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2019 年 6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医

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1]，明确要求医疗机构

按照“合法、安全、有效、适宜、经济”的原则建立本院

医用耗材遴选制度。这是我国进入医用耗材综合治理大背

景下，在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不断试点和扩大实施的基础上，

首次正式提出基于多维度价值的医用耗材管理制度。但截

至目前，我国尚未针对医用耗材出台更细致的指导性文件，

各医疗机构在自行探索的过程中或是直接借鉴国外基于医

院的卫生技术评估的评价内容 [2]，或是根据之前的管理经

验自建评估体系，可能存在评价指标单一、主观因素突出

及指标体系逻辑不清晰等问题 [3]。

止血技术是外科医生成功开展手术的必要条件之一。

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外科手术的精细化发展，传统止血技

术越来越难以满足复杂手术以及复杂创面的止血需求 [4]。

患者的全身因素，例如，高龄、肥胖、合并症等，需要医

生对围术期出血进行更严格的预防和控制 ；手术出血创面

的特殊性，例如，大范围创面、不规则创面、深部腔隙创

面、涉及重要功能组织创面等，对精细化止血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5]。随着新技术不断发展，新型的止血材料不断涌

现，目前止血材料广泛应用于神经外科、胸外科、肝胆外科、

骨科、心外科、妇科、泌尿外科等科室的手术中，用于术

中体内局部创面快速止血，与患者安全、手术质量以及医

院经济效益关系密切。目前市面上止血材料种类十分复杂，

根据国家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目录（以下简称医保分

类目录）[6]，止血材料的三级分类包含纱布、非织布、纤

丝、粉、海绵、膜、流体明胶、蜡以及其他形态类别，在

形态基础上按照材质进一步划分，每种形态类别和材质类

别下又有不同的品牌和规格型号，因此止血材料的类型十

分复杂。虽然市面上止血材料种类多样，但是质量良莠不齐，

同时价格区间较大（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如何甄别出质

量满足临床需求、价格合理、符合医院管理要求的产品是

医疗机构进行遴选管理和规范使用管理时面临的重要挑战。

由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牵头，中山大学药学院

医药经济研究所作为学术支持方，联合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排名不分先后）等医院，

组织 28 位医疗机构的临床、护理、医用耗材采购管理、医

务等相关部门专家以及卫生技术评估专家，通过总结国内

外注册管理要求、循证医学证据、卫生技术评估方法等，

结合医疗机构临床实践和医用耗材管理经验，共同制定止

血材料综合价值评估专家共识，旨在以止血材料为切入点，

基于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视角，建立止血材料综合价值

评估体系，以期为止血材料的科学评估和遴选管理提供参

考依据，以及为其他类型医用耗材进行基于价值的管理提

供经验和借鉴。

1  共识形成过程
1.1 共识编制工作组

本共识编制工作组由临床医学、护理学、医用耗材采

购管理、医务和卫生技术评估方法学的资深专家组成。指

导委员会主要负责成立共识工作组、审定共识制定计划、

监督制定过程、审定共识全文、提供指导意见等。编写专

家主要负责确定共识框架、制定计划、组织共识制定过程、

编制共识全文等。共识参与专家主要参与专家研讨会、深

度访谈及问卷调研，围绕相关问题提供意见。秘书负责协

调各工作组的工作、组织实施专家调研、系统检索循证证

据及政策文件、提取和分析数据等。

本共识制定过程中共开展 3 场专题研讨会 ：第一场会

议针对共识制定的整体规划、方法学、步骤以及共识标准

达成一致意见，并对初步构建的止血材料综合价值评估框

架进行建议，包括各级指标设置以及指标内涵 ；第二场会

议围绕第一轮共识后的综合价值评估体系进行进一步讨论，

包括指标保留或删减、指标权重设置以及各指标评估方式

和评分等级，会后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调整，经指导委员会

批准后定稿 ；第三场会议进行共识发布，同时收集有关共

识落地应用的建议。

1.2 共识相关证据检索

系统梳理国内外有关医疗器械 / 药品综合价值评估的

方法和案例、医用耗材管理相关政策和规定、止血材料相

关循证文献，由共识编制工作组讨论形成初步的止血材料

综合价值评估框架。检索内容包括 ：① 由卫生行政部门、

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发布的医用耗材管理相关文件，如

《可吸收止血材料注册审查指导原则》[7]、各地卫生行政部

门发布的医用耗材招标采购文件等 ；② 相关著作、指南或

共识，如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医疗器械卫生技术评估》[8]、

欧盟医院卫生技术评估项目组发布的《医院卫生技术评估：

手册与工具包》[9]、手术出血防治临床共识 [10-14] 等 ；③ 公
开发表的文献，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准入遴选评估

