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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紫外治疗设备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和规范紫外治疗设备的技术审评工作，

帮助审查人员增进对该类产品机理、结构、主要性能、预期用途

等方面的理解，方便审查人员在产品注册技术审评时把握基本的

要求和尺度。

本指导原则是对紫外治疗设备的一般要求，申请人应依据产

品的具体特性确定其中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用，需具体阐述理

由及相应的科学依据，并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

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

本指导原则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不包括行政审批要求。本

指导原则所确定的核心内容是在目前的科技认识水平和现有产

品技术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审评人员应注意其适宜性，密切关

注适用标准及相关技术的最新进展，考虑产品的更新和变化。

一、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适用的紫外治疗设备，是指利用紫外线的物理性

能，对人体进行照射治疗的设备（波长范围在 200nm—400nm以

内），按第二类医疗器械管理。

本指导原则不包括光固化机、紫外激光设备、紫外光敏治疗

设备、紫外血液内照射设备、体腔内照射设备。

利用紫外线并结合其他物理方式进行治疗的医疗器械，其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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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线治疗部分亦适用本指导原则。

二、技术审查要点

（一）产品名称的要求

产品的命名应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9号）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通

用名称要求，一般由一个核心词和不超过三个特征词组成。紫外

治疗设备的核心词一般为治疗仪或光疗仪，特征词为紫外，如：

紫外线治疗仪、紫外光疗仪、紫外治疗仪等。

产品名称中不应包括产品型号、系列。

（二）产品的结构和组成

紫外治疗设备一般包括主机部分、辐照器部分、嵌入式软件

及其他附属部分，如护目镜或眼罩。主机部分包括机箱、电源模

块、控制单元、显示模块。辐照器部分含有紫外光源, 注册申请

人应说明光源的型号规格和来源，并提供紫外光源的发射光谱

图。申请人应提供护目镜的来源及相关技术参数。

紫外治疗设备按电源部分结构可分为：交流、直流和交直流

两用。

紫外治疗设备按照照射人体的部位可分为：全身照射式设备

和局部照射式设备。如图 1和图 2所示。

紫外治疗设备按照可携带形式可分为：台式、立式和便携式

设备。

紫外治疗设备按照光源类型可分为：LED光源、荧光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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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紫外治疗设备示意图（全身照射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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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紫外治疗设备示意图（局部照射式设备、便携式）

（三）产品工作原理/作用机理

工作原理：紫外治疗设备的辐照装置中装有一个或多个光

源，工作时，辐照装置中的光源发出紫外光，用于对患者全身或

局部进行照射，控制器根据患者需要照射的剂量来控制紫外线光

照时间。一般来说，治疗设备带有散热系统和安全联锁装置。

目前医疗用紫外线分为三段，即长波紫外线 UVA（波长

320nm—400nm）、中波紫外线 UVB（波长 275nm—320nm）和

短波紫外线 UVC（波长 275nm—200nm）。

紫外治疗设备常用于治疗银屑病、白癜风。申请人应说明产

品的作用机理。若申请人声称可以治疗其他疾病，应提出治疗疾

病的机理，注明依据。

（四）注册单元划分的原则和实例

紫外治疗设备的注册单元原则上以产品的技术原理、结构组

成、性能指标和适用范围为划分依据。

1.不同电气结构应作为不同注册单元进行注册。

如电击防护类型分别为 I类和Ⅱ类的两种设备，应按照两个

注册单元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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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产品采用三相供电与单相供电，则不能放入同一注册单

元。

2.不同机械结构，应考虑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如全身照射式设备、局部照射式设备；台式、立式和便携式

设备按各自分类归入不同的注册单元。

3.光源类型不同，应考虑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如采用 LED灯和荧光灯做光源的两种设备，应考虑划分为

不同的注册单元。

（五）产品适用的相关标准

紫外治疗设备根据产品自身特点适用以下相关标准：

表 1 相关产品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GB 9706.1—2007 医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GB/T 14710—2009 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6886.1—2011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1部分：风险管理过程

中的评价与试验

GB/T 16886.5—2003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5部分：体外细胞毒性

试验

GB/T 16886.10—2005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10部分：刺激与迟发

型超敏反应试验

YY 0901—2013 紫外治疗设备

YY 0505—2012 医用电气设备 第1—2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并

列标准：电磁兼容要求和试验

YY/T 0316—2016 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

YY/T 0708—2009 可编程医用电气系统

YY/T 0709—2009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8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并

列标准：通用要求，医用电气设备和医用电气

系统中报警系统的测试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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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85—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紫外线和红外线

