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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医疗装备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物质保障，关乎国计民生、民族昌盛。新冠肺炎疫

情的爆发对医疗装备产业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一批高技术的医疗装备在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医疗装备的科技创新、生产制造、质量管控及临床

应用发展在捍卫人类健康中的重要保障作用。

《中国仪器仪表》杂志自2020年第6期起，开设《医疗装备专栏》。该专栏聚焦医学装备共性关

键技术、核心部件研发制造、标准研制与试验验证、医工协同临床应用评价；促进医、研、企、用协

同融合创新和学术交流，应用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性能和智能化水平，加快

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保障医疗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王 新  金 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器械应用质量

   控制管理中心，新疆  830002）

摘　要：�随着我国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医疗器械在

诊疗过程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推进医

疗器械创新，加快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提升，是

实现质优价廉全民医疗服务的重要举措。我

国医疗器械产业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

定差距，其中医工协同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

为制约整个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构建

医工协同的创新生态，需要有良好的产业环

境，聚集高层次人才，并大力推动临床工程学

科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医工协同将成为医学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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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in China, medical devices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Therefore,  promoting medical device innov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medical 

浅谈医工协同与创新
On the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Between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device industry are important measures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and low-cost medical services for all.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between China's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enterprises, and the weak medical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bil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industry. To build an innovative ecosystem of 

medical-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good industrial environment, gather high-level talents,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In the near future, medical-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will become the backbone of med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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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工协同已经成为近几年医疗器械产业热门话

题，它必将在医疗器械产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以医工协同为工作内容的临床工程师将成为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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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高素质人才聚集的方向。什么是医工协同？我

们可以大概总结为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及以医工结合

及医研企合作为创新渠道，充分发挥医院和临床工

程技术人员的作用，构建创新体系，全面激活创新要

素，全面提升医院的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医院提出

临床需求，通过医工结合和成果转化，科研院所和

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出新技术和新产品，既有利于解

决临床的需求，又能服务于更多的疑难重症患者。

谈及医工协同，笔者认为需要先从医工协同的

学科基础来看，那么在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体系中，

隶属于自然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的生物医学工程（编

号41660依照GB/T 13745-2016学科分类标准）专业是

专门研究医疗器械产业的专业，其中临床工程学（编

号4166020）是与医工结合相关性最紧密的专业。

临床工程（Clinical Engineering CE）也叫医学

工程是生物医学工程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生物医学

工程技术在医院这个特定环境中的应用，是理工学

科和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相结合职业化的应用

技术。它是应用工程理论、技术、医工结合的方法研

究和解决医院中有关仪器设备、医疗器械、应用软

件和医用耗材的技术管理与应用、工程技术支持、

安全、有效和质量保证、与临床共同开展应用研究

等方面的新兴的交叉学科。

临床工程是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二级学科，可

以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职业化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或工程技术在临床医学上的应用，或将工程技术应

用于解决临床医学问题。因此可以认为临床工程学

是与医工结合与协同关系最紧密的专业。

2 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卫生服务水平

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医疗机构的数量和提供医疗

服务的水平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也看到人民群

众也对医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希望能够拥有

价格合理的高水平医疗服务，笔者将其总结为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与医疗服务能力不充分不

均衡之间的矛盾。要破解这一矛盾，需要从各个方面

和角度进行改革和创新，包括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

诊疗水平，推动广泛深入的合理用药等，其中提高

医疗器械产品整体技术水平、解决好医疗器械使用

问题是处理好这个矛盾的非常重要的方法。

我们看到国家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战略部

署，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出了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深度推进医疗改革，

