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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心理所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 

开放共享管理办法 

 

为加强心理所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管理，提高设施利用效

率，提升设施管理水平和服务科研的能力，特制订本办法。 

本办法包括五个管理文件和三个附件材料，列表如下： 

   

MFD301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开放共享制度 

MFD302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申请程序 

MFD302.1  手续流程 

MFD302.2  实验申请表（见附件 1，word版） 

MFD302.3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协议（见附件 2，word

版） 

MFD302.4  心理所研究项目伦理审查申请表（动物被试）（见附

件 3，word版） 

MFD 303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收费标准 

MFD 304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计费依据 

MFD 305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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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D301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开放共享制度 

 

 

MFD301.1 目的 

  

a. 充分利用现有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满足心理所及周边科研人员使

用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进行认知科学研究的实际需求。 

b. 充分发挥现有支撑人员的技术优势，为使用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的

科研人员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c. 探索管理与维持开放式科研平台运转的最佳途径。 

 

MFD301.2 设施简介 

 

 
 

a. 心理所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完全符合国家最新实验动物设施建筑技

术规范（GB 50447 - 2008），同时也参照了美国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

实验动物设施标准，由饲养区、辅助缓冲区、隔离观察室、清洗消毒间

和大型实验动物手术室五部分组成，最多可容纳 36 只成年猕猴。设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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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通过行业专家进行的环境检测，并于 2011 年 4 月获得北京市科委颁发

的猴类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许可证号：SYXK（京）2011-0013）。有关硬

件设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相关文档（文档分类号：MFD101）。 

b. 心理所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隶属张弢研究员课题组，由刘妍妍实验

师负责日常管理，是我国第一个配备了具有博士学位的执业兽医师的非

人灵长类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平台。实验动物的饲喂和设施维护有专门的

技术人员负责，可以为科研人员提供实验动物代购、托管、体检、手术、

隔离观察和行为训练等多种服务项目，同时负责对新进工作人员进行必

要培训。有关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相关文档（文档分

类号：MFD102、MFD103）。 

c. 心理所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与认知神经生理实验室在建筑结构上整

合在一起，研究人员可根据需要使用认知神经生理实验室的部分实验间

和仪器设备，开展行为、心理物理和神经电生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张

弢研究员课题组的工作人员可提供实验动物训练、人员培训和实验技术

等方面的协助。 

 

MFD301.3 管理制度细则 

 

a. 设施的人员进出管理 

（1） 未经负责人批准，严禁与实验无关人员进出动物实验设施。 

（2） 所有工作人员配备门禁卡和实验室钥匙一套，仅限个人使用，不

得转借。门禁系统的进出记录由实验室服务器自动留存。 

（3） 来访人员如需进出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必须登记，在无法提

供相应健康证明的情况下必须遵照陪同工作人员的指导，进行全

面个人防护，包括实验服、手套、鞋套、发套、口罩（参见相应

SOP，文档分类号：MFD201）。 

b. 设施的动物进出管理 

（1） 工作人员将实验动物带出和带入动物设施要严格遵循相应标准操

作规程（文档分类号：MFD202），不得无端挑逗虐待实验动物。有

无故伤害实验动物者，一经发现，即刻取消使用本非人灵长类动

物实验设施资格。 

（2） 实验动物进出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一律登记，专人使用的实

验动物每次带出动物设施时要称重，带回时负责通知饲喂人员该

动物当日饮水标准，并在下班前确认饮水标准得到执行。猕猴饮

水标准请参照相关规定（文档分类号：MFD105）。 

（3） 实验动物进出一律使用标准实验用猴椅（手术和运输情况除外），

新进实验动物除进行严格体检外，需在隔离观察室监控一周无异

样后方可进入饲喂区。任何人不得私自携带实验动物外出，非实

验动物也不得进入饲喂区。 

c. 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1） 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动物实验前均需取得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

证，并通过刘妍妍博士负责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培训。 

（2） 所有工作人员每年至少接受一次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培

训和人类与非人灵长类交叉传染疾病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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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手术室的工作人员必须曾经通过实验动物手术培训，凡是有