方法文献 [2,15-18]、止血材料临床评价和经济性评价文献

等 [19-20]。检索流程如图 1 所示。

1.3 专家调研

共进行两轮专家访谈和两轮问卷调研。采用德尔菲法

对初步构建的止血材料综合价值评估指标进行调整直至最

止血材料综合价值评估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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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达成共识。该方法通过专家调研对各级指标进行 1~5 分

重要性评分以及调整 / 新增建议，其中 1 分代表很不重要，

5 分代表很重要，对于重要性评分均值≥ 3 分且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0.25 的指标即可认为达成

指标共识 ；对于重要性评分均值 <3 分且 CV<0.25 的指标

直接删除 ；其余由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指标的删减或保留。

对于需调整或新增的指标再次进行重要性评分，并按照以

上判断方式进行指标共识决策。

调研问卷主要包括 4 个部分 ：① 问卷说明 ：包含研究

背景、进展情况及调研目的 ；② 问卷主体 ：各级指标以及

指标内涵、各级指标重要性评分、指标新增和调整建议 ；

③ 专家基本情况 ：包含学历、职称、从事专业以及专业从

事年限 ；④ 专家权威程度量化表 ：调查专家对专业领域

的熟悉程度以及完成此次调研的判断依据。共发放问卷 19
份，回收有效问卷 19 份，有效回收率 100%。参与调研的

专家从事专业主要为临床、护理、耗材采购及管理、医务，

89% 为副高级或正高级职称，79% 从事专业年限超过 15 年，

专家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1 专家基本信息

项目 特征 人数/人 占比/%

学历
本科 4 21.05
硕士 6 31.58
博士 9 47.37

职称

初级 0 0
中级 2 10.53

副高级 9 47.37
高级 8 42.10

从事专业

临床 10 52.63
护理 1 5.26

耗材采购及管理 5 26.32
医务 3 15.79

从事专业年限/年

＜5 1 5.26
5~10 0 0
11~15 3 15.79
16~20 5 26.32
＞20 10 52.63

专家权威系数（Cr）由专家对研究内容的熟悉程度系

数（Cs）与专家对各级指标重要性的判断系数（Ca）决定，

通过公式 Cr=(Cs+Ca)/2 计算，一般认为 Cr ≥ 0.7 代表专家

具有较好的权威性。本次调研 Cs 值平均值为 0.79，Ca 值

平均值为0.95，由此得到Cr=0.87>0.7，可认为调研结果可靠，

各专家权威系数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该部分缺失 2 份专家

数据。

表2 专家权威系数

编号
权威系数
（Cr）

熟悉程度
（Cs）

判断依据（Ca）
理论
分析

实践
经验

对本行
业了解

直觉

1 0.75 0.50 0.30 0.50 0.10 0.10
2 0.78 0.75 0.20 0.40 0.10 0.10
3 0.88 0.75 0.30 0.50 0.10 0.10
4 0.88 0.75 0.30 0.50 0.10 0.10
5 0.83 0.75 0.20 0.50 0.10 0.10
6 1.00 1.00 0.30 0.50 0.10 0.10
7 1.00 1.00 0.30 0.50 0.10 0.10
8 1.00 1.00 0.30 0.50 0.10 0.10
9 0.83 0.75 0.30 0.40 0.10 0.10
10 0.83 0.75 0.20 0.50 0.10 0.10
11 0.83 0.75 0.20 0.50 0.10 0.10
12 0.88 0.75 0.30 0.50 0.10 0.10
13 0.95 1.00 0.20 0.50 0.10 0.10
14 0.70 0.50 0.20 0.50 0.10 0.10
15 0.88 0.75 0.30 0.50 0.10 0.10
16 0.83 0.75 0.20 0.50 0.10 0.10
17 1.00 1.00 0.30 0.50 0.10 0.10
x-±s 0.87±0.09 0.79±0.16 0.95±0.06

