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F实验动物设施运行实践及饲养标准
马雪云 xyma@bio.ecnu.edu.cn 021-54342964

mailto:xyma@bio.ecnu.edu.cn


讲授提纲

 实验动物的重要性

 影响动物实验结果的要素分析

 SPF 动物房的运行要素

1. 设施环境符合SPF标准

2. 具有标准的管理体系

 小鼠的饲养繁殖技术



生命科学研究的
基本要素

Animal Equipment
Reagent

Information

实验动物的重要性



指人工饲养、繁殖、对其携带的微生物和寄生虫、饲养环境、摄入营

养进行控制，遗传背景明确或来源清楚，应用于科学研究、教学、生

产和检定以及其他科学实验的动物。

实验动物

活的试剂

实验动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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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动物实验结果要素分析

R＝动物实验结果可靠性 A＝种的共同反应

B＝品系特有反应 C＝个体反应(差异)

D＝环境影响 E＝实验误差

ABC＝属于遗传因素，D＝与结果呈正相关

R=(A+B+C)D+E



发育

环境
Genotype

生存

环境
Phenotype

实验
环境Dramatype 实验结果

影响动物实验结果主要因素之间的关系



设施中的实验动物



 设施环境符合SPF标准

1. 设施环境符合SPF标准

2. 具有标准的管理体系

 SPF环境中实验动物的饲养

SPF实验动物设施运行要素



无特定病原体动物

（Specific pathogen free animal，
简称SPF)：

指不携带特定病原体（细菌、病毒、

寄生虫），但带有已知和未知的

微生物群的动物。

特定病原体指：人兽共患病和动物

烈性传染病病原体；对动物危害

大、对实验干扰大的病原体；主

要潜在感染和条件致病的病原体。

SPF环境



国家标准规范环境参数

物理因素

温度、相对湿度、噪声、照度（明暗

周期）风速、最小静压差、洁净度指

标：空气洁净度、最小换气次数

化学因素

NH3浓度、H2S、甲硫醚、乙硫

醇、吲哚、硫醇含氮物、含硫物

生物因素

沉降菌（病原生物）

SPF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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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大小鼠、豚鼠、地鼠 犬、猴、猫、兔、小型猪 鸡

普通环
境

屏障环
境

隔离环
境 普通环境 屏障

环境 隔离环境
屏障环
境

1 温度，℃ 18-29② 20-26 16-28 20-26 16-28

2 最大日温差，℃ — 4 — 4 4

3 相对湿度，％ 40-70

4 最小换气次数，次/h 8 15 — 8 15 — 15

5 动物笼具周边处风速，m/s ≤0.20

6 与相通房间的最小静压差，Pa — 10 50③ — 10 50 10

7 空气洁净度，级 — 7 —④ — 7 —④
7

8 沉降菌最大平均浓度，个
/0.5h.Φ90mm平皿 — 3 无检出 — 3 无检出 3

9 氨浓度指标，mg/m3 ≤14①

10 噪声，dB(A) ≤60

11
照度，lx

最低工作照度 150

12 动物照度 15-20 100-200 100-200

13 昼夜明暗交替时间，h 12/12或10/14

GB14925 -2010
SPF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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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tandard parameters SPF动物实验室环境参数标准

序号 环境参数 标准值

1 Temperature温度 22-26℃

2 Humidity湿度 40-70%

3 Air Cleanliness洁净度 ISO 7级

4 Fresh air volume新风量 满足人与动物

5 Airflow speed笼具周边气流速度 ≤ 0.20m/sec

6 Static Differential Pressure最小静压差 ≥10Pa

7 the air changes换气次数 10-15次/h

8 Noise  噪音 ≤60dB

9 Luminance values工作照度 ≥150Lx

10 Animal luminance values动物照度 ≥15-20Lx

11 airborne viable particles 沉降菌最大平均浓度 ≤3个/0.5h

12 ammonia density氨浓度 14mg/M3

SPF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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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动物流线：动物接收（检疫隔离区）→传递窗（消毒通道、动物洗浴吹

干）→洁净走廊—→动物生存区→污物走廊—→安乐死室→（无害化消毒→）

尸体暂存；

③物品流线：清洗消毒→高压灭菌器（传递窗、渡槽）→洁物储存间→洁净

走廊→动物生存区→污物走廊→（安乐死室→）（无害化消毒→）污物暂存。

①人员流线：一更→二更（风淋）→洁净走廊→动物生存区→污物走

廊→二更→淋浴（必要时）→一更；

根据设施特点，空气流向，设计操作规程，规定人流、物流、动物流、

在保证减少污染动物前提下，尽量做到不交叉、少交叉；

在操作规程中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人对物品、对动物、外界环境对物品和动物之间产生交
叉污染。