辐射皮肤器具的特殊要求

上述标准包括了技术要求中经常涉及到的部件标准和方法

标准。有的申请人还会根据产品的特点引用一些行业外的标准和

一些较为特殊的标准。

产品适用及引用标准的审查可以分两步来进行。首先对引用

标准的齐全性和适宜性进行审查，也就是在编写技术要求时与产

品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否进行了引用，以及引用是否准

确。可以通过对技术要求中是否引用了相关标准，以及所引用的

标准是否适宜来进行审查。此时，应注意标准编号、标准名称是

否完整规范，年代号是否有效。

其次对引用标准的采纳情况进行审查。即，所引用的标准中

的条款要求，是否在技术要求中进行了实质性条款引用。这种引

用通常采用两种方式，文字表述繁多、内容复杂的可以直接引用

标准及条文号。

如有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发布实施，产品性能指

标等要求应执行最新版本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六）产品的适用范围/预期用途、禁忌症

1.预期用途

紫外治疗设备的预期用途应体现紫外疗法的预期使用场所

和临床适应证。例如：

若采用 UVA和/或 UVB波段的紫外治疗设备，预期用途可

表述为：“供医疗机构对银屑病、白癜风作辅助治疗用”或者“产

品在医生定期随访下，供皮肤病患者自行对白癜风、银屑病作辅

助治疗” 。

若采用 UVC波段的紫外治疗设备，预期用途可表述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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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切口愈合不良，手术切口感染，外伤伤口感染及伤口未愈病症

的紫外光照射辅助治疗”。

2.禁忌症包括绝对禁忌症和相对禁忌症。

（1）绝对禁忌：包括但不限于着色性干皮病；Bloom综合

症；系统性红斑狼疮；发育不良痣综合症；皮肌炎；恶性黑素瘤

史；日光性皮炎；恶性肿瘤；孕期妇女。

（2）相对禁忌：包括但不限于可以进行照射治疗，但医生

须在治疗期间对患者进行密切关注。卟啉病；白内障；天疱疮；

家族性黑素瘤病史者；放射治疗或砷剂治疗史者；显著肝功能异

常者。

（七）产品的研究要求

1.产品性能研究

应当提供产品性能研究资料以及产品技术要求的研究说明，

包括功能性、安全性指标以及与质量控制相关的其他指标的确定

依据，所采用的标准或方法、采用的原因及理论基础。如：需提

供辐射剂量、辐射时间确定及灯管光谱的依据。产品若声称适用

于家用，则需提供产品符合 IEC 60601—1—11《医用电气设备 第

1—11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通用要求 附属标准：在家庭

卫生保健环境中使用的医用电气设备和医用电气系统的要求》的

研究资料。

2.生物相容性评价研究

临床使用中辐照器若存在接触患者的可能性，则需对接触患

者的部件进行生物学评价。根据 GB/T 16886.1—2011《医疗器械

生物学评价 第 1部分：风险管理过程中的评价与试验》标准进

行生物相容性评价，提供接触部件名称、患者接触类型、患者接

触时间、患者接触材料名称。至少考虑以下方面的要求：细胞毒

性、致敏性、皮肤刺激，并提供评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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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进行生物学试验时，应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认可的、并具有相应生物学试验资质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进行。

国外实验室出具的生物学试验报告，应附有国外实验室表明其符

合 GLP实验室要求的质量保证文件。

3.生物安全性研究

本产品不含动物源或生物活性物质，本条不适用。

4.灭菌/消毒工艺研究

在操作中，设备有被污染或沉积物留于瑕疵和缝隙的可能

性，需要清洗和消毒。应提供推荐的清洗和消毒方法、推荐使用

的消毒剂及其确定依据，并提供清洗和消毒有效性的验证资料。

5.产品有效期和包装研究

申请人应当提供产品有效期信息及确定依据。

光源寿命的确定：应当提供紫外光源寿命信息及确定依据。

产品包装标记应符合 GB/T 191—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的要求，并提供符合证据。提供在宣称有效期内运输存储条件下，

保持包装完整性的依据。

6．动物研究

不适用。

7．软件研究

产品若含软件，软件研究应参见《医疗器械软件注册技术审

查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5年第 50号）。

申请人应提交一份单独的医疗器械软件描述文档，内容包括基本

信息、实现过程和核心算法，核心算法关注紫外辐照剂量算法。

软件的安全性级别至少应为 B级，详尽程度取决于软件的复杂

程度和紫外波段(考虑 UVC波段)。同时，应当出具关于软件版

本命名规则的声明，明确软件版本的全部字段含义，确定软件的

完整版本和发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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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若无软件，则本部分不适用。