1.4 指标权重赋值

专家调研结束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共识指标进行

权重赋值，主要步骤如下 ：① 根据指标重要性评分采用

Saaty1-9 标度法对各级指标构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② 进
行矩阵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指标 CR<0.1 认为一致性较

图1 文献检索和筛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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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21-22] ；③ 计算各指标在上一级指标下的权重，为算数平

均法、几何平均法和特征值法所计算的权重均值 ；④ 计算

各指标在整体指标体系中的组合权重。重要性评分以及判

断矩阵的构建通过 Excel 2010 完成，一致性检验和权重的

计算采用 MATLAB R2016a 软件。

2  止血材料综合价值评估指标体系
2.1 共识适用范围

本共识主要针对注册管理类别为Ⅲ类的止血材料制定，

其主要特征为手术过程中使用、植入体内、用于体内创面

止血 [23]。根据国家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目录，该类止

血材料包括纱布、非织布、纤丝、粉、海绵、膜、流体明

胶、蜡等不同形态类别 [6]。本共识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进

行止血材料评价与遴选管理，提供综合价值评估基本原则

和量化评分方法，为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委员会及相关

人员提供参考。在使用本共识的量化指标进行评价时，应

注意当医用耗材的相关信息变化时，例如，国家医保目录

中止血材料新增分类、新增适应证、有新的循证证据发布等，

评分需要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

2.2 综合价值评估指标、内涵与评估方法

止血材料的综合价值评估主要考虑临床维度、经济维

度、生产供应维度 3 个方面，由专家组通过德尔菲法形成三

级指标框架，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到各级指标权重。为提

高评估体系的实操性，专家组围绕各级指标系统梳理现有

证据资料，并充分结合实际现状制定指标评分标准，见表 3。
2.2.1 临床维度

2.2.1.1 安全性

主要从适用范围、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抑菌性 3 个指

标进行评估。

（1）适用范围 ：由于止血材料大部分为全科室适用，

为规范止血材料管理，建议在使用前评估产品的适用范围

（如科室和手术类型）和产品在该范围使用的合理性。评估

依据主要为产品注册证、说明书，必要时参考循证文献证

据（如指南、共识、高质量文献）和临床专家意见，明确

应用场景、应用必要性及相应的支持依据。

（2）手术并发症 ：评估与该产品使用相关的手术并发

症的发生情况，包括血肿、感染、过敏反应、吸收降解不

完全、神经损伤或组织坏死等 [7]。本指标建议采用主客观

结合的评估方式，根据检索的公开发表的文献数据，通过

能够证明产品具有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比较优势的研究，

结合发表等级以及数量进行评分等级划分。同时，由涉及

科室的临床医生依据产品试用或在院使用情况，对待评估

产品与其他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并发症发生率的水平进行

分级评估。

（3）抑菌性 ：评估产品材质是否具有抑菌性，进而有

助于降低感染发生风险。根据公开发表证据以及权威检测

机构的检测结果，可客观评估产品材质是否具有抑菌性。

2.2.1.2 有效性

主要从止血稳定性、止血速度、术后临床效果、手术

操作满意度 4 个指标进行评估。

（1）止血稳定性 ：针对同类出血场景，评估使用该产品

相比于其他同形态类别产品的止血效果是否确切和稳定，即

术中形成稳定的血凝块且不易脱落。止血稳定性主要由术者

在术中即刻止血时进行观察，可由涉及科室的临床医生依据

产品试用或在院使用情况，对产品止血稳定性进行评级。此

外，可通过现场体外试验观察产品的止血稳定性水平，对于

不同形态类别的止血材料，需采用适宜的体外试验方法 [24]。

（2）止血速度 ：针对同类出血场景，评估使用该产品

相比于其他同形态类别产品完成止血速度的快慢。该指标

评价方式与止血稳定性类似，可采用临床医生主观评估与

体外试验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3）术后临床效果 ：评估使用该产品是否有助于改善

