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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 郧月员郾 员 原 圆园园怨 给出的规则编写遥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是规范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分类袁加强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岗位和等级技能培训及资格

评定工作遥
本标准附录为资料性附录遥
本标准由全国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渊杂粤悦 辕 栽悦圆愿员冤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实验动物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技术归口遥
本标准由全国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起草遥
本标准起草单位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尧中国农业大学尧中国医科大学尧首都医科大学尧

南京医科大学遥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院秦川尧赵德明尧郑志红尧魏强尧王钜尧陈振文尧肖杭尧孔琪遥
本标准于 圆园员远 年 员 月首次发布遥

实验动物摇 从业人员要求

员摇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实验动物从业人员的分类尧资格

要求尧资格培训及评定尧管理要求等的通用要求遥
本标准适用于实验动物从业人员的资格评定遥

圆摇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

本标准的条款遥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袁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渊不包括堪误的内容冤或修订版均不适用

于本标准遥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袁其 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遥
猿摇 术语和定义

猿郾 员 摇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 摇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责则葬糟贼蚤贼蚤燥灶藻则

从事实验动物或动物实验相关工作的各类人

员袁包括研究人员尧技术人员尧管理人员尧实验动物

医师尧辅助人员尧阶段性从业人员遥
猿郾 圆摇 资格培训摇 糟藻则贼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贼则葬蚤灶蚤灶早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为获得本标准中的各类从

业人员相关资格进行的专业培训遥
猿郾 猿摇 资格证书摇 糟藻则贼蚤枣蚤糟葬贼藻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经过实验动物相关机构资

格培训袁经考试合格后袁获得的资格证明遥

猿郾 源 摇 实验动物技术人员 摇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贼藻糟澡灶蚤糟蚤葬灶

从事实验动物饲育尧动物实验技术工作的人员遥
猿郾 缘 摇 实验动物管理人员 皂葬灶葬早藻则 燥枣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

从事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设施运行及资源管

理工作的人员遥
猿郾 远 摇 实 验 动 物 医 师 摇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增藻贼藻则蚤灶葬则蚤葬灶

从事实验动物疾病预防尧诊断和治疗袁护理和

动物福利相关工作的人员遥
猿郾 苑 摇 实 验 动 物 研 究 人 员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则藻泽藻葬则糟澡藻则

从事实验动物科学尧技术研究工作的人员遥
猿郾 愿 摇 实 验 动 物 辅 助 人 员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葬泽泽蚤泽贼葬灶贼 泽怎责责燥则贼 责则葬糟贼蚤贼蚤燥灶藻则

从事实验动物设施尧设备运行维护尧相关产品

生产尧运输尧经营和废弃物处理等工作的人员遥
猿郾 怨摇 实验动物阶段性从业人员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责澡葬泽藻凿 责则葬糟贼蚤贼蚤燥灶藻则

工作中的某个阶段渊通常为一年以内冤从事实

验动物或动物实验的医师尧进修生等人员遥
源摇 从业人员分类

根据实验动物从业人员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分



为以下六类院
源郾 员摇 实验动物技术人员系列

源郾 员郾 员 摇 实 验 动 物 助 理 技 师 渊 葬泽泽蚤泽贼葬灶贼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贼藻糟澡灶蚤糟蚤葬灶袁 粤蕴粤栽冤
源郾 员郾 圆摇 实验动物技师渊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贼藻糟澡灶蚤糟蚤葬灶袁
蕴粤栽冤
源郾 员郾 猿 摇 实 验 动 物 技 术 专 家 渊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贼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蚤泽贼袁 蕴粤栽郧冤
源郾 圆摇 实验动物管理人员系列

源郾 圆郾 员 摇 实验动物管理师 渊 皂葬灶葬早藻则 燥枣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袁 酝粤砸冤
源郾 圆郾 圆摇 实验动物高级管理师 渊 泽藻灶蚤燥则 皂葬灶葬早藻则 燥枣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袁 杂酝粤砸冤
源郾 猿摇 实验动物医师系列

源郾 猿郾 员 摇 实 验 动 物 助 理 医 师 渊 葬泽泽蚤泽贼葬灶贼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增藻贼藻则蚤灶葬则蚤葬灶袁 粤蕴粤灾冤
源郾 猿郾 圆 摇 实 验 动 物 医 师 渊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增藻贼藻则蚤灶葬则蚤葬灶袁 蕴粤灾冤
源郾 猿郾 猿摇 实验动物高级医师渊泽藻灶蚤燥则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增藻贼藻则蚤灶葬则蚤葬灶袁 杂蕴粤灾冤
源郾 源摇 实验动物研究人员系列

