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輯電子手冊由“關鍵業務全保障™”
方面的眾多專家合力編撰

醫療設備項目的投資風險：
選用不適當的電源讓您承受更高風險
如何挑選可信賴的電源產品供應商？這輯電子手冊為您介紹
一些重要的評估標準。

艾默生網絡能源 — 嵌入式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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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設備項目的投資風險：選用不適當的電源讓您承受更高風險

醫療設備發生故障的後果
根據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 局 (FDA) 的
資料顯示，醫療設備廠商許多時候要召回
部分已上市的產品。若以整個 OEM 產品
市場計，這種情況以醫療設備市場為最
普遍，後果也最嚴重。

根據“醫療設備報告”提供的數字顯示，
在過去 5 年內，涉及電源問題的投訴便
數 以 千 計 ， 有 關 的 問 題 包 括“ 無 法 在
直流/交流下工作”、“電氣故障”、“無法
啓機”和“無輸出”。

根據過去 5 年的數字顯示，有 25 宗
有關醫療設備的投訴事件可歸咎於其中
的“電源”出現問題。單單在 2008 年便
有 9 宗有關醫療設備的投訴，其中兩宗
涉及終端應用的問題，另外 7 宗則與電源
的質量問題有關。

由於有“醫療設備報告”或其他機構不時
報道有關醫療設備方面的投訴，人們才
開始警覺很多醫療設備都有供電問題。
這些問題與其他電子設備在保修期內出
現的問題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只要收到
有關醫療設備的投訴，尤其是在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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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亡的情況下，涉事的醫療設備生產商
必須迅速作出補救以及落實有效的預防
措施，才可避免事故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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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標準和相關規範
按照業界的定義，醫療設備是指可以用
來協助診斷或治療的設備。電源是裝設
於醫療設備之內而且是其中具有關鍵作用
的組件之一， 負責將壁電源插座提供
的電能轉為醫療設備可以直接使用的
電能，以便驅動設備內的馬達、發熱器、
壓縮機、激光發射器、計算機、超聲波
描掃系統以及射頻發射器等。
這類電源必須符合國際認可的技術標準，
其中包括針對醫療設備的 IEC60601-1
標準 (按照其中的定義，醫療設備是指
醫療用的電氣設備和系統 )；或適用於
實驗室電子儀器的 IEC61010-1 標準，
有關儀器包括試管分析設備，例如進行
有關免疫反應分析、臨床化學分析和聚合
墪鏈反應等實驗所需的設備。
至於以電池為電源的植入性醫療器械，
ISO 14708-1 則是規範這類設備的國際
認可標準。這些標準對設備的整體設計
作出多方面的規範，其中更詳細列出相關
設備的設計守則以及所採用的測試方法，
以確保相關設備符合基本的安全規定和
性能要求。

承保商實驗室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加拿大標準協會 (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和 TUV 等產品
安全審定組織就有關產品安全作出多
方面的規定，例如，有關產品必須通過
耐壓 (Hi-Pot) 測試和接地阻抗測試，而
廠方則必須定期檢查對產品安全有極大
影響的元器件，以及每年必須進行一次
或兩次廠內審核，只要符合這些安全
規定，上述產品安全審定組織便會向
相關廠商及其產品發出認證。
電源產品只要符合這些安全標準的規定，
內置這些電源產品的醫療設備便可較易
獲得相關政府機關的審批。目前已有多
個國家的政府承認這些產品安全認證，
其中包括美國的食物及藥品管理局
(FDA)、加拿大的治療用產品監管局
(Therapeutic Products Directorate) 和日本
的厚生勞動省。
這些標準審定機構就有關醫療設備所採用
的組件和系統制定技術上的規範，以免
有關設備在正常操作和發生故障時出現
電擊、機械故障、輻射、火災及其他危急
情況，以致影響設備安全。一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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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601 標準著重於醫療設備是否
符合“基本安全要求”，設備的性能是否
符合規格反而並非其關註重點。
這些標準後來經過多次修訂，其技術
規範的函蓋範圍進一步擴大，例如其中
規 定 有 關 設 備 的“ 性 能 必 須 符 合 基 本
要求”。此外，新的規範還包括一些稱為
“特定標準”的規定，確保醫療設備的性能
符合某些特殊應用的要求。
2005 年，加拿大衛生局公布醫療設備技術
規範的第三版，並宣佈有關標準將於
2012 年 6 月 1 日正式生效。預計其他國家
隨後會陸續推出相關規定。上述第三版
的技術規範更規定醫療設備生產商必須
正式推行一套符合 ISO 14971 認證標準
的風險管理系統。根據新標準的規定，
廠商必須清楚知道醫療設備在整個壽命
周期內有哪些潛在問題，並據此評估其
故障風險，然後盡力作出補救以減低
風險，而且必須反覆覈實方案是否有效。
這些風險管理工作的重點在於保證有關
設備在執行正常功能時是否符合基本的
安全要求以及所發揮的性能是否符合
基本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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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和壽命周期
醫療設備除了必須符合以上的國際認可
標準之外，其他如基本的性能和採用的
電源是否符合規格都非常重要，因為病人
的健康會直接或間接受其影響。但凡與
病人護理、臨床治療、健康情況監察、
或影像掃描有關的電子醫療設備，其
電源若出現無法通電、失電或其他方面
的問題，所產生的後果會直接影響病人的
健康，甚至對病人造成短暫性或永久性
的傷害。