患者术后临床效果，例如，术后引流情况和术后住院时间等，

具体指标可根据不同科室手术特点进行规定。本指标同样

建议根据公开发表的文献证据结合临床应用经验，采用主

客观相结合的评估方式。

（4）手术操作满意度 ：评估产品使用是否提高医生手

术操作满意度，包括是否影响手术视野和操作、是否易于

放置于复杂创面、是否适用于腔镜或内镜手术等。本指标

由医生依据产品试用或在院使用情况，对待评估产品的手

术操作便捷性以及整体满意度进行评估。

2.2.1.3 创新性

评估产品相比其他同类产品是否有对临床安全有效具

有重要意义的创新。医院管理者可评估产品是否通过“创

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注册上市或者产品是否拥有发

明专利进行评估。同时临床医生可依据产品试用或在院使

用情况，对待评估产品是否可促进复杂手术的开展（如四

级手术或微创手术等）以及促进程度进行分级评估，例如，

促使原本无法开展的手术得以开展、使原先较难开展的手

术顺利开展等。

2.2.2 经济维度

2.2.2.1 成本-效果评价

评估该产品的成本投入和健康产出，判断该产品相比

其他同类产品或可替代治疗方案是否具有性价比。其中，

成本投入包括与产品使用相关的全过程成本，如止血材料

成本、其他药品及耗材使用成本、出血相关并发症的治疗

成本等 ；健康产出是衡量产品止血有效性相关的临床指标。

本指标可根据公开发表的文献证据进行评估，通过现有的

卫生经济学证据是否能够证明产品相比其他同类或可替代

治疗方案具有成本效果优势，以及相关证据的期刊发表等

级进行该指标的评估等级划分。

2.2.2.2 最小单位价格

在比较止血材料的直接采购成本时，考虑到不同型号

规格的产品价格差异较大，建议比较同形态类别下产品的

最小单位价格。不同形态类别涉及的最小单位计量方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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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止血材料综合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和评分参考标准

评估指标（权重） 指标描述 评估方 评分标准

1 临床维度
（0.50）

1.1 安全性
（0.210）

1.1.1 手术并
发症发生率
（0.120）

评估与该产品使用相关的手
术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血肿、感染、过敏反
应、吸收降解不完全、神经
损伤或组织坏死等

临床
医护

10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手术并发症发生率
更低； 
5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中
等； 
0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更
高

通过公开发表循证证据的质
量和数量，评估产品的手术
并发症比较的优势情况

医院管
理者

10分：提供≥3篇发表于有影响力期刊的对比研究，
并证明产品可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 
7分：提供1~2篇发表于有影响力期刊的对比研究，
并证明产品可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 
3分：提供发表于其他期刊的对比研究，并证明产品
可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 
0分：未提供相关证据资料，或未能证明产品具有优
势

1.1.2 抑菌性
（0.090）

评估该产品材质是否具有抑
菌性，进而有助于降低感染
发生风险

医院管
理者

10分：产品材质具有抑菌性，并有公开发表文献证
据或权威科研检测机构报告证明； 
0分：产品材质不具有抑菌性，或未提供相关证明资
料

1.2 有效性
（0.220）

1.2.1 止血稳定
性（0.062）

针对同类出血场景，对比其
他同类产品，评估使用该产
品的止血效果是否确切和稳
定（形成稳定的血凝块不易
脱落）

临床
医护

10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血稳定性更优； 
5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血稳定性中等； 
0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血稳定性更差

通过体外试验方法，评估不
同产品的止血稳定性（对不
同形态类别的产品，需采用
适宜的体外试验方法）

医院管
理者

10分：体外试验观察，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
血稳定性高于平均水平； 
5分：体外试验观察，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血
稳定性处于中等水平； 
0分：体外试验观察，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血
稳定性低于平均水平

1.2.2 止血速度
（0.057）

针对同类出血场景，对比其
他同类产品，评估使用该产
品完成止血的速度快慢

临床
医护

10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血速度更快； 
5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血速度中等； 
0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血速度更慢

