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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央监护软件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中央监护软件注册申报

资料的准备及撰写，同时也为技术审评部门审评注册申报资料提

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对中央监护软件的一般性要求，申请人应根据

申报产品的特性提交注册申报资料，判断指导原则中的具体内容

是否适用，不适用内容应详述理由。申请人也可采用其他满足法

规要求的替代方法，但应提供详尽的研究资料和验证资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

下、并参考了国外法规与指南、国际标准与技术报告制定的。随

着法规和标准的不断完善，以及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的不断提

高，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修订。

本指导原则是对申请人和审查人员的指导性文件，不包括审

评、审批所涉及的行政事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应在遵循

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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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央监护

软件产品特点进行制定。

一、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第二类中央监护软件，即从监护设备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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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中实时显示、报警的独立软件。

本指导原则不适用于采用计算机辅助诊断类功能的软件（如

具有 ST 段测量、心律失常分析等功能的软件）。

二、技术审查要点

（一）产品名称的要求

产品命名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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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央监护软件。

（二）产品的结构和组成

注册申请人应在综述资料中明确产品组成。

产品组成应明确中央监护软件的物理组成和逻辑组成，其中

物理组成如光盘、U 盘或预装于计算机等；逻辑组成应描述临床

功能模块，包括服务器（如适用）和客户端，如适用应注明选装

和模块版本。

（三）产品工作原理

注册申请人应在综述资料中明确产品工作原理，包括逻辑结

构和物理结构。结构示意图中根据需要可预留接口，如：关键操

作员功能模块、维修功能模块、实用程序模块等。

1.逻辑结构

逻辑结构应描述产品的体系结构，可以按照功能模块或组成

模块进行描述，也可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描述，提供示意图并依据

示意图进行描述。

如，结构示意图及相应描述示例可如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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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结构示意图

中央监护软件一般由“中央监护服务软件、中央监护工作站

软件、中央监护管理软件”组成：

（1）中央监护服务软件

a.数据采集服务，能够通过监护仪厂家提供的通讯接口及通

讯的协议，接收监护设备所发送的生命体征数据以及波形曲线图

像、报警信息等内容。

b.数据接口服务，通过 HL7 等传输协议与 HIS 等系统进行

“患者信息、监护记录”等数据的接收和发送。应详述数据接口服

务，并提供相关验证资料。

c.数据存储与管理，提供分布式数据存储功能，将获取的生

命体征数据以及波形曲线、报警信息等内容进行存储与分发。可

根据需要将数据存储在不同的物理位置，防止由于单点故障引起

的数据无法访问或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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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监护工作站软件

实时监护工作站，通过监护仪厂家提供的数字通讯接口及通

讯的协议，实时采集监护设备输出的多项生命体征数据（如：心

电（ECG）、呼吸（RESP）、体温（TEMP）、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

脉搏率（PR）、无创血压（NIBP）、产科胎心率及宫缩压力、脑

电图、有创血压等），提供对监护信息的显示、回顾、存储和输

出，并可对异常监护信号提供报警信息， 并记录全部报警内容。

医生工作站，提供病历管理、病历模板录入、病程记录管理、

会诊管理等功能。

护士工作站，提供入院病人评估、三测表记录功能、护理记

录管理、护理记录等功能。

趋势图表工作站，为医生和护士等临床工作人员提供随时观

察监护仪的不同参数变化，并进行趋势分析的功能。

（3）中央监护管理软件

提供用户管理、部门管理、权限管理、角色管理、设备管理、

系统信息管理、存储介质管理等的功能。

2. 物理结构

物理结构应描述产品的物理拓扑和技术规格，物理拓扑可以

结合产品架构或产品规模进行描述，也可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描

述，提供示意图并依据示意图进行描述。

技术规格应描述产品运行所需的技术要求和硬件要求，如通

信标准或协议（如 HL7）、存储模式［如三级存储模式（在线、

近线和离线）或两级存储模式（在线和备份）］、存储格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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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如局域网、广域网、无线网、遥测网）、传输内容（如文

