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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仁慈终点及安乐死作为 )J准则中.优化/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已形成了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

还需要在相关法规’标准方面进一步完善+ 本文通过介绍国外有关人道终点及安乐死的主要指南’法规(为我国有

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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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J@#B&!!文献标识码% Z!!文章编号% "##?@?"’%!&#"%"#&a##’&a#(

’>C%"#4)%?%;]41**24"##?a?"’%4&#"%4#&4#"(

!!体现.替代’减少’优化/的 )J准则是当今国际
上开展动物试验普遍遵循的动物福利原则 , "- + .替
代原则/指使用其他方法而不用动物进行科学研
究(或使用没有知觉的试验材料替代以往使用神志
清醒’活的脊椎动物进行试验).减少原则/指减少
动物用量获取同样多的试验数据或使用一定数量的
动物获得更多试验数据的方法).优化原则/指通过
改进或完善实验程序(减轻或减少给动物造成与实
验目的无关的疼痛和不安 , "a&- + 目前(.优化/原则
主要体现在应用仁慈终点并仁慈处死动物!即安乐
死" , )- + 因此(国际上将仁慈终点及安乐死作为一
种优化策略(用来减轻动物在实验期间遭受的疼痛
和痛苦 , (- +

实际工作中如何正确实施仁慈终点及安乐死是
实现.优化/原则的重要步骤+ 本文主要介绍国际
上实验动物仁慈终点及仁慈处死动物的相关指南’

法规实践现状(为业界同仁及我国相关法规’标准的
完善提供参考+

/K国际及区域组织

/N/K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UML321c39162 P6MO5626715

56a6:OM39162 32, ,OXOI6:7O29( UNAK"于 &### 年发
布的#应用临床体征识别’评估安全性评价中动物
实验仁慈终点的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适用于所有
毒理学动物试验中使用的哺乳动物+ 指南详细叙述
了识别动物疼痛和痛苦的方法’仁慈处死动物需要
依据的毒性表现及仁慈处死动物的方法 , B- + 优化
原则在该文件中得到了明确且充分的体现(在国际
范围内具有至高的权威性 , )- +

#指南$提出%仁慈处死动物需要根据动物正在
承受疼痛和痛苦的程度来决定+ 观察者应熟悉动物
正常和异常表现(要有能力来识别动物的毒性表现+

对试验中的动物每天进行一次一般观察(至少一周
一次进行详细检查(出现毒性表现后可增加观察次
数+ #指南$中对动物是否在承受疼痛和痛苦的观
察指标及动物正在承受疼痛和痛苦的表现进行了详
细说明+ 濒死和临近死亡的动物和正在遭受严重疼
痛和痛苦的动物应进行安乐死+ 急性毒性试验中动
物健康产生快速改变’重复染毒试验中动物毒性表
现进行性加重时均应考虑是否对动物进行安乐死+

仁慈处死动物的方法即安乐死(是指处死动物
时尽可能减少动物的疼痛和痛苦+ #指南$主要介
绍了物理学方法’注射法’吸入法’混合法等+ 物理
学方法需要较高的技术熟练程度(鱼类和两栖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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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处死时一般选择物理方法(体质量小于 "B# L的
啮齿类动物可采用颈椎脱臼法)犬’猫’猪’猴等大型
动物处死时一般选择注射法)大鼠’小鼠和其他小型
啮齿类动物一般选择二氧化碳吸入法+
/N5K欧盟
/N5N/!ND= "&)%欧盟#用于实验及其他科学目的的
脊椎动物保护欧洲公约$ !NYM6:O32 A62XO29162 P6M
98O FM69O59162 6P eOM9O[M39O G2173I* Y*O, P6M
N/:OM17O293I32, 698OM=51O291P15FYM:6*O*"第 B 款的
补充说明 !G::O2,1/GaRY1,OI12O*P6M355676,39162
32, 53MO6P32173I*"(对动物的安乐死提出了要求%
所有处死动物的人道方法均需要有一定专业技能的
人员施行(而这些专业技能只能通过适当培训获得+
处死动物所采用的方法宜遵循欧洲委员会关于实验
动物施行安死术推荐意见中规定的原则!第 " 部分
和第 & 部分"+ 深度昏迷的动物可采用放血法处
死(但在未实施麻醉的情况下(不宜使用在失去知觉
前造成肌肉麻痹的药物方法’产生箭毒样作用的药
物方法(以及电流不通过大脑的电击法+ 动物处置
只有在确认动物死亡后才可施行+
/N5N5!欧盟 &#"#;?);NT%欧盟 &’ 国于 &#") 年 "
月 " 日起实施新的保护试验用动物指令(该法规承
认目前仍需要使用动物进行试验的现状(并把仁慈
终点提上了法律层面+ 新指令第 " 条就明确了 )J
原则(指出应确保优化的原则并不局限于指导科学
实验(还应运用于动物的照料’护理’饮食和繁殖
过程 , ?- +

指令禁止动物遭受非常严重的疼痛和痛苦(在
条款 &) 第 ") 条中规定.尽可能避免以死亡作为试
验终点(以更早期和仁慈的终点取代/(第 "B 条规
定.如果涉及到可能是长期的而不能缓解的剧烈疼
痛’痛苦或不适(成员国应确保该项目不被执行/(
并在附件八中列出了试验程序中动物痛苦严重程度
分类+ 第 ? 条规定了强制性人道处死动物的内容(
并在附件四中列出了不同实验动物进行仁慈处死的
具体指南 , ’- +