通过体外试验方法，评估不
同产品的止血速度（对不同
形态类别的产品，需采用适
宜的体外试验方法）

医院管
理者

10分：体外试验观察，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
血速度高于平均水平； 
5分：体外试验观察，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血
速度处于中等水平； 
0分：体外试验观察，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止血
速度低于平均水平

1.2.3 术后临床
效果（0.048）

评估使用该产品是否有助于
患者术后临床效果改善，例
如，引流管放置率、非预期
出血情况、术后引流量、术
后住院时间等

临床
医护

10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术后临床效果更优； 
5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术后临床效果中等； 
0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术后临床效果更差

通过公开发表循证证据，评
估术后临床效果

医院管
理者

10分：提供≥3篇发表于有影响力期刊的对比研究证
据，并证明产品具有临床效果优势； 
7分：提供1~2篇发表于有影响力期刊的对比研究证
据，并证明产品具有临床效果优势； 
3分：提供发表于其他期刊的对比研究证据，并证明
产品具有临床效果优势； 
0分：未提供相关证据资料，或未能证明产品具有优
势

1.2.4 手术
操作满意度
（0.053）

评估该产品的使用是否提高
医生手术操作满意度，包括
是否影响手术视野和操作、
是否易于放置于复杂创面、
是否适用于腔镜/内镜手术等

临床
医护

10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手术操作更便捷、
满意度高； 
5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手术操作便捷度和满
意度中等； 
0分：与同形态类别产品相比，手术操作不便捷、满
意度差

1.3 创新性（0.070）

该产品相比其他同类产品是
否有对临床安全有效具有重
要意义的区别或创新，例
如，有助于复杂手术的开展
（四级手术或微创手术）

临床
医护

10分：产品使用显著促进复杂手术或新手术技术开展； 
5 分 ： 产 品 使 用 部 分 促 进 复 杂 手 术 开 展 ； 
0 分：产品使用对促进复杂手术开展没有帮助

通过是否通过创新医疗器械
特别审查或是否有发明专利
客观评估创新性

医院管
理者

10分：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创新医疗器械特
别审查程序”审批； 
5分：具有发明专利，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0分：无发明专利，或未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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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cm2）、体积（cm3）、重量（g）和容积（mL）等。