字、图像、视频）、存储介质（如磁盘、光盘、移动存储器）、显

示器（如分辨率、亮度）、辅助设备（如条码扫描设备、IC 卡读

写设备）等。

如，物理拓扑示意图及相应描述示例如下（图 2）：

图 2 物理拓扑示意图

中央监护软件的各个对应物理过程如表 1所示。

表 1 物理过程

标号 说明

1

中央监护软件的数据接口服务模块，通过 HL7 等接口协议从 HIS

系统获取患者信息，包括：姓名、住院号、性别等，并将这些信

息提交到服务器的数据库中进行存储。

2

中央监护软件的数据采集服务模块，通过与监护设备自带的有线

网络传输接口及协议进行通讯，对监护仪采集到的数据波形、生

命体征参数、报警信息等数据实时的进行收集，并将这些信息与

患者的信息相关联后，提交到服务器的数据库中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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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 说明

3

中央监护软件的实时监护工作站，通过与监护设备自带的串口等

数字接口及协议进行通讯，对监护仪采集到的数据波形、生命体

征参数、报警信息等数据实时的进行收集，并将这些信息与患者

的信息相关联后，提交到服务器的数据采集服务， 终在数据库

中进行存储。

4

中央监护软件的数据采集服务模块，通过与监护设备自带的无线

网络传输接口及协议进行通讯，对监护仪采集到的数据波形、生

命体征参数、报警信息等数据实时的进行收集，并将这些信息与

患者的信息相关联后，提交到服务器的数据库中进行存储。

5

中央监护软件的数据存储与管理模块，从数据库中调取患者的生

命体征数据、报警信息等监护信息，分发到医生工作站。

医生使用中央监护软件医生工作站的操作界面，进行波形及生命

体征参数的浏览回顾，还可以进行患者住院病历的浏览、病程信

息记录等操作。并将操作信息发送到中央监护软件的数据存储与

管理模块进行存储。

6

中央监护软件的数据存储与管理模块，从数据库中调取患者的生

命体征数据、报警信息等监护信息，分发到护士工作站。

护士使用中央监护软件护士工作站的操作界面，进行波形及生命

体征参数的浏览回顾，还进行入院病人评估管理、三测表记录、

护理记录录入等操作。并将操作信息发送到中央监护软件的数据

存储与管理模块进行存储。

7

中央监护软件的数据存储与管理模块，从数据库中调取患者的生

命体征数据、报警信息等监护信息，分发到中央监护软件趋势图

表工作站。实现临床工作人员进行患者的波形及生命体征参数的

浏览回顾。

（四）注册单元划分的原则

注册单元划分应根据产品的技术原理、结构组成、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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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划分。中央监护软件的注册单元划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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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软件注册单元的划分原则进行划分。

（五）产品适用的相关标准

表 2 相关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GB/T 25000.51—2010

软 件 工 程 软 件 产 品 质 量 要 求 与 评 价

（SQuaRE）商业现货（COTS）软件产品的质

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YY 0668—2008

医用电气设备 第 2—49 部分：多参数患者监

护设备安全专用要求 （51 条款：危险输出的

防止）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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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 1079—2008
心电监护仪（4.2.8 条款：对具有心电图波形显

示能力的监护仪的特殊要求）

YY/T 0316—2016 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

YY/T 1437—2016 医疗器械 YY/T 0316 应用指南

ISO/HL7 21731—2014 医疗信息交换标准 HL7

上述标准包括了中央监护软件产品注册所涉及到的主要标

准。注册申请人可根据产品的特点引用其他行业的相关标准，比

如软件工程类的标准，或信息通信类的标准和相关心电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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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尚无中央监护软件产品专用标准，GB/T 25000.51

原则上适用，本指导原则在产品技术要求中对 GB/T 25000.51 第

五章“COTS 软件产品的要求”的符合性进行了要求。

如果中央监护软件能够判断、形成报警信息并执行报警（而

不是仅从床旁监护仪获得报警信号），建议符合 YY 0668—2008

的 51 条款（危险输出的防止）。

如果中央监护软件能够显示心电波形，建议执行符合 YY

1079—2008 的 4.2.8 条款（对具有心电图波形显示能力的监护仪

的特殊要求）。

ISO/HL7 21731 标准规定了医疗数据信息传输协议和标准，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指导推荐使用该标准，若申请人声明产品

