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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本标准按照 GB/T1.⒈-2009给出的规则起革。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中 国舍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

心、北京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青岛海华生

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革人 :史 光华、吕龙宝、颜如、高诚、魏晓锋、刘晓宇、朱德生、段润石、卢选成、多曙光、

郑振辉、周永运、邵奇呜、张晓迪、赵玲、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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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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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实验动物机构认可制度和实验动物许可证制度 ,对实验动物的标识系统都提出了不同程度
的要求。由于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技术规范指导实验动物机构使用标识 ,以 至于标识没有发挥出其应
有的作用和效果。实验动物机构标识系统也是实验动物质量和福利伦理可追溯性系统一项重要内容 ,

可为实验动物机构的信息化管理创逡

本标准旨在规范统一相关 求的有机统一 ,对部分标识不作
详细的硬性规定 ,标准提

本标准建议实验
颁布的通用标识等。

引 亠一一口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国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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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机构标识系统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机构相关标识的要求 ,包括实验动物标识、饲养管理标识、动物
设施设各标识、职业健康与安全标识系统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认可机构对实验动物机构标识管理的评价 ,也 适用于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机构对标
识的使用和管理。本标准可供实验动物管理部门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仵 ,仅 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2893— 2oo8 安全色

GB2894 安全标志及英使用导则

GB/T12905-⒛ oO 条码术语

GB/T15566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没置原则与要求
GB/T169o2.2 设备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2部分 :箭头的形式和使用
GB/T18284-2ooo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20563-2oo6 动物射频识别 代码结构
GB/T27416-2o14 实验动物机构 质量和能力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验动物 Iaboratory animaI

按相关标准专门培育和饲养的旨在用于实验或用于其他科学 目的的动物。
[GB/T27亻 I6 —⒛ 1犭∴,定义 3,2冂

3,2

动物实验 animal αperiment

任何为了可接受的目的而使用动物进行的实验 ,这一过程 i可 能造成动物疼痛、痛苦、苦恼、持久性损
伤、受孕、生育等。

EGB/T27416-2o14,定 义 3.1J

3.3

标识系统 identificatit|11wstem

综合解决信息传递 、识划 、辨别和形象传递等功能的整体解决方案 。
3,4

动物标识系统 animal记 entification wstem

通过对动物个体或群体进行标识 ,对 动物 的饲养 、管理 、运输 、使用 等各个环节 的相关信息进行 汜

1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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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从而对动物质量、动物福利等进行有效追踪与溯源。

3.5

QR码 (或 二维码 ) QR code(Qu:ck Response code)或 twc,-dimensionaI code

一种矩阵式二维码 ,由 正方形模块排列于正方形 图形 中 ,包 括位于符号 的二个角 的唯一 的定位 图

形 ,它 可帮助确定符 号的位置 、尺寸和倾斜度 。

EGB/T18284— 2000彐

注 1:QR码 的尺寸范围较大 ,并且提供 4级纠错。

注 2:其摸块宽度由用户根捃应用的条件确定。

射频识别技术 radio

利用感应、无线电波 数据交换 囹的的 自动识别

技术。

EGB/T205

条码

由一

EGB/

实 验

4.1 按照

4.1.1 实验

体信息。

载实验动物个

4.1,2 饲养管理 利有哀接影响的活

动 ,包括动物饲养、使 能的整体解决方案。

4.1.3 设施设各标识系统 : 常、维修、停用、保养等。

4.1.4 职 xl,健 康与安全标识系 、合同工 )、 外来人员和其他人员

与职业相关的健康与安全标识,包括物理羽冱瓣 物危害防护、火灾和逃生平而图等 ,通常由

图形符号、安全色、几何形状 (边框)或文字等构成。

4,2 按照要求划分

4.2,1 禁止标识 :禁止不安佥行为和导致对机构、工作人贝、动物及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图形标识和文

