及实施

•专业领域培训课程

•让追求卓越成为一种习惯
让追求卓越成为一种习惯——BSI培训帮助企业了解
最佳实践，并帮客户培养卓越的习惯。

•医疗器械风险管理
•技术文件和设计文档的编写和保持
•医疗器械临床评价
•IVD产品性能评价及临床证据
•医疗器械灭菌确认和控制

10 BSI医疗器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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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上市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步骤

4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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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准备报价单
BSI业务代表会与您讨论贵公司的需求及合适的解决方案。
BSI拥有完整范围的全球市场准入服务，将根据您的需求制定最佳服务方案。

BSI执行符合性评审
BSI将为您公司指定专门的联络人，为您的公司提供全程支持和服务。
质量管理体系将由专业的体系审核员进行审核。
技术文件会由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评审，为您提供信心保障。

认证决定
项目经理将根据审核结果推荐认证证书。
BSI认证专家组（Panel）将评审推荐文件，如果满足要求，将批准认证证书。

签发证书
如通过认证批准，BSI将签发证书。

认证证书的维护
认证证书将通过监督审核和评审进行保持。
如您有任何问题，可与您的项目经理联系。

访问bsigroup.com/medical或拨打BSI全国热线:400005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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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增值服务
BSI增值服务

联系BSI

医疗器械电子新闻–随时了解行业监管要求以及法
规和标准要求的变化。您可在BSI网站免费注册。

·BSI全球4,000名员工
·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公室
·86,000多家客户遍布193个国家
·BSI的客户占富时指数（FTSE100）的49％、
财富500强（Fortune500）的75％和日经指
数（Nikkei225）的77％
·BSI是全球最大的管理体系认证机构之一，
全球有121,000个认证地点

网络研讨会–定期在线收听或回看BSI专家对法规/标
网络研讨会
准解读。

白皮书–BSI技术专家与外部专家通力合作，为您解读
最新医疗器械法规，帮助您走在法规的最前沿。您可在
BSI网站上免费下载。

医疗器械指导文件–我们的专业指导文件可帮助您
了解医疗器械的法规要求。您可在BSI网站上免费下载。

标准–BSI撰写和出版了59,000多种标准，为相关产品
提供领先的最佳实践解决方案。

BSI带您开启追求卓越之旅
访问bsigroup.com/medical
或拨打BSI全国热线:4000050046

Thetrademarksinthismaterial(forexampletheBSIlogoortheword“KITEMARK”)areregisteredand
unregisteredtrademarksownedbyTheBritishStandardsInstitutioninUnitedKingdomandcertain
othercountriesthroughoutth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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