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卫规划发〔2018〕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680 号），为规范和加强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使

用管理，制定了《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可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下载）。现印发你们，请遵

照执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5 月 22 日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促进大型医用设备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保障医疗质量安全，

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根据《行

政许可法》《国务院关于修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决

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型医用设备，是指使用技术复杂、

资金投入量大、运行成本高、对医疗费用影响大且纳入目录

管理的大型医疗器械。  

  第三条 大型医用设备目录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商国

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四条 国家按照目录对大型医用设备实行分级分类配

置规划和配置许可证管理。  

  第五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制定大型医用设备配

置与使用的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指导开展大型医用设备配

置与使用行为的评价和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负责本区域内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行为的监督

管理工作。  

  第六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成立大型医用设备管理专



家咨询委员会，为确定和调整管理目录、制定和实施配置规

划，以及配置与使用全过程管理提供评审、咨询和论证等技

术支持。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成立相应的专家组。  

  第七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配置与使用大型医用设备用

于医疗服务的，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管理目录 

  第八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根据医疗服务需求和医疗

器械发展状况，结合资金投入、运行成本和使用费用、技术

要求等因素，提出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管理目录建议。  

  第九条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管理目录分为甲、乙两类。

甲类大型医用设备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配置管理并

核发配置许可证；乙类大型医用设备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负责配置管理并核发配置许可证。  

  第十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当对大型医疗器械使用

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适宜性等进行评估，适时提出

大型医用设备管理目录调整建议。  

  第十一条 大型医用设备管理目录调整包括：  

  （一）纳入管理目录；  

  （二）甲类管理目录的设备调整为乙类管理目录的设

备；  

  （三）乙类管理目录的设备调整为甲类管理目录的设



备；  

  （四）不再纳入管理目录。  

  第十二条 全国性医疗领域相关行业组织、省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可以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调整大型医用

设备管理目录的建议。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可向所在省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提出调整建议，经论证评估，省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认为确有必要的，可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调整

建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大型医用设备管理中认为需要

调整管理目录的，应当及时启动调整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大型医用设备管理目录的调整

建议组织论证评估，根据论证评估意见，商国务院有关部门

报国务院批准。 

第三章  配置规划 

  第十三条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水平、医学科学技术进步以及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相适

应，符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促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  

  第十四条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原则上每 5 年编制一

次，分年度实施。配置规划包括规划数量、年度实施计划、

区域布局和配置标准等内容。  

  首次配置的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原则上不超过 5 台，

其中，单一企业生产的，不超过 3 台。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办医的发展

需要，合理预留规划空间。  

  第十五条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结合本地区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规划，提出本地区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和实施方

案建议并报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

责制定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六条 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对大型医用

设备配置规划实施开展评估和考核，建立和完善第三方监督

评价机制。  

  第十七条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明显不适应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医学科学技术进步和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或者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发生重大调整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应当对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进行调整。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提出本地区大型医用设备

配置规划调整建议。  

  第十八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制定并发布大型医

用设备档次机型的阶梯分型。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应当根据功

能定位、临床服务需求、医疗技术水平和专科发展等合理选

择大型医用设备的适宜档次和机型。 

第四章  配置管理  

  第十九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申请配置大型医用设备，

应当符合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与其功能定位、临床服务



需求相适应，具有相应的技术条件、配套设施和具备相应资

质、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  

  申请配置甲类大型医用设备的，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提出申请；申请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的，向所在地省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第二十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申请配置大型医用设备应

当如实、准确提交下列材料：  

  （一）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申请表；  

  （二）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执业许可证复印件（或医疗器

械使用单位设置批准书复印件，或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从事

医疗服务的其他法人资质证明复印件）；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

件；  

  （四）与申请配置大型医用设备相应的技术条件、配套

设施和专业技术人员资质、能力证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受理配置申请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对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申报事项实施第三方专家评审，并自申请

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依照本办法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

在许可期限内。  

  第二十二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制定大型医用设

备配置许可证式样和《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的印



制、发放等管理工作。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的印制、发放等管理

工作。  

  第二十三条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实行一机一证，

分为正本和副本。式样见附件 1。  

  正本应当载明：配置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

人、所有制性质、设备配置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

织机构代码）、许可设备名称、阶梯配置机型、许可证编号、

发证机关、发证日期和二维码。  

  副本应当载明：正本所载信息以及配置设备的生产企业、

具体型号、阶梯配置机型、产品序列号、装机日期、信息报

送日期和备注信息。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发证日期为许可决定作出的

日期。  

  第二十四条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编号由中文甲、

乙（甲、乙分别代表甲类、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和 10 位阿

拉伯数字组成。编号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为：2 位省（自治区、

直辖市）代码、2 位大型医用设备类别代码、1 位阶梯分型

代码、5 位顺序码。许可证编号规则见附件 2。  

  第二十五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取得大型医用设备配置

许可证后应当及时配置相应大型医用设备，并向发证机关报

送所配置的大型医用设备相关信息。配置时限由发证机关规



定。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信息发生改变的，医疗器械使

用单位应当在信息改变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

报送。发证机关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修改相关

信息。  

  第二十六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应当依法使用和妥善保

管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不得伪造、变造、买卖、出租、

出借。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应当将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信