字 ,常用的有禁止吸烟、禁止明火、禁止饮食、禁止触碰等。

4.2.2 警示标识 :提醒人们对周围环境引起注意 ,以 避免可能发生危险的图形标识 ,如 警示线、警示语

等标识。警示线是界定和分隔危险区域的标识 ,分为红色、黄色和绿色 3种 。按照需要 ,辔示线可喷涂

于地面或制成色带设置。警示语是 一组表示禁止、警告、指令、提示或捕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的词语。

警示语可单独使用 ,也 刂与图形标识组合使用。

4‘2,3 指令标识 :强 制人们必须做出某种动作或采用防范措施的图形标识 ,其基本形状是圆形边框 ,常

川的指令标识有必须穿防护服、必须戴防护手套络。

2

条

由

E
G

耀

统

f
噙

工作场所内员工 (

05——

识系统

解决实验动物机构内进行的所有对

关的信息传递、识别 、辨别

统 :对实验动物个体或群体进行标记 ,用 于证明实验

3.8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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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提示标识 :向人们提供某种信息 (如 标明安全设施或场所等 )的 图形标识 ,提示标识的基本形状
是正方形边框 ,常用的提示标识有紧急出口、疏散通道方向、灭火器、火警电话等。

5 实验动物标谀系统要求

5.1 动物标识内容

动物标识反映的信息应与其生产和使用的活动要求相匹配 ,标识内容应包含足够的信息量 ,能有效
记载相关资料和信息。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a) 生产机构宜包括动物来源、动物品种、品系、等级、年龄、免疫状态、交配 日期、产仔 日期、产仔
数、哺乳数、离乳数、离乳 日期等 ;

b) 使用机构宜包括动物来源、动物品种、晶系、等级、年龄、购买 日期、免疫状况、研究者姓名、联系
方式、实验或使用 目的(项 目/课题名称)等 ;

c) 其他机构可采用条款 0和条款 b)所列内容 ,但不限于这些内容。

5,2 动物标识方法

5.2,1 动物标识可通过动物身体直接标记或对动物生活的小环境标识来实现。
5.2,2 标识方法应简便、有效 ,具有唯一性 ,易 于识别和记载 ,便于信息化管理。
5.2,3 常用的标识方法包括卡片法、刺墨法、耳标法、佩戴项圈、剪毛法、染色法、纹身 (包括尾部 )、 截耳
法、条形码、二维码(QR码 )、 标签、微芯片标记、用标记笔直接在实验动物身上做标记等方法。参见附
录 A、 附录 B、 附录 C。

5,2,4 标识方法的选用应充分考虑动物福利 ,并结合动物品种、特点、饲养或实验要求来确定。

5.3 动物运输标识

5,3,1 标识内容

动物运输的标识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a) 出售单位名称 (含许可证号和质量合格证号 )、 网址 (如有 )、 地址 、邮编、电话、传真、发货单号 ;

注:发货尊号通常三联,第一联出售单位留存、第二联出售单位收执、笫三联购买单位留存。
b) 购买单位、地址、邮编、联系人 、联系方式 ;

c) 动物品种品系、年龄、等级、数量、性别 ;

d) 注意事项等信息。

5.3.2 标识方法

标识可以是条形码 、二维码(QR码 )、 RFID,也 可以采用不干胶、防水贴纸直接粘贴在笼具上或其
他方法。相关的信息可以附件形式或以邮件方式提供。涉及具有攻击性或潜在危险的动物应悬挂警示
标识。

6 饲养管理标识系统要求

6.1 标识内容

6.1.1 饲料、垫料及相关用品应标识来源、生产信息和保存条件等内容 ,具体包含 :

a) 消毒剂应有名称、浓度、配置人 、配置 日期和失效 日期等内容 ;

b) 清沽用品的标识应适用以避兔混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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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并有显示其流向的同色箭头。