（八）产品的主要风险

紫外治疗设备的风险管理报告应符合 YY/T 0316—2016《医

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的有关要求，审查要点包

括：

1.与产品有关的安全性特征判定可参考YY/T 0316—2016的

附录 C。

2.危害、可预见的事件序列和危害处境判断可参考 YY/T

0316—2016附录 E、I。

3.风险控制的方案与实施、综合剩余风险的可接受性评价及

生产和生产后监视相关方法可参考 YY/T 0316—2016附录 F、G、

J。

以下依据 YY/T 0316—2016的附录 E（表 E.2）从十三个方

面提示性列举了紫外治疗设备的可能存在的初始危害因素，提示

审评人员可从以下方面考虑。

表 2 产品主要初始危害因素

危害类型 示例

能量

危害

电磁能(电

磁干扰)

使用环境内其他设备对紫外治疗设备电磁干扰导致电

气设备非控制启动或输出参数（如紫外强度、治疗时间）

非预期增加。

光能

因时间或剂量控制出错，患者接受紫外线辐照时间过

长，可能引起紫外线过量照射，造成皮肤红斑或烧伤。

治疗时服用光敏剂及其他药物可能造成的风险及产生

的伤害。

紫外线对周围人员（含医务人员）可能造成的伤害。

受照患者的敏感部位（如：眼睛、生殖器）未采取防护

措施，产生非预期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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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

可触及金属、外壳、应用部分等与带电部分隔离/保护

不够，电介质强度不够，可能对使用者或患者造成电击

危害等。

产品外壳、应用部分绝缘/隔离不够，可能引起过量漏

电流伤害使用者或患者等。

热能

可触及的外壳温度过高，可能引起使用者或患者烫伤；

应用部分表面温度过高，可能使接触部位的皮肤烫伤等

长时间使用造成局部温升过高，引起组件着火。

机械能

产品外壳（外露的灯管）机械强度和刚度不足，产品面、

角、边粗糙等，灯管破裂导致患者受伤。

脚轮等支撑件承重能力不够，导致倾倒、翻转等。

坠落/悬挂导致机械部件松动导致伤害等。

生物

学和

化学

危害

生物学
产品清洁或消毒不完全，可能会使患者再次或交叉感染

等。

化学

在外来物质中，如使用清洗剂或消毒剂的残留物、污染

物等。

灯管等部件报废后随意丢弃，导致环境污染。

UVC波段的紫外线泄露产生臭氧，导致环境污染。

生物相容性
可能与患者接触材料的化学成分的毒性，如引起细胞毒

性、迟发致敏反应、皮肤刺激反应等。

操作

危害

功能

由于控制模块失效无法使用。

不正确或不适当的输出或功能，如输出强度不准确。

出光开关、软件失效治疗仪会自动输出紫外线等。

使用错误

由缺乏技术的/未经培训的人员使用：使用者/操作者未

经培训或培训不足，不能正确使用和维护、保养设备；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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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危害

标记

无眼睛防护标志。

不完整的说明书。

产品性能特征的不适当描述。

不适当的预期使用规范。

未充分公示限制的内容。

操作说明书

易混淆的使用说明书：如缺少详细的使用方法、缺少必

要的技术参数、缺少必要的警告说明、未提供关于治疗

人体不同部位的照射时间和安全照射距离的说明。

过于复杂的操作说明书。

紫外线有害辐射，人员防护问题不明确或不清晰。

警告

对副作用的警告不充分。

未提供对于其接受治疗部位光敏感性差的患者必须在

医生指导下进行的警告。

服务和维护规范。

（九）产品技术要求应包括的主要性能指标

注册产品技术要求中的产品名称应使用中文，并与申请注册

的中文产品名称相一致。产品技术要求中应明确产品型号和/或

规格，以及其划分的说明。对同一注册单元中存在多种型号和/

或规格的产品，应明确各型号及规格之间的所有区别（必要时可

附相应图示进行说明）。对于型号/规格的表述文本较大的可以附

录形式提供。

本条款列举的性能指标为紫外治疗设备的典型指标，申请人

制定性能指标应参考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结合具体产

品的设计特性、预期用途和质量控制水平且不应低于产品适用的

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性能指标应根据使用情况至少包括

以下技术指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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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观及结构。