该指标用于评估该产品的最小单位价格在同形态类别、相

近规格中处于何种价格区间，可根据价格高低排序进行赋

分，也可以中位或平均价格为分界线进行高、中、低的分档。

2.2.2.3 规格适宜性

评估该产品的规格与各科室临床需求的符合程度，适

宜的规格可以帮助临床在实际应用中减少材料的浪费。目

前，该指标缺乏可量化的评估方式，不同手术类型对于规

格的要求差异较大，不同术者由于手术经验、操作习惯的

差异对规格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建议由临床医生在提出使

用申请阶段选择符合临床需求的规格。

2.2.3 生产供应维度

2.2.3.1 管理相融性

根据各地区和医院管理相关规定，考查产品是否满足

医院管理相关要求，例如，是否是中标产品、是否在省市

平台挂网、是否有收费、是否纳入医保及是否符合品规管

理规定。由医院耗材采购管理部门、医保部门等根据本地

区和本院管理要求进行评估。

2.2.3.2 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认证

评估生产企业是否通过医疗器械质量管理认证（YY/T 
0287/ISO 13485）[25]，保证不同批次产品的稳定性。医院管

理者依据生产质量管理认证文件，对生产企业是否通过医

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进行客观评估。

2.2.3.3 产品供应能力

评估生产企业供应的产品形态类别丰富度、生产企业

和供应商保障供货的能力。

（1）形态类别丰富度 ：评估生产企业覆盖的止血材料

产品形态类别的丰富程度。通常不同形态的止血材料能够

应对不同的出血场景，提供不同形态类别的止血材料能够

帮助更多手术种类的开展。

（2）供货稳定性 ：评估生产企业指定的供应商既往对

于本院或同区域其他医疗机构的供应协议执行情况，包括

供货响应速度、缺货频率、供应商更换频率等。医院管理

者可依据近 3 年内供应商对于本院订单的响应速度以及缺

货频率、生产企业对于供应商的更换频率进行客观分级，

之前未进行过合作的供应商可以通过本区域内其他医疗机

续表3                                                          

评估指标（权重） 指标描述      评估方 评分标准

2 经济
维度
（0.26）

2.1 成本-效果评价（0.135）

评估该产品的成本投入和效
果产出，判断该产品相比传
统治疗方案是否具有性价
比。成本评估应当包括与产
品使用相关的全过程成本，
效果评估针对产品止血效果

医院管
理者

10分：提供发表于有影响力期刊的卫生经济学研究
证据，并证明产品具有成本效果优势； 
5分：提供发表于其他期刊的卫生经济学研究证据，
并证明产品具有成本效果优势； 
0分：未提供相关证据资料，或未能证明产品性价比

2.2 最小单位价格（0.125）

该产品的最小单位价格在同
品类、相近规格中处于何种
价格区间[最小单位：面积
（cm2）、体积（cm3）、重
量（g）、容积（mL）等]

医院管
理者

10分：最小单位价格低于同形态类别的平均水平； 
5分：最小单位价格高于同形态类别的平均水平
0~20% 
0分：最小单位价格高于同形态类别的平均水平＞20%

3 生产供
应维度
（0.24）

3.1 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认证
（0.055）

考查生产企业是否通过医
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YY/T0287/ISO 13485）

医院管
理者

10分：通过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YY/T0287/ISO 
13485认证； 
0分：未通过该认证

3.2 产品
供应能力
（0.099）

3.2.1 形态类别丰
富度（0.046）

考查生产企业覆盖的止血材
料产品形态类别的丰富程度

医院管
理者

10分：生产企业覆盖止血材料形态类别超过3种； 
5分：生产企业覆盖止血材料形态类别2~3种； 
0分：生产企业覆盖止血材料形态类别仅1种

3.2.2 供货稳定性
（0.053）

考查生产企业/供应商是否可
以保证产品在本院供应的稳
定性

医院管
理者

10分：供货响应速度24 h内，缺货频率约1次/6个月； 
5分：供货响应速度3 d内，缺货频率约1次/3个月； 
0分：供货响应速度7 d内，缺货频率约1次/1个月

考查生产企业对供应商的更
换频率，反映供应商在本院
提供持续服务的稳定性

医院管
理者

10分：供货协议周期内供应商更换频率为0次； 
5分：供货协议周期内供应商更换频率为1次； 
0分：供货协议周期内供应商更换频率超过1次

3.3 市内公立医疗机构覆盖数
量（0.034）

从医院采购和使用的角度评
估产品在辖区内的认可程度

医院管
理者

10分：产品覆盖本省XX家公立医院以上； 
5分：产品覆盖本省XX家公立医院； 
0分：产品覆盖本省XX家公立医院以下

3.4 服务信誉度（0.052）

通过企业对投诉或不良事件
的响应速度评估售后服务情况

医院管
理者

10分：投诉或不良事件知晓后首次响应速度<24 h，
并完成后续跟进处理； 
5分：投诉或不良事件知晓后首次响应速度<48 h，
并完成后续跟进处理； 
0分：投诉或不良事件知晓后首次响应速度≥48 h，
或未能完成后续跟进处理

评估生产企业的服务信誉
度，例如，能否提供全闭环
的产品服务，保障良好的售
后服务和支持不良事件的追
溯

医院管
理者

10分：售后服务和不良事件处理解决方案专业度和
满意度高； 
5分：售后服务和不良事件处理解决方案专业度或满
意度一般； 
0分：售后服务和不良事件处理解决方案满意度低，
或未提供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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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协议履行记录进行辅助评估。