8 职业健康与安全标识系统要求

8,1 标识设置的原则

8.1,1 应遵循
“
安全、醒 目、便利、协调

”
的原则。

8,1.2 标识设置后 ,不应有造成人体任何伤害的潜在危险。

8.l。3 周围环境有某种不安全的因素而需要用标识加以提醒时 ,应 没置相关标识。

8,1,4 标识应设于最易显示处。标识应具有足够的尺寸 ,并确保其与背景问具有明显的对比度。

8.1.5 导向标识和提示标识需结合使用 ,在远离 目标时使用导向标识 ,在 目标位置处使用提示标识。

8.习 .6 标识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要 根据周围环境因素选择标识的制作材质及设置方式。

8,2 标识内容

8.2.1 应清楚标示出具体的危险材料、危害性质等 ,包括生物危害、等级 ,化 学有毒有害、腐蚀性 ,辐 射
(同 位素和电离 )、 刺伤、电击、易燃 、易爆、高温、低温、强光、振动、噪芦、动物咬伤、抓伤 、摔伤、砸伤等 ;需

要时 ,应 同时提示必要的防护擗施 。要识别不同的Πi作场所具有不同的风险、不同的防护要求。

8.2.2 如果涉及病原微生物 ,在 工作场所处应有标识 ,明 确说明生物防护级别 、操作的致病性生物因

子、负责人姓名、紧急联络方式和国际通用的生物危险符号 ;适用时 ,应 同时注明其他危险。

8.2.3 如果涉及化学性危害 ,应标识危害性质 ,如 易燃、易爆、腐蚀、辐射等。

8.2.4 如果涉及物理性危害 ,应标识危害种类 ,如 电离辐射、电击、震动、噪声等。

8.3 标识要求

8.3.1 便于视读

具体要求如下 :

a) 标识的偏移距离应尽 i刂 能小 ,应放在最佳视觉角度范围内 ;

b) 标识的正面或其邻近不得有妨碍人们视读的固定障碍物 ,并尽量避免经常被其他临时性物体

所遮挡 ;

c) 标识通常不设在可移动的物体上 (除非是用∫该物品的标识 );

d) 应将标识设在明亮的地方。如在应设置标识的位置附近无法找到明亮地点 ,则 应考虑增加辅

助光源或使用灯箱。用各种材料制成的带有规定颜色的标识经光源照射后 ,标识的颜色仍应

符合有关颜色的规定 ;

e) 设肯禁止标识时 ,标识中的否定直杠应与水平线成 45°夹角。

8,3.2 设置位置

具体要求如下 :

a) 导向标识应设在便于人们选择 目标方向的地点 ,并按通向目标的最佳路线布置。如果 目标较

远 ,可适当问隔重复设置 ,在分岔处均应重复设置标识。如果导向标识中的图形标识含有方向

性 ,则其方向应与箭头所指方向一致 ;

b) 提示标识应设在紧靠所 说明的没施 的上方或侧而 ,或 足以引起公众注意的与该设施邻近的

部位 ;

c) 局部信息标识应设在所要说明(禁 止、警示、指令)的 没备处或场所附近醒 目位置。局部佶息标

识的设置尚度可据具体场所的客观情况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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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标识布置

8.3.3.1 图形标识除单独使用外 ,通常与其他图形标识、箭头或文字共同显示在一块标识牌上 ,或 多个

单一图形标识牌、方向辅助标识牌组合显示。图形标识、箭头、文字等倌息一般横向布置 ,亦可根据具体

情况纵向布置。

8,3.3.2 图形标识之间的间隔和设置应符合 GB2893~⒛ 08、 GB2894和 GB/T15566。

8.3,3,3 导向标识的布置应符合如下要求 :

o 标识中的箭头应按 GB/T16902· 2中规定的形式 ,箭 头的方向不应指向图形标识。箭头的宽

度不应超过图形标识尺寸的 0.6倍 。箭杆长度可视具体情况加长 ;

b) 标识中的箭头可带有正方形边框 ,也可无该边框。无边框时 ,箭 头的位置可按有边框时的位置

确定 ;

o 标识横向布置 :箭头指左向(含左上、左下 ),图 形标识应位于右方 ;箭 头指右向(含右上、右下 ),

图形标识应位于左方 ;箭 头指上向或下向 ,图形标识一般位于右方 ;

d) 标识纵向布置 :箭头指下向(含 左下、右下)时 ,图 形标识应位于上方 ;除上述情况 ,图 形标识均

应位于下方。

8.3.3,4 在图形标识与文字或文字辅助标识结合的情况下 ,与 某个特定图形标识相对应文字应明确地

排列在该标识附近 ,文字与图形标识间应留有适当距离。不得在图形标识内添加任何文字。

8.3.3.5 各种方式设置的标识均应牢固地固定在其依托物上 ,不 能产生倾斜、卷翘、摆动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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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图 A。 11