以實驗室儀器或診斷設備為例，電源一旦
出現問題便會導致醫護人員無法及時作出
正確的診斷，有時甚至因此而要多做
幾次化驗，這樣既浪費時間，也加重
醫護人員和病人的精神負擔。
醫療設備的電源一旦發生故障，即使不會
即時構成安全問題，也會無法執行其
基本功能，因此醫療設備開發商不但要
在產品的構思階段堵塞設計漏洞，甚至
要在產品的整個壽命周期內不斷管理
有關風險，以免設備發生故障。

根據 Cambashi Inc. 與 FDAnews 的調查
顯示，醫療設備廠商在產品開發的早期
階段都會極為重視風險的管理，但到
後期階段只會在產品出現問題時才會
重新重視風險的控制 (參看圖 1)。當產品
進入批量生產階段之後，由於產量大增，
零部件因為過時而不適用，經銷商開闢
新的供貨來源以及生產工藝不斷改進，
因此承受的風險會大幅波動。

圖 1：廠方在個別階段極為重視風險的管理
FG
FH
IG
IH
JG
JH
KG
KH
G
H
早期構思

產品/工藝設計

品質控制流程

可追溯工作流程

建模和試產

全面投產

問題出現時

圖 1 — 資料來源：
“確保醫療設備投資項目有利可圖的風險管理守則”
，由 Cambashi Inc. 與 FDAnews 共同發錶，版權屬 Cambashi Inc. 所有 (©2008 Cambashi Inc.)，全文刊於 www.cambashi.com 網頁2。

www.HealthcarePowerSupplies.com

醫療設備項目的投資風險：選用不適當的電源讓您承受更高風險

Embedded Power

電源產品供應商面對的品質控制問題
醫療設備生產商為其產品選擇電源等電子零件時，
當然希望能將潛在的風險減至最少，若要產品質
量有最低限度的保證，他們必須要求電源供應商
確保其產品符合 ISO 相關規定的最低要求。據
圖 2 所示，艾默生網絡能源這套品質控制系統比
ISO 品質控制系統的一般規定更為嚴格，確保產品
符合客戶的特殊要求。以下是艾默生的品質控制
系統的特點：

圖 2：品質控制系統圖解
- 設計程序
- 元器件的篩選
- 反覆核實所作的
品質保證

設計流程
控制

售後
市場調查

• 採購程序控制 — 供應商認證和供應商的品質
管理措施

• 售後市場調查 — 現場提供技術支持、自動糾正
行動請求 (CAR) 系統、現場故障跟蹤系統
隨後，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 (FDA) 也公布終訂版
的“現行藥品生產管理”(cGMP) 標準，其中的最新
規定將設計流程控制和採購程序控制納入其規管
範圍內，FDA 更參照 ISO 90013 標準將 cGMP 的
相關規定加以修訂。制定有關設計流程控制的
規定是希望廠商在產品設計的早期階段盡量改善
電源的系統設計，確保產品的故障次數可以減至
最少，以及在整個壽命周內系統操作更加穩定
可靠。此外，制定有關採購程序控制的規定是
希望廠商將品質控制範圍擴大至包括其零件
供應商，確保獲供應的元器件即使有問題也可
及早發現，而且務求零件問題在出廠前能全部
妥善解決。
正如圖 3 所示，艾默生網絡能源的品質控制系統
大幅降低產品的百萬分率故障率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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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程序
控制
客戶滿意的
品質保證

• 設計流程控制 — 設計程序、元器件的篩選和
反覆核實所作的品質保證

• 生產流程和工藝控制 — 工藝控制、品質保證
和定期進行的穩定性測試

- 供應商認證
- 供應商的品質管理系

生產流程和
工藝控制
- 工藝控制
- 品質保證和定期
進行的穩定性測試

- 現場提供技術支持
- 自動糾正行動請求系統
- 現場故障跟蹤系統

圖 3：*落實品質控制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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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只是介紹一些有關品質的參數和相關計劃，
但此舉不可視為廠方已就其產品的可靠性和品質
向客戶作出保證或承諾。有關數據只是搜集而來
的統計數字，其中包括來自不同市場上數以十萬
計的產品代碼以及數以千計的客戶和多家工廠
提供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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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設備廠商若要滿足客戶的品質
要求，提供現場的技術支持是另一
重要而又可行的辦法。艾默生網絡能源
會親自在現場或通過指定經銷商跟蹤
故障事件和記錄有關參數。艾默生網絡
能源也會在自己的元器件分析實驗室
或委托第三方分析中心詳細分析故障
設備以至其中的每一顆元器件，並按照
分析報告制定和落實相關的糾正和
預防措施，此外，數據庫內有關品質
控制的參數都會不時更新，以作參考
之用，確保同類問題不會再次出現。

