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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实验动物 

科学研究用途——专门培育供实验用 

       药品、生物制品、农药、食品、添加剂、化工

产品、化妆品、航天、放射性和军工产品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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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领域 ？ 人 动物 

实验动物伦理 

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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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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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 

 

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 

为什么会出现伦理问题？ 



实验动物伦理 What 
实验动物伦理 

     各种医学杂志上大量的实验报告所采用的动物实验的方法有

：加速、攻击、窒息、致盲、烧灼、离心、挤压、震荡、拥挤、

砸碎、药物试验、实验性神经症 、冷冻、加热、出血、击打后

腿、制动、隔离、复合伤、捕杀、蛋白质缺乏、惩罚、照射、饥

饿、休克、脊髓损伤、应激或压力和干渴，还有很多。      

                                引自彼得·辛格《动物解放》 

         动物实验的残酷性在于，不仅动物几乎全都被处

死，而且造成很多动物极为严重乃至难以忍受的躯体

和精神上的急性或慢性折磨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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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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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伦理问题？ 

伦理 
道德 

动物实验 
残忍 

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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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动物实验的必要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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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从单纯的医学研究来看，至少人类到现在还

没有找到完全替代动物实验的方式来解决自身面

对的疾病困扰。 

      “活的试剂” 、“活的精密仪器” 



Why 
动物实验的必要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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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依据： 

        人类与其他高等动物在生命

本质上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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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前进离不开实验动物与动物试验 

         据美国《时代》杂志报道，纵观人类宇航事业过去50年历史，虽然

人类宇航史上人类的智慧是主导，但是动物对于太空飞行实验也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从1957年，前苏联一只名叫“莱卡”的实验狗

成为第一个活着的太空动物以来，经过多次成功太空动物实验，最终

实现了载人太空飞行。  



Why 
动物实验的必要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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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试验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动物试验在揭

开生命本质及其起源之谜、保证人体健康及满足

人类生活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动物试验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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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感的需要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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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验自身对动物存在一定伤害 
 

 
 

 

       1985年，这只猴子被动物解放阵线(ALF)从加州大学河边

市实验室救出来，他的眼睑被缝合，头部装上声纳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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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感的需要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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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验自身对动物存在一定伤害 
 

 
 

 

        为了测试灼伤的结果，这只狗被“活烤”，发生在美国辛

辛纳提市的圣堂医院。 



Why 
道德情感的需要 实验动物伦理 

2015/11/26 Thursday 14 

动物实验自身对动物存在一定伤害 
 

 
 

 

        这只狗的脚被实验者用铁锤“有计划地”锤打，以用来观

察其所导致的心理压迫。在实验过程中或结束后，这只狗没

有任何麻醉，也没有任何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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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片中，比人类具有更高智能的生命把人类作为

实验品——人类的灾难日，然而幸运的是此时总会有

人类的英雄出现，拯救人类。问题是如今人类的动物

实验是否也是一种高等智能生命对相对低等生物物种

的侵害和残杀呢? 谁来拯救它们呢? 人类受到伤害极

度渴盼救助时的心理与我们对其他物种侵害和残杀时

的心态能够协调统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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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的保证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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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境 

食物饮水 
光照噪音 

温湿度 

居住环境 

疾病 

人为的虐待 

稳态 应激状态 

在处于应激状态下的动物身上实施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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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的保证 实验动物伦理 

2015/11/26 Thursday 17 

   如果动物在屠宰

过程中受到较大刺激，

高度紧张状态，产生

严重的应激反应，分

泌出大量肾上腺素等

激素和毒素，人食用

了这样的肉品，则会

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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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的保证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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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境 

稳态 应激状态 

   保证动物福利，不仅是动物自身的需要, 也是保

证实验结果科学、可靠、准确、可信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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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障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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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年，英国《马丁法》（Martin Act）获得上下两院通过—

—动物福利保护里程碑。 

       1850年，法国通过了反虐待动物法律。与此同时，爱尔兰、

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家相继也通过了反虐待动物

法律。 

       1866年，美国成立了“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并迅速通过了

《反虐待动物法案》。1966年颁布了的《动物福利法》，经过

1970、1976、1985、1990年的修订和增加条款，不断地完善

。 



How 
法律保障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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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开始以后，随着动物越来越多地用于生物医学研