改革医保支付方式，这些变化都让我们看到了医疗

领域的需求和供给正在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医疗器

械领域的服务更是亟待进行“供给侧改革”，以前各

级医院的粗放型管理模式急需改变。对于医疗器械

产业来说，高端领域和市场长期被国际进口企业把

持，我国高端医疗器械制造能力还有很多的不足，

需要时间才能追赶上。

结合以上，可以得出大力发展国产医疗器械，提

升我国医疗器械发展水平，是增强我国医疗服务质

量，为人民群众提供价格合理的高水平医疗服务这一

目标的重要举措。从国际市场上来看，医疗器械国际

竞争已成为国家竞争战略的重要前沿。医工交叉发展

不仅符合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生物医学与工程科学

的交叉也是科技领域发展的重要热点和趋势。

3 国产和进口医疗器械状况

近几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上升，国产医

疗器械快速发展，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涌现出一批

优秀的国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但还应当看到，很

多医疗机构尤其是大型医疗机构在配置医疗器械

时还是以进口医疗器械为主，尤其是高端医疗设备

还被国外企业牢牢把控。

现阶段国产医疗器械和进口产品的差距主要表

现在：

一是核心零部件为代表的核心技术，现阶段很

多国产医疗器械核心部件依然主要依赖进口，在新

设备新技术研发上受到较大制约，很多顶尖设备还

不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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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软件与人机接口，随着中国国际贸易的快速

发展，国内制造业水平的持续上升，很多国产设备硬

件水平已经基本达到或接近国际一线品牌，比如很

多大型影像设备，这些产品的技术参数已经接近并

达到先进水平，但相比之下在丰富的临床应用软件和

良好的人机接口方面，还和进口设备存在较大差距，

这已经成为制约国产设备采购的重要瓶颈。

三是以临床需求为驱动的产品创新能力不足，

很多企业多采用仿制进口设备方式生产新产品，没

有形成以临床需求为驱动的产品创新机制，给新产

品的研发带来了不利影响。

从欧美发达国家医疗器械产业来看，企业在产

品研发上投入比重远高于国内大多数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工协同产业形

态，拥有一批具备医学、工程学、物理学等多学科背

景的交叉复合型人才队伍，已经具备了从临床需求

到产品创新到临床实验再到新产品上市一整套完整

产品创新路径，这对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快速迭代升

级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以色列的经验值得我

们学习，它是世界第二大医疗器械供应国，该国的医

疗器械公司占整个行业公司数量的53%，人均医疗

器械专利数量全球第一，绝对数量世界第7。调查发

现的技术创新大多来源临床医生，这些医生往往会

根据临床实践中遇到的情况来思考解决问题的方

案，当他们有了一个产品的想法时，便会去找熟识的

临床工程师，共同合作来完成产品原型的设计，形

成了典型的医工协同创新模式。

在笔者看来，现阶段我国医疗器械发展重点应

当是走一条对标国际一线品牌战略路线，摆脱仿制

代工状态，瞄准医疗器械中高端市场发力，立足我

国制造业产业链优势，在核心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上

做进一步突破，研发一批完全自主产权的在国际上

具备先进水平的医疗器械产品。

4 医工结合与医工协同

无论是产品的软件设计、人机接口，产品的可

靠性、可用性追踪评价，还是获取优质的临床端用

械信息和临床需求，都需要完善医工结合与医工协

同能力。医工结合与医工协同在医疗器械的临床应

用、研发创新、数据挖掘等多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医工结合与医工协同相比发达国家起步

较晚，发展也较为缓慢，已经成为医疗器械产业中

的一个核心短板。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

顶层设计的问题，有历史的原因，有制度的问题，有

体制的问题，有人才的问题。

从行业发展的历史上来看。医工结合是医疗行

业与医疗器械行业紧密结合的产物，我国医疗器械

行业相对欧美国家起步较晚，长期依赖进口，对应

的医疗技术也采用模仿欧美国家为主，90年代中后

期涌现出一大批低端低值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市场

很不规范，国家在2000年颁布了《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条例》并成立了国家药监局，主要负责监管医疗