2.2.3.4 医疗机构覆盖数量

评估产品在重点关注区域内医疗机构的覆盖数量，间

接衡量产品的认可程度。医院管理者根据产品近 3 年内各

区域医疗机构的覆盖数量进行评估，可采用高低排序赋分，

或者区分高、中、低分档赋分等方式。

2.2.3.5 服务信誉度

评估生产企业的服务信誉度，例如，能否提供全闭环

的产品服务，保障良好的售后服务和支持不良事件的追溯

等。医院管理者依据近 3 年内生产企业对于投诉或不良事

件的响应速度和跟进处理速度，同时结合对售后服务及解

决方案的专业度和满意度进行主客观评价。

2.3 评估方式和标准设置说明

本共识通过德尔菲法确立了反映止血材料综合价值的

多维度指标体系。考虑到医疗机构进行产品遴选的实际评

估流程，建议按指标作用环节予以区分。各医疗机构管理

实际存在较大差异，但关键评价思路大致相同，基本可以

分为初筛环节和综合评价环节 ：① 初筛环节 ：由临床科室

提出申请，相关部门对产品的必要性和合规性进行初步评

估，建议放在初筛环节的指标包括：适用范围、规格适宜性、

管理相融性 ；② 综合评估环节 ：医用耗材管理委员会和相

关部门围绕安全、有效、经济等维度对产品进行综合评价。

除了初筛环节的指标，以上指标体系中的其余指标均放入

综合评估环节。

在设置评估方式和评分标准时，为兼顾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需全面检索各个评价指标的客观证据现状、判断证

据充分程度，基本分为客观证据充分、有客观证据但不充

分、无客观证据 3 类 ：① 对于第一类“客观证据充分”的

评价指标 ：现有证据可充分反映指标内涵，能够支撑进行

参数水平高低的等级划分，一般需要有高质量的行业指南

推荐或者有丰富的、同质的、高质量的公开发表研究数据。

此类指标可直接采用客观证据评估方式，以参数水平高、

中、低的定量分档结合证据等级进行评分。② 对于第二类

“有客观证据但不充分”的评价指标 ：现有证据质量一致性

较差，不能充分反映指标水平的优劣和支持参数水平的等

级划分，建议采用客观证据结合主观评估的方式。客观证

据以能够证明待评估产品优势的对比研究的发表等级和数

量进行评估。该评估思路主要考虑期刊的等级，例如，SCI
收录的期刊或者中文核心期刊，其所依据的评价体系可以

从影响强度、影响时限、影响广度等方面来分析学术期刊

及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力 [26]，从定量的视角评价地区、机构、

学科以及学者的研究水平 [27]，虽然不能完全与学科研究的

质量直接对等，但经过长期和广泛的实践检验，与研究的

科学性和结果的可信度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26,28]。因此，

本共识编制工作组在充分考虑评估方法的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的基础上，讨论决定以上方式可作为现阶段该类指标的

客观评估手段。③ 对于第三类“无客观证据”的评价指标：

目前没有客观证据能够作为指标评价的依据，现阶段仅采

用主观评估的方式。此类指标多为与医生或患者主观体验

相关的指标。由于医用耗材是由术者操作使用作用于患者，

术者对于使用效果和操作体验的主观评估也是评价医用耗

材价值的一方面。

本共识制定的指标体系中，“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和

“术后临床效果”现阶段属于第二类“有客观证据但不充分”