有效使用期

生產線上的不良率核實點

正常耗損
預期壽命

艾默生方面的故障 客戶收回的退貨
可靠性模型和預測
設計的故障模式及其影響的分析
設計的仿真和降額運行分析
元器件篩選數據庫
可交付生產的設計
設計覆檢
極高速的壽命測試
壓力測試篩選和壓力測試審計
電源和溫度循環及老化測試

故障率 (以小時計)

艾默生網絡能源採取上述的各種品質
控制和保證措施，目的是要降低產品
的故障率。正如圖 5 所示，廠方在生產
階段以及指定的個別供應商都會各自
進行顯著性檢測，以便重覆檢查已通過
個別參數測試的電源或其他元器件，
找出其中不符合規格的漏網之魚。

早期階段

高效的外來技術品質檢查
顯著性檢測
統計程序控制
出廠產品品質保證
工藝的故障模式及其影響的分析

早期階段測試和長期壽命測試
元器件認證
設計流程認證
可靠性測試

可靠性模型和預測
可靠性測試

供應商顯著性檢測
供應商開發計劃
元器件故障分析
現場故障跟蹤系統
6 Sigma 解決方案

供應商顯著性檢測
供應商開發計劃

正常流程的早期階段：開始時故障率較高而確認的生產線不良率 (VLRR) 也較高
流程已優化的早期階段：開始時故障率較低而確認的生產線不良率 (VLRR) 也較低

圖 5：生產流程和工藝控制

100
規格參數限值

正如圖 4 所示，客戶瞭解一些可預計的
故障率。一般來說，大部分故障都是
因為一些避過正常檢測程序的不合格
元器件而引起的。對於一般的電子產品
來說，召回問題產品更換新產品的
成本都已計算在產品的保修成本之內，
因此問題也較為簡單。但醫療設備則
不同，這類故障 (尤其是因電源而引起
的故障) 肯定會受到“醫療設備報告”或
其他相關組織的關註，他們甚至會作出
不利的報道。

** 本文只是介紹一些有關品質的參數和相關計劃，
但此舉不可視為廠方已就其產品的可靠性和
品質向客戶作出保證或承諾。若有需要，這些
計劃會隨時推行，但推行與否則視乎個別產品、
客戶和市場的不同要求而定。

圖 4：**可靠性保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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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的測試計劃添加了多個比規格
參數限值更嚴格的顯著性檢測 (TfS)
限值，以便通過異常值的檢測找出
不符規格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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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顯著性檢測 (TfS) 要求的
元器件都要接受嚴格的故障分析和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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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信賴的醫療設備電源開發商
艾默生網絡能源已有超過 35 年開發電源
產品的經驗，並已取得大部分相關的產品
安全認證，其客戶包括世界級的醫療設備
生產商，其中以生產成像系統和診斷設備
的開發商為數最多。這些醫療設備廠商
只要採用艾默生網絡能源的電源產品，
便無需另外花費時間挑選標準型電源或
特別為此設計客制的產品，這樣可讓他們
專註於核心技術的研發。事實上，無論
是標準型電源還是客制電源都內含數以
千百計的電子零件及機械組件。
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一名負責產品召回
事務的高級統籌主任在接受訪問時錶示，
大部分召回的醫療設備都因為其中某些
零部件出問題而受累 1 。零件供應商若

生命科學科研設備

多達幾百家，其中的統籌工作便非常繁復，
相比之下，只需與一家供應商洽談便顯得
簡單得多，因此許多醫療設備生產商都
樂於向艾默生網絡能源採購電源產品。
醫療設備生產商紛紛改用艾默生網絡能
源的電源產品，主要的原因是艾默生網
絡能源有以下三方面的優勢：
1. 對醫療設備工業有湛深的認識，而且
本身是電源技術的專家
2. 擁有一套採用先進技術並保證能滿足
客戶要求的品質控制系統

Embadded Power

由此可知，醫療設備生產商必須確保所有
由其生產的、集成了電源和許多其他
元器件的醫療設備符合美國食物及藥品
管理局 cGMP/品質管理認證標準 (QSR)
的規定，並清楚知道他們要獨力承擔與此
有關的一切責任。但即使如此，他們仍
可放心採用艾默生網絡能源的元器件，
因為艾默生的產品符合 QSR 等國際認可
標準，確保他們生產的醫療設備也同樣
符合 QSR 等國際認可標準的規定，其中
包括有關設計流程和採購程序的相關
規定。

3. 採用符合 cGMP 等國際認證標準的
工藝技術

牙科手術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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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生網絡能源
Business-Critical Continuity™ (關鍵業務全保障™) 技術的全球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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