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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垫料质量控制及对动物福利的影响  方法 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 分析和综

合  结果 垫料质量及管理对实验动物福利有很大的影响 它能起到提高动物福利的作用 但是 管理

不好 也是传播疾病 损害动物福利的因素  结论 垫料的选用 处理和更换有重要意义 应严加控制

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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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料是铺垫物 相当于人的被褥 其作用是供啮齿类动物保暖 吸尿 做窝 造成松软

舒适的生活环境 垫料的质量 灭菌 更换等都将直接影响实验动物的舒适度和身体健康  

1 垫料对实验动物舒适度的影响 

松软 干爽 无异味 吸湿性强的垫料 可以使动物感觉舒适 其中 任何一个条件得

不到满足 或垫料更换不及时 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动物的舒适感 对于实验动物福利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垫料质量对实验动物健康的影响 

2.1 垫料宜无粉尘或少粉尘 如粉尘较多 动物活动时 粉尘就会四处飞扬 动物易患

呼吸道和皮肤疾病  

2.2 如垫料含有芳香类 挥发类 酚类等化学物质 这些物质能对动物健康带来危害

有报导说 雪松制成的垫料 因其散发的芳香烃类物质可诱发肝脏微粒体酶类和细胞毒性

并增加癌症的发病率  

2.3 如果垫料原材料受到严重的化学污染或被有毒有害物质 微生物 寄生虫污染过

动物感染疾病的机率大大增加  

3 垫料的选择 

实验动物的垫料是一种可控制的环境因素 控制好 可以保证实验的结果 控制不好

产生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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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控制垫料的第一步是垫料的选择 

实验动物垫料材质宜选用质的松软 吸湿性强 无异味 不含重金属及芳香类 挥发性 

物质 未被有毒有害物质 微生物 寄生虫污染 无变质 腐败 霉变的原材料制作  

 3.2 不宜使用下列原材料制作实验动物垫料 

a) 含有芳香类 挥发性物质的植物 如松木等  

b) 污染源附近生长的植物 如冶炼厂 化工厂 农药厂 水泥厂 石油加工厂附近或

被污染的沟溪附近生长的植物  

c) 变质 腐朽 霉变 虫蛀的原料  

d) 有印刷字迹的废纸  

 3.3 垫料中有毒 有害物质控制指标 

垫料中有毒 有害物质控制指标见表1 

表1 垫料中有毒 有害物质控制指标表 

有毒 有害物质 
控制指标 

mg/Kg  
有毒 有害物质 

控制指标 

mg/Kg  

汞 0.03 马拉硫磷 4 

砷 0.6 对硫磷 0.2 

铅 <0.2 甲料磷 0.03 

黄曲霉素B1 0.006 杀螟硫磷 0.5 

六氯化苯 666  0.4 信硫磷 0.06 

滴滴涕 DDT  0.2   

 

4 垫料的处理 

为避免垫料对实验动物健康产生影响 垫料使用前 必须进行相应的处理 处理的目的

主要是杀灭垫料中的微生物 寄生虫  

4.1 灭菌方法 

常用方法主要是高温 高压灭菌法和射线照射灭菌法 最近 一种新的消毒技术 即光

触媒技术在各领域中被广泛应用 但是否适用于垫料的灭菌 尚有待进行实验和总结  

a) 高温 高压灭菌 温度 120 压力 15磅 保温 保压时间 30min  

b) 射线照射灭菌法 宜采用Co
60
射线 照射强度 20kgy 25k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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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垫料中微生物控制指标 

经过灭菌的垫料 其微生物控制指标应达到表2所列的指标  

表2 垫料中微生物控制指标表 

微生物 
控制指标 

 
微生物 

控制指标 

 

细菌总个数 个 克  5 10
2
 大肠杆菌 个 克  5 10

2
 

霉菌数 个 克  5 10
4
 沙门氏菌  

 

5 垫料的管理 

垫料是一把双刃剑 用好了 它能起到保护动物 提高动物福利的作用 管理不好 它

的潜在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5.1 及时更换垫料 在使用过程中 如果更换不及时 垫料就成了微生物 寄生虫的滋

生地 也是动物排泄物分解 发酵的 温床 所以 在使用过程中 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及

时予以更换 以保持垫料的干燥 清洁 无污染 让动物舒适地生活  

5.2 垫料应有科学 可靠的保质期 超过保质期限的垫料 应再次灭菌处理后才可使用  

5.3 垫料存储期间 应严防野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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