符合 HL7 标准，则应提供 HL7 符合性声明，HL7 符合性声明的

编写方法和内容参照 HL7 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六）产品的适用范围/预期用途

中央监护软件的适用范围应根据功能进行规范，如：该产品

用于对多个病人监护仪监护信息的收集、集中实时显示和报警。

（七）产品的研究要求

中央监护软件的软件安全性级别为 C 级；申请人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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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软件的相关要求提交相应的软

件描述文档。

（八）产品的主要风险

中央监护软件的风险管理报告应符合 YY/T 0316—2016《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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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及 YY/T 1437—2016《医

疗器械YY/T 0316应用指南》的有关要求。其中YY/T 1437—2016

标准适用于理解和应用 YY/T 0316 医疗器械风险管理对医疗器

械的应用标准，其建立、实施和保持满足 YY/T 0316 标准要求的

医疗器械风险管理的指南，本指导推荐使用该标准。具体审查要

点包括：

1.产品定性定量分析是否准确（依据YY/T 0316—2008附录C）。

2.危害分析是否全面（依据 YY/T 0316—2016 附录 E）。

3.风险可接收准则，降低风险的措施及采取措施后风险的可

接收程度，是否有新的风险产生。

以下依据 YY/T 1437—2016 及 YY/T 0316—2016 的附录 E

从三方面列举了中央监护软件产品的危害因素。

表 3 产品主要危害

可能产生的危害 形成因素

A.能量危害

电能—网电源

意外断电，将影响处理中数据的可靠性、稳定性。

设备停电后又恢复时可造成图像数据失真、丢失等

危害。

电磁能
计算机和网络设备电磁兼容环境差影响软件正常

使用。

B.操作危害

功能

中央监护软件在存储和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患者

信息的隐私泄露、数据丢失、无法访问、感染软件

病毒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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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的危害 形成因素

不正确或不适当

的输出或功能

中央监护软件在存储和传输过程中，患者信息和医

学信息资料可能出现不匹配、不准确，造成延误诊

断、诊断错误等。

中央监护软件在存储和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信息

无法存储、无法传输、模糊等质量问题及不能恢复

到原始数据，造成延误诊断或造成诊断错误。

中央监护软件人机交流界面应清晰明确、易操作，

功能设置应明确、易识别，不能过于复杂，否则容

易出现错误造成危害。

错误的数据转换 数据存储或传输中出现数据错误。

功能的丧失或

变坏

软件在单一故障状态（如信息存储故障、信息传输

延迟等）硬件单一故障状态（如：CPU 故障死机，

内存故障，声卡故障，磁盘故障，显示故障，网络

故障等）下运行可产生危险。

使用错误造成的

危害、缺乏注意

力、不遵守规则、

缺乏常识、

违反常规

未按操作手册或说明书进行安装、调试、使用，对

软件正常使用造成隐患。

由不熟练/未经培训的人员使用易造成危害，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否则可能产生各种危害。

C. 信息危害

标记

软件包装标记不全面、标记不足、标记不正确或不

能够清楚易认。如：软件版本、软件名称等标记出

现问题，易产生安装、调试错误。

使用说明书、操作

说明书

没有使用说明书和技术说明书，或其内容不全、有

缺失。如缺少必要的警告说明、缺少详细的使用方

法、缺少必要的技术参数、缺少安装调试说明、缺

少运输和贮存环境条件的限制。

性能特征的不适当的描述。

不适当的预期使用规范。

过于复杂的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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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的危害 形成因素