源郾 源郾 员 摇 实验动物初级研究员 渊 躁怎灶蚤燥则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则藻泽藻葬则糟澡藻则袁 允蕴粤砸冤
源郾 源郾 圆 摇 实验动物中级研究员 渊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则藻泽藻葬则糟澡藻则袁 蕴粤砸冤
源郾 源郾 猿 摇 实验动物高级研究员 渊 泽藻灶蚤燥则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则藻泽藻葬则糟澡藻则袁 杂蕴粤砸冤
源郾 缘 摇 实 验 动 物 辅 助 人 员 渊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葬泽泽蚤泽贼葬灶贼 泽怎责责燥则贼 责则葬糟贼蚤贼蚤燥灶藻则袁 蕴粤杂孕冤
源郾 远摇 实验动物阶段性从业人员渊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蚤皂葬造
责澡葬泽藻凿 责则葬糟贼蚤贼蚤燥灶藻则袁 蕴粤孕孕冤

缘摇 从业人员资格要求

缘郾 员摇 基本要求

缘郾 员郾 员摇 遵守实验动物相关法律法规遥
缘郾 员郾 圆摇 受过相应的专业教育和培训遥
缘郾 员郾 猿摇 符合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健康要求遥
缘郾 员郾 源摇 获得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岗位证书遥
缘郾 圆摇 工作年限及考试要求

缘郾 圆郾 员摇 实验动物技术人员系列

缘郾 圆郾 员郾 员摇 实验动物助理技师袁需具备下列条件

之一院
葬冤具有中专及以下学历袁从事实验动物领域工

作 圆 年及以上袁并通过 粤鄄员 类考试曰
遭冤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袁通过 粤鄄员 类考试遥

缘郾 圆郾 员郾 圆摇 实验动物技师袁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院
葬冤获得实验动物助理技师证书后袁继续从事实

验动物领域工作 圆 年及以上袁并通过实验动物技术

人员 粤鄄圆 类考试曰
遭冤具有生物尧医学类相关专业本科学历袁从事

实验动物领域工作半年及以上袁通过实验动物技术

人员 粤鄄圆 类考试遥
缘郾 圆郾 员郾 猿摇 实验动物技术专家袁需具备下列条件

之一院
葬冤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袁获得实验动物技师证

书后袁继续从事实验动物领域工作 圆 年及以上袁并通

过实验动物技术人员 粤鄄猿 类考试曰
遭冤具有生物类尧医学类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

渊学位冤袁从事实验动物领域工作 圆 年及以上袁并通

过实验动物技术人员 粤鄄猿 类考试遥
缘郾 圆郾 圆摇 实验动物管理人员系列

缘郾 圆郾 圆郾 员摇 实验动物管理师袁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院
葬冤具有本科学历袁从事实验动物领域工作 缘 年

及以上袁其中从事实验动物管理工作 猿 年及以上袁并
通过实验动物管理人员 月鄄员 类考试曰

遭冤具有管理类尧生物类尧医学类相关专业研究

生学历渊学位冤袁从事实验动物领域工作 猿 年及以

上袁其中从事实验动物管理工作 圆 年及以上袁并通过

实验动物管理人员 月鄄员 类考试曰
缘郾 圆郾 圆郾 圆摇 实验动物高级管理师院具有本科及以上学

历袁获得实验动物管理师证书后袁继续从事实验动

物管理工作 猿 年及以上袁并通过实验动物管理人员

月鄄圆 类考试遥
缘郾 圆郾 猿摇 实验动物医师系列

缘郾 圆郾 猿郾 员摇 实验动物助理医师院具有兽医学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员袁从事实验动物工作 员 年以上袁
通过实验动物医师 悦鄄员 类考试遥
缘郾 圆郾 猿郾 圆摇 实验动物医师袁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院