标准操作规程的操作均需参照本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相关规

定执行（文档分类号：MFD201~212）。 

d. 设施和设备使用 

（1） 所有按收费规定（文档分类号：MFD303）支付实验动物托管费用

的工作人员均有权使用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饲喂区、辅助缓

冲区和清洗消毒间的设备，但务必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否则

造成损坏应照价赔偿。 

（2） 隔离观察室和手术室如需使用，请单独提交申请，并遵照相应规

定（文档分类号：MFD303）支付使用费，手术室还需要事后提交

手术报告（文档分类号：MFD207）。内部工作人员（包括认知神经

生理实验室合作伙伴）也需按内部管理规定向管理人员提交申请，

以便排定日期。 

（3）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内的设备，未经许可，严禁带出实验室，

初次违犯者一般给予警告，但屡次违犯或情节严重者可能受到行

政处分或处罚。 

e. 事故应对及处理 

（1） 所有实验动物和人员相关伤害性事故请第一时间通知管理人员刘

妍妍博士（手机号：15810303967），征询处理方案，并请严格遵

照执行，切勿自行处理。 

（2） 如眼部有实验动物体液（包括血液）进入，请立即使用位于 D503-1

入口处一侧的洗眼器清洗 10 分钟，开始清洗后再通知管理人员协

助。 

（3） 如遇实验动物逃逸事故，无经验人员请勿尝试抓捕，应立刻离开

现场，锁紧门窗，通知相关技术人员解决（刘海燕，手机号：

13121587716）。 

（4） 因未按相关规定操作不当对实验动物造成伤害者，除医疗费用自

理外，还需负担实验动物的医疗费用，并取消其使用本设施资格。 

（5） 因未按操作规程导致仪器设备损坏者，应照价赔偿，并负担因此

造成其它损失。如引起火灾等恶性事故，还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注：本文档所涉及的 MFD101~110 主要涵盖设施详细介绍、内部管理细则、相关办事流

程和实验动物饮水标准，MFD201~212 是各种标准操作规程（SOP），与使用者相关部分将在

实验人员参加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培训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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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D302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申请程序 

 

 

MFD302.1 手续流程 

  

a. 填写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申请表（文档分类号：MFD302.2），提交刘妍妍

博士。 

b. 签署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协议（文档分类号：MFD302.3）。 

c. 向心理所伦理审核委员会提交研究项目申请（文档分类号：MFD302.4）。 

d. 接触动物的实验人员参加实验动物上岗培训（由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办

公室组织）并取得上岗证。 

e. 接触动物的实验人员参加由本设施技术人员组织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

培训并熟悉设施的各种规章制度。 

f. 接触动物的实验人员熟悉各种标准操作规程（文档分类号：MFD2xx），并

由本设施管理人员组织考核。 

g. 接触动物的实验人员接受实际操作技能培训并在本设施技术人员陪同下

实习一周。 

h. 在取得动物实验人员上岗证、研究项目获心理所伦理审核委员会批准、

以及完成以上各种培训要求之后，接触动物的实验人员方可独立工作。 

 

MFD302.2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申请表 

 

(参见独立附件) 

 

MFD302.3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协议 

 

 (参见独立附件) 

 

MFD302.4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项目伦理审核申请表（动物被试） 

 

 (参见独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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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D303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收费标准 

 

MFD303.1 说明 

  

a. 充分利用现有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充分发挥认知神经生理实验室

使用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进行认知科学研究的技术优势，满足日益增长

的使用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进行科学研究的需求。 

b. 不增加中科院心理所维持开放式研究平台的经费负担，通过收取适当使

用费用来维持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日常运转的开支需求。 

c. 本着开放共享的原则，以推进使用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进行认知科学研

究为目标，只收取成本性的使用费。计费标准有严格依据（文档分类号：

MFD304）。因本动物实验设施建设及运转没有得到任何额外补贴，故请勿

与其它获得补贴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收费标准相比较。 

 

MFD303.2 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代购 

 

a. 由具有多年经验的工作人员代为挑选实验用实验动物、监督实验动物体

检和在猴场的隔离观察、协助办理购买申请、协助办理购买手续、协助

实验动物转运至动物实验设施并进隔离观察室监控一周。 

b. 动物购买费、手续费、交通费均由委托方支付。 

c. 收费标准：小于等于 3只每只 1000 元；多于 3只时，多出部分按每只 500

元收取。同时办理实验动物托管手续的此部分费用可减免。 

 