附 录 A
(资 料性附录 )

动物标识图例

给出了动物标识的图例。

【

|

图 A。 1 卡片法标识动物

图 A.2 标识禽类的脚环

图 A.3 爿仁人灵长类项圈(可 内置 RFID)

∷镞∵邋∷罱

鼷 系
, Ⅱ溏  p》

娥∷。l{|i|{∵
|∵ 鑫 暮

翳镳 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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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4 猪耳标 (可 内置 RFID)

图 A。5 兔耳标 (可 内置 RFID)

图 A.6 其他可 内置 RFID的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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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7 其他可内置 RFID的 标识

图 A.8 其他可 内置 RFID的 标识

图 A。9 项圈

图 A,10 聚 氯 乙烯 (PoⅡ卩 inyl t· hloride)卡 片

PVG卡 片既可书写标记,也 可以扫描 RFID中 的信息以供记录数据。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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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ll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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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

动物身体部位与标识方法

动物身体部位与标识方法见表 B。 1。

表 B,1 动物身体不同部位相对应的标识方法一览表

身体部位 标识

`  

备注

耳 /
r
J

剪耳号岈  - △Ⅱ口¤沔叩叼弘膨汀忘§咫于其他动物

RFB/ 
厂 用于大动物如镨·、、` `

狰

'
包括纹荧光号码、字母岛Ⅱ门艮 ′

、

笠蓑鑫獒

或塑料 ,含数字、字

絷

物耳标可
”

盥朵 鳖唧肀
纹舰

颈 部

J
■

■

罂曦躔蹶曩查踯麽
口
Γ

通常婴 可其他璎骥綦鑫蛩

躯 干

剃毛茹嗝蠹躐邂薮 糍 黠 跤 豁

惭邢醑鲵

卩

'哪 瞽 鬣 躞 暨 蹶 躔 躔 饕

''尾 、 纹 号 包括纹荧光号码、字母、数字等 r r

蹯。恣

''
足

幼时剪除遛 对动
嘛

'
纹掌

` -

包括纹荧光号码 、字母、数字等

纹 甲   `

'注 :参考文献 E11 有详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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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 料性附录)

常用动物标识方法

常用动物标识方法有 :

a) 卡片法 :记 录内容可按 5.1,1a)和 5.1.1b)的 要求 ;

b) 刺墨法 :所有年龄段的动物包括新生幼崽均可以使用刺墨法 ,但该法维持时间短、产生疼痛且

识别动物数量有限。使用该法时应考虑动物福利 ,尽可能减少对动物的伤害 ;

c) 耳标法 :适用于耳朵发育比较成熟 ,能 承受耳标重量的动物等。这种标记方法操作快速、简便 ,

耳标上写上专用数字编号可以标记大数量的动物群体 ;

d) 佩戴项圈 :该方法适用于成年动物。可制作成不 同颜色 ,方便识别群居动物 ;项 圈也可 内置

芯片 ;

e) 纹身 :使用纹身针把墨水注人到动物真皮层 ,啮齿类动物的耳朵、尾巴、脚掌或脚趾等部位均町

进行标记 ;在 用于灵 Κ类动物的标识时 ,应注意距离远时难以识读的问题 ;

￡) 截耳法 :适用于啮齿类动物等小体型动物。打孔的位置必须精准 ,为 了确保有效识别 ,可根据

需要提前制作好图谱 ;