屏障环境工作工艺流程



序号 文件名称

1 实验动物中心主任岗位职责

2 质检员岗位职责

3 动物实验与观察岗位职责

4 清洗灭菌岗位职责

5 管理机构

6 动物实验签约制度

7 屏障环境运作规章制度

8 屏障环境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9 监控资料室管理制度

10 门禁卡制作与使用管理制度

11 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12 原始记录的管理

13 实验动物观察和实验报告审核签发制度

14 管理制度和操作细则文件管理制度

15 开展动物实验的工作流程

16 进出屏障环境的操作细则

序号 文件名称

17 高压灭菌器操作细则

18 各类笼具清洗灭菌细则

29 进入屏障环境物品的灭菌条件

20 饲养管理人员工作细则

21 大小鼠的留验观察

22 实验期间小鼠和大鼠饲养管理操作细则

23 麻醉药品的管理细则

24 消毒液的配制和使用细则

25 实验动物垫料库存操作细则

26 实验动物饲料库存操作细则

27 废弃实验动物、手术易耗品和动物垫料的操作细则

28 小鼠生产管理操作细则

39 大鼠生产管理操作细则

30 近交系小鼠生产岗位职责

31 实验动物饲养区清洁卫生制度

规章制度与操作规程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

是指在实验动物设施中对实验动物的饲养、繁殖、实验等的操作措施和操

作方式SOP( Standard Operation Practice)。

管理体系

动 物物 品 环 境人 员 动物物品



人员

实验人员

《实验动物
学》课程

准入考试

工作人员

饲养管理

清洁管理

灭菌管理

管理体系



饲养人员工作流程

污物仓库

管理体系



实验人员工作流程

污物仓库

安乐死 取材室

管理体系



喷雾消毒后通过传递窗（通
道）进入

可 高 压

不可高压

物品

笔、试剂、注射器等实验
物品

垫料、笼具、铁架、水瓶、
纸张、清洁巾等

高压灭菌后进入屏障

物品管理
管理体系



自 检
落下菌

送 检
活体动物

环境

环境管理
管理体系



实验动物中心统一订购来 源

尸体废弃物处理

动物

废弃物学校统一处理

饲 养

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压差、
照度、饮水质量等

重视实验动物福利

合理的空间、规范的操作

动物管理
管理体系



饲养条件-动物中心统一实现要求

全价饲料，充足的饮水，

安静的环境、舒适的光照、

温湿度、风速等环境条件。

饲养繁殖技术



影响繁殖性能的环境因素

1. 过度关心，每天观察2次及以上

2. 噪声和震动

3. 香水或化妆品的气味

4. 来自不同笼的气味

5. 巢穴

6. 光照

饲养繁殖技术



小鼠性成熟前，可以根据体重估算日龄，或根据日龄估算体重。
小鼠订购单上规格：周龄/体重缺一不可

生长曲线：以小鼠出生后以日龄为横坐线，相应体重为纵坐标，
得到不同品系小鼠的生长曲线。

饲养繁殖技术



繁殖笼：品系，亲代编号，代次，出生日期，胎数，子代性别

和数量，个体编号，个体基因型

饲养笼：品系，亲代编号，代次，出生日期，胎次，性别数量，

个体编号，个体基因型

繁育记录

饲养繁殖技术



性别鉴定

看生殖器

比较肛门与生殖突之间的距离

同品系相同日龄看体重

饲养繁殖技术



BALB/C-nu/nu 14 BALB/C-nu/nu 14 BALB/C-nu/nu 21 BALB/C-nu/nu 21

BALB/C-nu/nu 28 BALB/C-nu/nu 28 BALB/C-nu/nu 35 BALB/C-nu/nu 35

饲养繁殖技术



饲养繁殖技术



雌性8周以上，并达到标准体重；

雄性，10周以上，达到标准体重，

自然合笼

饲养繁殖技术



饲养繁殖技术



1雄1雌，长期同居

1雄2雌，合理利用雄鼠，长期同居

后宫式循环配对，最大化利用雄鼠，预产

期相近的孕鼠共同待产、育子

合笼比例

饲养繁殖技术



检栓

阴栓：动物交配后，留在雌性动物阴道内的阴栓，
是由于雄性动物的副性腺分泌物在遇空气后凝
固而成，具有阻塞精子倒流外泄的作用。

检查动物的阴栓可较准确掌握动物交配曰期。

饲养繁殖技术



饲养繁殖技术



性周期确定

From 汤家铭老师

饲养繁殖技术



血配：雌鼠产后24-48小时，甚至产后6-12小时可出现动情

期。此时雌鼠排卵并接受雄鼠交配受孕称为血配，即产后

24小时内受孕，形成产后妊娠。

血配
饲养繁殖技术



1. 雄鼠奶爸

2. 几只雌鼠共同哺育子鼠

捡栓后雄鼠隔离？雌鼠单独饲养待产？

饲养繁殖技术



剃毛行为

饲养繁殖技术



恳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