2.有效紫外辐射。

3.非预期紫外辐射。

4.紫外辐射残留。

5.紫外辐射光谱。

6.定时。

7.闪烁。

8.护目镜/眼罩：若注册产品组成中包括护目镜/眼罩，则透

过护目镜/眼罩后的光辐射应满足 YY 0901—2013《紫外治疗设

备》中非预期辐射的规定。护目镜同时还应满足 GB 4706.25—

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紫外线和红外线辐射皮肤器

具的特殊要求》中的 32.102规定。

9.安全应满足：

（1）GB 9706.1—2007《医用电气设备 第 1部分：安全通

用要求》。

（2）YY 0901—2013《紫外治疗设备》的安全要求。

（3）YY 0505—2012《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部分：安全

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要求和试验》。

（4）若申报产品为全身照射式设备，还需考虑安全相关的

防护措施（如，对密闭空间产生的安全风险的防护等）。

10.环境试验应满足：

GB/T 14710—2009《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十）同一注册单元中典型产品的确定原则和实例

同一注册单元应按产品风险与技术指标的覆盖性来选择典

型产品。典型产品应是同一注册单元内能够代表本单元内其他产

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产品，应考虑功能最齐全、结构最复杂、风

险最高的产品。同一注册单元中，若辅助功能不能互相覆盖，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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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产品应为多个型号。

例如，选择辐射器个数最多的设备作为典型产品，在部件不

变的情况下，性能可做差异性检验。

（十一）产品生产制造相关要求

1.紫外治疗设备产品的工艺流程一般为原材料外购外协、部

件组装、整机组装、整机调试、老化试验、检验、入库，申请人

可采用流程图的形式描述工艺，且应结合产品实际生产过程细化

产品生产工艺介绍，应能体现出外协加工部分（如有）、半成品

加工过程，所提供工艺流程图需识别并注明主要控制点及关键工

艺，本产品一般关键工艺为整机调试。

2.应详细介绍生产场地情况，并应结合上述介绍的产品加工

工艺以及工序和工位的划分、预计产量、生产线划分等实际需求

细化生产、检验、仓库场地面积等相关情况说明。有多个研制、

生产场地，应介绍每个研制、生产场地的实际情况。

3.提供产品主要元器件清单，清单中包括所用主要元器件

（如：光源、软件）的信息（如：型号规格、生产商等）。

（十二）产品的临床评价细化要求

紫外治疗设备不属于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第二类医疗器械

目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2号）和第二

批免于进行临床试验医疗器械目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通告 2016年第 133号）中的产品，其临床可分两种情况：一种

是申请人可按照《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4号）、《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5年第 14号）的相关规定提交临

床评价资料，通过与同品种医疗器械对比进行临床评价。另一种

是通过同品种医疗器械的对比进行临床评价不足以证明产品安

全有效的，需采用临床试验来验证产品的预期用途。



—— 14 —

1.同品种临床评价

紫外治疗设备进行同品种临床评价时，需提交同品种产品的

临床资料（包括同品种产品的临床文献或临床试验报告）、对比

说明及所对比的同品种产品批准上市的证明。

提供与已上市紫外治疗设备产品进行同品种判定的综述和

相关证明资料。进行对比的项目应包括但不限于：适用范围、产

品结构、工作原理、主要技术指标、关键部件（光源）、产品风

险（禁忌症、防范措施、警告）等内容。

若提供同品种产品临床试验资料，则同品种临床试验资料包

括：其原始的临床试验方案和临床试验报告；或者已经公开的，

取得广泛认可的临床试验结果并在技术文献资料或医学学术杂

志中刊登和记载的，能够证明其安全使用的资料；或者国外同品

种产品的原始临床试验资料（如果是外文资料，需要译文和原文

同时提交）。

2.临床试验

紫外治疗设备的临床试验应符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

理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25号）的要求。进行临床试验的产品，

申请人应当提交临床试验协议、伦理委员会批件、临床试验方案

和临床试验报告等资料。

临床试验细化要求如下：

2.1临床试验规范

临床试验应在已取得资质的临床试验机构内进行。临床试验

应按照《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临床试

验样品的生产应当符合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要求。

2.2临床试验方案

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应由申请人、临床专家和统计学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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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统计分析人员应全程参与临床试验（包括：方案设计、数