究的实验中，实验动物的福利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各个国

家相关的法律和条款相继颁布。有关实验动物福利的主要内容

大多包括在相关动物福利法中，有些国家也专门颁布了单行法

，专门用于保障生物医学研究中实验动物的福利。 

1876年英国颁布了全世界第一部与动物实验有关的法律《防止虐待动物法》，

以后又颁布了《实验动物保护法》、《狗的繁殖法案》等； 

德国1972年制定了动物福利法（Animal Welfare Act），1998年修订； 

荷兰1977年制定了动物实验法（Experiment on Animals Act），1997年重新

修订； 

日本1973年制定了动物保护管理法，于1999年将此法改为动物爱护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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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障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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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在1966年颁布了《动物福利法》后，1985年又颁布了《改善实验动

物标准法》、《卫生研究扩展法》，将实验动物条例扩展到动物范围并将其修改为

动物福利条例。1978 年12 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颁布了GLP规范。目前, 

美国制定了各种法律、法规和制度，建立了一系列实验动物科学的组织机构，颁布

的实验动物的法律法规促进了实验动物科学的发展。 

1988 年以来，我国先后制订并发布了《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实验动物质量管理

办法》《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其核心是保证实验动物

的质量以及实验动物生产设施、动物实验设施的质量，最终保障动物实验结果的准

确可靠。2002年，对《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补充。在重新修订补充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中，增加了实验动物福利这一章节，它体现出了科技界从科

学发展的角度关注实验动物福利与科学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实验动物福利的提

高对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也是中国人文发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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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遵循标准和原则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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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福利的基本出发点： 

    让动物在康乐的状态下生存或在无痛苦的状态下死亡 

         考林斯伯在《动物福利》一书中列出动物福利主要原

则为五大自由（身体和精神），即： 

 不受饥渴的自由——生理福利 

 生活舒适的自由——环境福利 

 不受痛苦伤害、疾病折磨的自由——卫生福利 

 表达天性的自由——行为福利 

 无恐惧、悲伤的自由——心理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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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标准和原则 实验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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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英国的动物学家W.M.S.Russell和微生物学

家R.L.Burch出版了《人道主义实验技术原理》 （《

PRINCIPLES OF HUMANE EXPERIMENTAL 

TECHNIQUE》）一书，首次完整提出科学研究中动物实

验的3Rs原则： 

 替代(Replacement) 

 减少(Reduction)  

 优化(Refinement)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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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Replacement) 

          是指使用没有知觉的实验材料代替活体动物，或使

用低等动物替代高等动物进行试验，并获得相同实验效

果的科学方法。 

             替代物：化学物质、生物材料、动植物细胞、组织、器官，计

算机模拟程序等，低等替代高等(如转基因小鼠替代猴，进行脊髓灰

质炎减毒活疫苗的生物活性检测等) 

             替代方法：如用分子生物学方法，代替动物实验来鉴定致癌物

或遗传毒性的遗传毒理学体外实验方法等 

 

果蝇 线虫 

斑马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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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Replacement) 

        对于某种替代方法的认可也应考虑如下方面： 

 所使用的替代方法是否具有相关的生物学参数 

 所进行的实验是否在不同实验室具有相同的条件 

 方法是否精确，在实际的生命过程中是否能可靠地重复 

 所使用的替代方法安全性如何 

        也面临风险——反应停 
弗朗西丝·奥尔德姆·凯尔西（Frances Oldham Kel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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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Reduction)  

          是指在科学研究中，在动物实验时，使用较少量的

动物获取同样多的试验数据或使用一定数量的动物能获

得更多的试验数据的科学方法，减少的目的不仅仅是降

低成本，而是在用最少的动物达到所需要的目的，同时

也是对动物的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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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Reduction)  

方法： 

 实验方案的合理设计和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 

 替代方法的使用； 

 动物的选择：使用高质量的实验动物；遗传角度； 

 动物的重复使用； 

 充分利用已有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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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Refinement) 

          是指在必须使用动物进行有关实验时，要尽量减少

非人道程序对动物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可通过改进和完

善实验程序，避免、减少或减轻给动物造成的疼痛和不

安，或为动物提供适宜的生活条件，以保证动物的健康

和康乐，保证动物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提高实验动物福

利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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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Refinement) 