与消耗品/附件/其

他医疗器械的不

相容性

同中央监护软件一起使用的硬件装置、网络情况与

中央监护软件不相适应，将对中央监护软件使用产

生危害，如存储空间不足，无法存储新的监护信息；

如网络故障，无法进行信息传输，可能对患者造成

延误医疗处置。

警告 警告不恰当、不充分。

服务和维护规范

服务和维护规范缺少或不适当，包括维护后功能性

检查规范的不适当。

说明书中应提供维护、校正细则等可供技术人员维

护的必需资料。

技术人员在维修后应对软件进行功能性检查，达到

相关要求后再投入使用，否则将带来危害。

（九）产品技术要求应包括的主要性能指标

中央监护软件的产品技术要求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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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申请人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产品自身技术特点制定

相应的性能指标，同时应在研究资料中详述相关标准不适用条款

的理由。

附录 I 产品技术要求中性能指标的下列条款需要说明：

2. 性能指标

2.1 通用要求

2.1.1 处理对象

明确软件的处理对象类型、数据（如心电（ECG）、呼吸

（RESP）、体温（TEMP）、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脉搏率（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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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创血压（NIBP）、产科胎心率及宫缩压力、脑电图、有创血压

等）。

2.1.2 大并发数

明确软件的 大并发设备数。

2.1.3 数据接口

明确软件的通用数据接口（如 Dicom、HL7）、产品接口（可

联合使用的独立软件、医疗器械硬件）。

2.1.4 特定软硬件

明确软件完成预期用途所必备的独立软件、医疗器械硬件。

2.1.5 临床功能

依据说明书明确软件全部临床功能纲要（注明可选）。

2.1.6 使用限制

依据说明书明确软件的使用限制。

2.1.7 用户访问控制

明确软件的用户访问控制管理机制。

2.1.8 版权保护

明确软件的版权保护技术。

2.1.9 用户界面

明确软件的用户界面类型。

2.1.10 消息

明确软件的消息类型。

2.1.11 可靠性

明确软件出错后数据保存与恢复能力。明确数据传输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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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2.1.12 维护性

明确软件向用户提供的维护信息类型。

2.1.13 效率

明确软件在典型配置条件下完成典型临床功能所需的时间，

如：明确在指定测试条件下传输数据的时间，测试条件应明确网

络环境以及硬件配置。

2.1.14 运行环境

明确软件运行所需的硬件配置、软件环境和网络条件，包括

服务器（如适用）和客户端的要求。

2.2 质量要求

符合 GB/T 25000.51 中相关要求。

2.3 专用要求 （如适用）

如果中央监护软件能够判断、形成报警信息并执行报警（而

不是仅从床旁监护仪获得报警信号），应符合 YY 0668—2008 的

51 条款（危险输出的防止）。

如果中央监护软件能够显示心电波形，应符合 YY 1079—2008

的 4.2.8 条款（对具有心电图波形显示能力的监护仪的特殊要

求）。

2.4 安全要求

符合 YY 0709 的要求。

（十）同一注册单元内注册检验代表产品确定原则和实例

中央监护软件的检测单元（即同一注册单元内注册检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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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原则上与注册单元相一致，但如有多个运行环境（架构）

或多个发布版本，则每个互不兼容的运行环境（架构）或每个互

不涵盖的发布版本均应作为一个检测单元。检测产品的选取应考

虑产品功能、性能、预期用途、结构等。

对于中央监护软件来说，由于服务器和客户端可能支持在多

种环境中运行，因此应按照产品所声明的多种运行环境确定检测

单元。

对于服务器端，产品所支持的互不兼容的操作系统（如

Windows，Mac OS，Linux 等）应分别作为一个检测单元。

对于客户端，按照运行方式可分为原生应用（如 C/S 架构）。

对于原生应用，所支持的互不兼容的软件环境（如 Windows，

Mac OS，Linux 等）应分别作为一个检测单元。

（十一）产品生产制造相关要求

产品生产制造相关要求包括：生产成果、软件生存周期过程、

生产场地。

生产成果：包括交付方式和生产成果具体内容。交付方式应

描述软件载体（如光盘、U 盘等）；生产成果应描述交付用户的

所有内容，如用户手册、产品说明书、出厂检验合格证、授权书

（授权码）、软件载体等。

软件生存周期过程：应描述软件生存周期过程，并识别出质

量保证措施。

生产场地：应详细说明产品生产场地地址、生产工艺布局、

生产环境要求及周边情况。如有多个研制、生产场地，应当概述



— 15 ——

每个研制、生产场地的实际情况。

（十二）产品的临床评价细化要求

注册申请人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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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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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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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提交