MFD303.3 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托管 

 

a. 由专职饲喂人员负责对被托管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进行日常照料、基本

行为训练、常规体检和疾病诊治等，包含相应费用。托管期间实验动物

因照料不善导致疾病或死亡的，由本设施负责治疗或赔付。因实验研究

本身原因或不可抗拒力造成的疾病和死亡，本设施不承担任何责任。 

b. 详细信息请参见计费依据（文档分类号：MFD304）。 

c. 收费标准：58 元/只/天 

 

MFD303.4 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租借 

 

a. 对短期使用且不会对实验动物造成长期伤害，影响其他科研人员使用的

研究项目，可以租借使用设施现有实验动物。 

b. 收费标准：3000 元/只/半年   5000 元/只/年 

 

MFD303.5 仪器设备使用 

 

a. 办理了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托管的科研人员可以免费使用饲喂区、辅助

缓冲区和清洗消毒间的仪器设备。使用务必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否则发

生损坏照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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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猴椅属于易耗品，成本 9000 元/个，使用寿命平均为 2年。短期研究项

目可租借使用，租金 3000 元/个/半年。返还时不得损坏，否则照价赔偿。

本设施技术人员可按租借方需要对猴椅进行改装，费用另计。 

c. 隔离观察室、手术室及内部仪器设备，单独提出申请，并按排期使用。

对办理了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托管的使用者，只收取成本费。 

 

MFD303.6 手术室使用 

 

a. 租借场地指仅需要手术台、全自动蒸汽灭菌柜、移动器械台、电动骨钻、

冷光无影灯、热玻璃珠器械灭菌器、水浴保温系统、体视显微镜、多参

数生理监护仪和脑立体定位仪等基本器材（因操作复杂，不包括动物气

体麻醉机和呼吸机）的使用方式，租借方自行实施手术，自备所有手术

器械和耗材。收费标准：1000 元/例。 

b. 技术支持指租借场地，并且需要本设施技术人员提供术前准备、局部消

毒、动物麻醉（包括使用动物气体麻醉机和呼吸机）、术后恢复等技术支

持的使用方式。收费标准：1600 元/例。 

c. 委托手术指由本设施工作人员全面负责，按委托人要求对指定实验动物

进行实施手术操作的使用方式（除特殊耗材外，手术室所有仪器设备使

用及耗材均不另行收费）。收费标准：2800 元/例。 

d. 上述 a和 b两种方式不包含手术耗材（包括垫布、纱布、麻醉剂、消毒

液等），耗材费用按成本价，以实际使用量另行计费向委托人收取。手术

室另有核磁兼容的脑立体定位仪可单独租借使用。 

e. 委托手术用特殊耗材（钛合金或陶瓷颅骨螺丝、钛合金或 MRI 兼容材料

头部固定基座、MRI 兼容材料或不锈钢头部记录窗、白金眼线圈等）本设

施人员可代为购买，不收取额外费用。 

 

MFD303.7 实验空间使用 

 

a.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必须在符合环境要求的实验间进行，实验人员可以

选择将实验动物带到其它符合要求的实验环境（本设施可提供转运笼俱，

但不负责具体转运过程），也可以使用本设施的开放实验间。 

b. 行为学实验间使用面积为 10 平方米（长 3.6 米，宽 3米），内部恒温，

单向通风，本设施技术人员可根据使用方要求进行简单改造，改造费用

由使用方负担。收费标准：8000 元/半年。 

c. 隔离观察室使用面积为 7.5 平方米，内部恒温，独立单向通风系统，大

型单向玻璃观察窗，高清视频监控记录设备（可通过实验室服务器采集

行为数据并进行模式分析）。收费标准：7500 元/半年。 

 

MFD303.8 其它 

 

a. 对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针对研究项目签署了合作协议的使用者，本

收费标准如与合作协议中相关规定有冲突，按合作协议中的标准执行。 

b. 本收费标准仅供参考，可能根据设施实际运转情况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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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D304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计费依据 

 

 

MFD304.1 说明 

  

a. 本计费依据仅供缴费方需了解费用产生时参考，并未涵盖所有费用。 

b. 本计费依据将根据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运转实际成本支出情况不定

期修订。 

c. 收费标准（文档分类号：MFD303）为综合考虑如下各类成本之和后制定。 

 

MFD304.2 场地支出 

 

a.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实验室空间征收使用费，费率为 1000 元/平方

米/年。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占地 112 平方米。场地支出合计：11.2

万/年。 

b. 合计年均：112000 元。 

 