主要内容包括： 

          实验方案设计和实验指标选定的优化，如选用合适的实验动

物种类及品系、年龄、性别、规格、质量标准，采用适当的分组

方法，选择科学、可靠的检测技术指标等 

          实验技术和实验条件的优化，如麻醉技术，遥测的采用，实

验操作技术的掌握和熟练，实验环境的适宜等。比如饲养猴子，

一个猴笼里至少两只猴子，以满足猴子的社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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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Rs原则的提出和应用，是在不影响实验要求和实验结

果的基础上，不能过分强调。 

        5R原则，即Replacement、Reduction、Refinement、

Responsibility、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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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标准都有了，如何实施？——委员会和认证 

          在从事科学研究人员和非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之间进行这种伦理学对话

的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个伦理学委员会如像“动物实验委员会（AECs）”或“

动物饲养和使用委员会（ACUCs）”。这种委员会的成员需要在指导伦理学

对话方面有一定的经验。 

 严格执行有关实验动物管理工作的政策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 

 开展交流，宣传管理法规，介绍学科新发展； 

 负责动物实验方案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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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建立符合动物实验的必要科学质量标准了吗？ 

 动物试验计划是否有的科学根据、意义和必要性？ 

 实验中用的动物预计会有痛苦和有害的作用吗？是否有防范措施？有

害作用的评估应该包括有害的程度、持续时间长短和频次。 

 有替代，减少或优化动物实验的可能吗？ 

 动物实验的重要性的程度如何？是非常重要还是仅有点重要；还是实

际或仅为可能重要？ 

 动物实验的重要意义将能补偿动物遭受的有害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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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美国成立了动物饲养管理小组(Animal Care Panel) ，

1967 改名为美国实验动物学学会(AALAS)；1961 年美国实验动物医

学学会(ACLAM) 成立。 

          1965 年美国实验动物饲养管理认可协会(AAALAC)成立，该协会

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提倡在科学研究中进行高质量的动物研究

并人道地对待动物。该协会的认证委员会依据广为接受的国际准则，

如《实验动物照顾和使用指南》对各个要求评估单位的动物使用、管

理及设施进行检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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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 

 提供适合的足够的食物和水以及进行精心的照顾； 

 合适的自然环境和动物生存环境，饲养密度及单位面积的实验动物数

量要适中，并每日检查； 

 有表现其正常行为方式的机会； 

 由合适人员观察实验动物的安乐和健康状态应该，以防止疼痛或可避

免的痛苦、不适或持续伤害； 

 确保尽可能快地消除所发现的任何缺陷或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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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验 

 实验在设计时要遵循“3Rs”原则，优化实验方案，减少实验动物的数量； 

 不进行没有必要的动物实验，任何动物实验都要有正当的理由和有价值的目的； 

 善待实验动物，不随意使动物痛苦，尽量减少刺激强度和缩短实验时间； 

 实验过程中应给予动物镇静、麻醉剂以减轻和消除动物的痛苦，发现不能缓解时,要迅速

采用人道主义可接受的“安乐死”； 

 对于可能引起动物痛苦和危害的实验操作，应小心进行，不得粗暴； 

 凡需对动物进行禁食和禁水试验的研究，只能在短时间内进行，不得危害动物的健康； 

 对清醒的动物应进行一定的安抚，以减轻它们的恐惧和不良反应； 

 实验外科手术中应积极落实实验动物的急救措施，对术后或需淘汰的实验动物实施“安

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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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尾静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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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意见 
“It should be clear if the study was evaluated and approved by an Ethics Committee” 

法律——待完善 

 福利规范化 

 动物实验操作细则 

 管理模式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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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义务及时了解国际上相关学科的信息和新的进展，互相

交流经验，开展科研合作，避免不必要的动物实验； 

 有责任和义务阐述动物试验的数学模型的科学性和使用性

，促进这类模型的科学认可和推广。 

  充分利用研究知识，促进新的检测方法和实验技术的发展

，使实验动物所遭受的损害减至最低限度。这些包括发展

改进实验方法，比如使用替代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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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怎样实践实验动物伦理？ 
how 

实验动物 

伦理 

两者的平衡点 

法律保障 

遵循标准和原则 

委员会及认证 

现实问题及与国外差距 

实验动物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动物实验的必要 

道德情感的需要 

实验结果的保证 



          未来，科学工作者将以科学的方法和手

段，合理地进行动物试验，并本着理性和人

道的态度对待实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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