⒄ 条形码标签 :在传统塑料标签表面上打印条形码标识 (通 常为二维码),使用阅读器进行信息读

取。一般在动物断奶后使用且可以标记足够的动物相关资料 ;

h) 微芯片标记(RF1D,即 射频识别技术 ,俗称电子标签):芯 片通过专用注射器植入动物颈部或背

部皮下 ,也 可植人项圈、耳标、笼盒吊牌等 ,通过阅读器 自动识别 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该

方法标识信息准确 ,无需接触即可快速识别 ,适用于各种动物饲育环境 ,可 以识别足够的动物

数量和相关信息资料。相关信息参见附录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RFID内 容说明

RB/T172-2o18

识、电子标识格式化生成器、电子标

,并在一定范

靠 ;

;实验动

人的电子标签

D。 I 实验动物用 RFID

系统在采用电子标识应用中 ,需要
识改写器、电子标识阅读器。市

D.2 实验动物用 电子

实验动物用

⒆ 实验

围 内

b) 电

物

D.3 实验

实 验

D。4 产品的

实验动物

中的写入器 ,需要

用的对象特点主要包括 :

要采用

的编号

求

的电子标识阅读器。产品的功能性需求见表

表 D.1 产品功能性需求表

应用 ,需要有唯一号码的电          ~

实验动物用电子标识

电子标识不易掉标

电子标识体积小

阅渎距离稳定 ,不 易受动物体影响

电子标 识为无源电 r标识

实验用动物电子标识写人器

能够正常写人电子标识 号码

能够保证写人 号码的唯一性 ,无逗 兮

良好的稳定性

可以追溯写过电子标识的号码



D.5 动物用电子标识的非功能性需求

D。 5.1 用户界面需求

用户界面需求见表 D。 2。

RB/T 172-2018

D.5,2 软硬件环境需求

软硬件环境需求见表 D.3。

D,5.3 产品质量需求

产品t质量斋求见表 D,4。

L/t

表 D。 1(续 )

表 D.2 用户界面需求表

表 D,3 软硬件环境需求表

类 别 丐诳甯鹭

实验用 r缸 子标识阅渎器

可以阅读电子标识号码

能够确保电子号码的唯一性 ,高 的准确度

能够有好的阆读距离

可以蓝牙传送数据到 PDA

需求名称 详细要求

实验动物电子标识阅渎器存储功能
电子标识阅读器可以保存 阅读过 的电子标识号码 ,作 为各份数据 ,和

关键数据安全性保证

实验动物电子标识阅读器带有时间戳
电子标识阅读器可以将阅读过的每个 电子标识 的时闸记录下来 ,可 以

给实验数据的采集更具有真实性 ,和 可追溯性

实验用电子标识写人器界面友好便 于操作 电子标识写人器需要有数据可追溯性

实验动物电 了标识小体积 实验动物很多足小 鼠,所 以电子标识要尽量的体积小

需求名称 详细要求

电脑 nf以设置电了标识阅读器的时间 ,编 盱

示波器 用于测试电子标识阅读器的信 盱测试

场强仪 用于测试实验动物电子标识阅读器发射 F昀 场强

屏蔽房 用于测试电子标识的阅读距离

万用表 用于电路板的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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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产品质量需求表

主要质量属性 详细要求

正确性 写人器保证正确工作 ,电子标 识盱l1。J要 唯一 ,电 子标识阅读器要高的准确率

耐用性 电子标识可以在试验的环境下 ,能够承受极端的情况

可靠性 电子标识阅读器读到的数据准确 ,正确的传送到 PDA,并能够保存到本机数据库

性能 ,效 率 阅读电子标签的灵敏度要高 ,速度要快 (<ls)

易用性 阅读器只需要一个按键 ,完成开机、关机、读电子标签

清晰性 阅读器可以清晰显示电子标识号码

安全性 电子标识以及电子标识阅读器可以在极端的天气环境下工作

可扩展性 可以对多种电子标识进行阅读

兼容性 能够阅读符合 ⒔o11784标 准的电子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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