葬冤 获得实验动物助理医师证书或国家执业助

理兽医师证书后袁从事实验动物工作 圆 年以上袁通过

实验动物医师 悦鄄圆 类考试曰
遭冤具有兽医学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获

得国家执业兽医师证书后袁从事实验动物工作 员 年

以上袁通过实验动物医师 悦鄄圆 类考试曰
缘郾 圆郾 猿郾 猿摇 实验动物高级医师院获得实验动物医师证

书后袁继续从事实验动物工作 猿 年以上袁通过实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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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医师 悦鄄猿 类考试遥
缘郾 圆郾 源摇 实验动物研究人员系列

缘郾 圆郾 源郾 员摇 实验动物初级研究员院获得国家认可的研

究实习员或其他等同水平的职称后袁通过实验动物

研究人员 阅鄄员 类考试曰
缘郾 圆郾 源郾 圆摇 实验动物中级研究员院获得实验动物初级

研究员证书后袁继续从事实验动物工作 圆 年以上袁通
过实验动物研究人员 阅鄄圆 类考试曰
缘郾 圆郾 源郾 猿摇 实验动物高级研究员院获得实验动物中级

研究员证书后袁继续从事实验动物工作 圆 年以上袁通
过实验动物研究人员 阅鄄猿 类考试曰
缘郾 圆郾 缘摇 实验动物辅助人员袁需具备下列条件院

葬冤 经过实验动物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培训曰
遭冤 获得所从事职业的基本技能资格证书遥

缘郾 圆郾 远摇 实验动物阶段性从业人员袁需具备下列

条件院
葬冤 经过实验动物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培训曰
遭冤 获得所从事职业的阶段性从业人员资格

证书遥
鄢 缘郾 圆 中的工作年限可累积袁考试分类见附

录 员遥
缘郾 猿摇 能力要求

缘郾 猿郾 员摇 实验动物技术人员系列

缘郾 猿郾 员郾 员摇 实验动物助理技师院掌握实验动物学及动

物福利基础知识袁实验动物饲养基本技能袁了解实

验动物健康尧疾病预防与控制尧设施管理尧动物实验

的准备等基本技能遥
缘郾 猿郾 员郾 圆摇 实验动物技师院掌握实验动物的繁育和动

物实验基本操作技术袁熟悉实验动物健康尧疾病预

防与控制尧动物福利尧设施管理尧疾病模型动物基本

概念和特征尧饲育环境的检测技术等知识遥
缘郾 猿郾 员郾 猿摇 实验动物技术专家袁需具备下列能力

要求院
葬冤掌握实验动物科学基础理论曰
遭冤掌握实验动物各品系饲育尧保种技术尧生物

学特性和常用动物实验操作技术曰
糟冤熟练掌握和运用实验动物健康尧疾病预防与

控制尧动物福利尧设施管理等知识袁并具有解决工作

中遇到实际问题的能力曰
凿冤具有一定的组织尧管理与培训实验动物助理

技师和技师的能力遥
缘郾 猿郾 圆摇 实验动物管理人员系列

缘郾 猿郾 圆郾 员摇 实验动物管理师袁需具备下列能力要求院

葬冤掌握实验动物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常规实践

操作技能曰
遭冤掌握实验动物福利尧伦理和法规相关知识曰
糟冤掌握实验动物设施运行管理与维护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袁并具有解决常见问题的管理能力曰
凿冤具有管理实验动物和技术人员及实验动物

环境设施的能力袁有能力对实验动物从业人员进行

培训遥
缘郾 猿郾 圆郾 圆摇 实验动物高级管理师袁需具备下列能力

要求院
葬冤能够运用实验动物科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操作技能组织管理实验动物繁育尧保种尧育种尧生产

供应尧动物实验及实验动物质量控制等曰
遭冤掌握并运用实验动物福利尧伦理和法规相关

知识进行相应的管理工作曰
糟冤熟练掌握实验动物设施运行管理与维护知

识和技能袁并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组织尧管理能力曰
凿冤有能力对实验动物从业人员进行相关的培