的评价指标，主要原因为目前公开发表的相关临床研究异

质性较高，不同研究纳入人群特征、疾病严重程度、医生

操作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 ；同时，细分至各个手术类型和

止血材料类别下，相关文献数量十分有限，目前无法支撑

按明确的参数水平高低进行分档。此类指标建议基于证据

发表等级和数量进行客观评估，同时结合主观评估。建议

评估时至少考虑如下 3 点：① 期刊等级是否有影响力，例如，

被 SCI 收录的期刊，或者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北大核心

期刊等；② 研究类型需要是包含对照组的对比研究，例如，

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等 ；③ 研究结果

需要证明待评估产品的比较优势。随着证据数量的积累和

证据质量的提升，后续可以进行评分标准的优化。

根据表 3 所示的量化评分标准，综合价值评估总得分

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总得分 =∑ 最后一级指标评分 ×

指标权重 ×10。其中“最后一级指标”指三级指标，或没

有三级指标时的二级指标。当“最后一级指标”的评估采

用主客观结合的方式时，需要分别规定主观和客观评估的

得分占比，则该指标的评分 =（主观评估得分 × 主观占比 +
客观评估得分 × 客观占比）× 该指标权重。

3  共识应用建议
为了提高共识内容的落地实操性，指导医疗机构充分

利用共识进行本院的止血材料价值评估与管理，提出以下

3 点建议，以期通过实践不断改进和优化共识内容。

3.1 综合价值评估制度建立

为落实医用耗材科学管理相关规定，建议医疗机构逐

步建立或完善本院的医用耗材综合价值评估制度，对评估

体系及量表、评估人员及职责、评估流程等进行规定。以

本共识形成的止血材料综合价值评估体系为例，可参

考图 2 所示的核心评估流程 ：① 由采购职能部门分别对专

科使用和全科使用的止血材料按照形态类别进行分组，以

确保组内产品的可比性 ；② 临床科室申报各形态类别下的

产品需求，陈述选择该类别的必要性及理由，采购职能部

门依据临床需求组织各相关方进行产品资料证据申报，整

理竞选品牌数＞ 1 的形态类别形成遴选目录 ；③ 由采购职

能部门依据产品注册证、说明书、循证证据以及临床需求，

评估遴选目录内各产品的适用范围是否合理、是否满足医

院管理相关规定，基于评估结果进行产品初筛 ；④ 初筛后

的产品采用本共识制定的量化评分工具进行多维度综合价

值评估。此外，对于医疗机构，在建立止血材料供应目录时，

建议综合考虑各个形态类别之间的协同性和差异性，结合

各自医院学科和手术类型分布及特点进行整体评估，形成

符合院内实际临床需求的止血材料供应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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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量化评分表使用建议

本共识形成的综合价值评估体系汇集了多学科领域专

家意见，考虑了不同地区综合医疗机构的医用耗材管理流

程，在兼顾科学性和落地可行性的基础上，经过德尔菲多轮

调研最终达成共识内容，对于综合医疗机构具有普遍的参考

价值。由于不同医疗机构实际医用耗材管理制度存在较大差

异，考虑到各医疗机构的特殊性，可在本共识形成的评估体

系上进行调整以适应本院情况。本共识根据“2.3 评估方式

和标准设置说明”中的思路对各个指标分别制定了不同的

评估方式，医疗机构可根据本院管理要求、现有评估流程、

循证评价人员能力进行调整，例如，主观和客观评估分值

占比的分配，有能力的医疗机构可以对评分等级进行细化。

3.3 量化评分表使用和评估结果应用建议

止血材料综合价值评估结果可以作为新品入院的遴选

决策以及在院产品淘汰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本共识主要

依据现阶段国家医疗器械注册审评及使用管理相关政策、

国内外医疗器械卫生技术评估方法、止血材料研究开展情

况以及当前临床实践对于该类产品的认知和需求情况进行

编制，共识内容将随着后续政策、理念和实践的更新而进

行动态调整，以保证共识内容的科学性和时效性。随着综

合价值评估数据的不断累积，可以借鉴药品临床综合价值

评估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的思路 [29-30]，进一步促进医用耗材

在临床中的合理使用。

4  总结与展望
本共识基于对国内外医疗器械以及医用耗材准入评估、

卫生技术评价和管理政策、临床及真实世界学术研究等理

论和实践现状的广泛调研，组织多学科专家，以止血材料

为切入点，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探索形成一套医

用耗材综合价值评估量化指标体系，从临床维度、经济维

度以及生产供应维度 3 个方面进行关键价值点的挖掘、细

化以及评估标准的制定，并通过多次专家论证保证该体系

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本共识为医疗机构厘清了

止血材料类产品的科学遴选思路，并提供了一套可以满足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动态遴选“合法、

安全、有效、适宜、经济”的原则性要求的评估体系，为

止血材料类产品基于价值的管理奠定基础，同时也为其他

类医疗器械及医用耗材贯彻“价值医疗”的理念提供了范本。

考虑到现阶段止血材料相关研究质量和丰富度都有所

欠缺，且还未建立行业公认的基于医疗器械特殊性的循证

证据等级划分方法，止血材料本身的性能检测和体外试验

方法也未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未来将持续跟踪该领域技

术的发展、相关研究的进展、行业标准的形成情况，在共

识落地应用过程中与医疗机构共同探索如何利用医院临床

和管理数据拓展现有的客观评估方法，从而对共识内容，

尤其是客观评估指标的评估方法进行及时更新，从而保证

相关理念以及实践的与时俱进，促进医疗器械领域精细化

管理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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