据管理、统计分析及统计分析报告）。临床试验方案应合理、科

学，能够验证产品的预期用途。方案中的样本量确定理由应充分、

科学，每个适应症均应有符合统计学意义的样本量来验证产品的

安全有效性；选择对象范围应明确，涵盖产品的预期用途；临床

评价标准应清晰明确，且得到临床公认。在审查紫外治疗设备的

临床试验方案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2.2.1临床病例数确定的理由

确定临床试验例数就是计算试验的样本量的大小。太少的样

本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太多样本浪费时间和资源，因此，有必

要在临床试验方案中合理地确定样本量的大小。样本量的估计要

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

①与同类产品或与标准治疗（对照组）相比，估计合理的效

应大小δ（组间治疗差异）；对于非劣效试验，应提供临床及统计

学认可的非劣效界值。

②列出正确的公式估计样本量。考虑失访和脱离病例等其他

因素的影响，临床实际的病例数建议在计算样本量的基础上至少

增加 20%。

2.2.2确定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

临床试验方案应预先制定明确的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入选

标准应有明确的诊断标准，诊断标准应是临床公认的。

符合入选条件且愿意参加临床试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方

可确定为入选对象，入选对象应具有符合该适应症人群的普遍的

代表性。

2.3临床试验方法

临床试验方法是对方案中总体设计内容的具体实施。紫外治

疗设备的临床可采用随机平行对照设计，以避免由于组间的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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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而导致两组人群不可比。对照组可采用已上市的、具有合法资

质的、疗效确实的同类产品，或者采用临床公认有效的传统治疗

方法。试验是否采用盲法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

2.4临床试验结论

临床试验结论应明确该产品的预期用途，符合方案的要求。

临床试验报告中应明确临床试验的起始时间，参加临床试验的入

选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入选对象的数量、年龄、性别、病种、

病情轻重、病程分布等信息。所有的入选对象应符合入选标准和

排除标准。为了客观评价试验产品的治疗效果，应对参加试验组

和对照组的入选对象的这些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验证两组

间人群的均衡可比性。

（十三）产品的不良事件历史记录

①暂未发现。

（十四）产品说明书和标签要求

产品说明书一般包括使用说明书和技术说明书，两者可合

并。说明书和标签应符合《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号）、YY/T 0466.1—2009《医疗

器械 用于医疗器械标签、标记和提供信息的符号 第 1部分:通

用要求》和 YY 0901—2013《紫外治疗设备》中的相关要求。说

明书、标签的内容应当真实、完整、科学，并与产品特性相一致，

文字内容必须使用中文，可以附加其他语种。说明书、标签、包

装标识中的文字、符号、图形、表格、数据等应相互一致，并符

合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结合产品的特点至少还应关注以下方面

的内容：

1.应明确“建议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2.应明确产品的治疗部位。

3.应明确常用的照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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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明确常用的治疗时间范围。

5.应明确产品不能照射的部位。

6.应明确“阅读说明书后再使用”。

7.应明确每次使用完毕后，与人接触部分进行清洗消毒的要

求（如适用）。

8.应明确使用、贮存、运输过程中环境温度、湿度和大气压

力。

9.应给出适用于患者及操作者的护目镜/眼罩的相关信息。

10.禁忌症至少应包括（六）中 “禁忌症”的内容。

11.注意事项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不要用眼睛直视紫外线光源，以防眼睛受到伤害。

（2）在紫外光源点亮前，应佩戴可遮盖眼睛的 UV护目镜/

眼罩。

（3）治疗方法和治疗剂量应遵医嘱。

（4）儿童患者必须在成人的监护下方可使用。

（5）对于家用治疗设备需明确指出：建议在医生指导下使

用、对使用环境的规定及对家人的防护等。

三、审查关注点

（一）产品电气安全性能和主要技术性能是否执行了国家和

行业的强制性标准；性能指标的确定是否能满足产品的安全有效

性；光谱范围、紫外输出强度、定时器定时误差(若有定时器)等

是否做出了要求。

（二）说明书中必须告知用户的信息是否完整，如应明确本

产品使用的环境、使用人群和限制使用的情况等。

（三）综述资料中应详述申报产品的工作原理及作用机理，

应含有产品结构组成图，每个型号均应有外观图。明确光源的型

号规格、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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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的主要风险是否已经列举，并通过风险控制措施

使产品的安全性在合理可接受的程度之内。

（五）研究资料详述性能指标（紫外输出强度、紫外辐照剂

量、有效受照区、紫外辐射光谱）确定的依据；详述产品调节辐

射剂量的方式，同时提供光源的输出光谱图。

（六）建议说明书中提及的性能参数写入技术要求中。若有

某些关键的功能，能定性定量评价这些功能的技术参数也建议写

入技术要求中。如适用，技术要求中应明确软件的名称、版本命

名规则及发布版本号。

（七）说明书中应明确适用范围，且适用范围应与临床试验

结果相符；必须告知用户的信息和注意事项应准确、完整，外部

标识应符合相关的要求。

（八）临床评价报告中应体现产品最大辐照剂量下的安全有

效性，对每种适应证的验证应充分。

四、编写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审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