中央监护软件的临床评价资料。

中央监护软件属于《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目

录》中 486 号的医学影像、数据传输处理软件：如产品用于实现

医学数据的获取、传输、显示和报警，不包括自动诊断部分功能，

预期用途在《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目录》规定的

范围内，则免于进行临床试验。

若产品不属于《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目录》

规定的范围，或者含有新的核心算法或功能（如，引入新的算法

进行判定后报警），则需要依据《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

则》提供临床试验资料或通过同品种对比的临床评价资料。

进行临床试验应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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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25

号）开展临床实验。应提交临床试验方案，临床试验协议，临床

试验报告以及伦理委员会批件等资料。申请人应当按照试验用产

品的风险，预期用途等组织制定科学、合理的临床试验方案。临

床试验的设计应紧密围绕产品的特点进行，从预期临床效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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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充分验证产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若通过同品种医疗器械临

床数据进行临床评价，应按照《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

的要求提交临床评价资料。

（十三）产品的不良事件历史记录

申请人在风险分析时应关注同品种医疗器械产品的不良事

件历史记录。

1.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关于中央监护（系统）软

件不良事件报告情况

通过 MAUDE 数据库检索，查询中央监护（系统）软件

（Central Station Software）近一年（2015.8.1—2016.7.31）不良

事件报告情况，共查询到不良事件报告 1080 份。其中，设备故

障 938 份、损伤 53 份、死亡 83 份，其他 6 份。

（1）设备故障

美国 FDA 共收到 938 份故障报告，故障原因主要包括软件

不兼容、显示不准确、无法读取监护患者相关数据、监护软件自

动重启、监护屏幕显示故障（黑屏、白屏或屏幕较暗）等。

（2）损伤

美国 FDA 共收到 53 份损伤报告，主要是报警功能失效、报

警信息错误、无法读取患者监护信息等。

（3）死亡

美国 FDA 共收到 83 份死亡报告，主要是报警功能故障、报

警功能失效等。

2.国内关于中央监护（系统）软件召回情况

国内有 1 例中央监护（系统）软件召回事件，召回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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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存在响应延迟，可能导致医务人员不能马上掌握患者的状态

变化，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主动召回相关产品，召回级别为 II

级。

3.辽宁省中央监护（系统）软件不良事件报告情况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辽宁省共收集中央监护（系统）软

件不良事件报告 5 份。不良事件情况为：无法正确显示心电波形、

心电波形异常；心电图回放时，无法播放某患者回放记录；监测

的过程中图像冻结；监护仪不显示数值（不排除监护设备硬件故

障原因）。

（十四）产品说明书和标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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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的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标准的要求。

说明书应体现软件全部功能（包含安全功能）和运行环境（如

软硬件配置环境），并明确软件发布版本。

三、审查关注点

（一）风险管理资料是否已经完整列举产品的主要风险，并

通过风险控制措施使产品的风险降至合理可接受的程度之内。

（二）产品的性能指标是否满足产品的安全有效性要求。

（三）说明书和随机文件中必须告知用户的信息是否完整，

如明确对运行环境中信息设备的要求，包括显示器的尺寸和分辨

率。

（四）产品的预期用途是否明确，是否遵照相应的法规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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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若不限定与该软件配套使用的床旁监护设备的生产商与型

号，应提供充足的原因与证据（如，产品更为详细的工作原理、

风险分析报告或验证资料）。若明确与该软件配套使用的床旁监

护设备的生产商与型号，应提供验证资料，且应在随机文件和说

明书中应明确，并提供验证资料。

（五）关注软件版本命名规则及发布版本。

（六）关注软件生存周期过程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七）医疗器械软件产品的质量源于产品设计，其开发过程

决定了产品质量，因此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与申请资料的审查

同等重要。

（八）关注与软件匹配使用的显示器要求。

四、编写单位

辽宁省药械审评与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