息列为向社会主动公开的信息，并将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

证正本悬挂在大型医用设备使用场所的显著位置。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

可证自行失效，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应当自失效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交回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原发证

机关将予以注销。  

  （一）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执业许可（或从事医疗服务的

其他法人资质）终止的；  

  （二）相关诊疗科目被注销的；  

  （三）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限内配置的；  

  （四）未按照核发的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配置相应

设备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本条第三项导致配置许可证失效的情形，申请机构

及负责人纳入不良信用记录。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失效但医疗器械使用单位仍

需使用该设备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

定重新申请办理。  

  第二十八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配置的大型医用设备应

当依法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  

  第二十九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省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应当分别公开甲类、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情

况。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在每年 1月向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报送上一年度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情况。 

第五章  使用管理 

  第三十条 大型医用设备使用应当遵循安全、有效、合

理和必需的原则。  

  第三十一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大型医用设备

管理档案，记录其采购、安装、验收、使用、维护、维修、

质量控制等事项，并如实记载相关信息。  

  第三十二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大型医用设备

产品说明书等要求，进行定期检查、检验、校准、保养、维

护，确保大型医用设备处于良好状态。大型医用设备必须达

到计（剂）量准确、辐射防护安全、性能指标合格后方可使



用。  

  第三十三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的要求，建立完善大型医用设备使用信息安全防护措施，确

保相关信息系统运行安全和医疗数据安全。  

  第三十四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对大型医用设备的

使用状况进行监督和评估。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承担使用主体责任，应当建立健全大

型医用设备使用评价制度，加强评估分析，促进合理应用，

定期向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送使用情况。  

  第三十五条 大型医用设备使用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资

质、能力，按照产品说明书、技术操作规范等使用大型医用

设备。  

  第三十六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发现大型医用设备不良

事件或者可疑不良事件，应当按照规定及时报告医疗器械不

良事件监测技术机构。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发现大型医用设备使用存在安全隐

患的，或者外部环境、使用人员、技术等条件发生变化，不

能保障使用安全质量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经检修不能达

到使用安全标准的，不得继续使用。  

  第三十七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不得使用无合格证明、

过期、失效、淘汰的大型医用设备，不得以升级等名义擅自

提高设备配置性能或规格，规避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管理。  



  严禁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引进境外研制但境外尚未配置

使用的大型医用设备。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依托大型医用设备配

置与使用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及时公布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

使用监督管理信息，便于公众查询和社会监督。医疗器械使

用单位应当定期如实填报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使用相关信

息。  

  第三十九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监督检

查：  

  （一）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执行情况；  

  （二）《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持证和使用情况；  

  （三）大型医用设备使用情况和使用信息安全情况；  

  （四）大型医用设备使用人员配备情况；  

  （五）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按照规定报送使用情况；  

  （六）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条 对医疗器械使用单位配置与使用大型医用设

备的监督检查，实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

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可以采取下列

方式：  

  （一）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  

  （二）查阅复印管理文件、记录、档案、病历等有关资



料，或要求提供相关数据和材料；  

  （三）现场检查，进行验证性检验和测量；  

  （四）实时在线监管；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检查措施。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相关监督检查，不得

虚报、瞒报相关情况。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建立配置

与使用大型医用设备的单位及其使用人员的信用档案。对有

不良信用记录的，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在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申请和大

型医用设备使用中虚报、瞒报相关情况的，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应当将医疗器械使用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违法记录

通报有关部门，记入相关人员的信用档案。  

  第四十二条 国家鼓励行业协会建立和完善自我约束机

制，加强行业自律和相互监督，促进大型医用设备安全合理

使用。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未按

照要求报送年度配置许可信息，或大型医用设备管理制度不

健全、履职不到位的，由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

评，并责令改正。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超规划、越权或违法实

施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的，依据《行政许可法》、《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十五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不按照操作规程、诊疗

规范合理使用，聘用不具有相应资质、能力的人员使用大型

医用设备，不能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省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应当分别制定甲类、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管理实

施细则。  

  第四十七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应当将管理目录内同品

目但未实行配置许可的大型医疗器械使用人员技术条件、使

用信息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并向

社会公示。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批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大型医用

设备配置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大型医用设备采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卫生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