训尧人员调配及组织实施曰
藻冤能够承担或参与实验动物相关课题研究遥

缘郾 猿郾 猿摇 实验动物医师系列

缘郾 猿郾 猿郾 员摇 实验动物助理医师袁需具备下列能力

要求院
葬冤了解实验动物学及相关学科基础知识曰
遭冤了解实验动物福利尧伦理和法规相关知识曰
糟冤 熟悉实验动物疾病的诊断尧监测尧预防和

治疗曰
凿冤掌握实验动物保定和操作袁安死术以及其他

方法遥
缘郾 猿郾 猿郾 圆摇 实验动物医师袁需具备下列能力要求院

葬冤掌握实验动物学及相关学科基础知识曰
遭冤掌握实验动物福利尧伦理和法规相关知识曰
糟冤 掌握实验动物疾病的诊断尧监测尧预防尧

治疗曰
凿冤监督指导实验动物保定和操作袁安死术以及

其他方法的监督和指导遥
缘郾 猿郾 猿郾 猿摇 实验动物高级医师袁需具备下列能力

要求院
葬冤掌握实验动物学及相关学科基础知识曰掌握

实验动物福利尧伦理和法规相关知识曰对实验动物

疾病进行诊断尧监测尧预防尧治疗尧处置及相应的组

织实施曰
遭冤监督指导实验动物相关操作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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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冤为实验动物研究人员提供专业指导及培训遥
缘郾 猿郾 源摇 实验动物研究人员系列

缘郾 猿郾 源郾 员摇 实验动物初级研究员袁需具备下列能力

要求院
葬冤了解实验动物一般生物学特性尧饲养尧微生

物学尧疾病学等基本相关知识曰
遭冤了解实验动物福利尧伦理和法规相关知识曰
糟冤掌握动物实验基础理论知识及实验操作

技术遥
缘郾 猿郾 源郾 圆摇 实验动物中级研究员袁需具备下列能力

要求院
葬冤掌握实验动物一般生物学特性尧饲养尧微生

物学尧疾病学等基本相关知识曰
遭冤掌握实验动物福利尧伦理和法规相关知识曰
糟冤掌握动物实验基础理论知识及实验操作

技术遥
阅冤具有参与完成实验动物相关课题研究的

能力遥
缘郾 猿郾 源郾 猿摇 实验动物高级研究员袁需具备下列能力

要求院
葬冤熟练掌握实验动物学及相关学科基础知识袁

了解实验动物科学发展的前沿知识袁科学地开展实

验动物及动物实验研究曰
遭冤具有独立承担实验动物相关课题研究的能

力袁能够独立进行科研设计尧课题实施袁并为实验动

物研究人员提供专业指导及培训等遥
缘郾 猿郾 缘摇 实验动物辅助人员院 熟练掌握相关专业技

术领域知识和技能并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

能力遥

缘郾 猿郾 远摇 实验动物阶段性从业人员袁需具备下列能力

要求院
葬冤 了解实验动物基础知识曰
遭冤 掌握所从事职业的基本技能遥

远摇 资格培训及评定

远郾 员摇 资格培训

远郾 员郾 员摇 培训机构院各级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机构

经国家级实验动物学会审批尧认可后袁方可开展实

验动物从业人员资格培训遥
远郾 员郾 圆摇 培训对象院拟申请各级职业资格的实验动物

从业人员遥
远郾 员郾 猿摇 培训考试院国家级实验动物学会组织从业人

员资格考试遥
远郾 圆摇 资格评定

远郾 圆郾 员摇 国家级实验动物学会负责实验动物从业人

员职业资格的评定及证书的颁发遥
远郾 圆郾 圆摇 国家级实验动物学会应针对不同分类尧不同

级别的从业人员制定每年需完成的继续教育学分

的要求遥
远郾 圆郾 猿摇 继续教育的形式院国家级尧省级相关专业的

继续教育尧会议及培训遥
苑摇 管理要求

苑郾 员摇 国家级实验动物学会是实验动物从业人员职

业资格培训及评定的行业主管机构遥
苑郾 圆摇 国家级实验动物学会负责对培训机构进行评

估和认证以及培训课程的制定遥

附录 员摇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等级考试分类渊资料性附录冤
从业人员分类 资格名称 考试类别

实验动物技术人员系列

实验动物助理技师 粤鄄员 类考试

实验动物技师 粤鄄圆 类考试

实验动物技术专家 粤鄄猿 类考试

实验动物管理人员系列

实验动物管理师 月鄄员 类考试

实验动物高级管理师 月鄄圆 类考试

实验动物医师系列

实验动物助理医师 悦鄄员 类考试

实验动物医师 悦鄄圆 类考试

实验动物高级医师 悦鄄猿 类考试

实验动物研究人员系列

实验动物初级研究员 阅鄄员 类考试

实验动物中级研究员 阅鄄圆 类考试

实验动物高级研究员 阅鄄猿 类考试

注院每类从业人员的具体要求和考试内容由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另文制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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