5K其他国家

5N/K美国
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实验动物饲养管理和

使用指南!第八版"$对动物仁慈终点判定及安乐死
的时机’方法选择’评价都做了详细介绍+ 明确指出

在某些实验临近实验终点时(若动物即将遭受无法
减轻的剧痛和不适’甚至是死亡时(可采用仁慈终点
代替实验终点 , $- +

仁慈终点的判定需要衡量模型’动物种类’动物
健康状况’实验目的’机构政策和法规要求等多种要
素+ 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人员应该熟悉动物的行
为’生理’生化方面的健康特征(才可辨识不同动物
对疼痛的临床症状(如悲鸣’消沉’行为异常’外貌动
作异常’懒怠不动等+ 通常情况下认为引起人类疼
痛的手术也会引起动物疼痛+

实验方案中应该包括执行安乐死的标准(比如
身体或行为缺陷等级’肿瘤大小等+ 当实验结束(镇
静剂’止痛剂及其他方法无法减轻实验动物疼痛忧
虑时(才能进行安乐死+ 执行安乐死时药剂和方法
的选择取决于动物种类和实验目的+ 一般来说(吸
入性或非吸入性安乐死药剂优于物理安乐死!如颈
椎脱臼法’斩首’穿透式击杆法"+ 评价安乐死方法
是否妥当(应该考虑几方面%使动物在无痛苦’无焦
虑或短暂痛苦的状态下失去意识或死亡的能力)可
靠性)不可逆性)引导动物丧失意识的时间)种类和
年龄限制)与研究目标一致性)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
对他们情绪的影响+
5N5K加拿大

"%%$ 年加拿大动物保护协会 !AAGA"发布了
#研究’教学和检测中选择实验动物仁慈终点指
南$(为用于生物医学研究’教学及试验中动物疼痛
及痛苦终点的选择进行规范(并指出动物使用的优
化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不断寻找更为人道的动物
实验终点将动物使用过程中其经历的痛苦最
小化 , %- +

指南主要对如何确定仁慈终点进行了详细介
绍(并对啮齿类动物单克隆抗体制备’癌症研究’毒
理学研究和毒性测试’疼痛研究’传染病研究’疫苗
试验等研究中仁慈终点的确定给予指导意见+ 指南
给出了选择合适仁慈终点的推荐程序%使用评分法
对动物身体状况进行评估(所得分数意味着动物偏
离正常状态的程度(可看作为是动物疼痛和痛苦的
增加+

试验过程中的动物会随着不适’疼痛和痛苦的
程度表现出异常(因此在实验前应熟知动物的行为
特性+ 根据研究内容制定观察指标对动物状况进行
评分可为仁慈终点的判定提供客观参考(以此来建
立动物疼痛评估方法+ 评估动物身体状况主要有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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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分别为体质量变化’外部体征表现’心率和
呼吸频率等临床指标’非诱导行为的变化及外部刺
激的行为反应+ 除这些行为和生理指标外(儿茶酚
胺’皮质激素’催乳素’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等
血液生化指标也可用来衡量动物的压力和痛苦+ 确
定观测指标后(对部分重要指标还需要进行选择和
优化+ 例如当某种特殊疾病或在有毒情况下动物状
况发生恶化时(低温也可能成为动物情况恶化的重
要指标%流感病毒感染小鼠体温的降低!低于)& g"
预示着它们的死亡)细菌感染的小鼠体温低于 )( g
的低温预示着死亡+ 在大鼠关节炎模型中(抓挠次
数的增加是关节炎发展最显著的行为改变(表明其
存在慢性疼痛+ 在一些医学试验中(当不明确动物
对处理产生的效应时(使用少数动物进行预实验来
确定动物表现(有助于确定观测指标及频率+

3K中国

动物福利的 )J原则首次出现在 "%%’ 年#关于
.九五/期间实验动物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中 , "#- +
为适应国际上动物福利的发展趋势(&##? 年科技部
发布了#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明确指
出.善待实验动物/就是倡导 )J原则+

国家标准!RZ;D&’("?*&#"(" #实验动物机构
质量和能力的通用要求$第七章中(有 B 个条款和 ?
个条款对安乐死术和人道终点的实施提出了要求+
强化了实验动物人道终点和安乐死术的重要性(在
组织机构设置’工作内容安排’工作程序运作’基本
原则的把握等方面为实验动物机构的良好运作提供
了制度上的保证+ 相对而言(该标准提出的要求还
是概略性的’原则性的(内容还不够具体细化(对于
评价的内容以及如何评价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和建
议+ 对于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难以给出具体
的指导(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人为裁定(不利于
管理实施+ 若要对具体的实验动物福利工作进行指
导(这两部分内容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以利于
实际工作的开展和持续评估+

2K展望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验动物仁慈终点及安乐死的
实施方面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其相比(我
国在法规标准体系建立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

尽快补充和完善+
当前我国实验动物服务业正在快速融入全球经

济发展的步伐中(动物福利相关法规’标准都应尽快
完善(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动物福利审查’实施’评
价制度+ 同国外相关人道处死动物的法律法规相
比(现阶段我国在实验动物安乐死依据及方法相关
内容的起草处于起步阶段+ 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制定
内容(细化相关条文并加强可操作性(为解决实际工
作中的问题提供指导+

值得注意的是(实验动物福利相关法律是一把
双刃剑(完备的法律法规可以增强我国实验动物产
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反之则会增加不必要的
负担 , ""- + 因此制订工作必须根据我国生物医学研
究方面的国情因地制宜+ 完善的法规内容将有助于
实验动物福利工作的开展和评估(对于加强我国实
验动物的福利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提高认
可结果的公信力(促进政府部门对认可结果的采信)
加快实验动物机构认可制度认可结果的国家间互
认(继而实现国际间互认的步伐)突破实验动物相关
技术性国际贸易壁垒(加快实验动物相关科研和产
业的国际化交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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