器械，行业迎来了规范化快速发展时期，到2010年

这10年我国医疗器械产业主要以仿制、代工为主要

生产模式，也出现了一批以高分子材料、低值耗材、

小型医疗设备的明星生产企业；2010~2019年这10

年间是我国医疗器械走向规模化高端化的10年，涌

现了一大批以迈瑞、东软、联影为代表的具备国际

化能力的国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他们的不断发展

壮大对我国的医工结合领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迫切

需求。但反观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却长期受制于

各种因素，虽然也有很多院校、企业、个人做出了很

多成绩和贡献，但整体发展较为缓慢，满足不了医

疗器械行业的发展需求。

这里重点分析一下人才问题，医工协同人才十分

缺乏。国内现阶段各行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已经有了长

足发展，各行业人才还是基本充裕的，为什么医工结

合领域人才问题这么严重？笔者认为是医工结合人

才环境不良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医疗机构的现

实情况开看，从医院的领导层到临床一线都存在不

重视医疗器械管理工作，相关应用技术工作，反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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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轻管理，重利用设备盈利而轻视设备的医学功

能的应用开发，作为医工结合与医工协同主体的临床

工程师群体整体表现出定位模糊、专业性不强、素质

不高、数量不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医院内

的临床工程技术人员，还是原厂与第三方的相关技

术人员均表现出这一特点。就像一位业内专家总结的

“医院的医工就是采购、厂家第三方医工就是维修

工，中国现阶段没有正真的临床工程师”，因此尽快

的转变医学工程技术人员的职能，摆脱其招标采购

敏感岗位的工作性质，可以有效的提高工程技术人

员队伍的稳定性，聚集高层次人次，对医工结合、医 

工协同这一工作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医工结合工作不能依赖医

护人员作为主体来完成，医护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是在临床诊疗上的，同时缺乏物理、化学、电子、

机械等专业背景，而大学等科研机构又相对难以进

入临床，他们对医学领域又不熟悉，因此，这个任务

必须由临床工程技术人员来完成。但我们同时看到

医疗机构中临床工程人员职能没有转变，依然主要

从事采购、招标，应急性的维修为主的工作，生产企

业售后和第三方售后服务部门现阶段也不具备这些

能力，造成整个行业没有形成很好的成长环境，临

床工程技术人员无论从工作内容、待遇还是地位上

讲，都处在产业链下层，高层次人才数量很少，这个

是限制医工协同发展的很重要的因素。

5 建议

那么如何形成医工协同的创新生态，笔者认为这

需要有更具体和得力的措施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和立法。应当建立国家层

面跨部门间的医工协同产业指导部门，对医工协同

的内涵定义、行业范围、工作内容、人员要求进行规

范，要求其在参与整个诊疗服务环节中的应发挥作

用，在整个医疗产业中发挥的作用。从顶层明确医

工协同这一领域长期存在的模糊概念和内容。另外

医工协同领域的规范和标准非常少，很多学科、职

能交叉区域的问题都是空白，如负压病房，负压车辆

这些不属于医疗器械，但深度参与到医疗活动中的

设施和设备，都没有相应的标准。

其次，应当建立全国层面医工协同专家学术组

织，定期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推动这一领域和行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再次，要有切实的举措落实推动医疗器械临床

应用示范项目，做好医疗器械临床应用示范是现阶

段医工协同非常好的一种模式，同时也要在人员、

资金、成果上都要严格的管理，防止形式主义和走

过场的项目出现。

最后，还是要从重视人才建设和人才环境营

造，现阶段我国临床工程师职业认定很不规范，工

作内容不清晰，建议国家各大院校生物医学工程（临

床工程方向）专业将医工协同工作作为临床工程学

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向。同时笔者认为不能狭义的

理解临床工程师群体，他应当包括医院、科研院所、

生产企业、经营企业、第三方服务企业、社会服务机

构所有能够在医工协同领域开展工作的人员。出台

政策扶持和鼓励临床工程学科发展，在各个层面推

广和宣传医工结合的重要作用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吸引高层次人才进入这一领域。

6 小结

综上所述，医工协同创新正迎来时代发展的机

遇，今后将是医学和技术深度结合的时代，是5G、

物联网、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不断渗透发展的时

代，是传统医学变革的时代。昨天我们走过了一条坎

坷的发展之路，今天我们将迎来全新的快速发展，

因为我们可以相信医工协同创新，将大力推动医学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是今后医学发展的必经之

路，它必将以新的姿态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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