MFD304.3 仪器设备 

 

a. 猴笼：每组合笼俱单价 32000 元，最多可容纳猕猴 4只，现有 4个，共

可容纳猕猴 16 只。设计寿命 5年。合计 128000 元/5 年。 

b. 配件：包括转运笼、猴杆、脖圈、不锈钢工作台和推车等，设计寿命 5

年。合计 12000 元/5 年。 

c. 电器：包括冰箱、加湿器、温湿度监控器、视频监控设备、声像设备等，

设计寿命 5年。合计 16000 元/5 年。 

d. 合计年均：31200 元。 

 

MFD304.4 人员支出 

 

a. 月工资 4500 元，目前聘用全职一人。 

b. 合计年均：54000 元。 

 

MFD304.5 检验费 

 

a. 猕猴每年 2次常规体检，500 元/只/次，目前饲养 12 只。 

b. 合计年均：12000 元。 

 

MFD304.6 耗材 

 

a. 个人防护用品：包括口罩、发套、手套、鞋套、护目镜等，6000 元/年。 

b. 复合猴粮：100 元/只/月，按 12 只计，14400 元/年。 

c. 干果蔬菜：50 元/只/月，按 12 只计，7200 元/年。 

d. 日常用药：按 12 只计，20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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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清洁消毒用品：2000 元/年。 

f. 猴用玩具：3000 元/年。 

g. 合计年均：34600 元。 

 

MFD304.7 计费 

 

a. 合计年均：243800 元。 

b. 猕猴养护成本：约为 56 元/只/天（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c. 考虑到可能的额外支出，猕猴养护收费标准：58 元/只/天。 

 

MFD304.8 附加说明 

 

a. 目前费用按 12 只猕猴计算，将来容纳实验动物增多会相应降低。 

b. 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设施占地不包含认知神经生理学实验室用地。 

c. 本计费依据只涉及养护费用，即猕猴类实验动物的托管收费（文档分类

号：MFD303.3）。 

d. 以下信息仅供参考：北京协尔鑫生物资源研究所（即猴类实验动物繁育

场）为从他们那里购买的猴类实验动物提供代养，费用 30 元/只/天。成

本低的原因：地处偏远土因此土地成本低，设施没有独立通风系统和空

调；使用群养和低成本猴笼等器具；饲养规模大（平均每个饲喂人员负

责数百只动物）。科研单位的动物设施不可能达到如此低的养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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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D305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使用规定 

 

 

MFD305.1 目的 

  

a.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各组成部分的使用规定。 

b.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内仪器设备的使用规定。 

c. 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内工作时的行为规范。 

 

MFD305.2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及仪器设备的使用 

 

a. 对不熟悉的仪器设备请先阅读使用说明或者咨询管理人员。 

b. 饲喂区：可以使用猴杆、工作台、电子台秤、手推车等。 

c. 辅助缓冲区：可以使用负压机、冰箱、超声清洁仪、电子天平、体式显

微镜、全自动灭菌器、无影灯等。 

d. 清洗消毒间：可以使用高压水枪、浸泡消毒池。 

e. 手术室和隔离观察室：需单独提交使用申请。 

 

MFD305.3 工作行为规范 

 

a. 严格遵守开放共享制度（文档分类号：MFD301）中各项规定。 

b. 进入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的工作人员必须佩带基本的个人防护用

品。 

c. 进入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的参观人员必须佩带全套个人防护用品。 

d. 实验动物带出和带入必须按规定登记。 

e. 只与分配给你使用的实验动物有行为交互，否则可能干扰他人实验。 

f. 对没有分配给你使用的实验动物，禁止给水和食物等，否则可能严重干

扰他人实验。 

g. 未经许可切勿进入手术室和隔离观察室，或使用其中的仪器设备。 

h. 凡是有标准操作规程（文档分类号：MFD2xx）的行为或方法，严格按照

标准操作规程执行。 

i. 没有标准操作规程的行为或方法，建议首先咨询管理人员。 

j. 发现任何实验动物有异常行为或状态请及时告知管理人员。 

k. 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设施内禁止饮食和大声喧哗，未经允许不得拍摄照

片和录像。 

l. 6 点前和 21 点后非特殊情况不得进出饲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