（卫规财发〔2004〕474 号）、原卫生部《新型大型医用设

备配置管理规定》（卫规财发〔2013〕13 号）同时废止。  

  附件：1.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式样和说明 

     2.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编号规则

http://www.nhc.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8/06/20180614110224751.zip
http://www.nhc.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8/06/2018061411024644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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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式样和说明 

 

一、纸张规格 

许可证纸张尺寸（长×宽）为 297 毫米×210 毫米，使用重 150 克，

具有一定防潮、抗水性能，坚挺、便于长期保存的纸张。 

花边外边框尺寸（长×宽）为 248.5 毫米×178.3 毫米，内边框尺寸

（长×宽）为 238.1 毫米×167.6 毫米，内部底色色号#EBC773，透明度

5%。 

二、国徽、文字和二维码说明 

（一）国徽说明 

采用国家标准缩小规格，高度 41.6 毫米，宽度 38.8 毫米，位于配

置证上方居中。 

（二）文字说明 

1. “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字体为黑体，字号为 28 磅，色

号#ebc773，字间距 2.6 毫米，行居中。 

“（正本）”或“（副本）”字体为华文宋体、加粗，字号为 20 磅，

色号#ebc773，字间距 3.9 毫米，行居中。 

2.“许可证编号”字体为黑体，字号为 13 磅，色号#000000，字间距

1.1 毫米。 

3.事项名称 

正本： “配置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所有制性质”、“设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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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许可设备名称”、“阶梯配置机型”，

字体为黑体，字号 13 磅，行间距 28 磅；“（或主要负责人）”、“（或

组织机构代码）”，字体为黑体，字号 10 磅，与上一行行间距为 20 磅。 

副本：“配置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所有制性质”、“设备配

置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许可设备名称”、“阶梯配置机型”、“生

产企业”、“具体型号”、“产品序列号”、“装机日期”、“信息报送日期”

和“备注信息”，字体为黑体，字号 13 磅，行间距 24 磅；“（或主要负

责人）”、“（或组织机构代码）”，字体为黑体，字号 10 磅，与上一行

行间距为 12 磅。  

4.“发证机关”字体为黑体，字号 12 磅，字间距 3.5 毫米。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盖章）”字体为华文宋体，字号为 11 磅，

行间距 18 磅。 

5.“年月日”水平对齐，字体为黑体，字号 12 磅，字间距 10.2 毫米。 

（三）二维码说明 

宽为 22 毫米，高为 22 毫米，位于配置证左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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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编号规则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编号由中文甲、乙（甲、乙分别代表甲

类、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和 10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编号数字从左至右

依次为：2 位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2 位大型医用设备类别代码、

1 位阶梯分型代码、5 位顺序码。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 

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顺序依次编码，2 位数字，具体见表 1。 

表 1  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表 

省区市 代码 省区市 代码 

北京市 01 天津市 02 

河北省 03 山西省 04 

内蒙古自治区 05 辽宁省 06 

吉林省 07 黑龙江省 08 

上海市 09 江苏省 10 

浙江省 11 安徽省 12 

福建省 13 江西省 14 

山东省 15 河南省 16 

湖北省 17 湖南省 18 

广东省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 

海南省 21 重庆市 22 

四川省 23 贵州省 24 

云南省 25 西藏自治区 26 

陕西省 27 甘肃省 28 

青海省 29 宁夏回族自治区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1   

二、大型医用设备类别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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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委《关于发布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管理目录（2018 年）

的通知》（国卫规划发﹝2018﹞5 号），对当前目录内大型医用设备按类

别编码，2 位数字，具体为： 

（一）甲类大型医用设备 

1.重离子放射治疗系统为 01； 

2.质子放射治疗系统为 02； 

3.正电子发射型磁共振成像系统（英文简称 PET/MR）为 03； 

4.高端放射治疗设备为 04； 

5.新增甲类大型医用设备类别代码依次增加。 

（二）乙类大型医用设备 

1. X 线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英文简称 PET/CT，含 PET）为 01； 

2.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手术机器人）为 02； 

3. 64 排及以上 X 线计算机断层扫描仪（64 排及以上 CT）为 03； 

4. 1.5T 及以上磁共振成像系统（1.5T 及以上 MR）为 04； 

5.直线加速器（含 X 刀，不包括列入甲类管理目录的放射治疗设

备）为 05； 

6. 伽玛射线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包括头部、体部和全身）为

06； 

7.新增乙类大型医用设备类别代码依次增加。 

三、阶梯分型代码 

1.未实施阶梯分型，代码为 0； 

2.临床实用型，代码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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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床研究型，代码为 2； 

4.科研型，代码为 3。 

四、顺序码 

顺序码以省为单位，按照不同类型大型医用设备配置数量顺序编

码，5 位数字，初始为 0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