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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96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实验动物设施建筑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实验动物设施建筑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447—2008，自2008年12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

4．2．】l、4．3．18、6．1．3、7，3．3、7．3．7、7．3．8、8．0．6、

8．0．10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8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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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2005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建标函[2005]84号)

的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科研、设计、施工、检

测和管理单位共同编制而成。

在编制过程中，规范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多年来实验动物设施建设的实践经验，积极采纳科研成

果，参照有关国际和国内的技术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通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包括10章和2个附录。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实验动

物设施分类和技术指标；实验动物设施建筑和结构的技术要求；

对作为规范核心内容的空调、通风和空气净化部分，则详尽地规

定了气流组织、系统构成及系统部件和材料的选择方案、构造和

设计要求；还规定了实验动物设施的给水排水、电气、自控和消

防设施配置的原则；最后对施工、检测和验收的原则、方法做了

必要的规定。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为了提高规范质量，请各单位和个人在执行本规范的过程

中，认真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

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北三环

东路30号；邮政编码：l00913；电话：84278378；传真84283555、

84273077；电子邮件：qqwang@263．net，iac99@slm．cara)，以供

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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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编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

浙江省实验动物质量监督检测站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暨南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北京森宁工程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起草人：王清勤赵力秦川李根平

张益昭许钟麟萨晓婴李引擎

曾宇王荣田克恭田小虎

傅江南孙岩松裴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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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1．0．1为使实验动物设施在设计、施工、检测和验收方面满足环境保护和实验动物饲养环境的要求，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使用安全、维护方便，制定本规范。1．0．2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实验动物设施的设计、施工、工程检测和工程验收。1．0．3实验动物设施的建设应以实用、经济为原则。实验动物设施所用的设备和材料必须有符合要求的合格证、检验报告，并在有效期之内。属于新开发的产品、工艺，应有鉴定证书或试验证明材料。1．0．4实验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应同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50346的规定。1．0．5实验动物设施的建设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2术 语

2．0．1实验动物laboratory animal

指经人工培育，对其携带微生物和寄生虫实行控制，遗传背

景明确或者来源清楚，用于科学研究、教学、生产、检定以及其

他科学实验的动物。

2．0．2普通环境conventional environment

符合动物居住的基本要求，控制人员和物品、动物出入，不

能完全控制传染因子，但能控制野生动物的进入，适用于饲育基
础级实验动物。

2．0．3屏障环境barrier environment

符合动物居住的要求，严格控制人员、物品和空气的进出，

适用于饲育清洁实验动物及无特定病原体(specific pathogen

free，简称SPF)实验动物。

2．0．4隔离环境isolation environment

采用无菌隔离装置以保持装置内无菌状态或无外来污染物。

隔离装置内的空气、饲料、水、垫料和设备应无菌，动物和物料

的动态传递须经特殊的传递系统，该系统既能保证与环境的绝对

隔离，又能满足转运动物、物品时保持与内环境一致。适用于饲

育无特定病原体、悉生(gnotobiotic)及无菌(germ free)实验

动物。

2．0．5实验动物实验设施experiment facility for laboratory

animal

指以研究、试验、教学、生物制品、药品及相关产品生产、

质控等为目的而进行实验动物实验的建筑物和设备的总和。

包括动物实验区、辅助实验区、辅助区。

2．0．6实验动物生产设施breeding facility for laboratory 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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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指用于实验动物生产的建筑物和设备的总称。包括动物生产区、辅助生产区、辅助区。2．0．7普通环境设施conventionalenvironmentfacility符合普通环境要求的，用于实验动物生产或动物实验的建筑物和设备的总称。2．0．8屏障环境设施barrierenvironmentfacility符合屏障环境要求的，用于实验动物生产或动物实验的建筑物和设备的总称。2．0．9独立通风笼具individuallyventilatedcage(缩写：IVC)一种以饲养盒为单位的实验动物饲养设备，空气经过高效过滤器处理后分别送人各独立饲养盒使饲养环境保持一定压力和洁净度，用以避免环境污染动物或动物污染环境。该设备用于饲养清洁、无特定病原体或感染动物。2．0．10隔离器isolator一种与外界隔离的实验动物饲养设备，空气经过高效过滤器后送入，物品经过无菌处理后方能进出饲养空间，该设备既能保证动物与外界隔离，又能满足动物所需要的特定环境。该设备用于饲养无特定病原体、悉生、无菌或感染动物。2．0．11层流架laminarflowcabinet一种饲养动物的架式多层设备，洁净空气以定向流的方式使饲养环境保持一定压力和洁净度，避免环境污染动物或动物污染环境。该设备用于饲养清洁、无特定病原体动物。2．0．12洁净度5级cleanlinessclass5空气中大于等于0．5p．m的尘粒数大于352pc／m3到小于等于3520pc／m3，大于等于lpm的尘粒数大于83pc／m3到小于等于832pc／m3，大于等于5pm的尘粒数小于等于29pc／m3。2．0．13洁净度7级cleanlinessclass7空气中大于等于0．5tLm的尘粒数大于35200pc／m3到小于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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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352000pc／m3，大于等于1pm的尘粒数大于8320pc／m3到小于

等于83200pc／m3，大于等于5pm的尘粒数大于293pc／ma到小于

等于2930pc／m3。

2．0．14洁净度8级cleanliness class 8

空气中大于等于0．5p．m的尘粒数大于352000pc／m3到小于

等于3520000pc／m3，大于等于1pm的尘粒数大于83200pc／m3到

小于等于832000pc／m3，大于等于5ktm的尘粒数大于2930pc／

m3到小于等于29300pc／m3。

2．0．15净化区clean zone

指实验动物设施内空气悬浮粒子(包括生物粒子)浓度受控

的限定空间。它的建造和使用应减少空间内诱人、产生和滞留粒

子。空间内的其他参数如温度、湿度、压力等须按要求进行

控制。

2．0．16静态at—rest

实验动物设施已经建成，空调净化系统和设备正常运行，工

艺设备已经安装(运行或未运行)，无工作人员和实验动物的

状态。

2．0．17综合性能评定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judgment

对已竣工验收的实验动物设施的工程技术指标进行综合检测

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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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类和技术指标3．1实验动物环境设施的分类3．1．1按照空气净化的控制程度，实验动物环境设施可分为普通环境设施、屏障环境设施和隔离环境设施；按照设施的使用功能，可分为实验动物生产设施和实验动物实验设施。实验动物环境设施可按表3．1．1分类。裹3．1．1实验动物环境设施的分类环境设施分类使用功能适用动物等级普通环境实验动物生产，动物实验，检疫基础动物正压实验动物生产，动物实验，检疫清洁动物、SPF动物屏障环境负压动物实验，检疫清洁动物、SPF动物正压实验动物生产，动物实验，检疫无菌动物、SPF动物、悉生动物隔离环境负压动物实验，检疫无菌动物、SPF动物、悉生动物3．2实验动物设施的环境指标3．2．1实验动物生产设施动物生产区的环境指标应符合表3．2．1的要求。表3．2．1动物生产区的环境指标指标小鼠、大鼠、豚鼠、地鼠犬、猴、猫、兔、小型猪鸡项目普通屏障隔离普通屏障隔离屏障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环境温度，℃18～2920～2616～2820～2616～28最大日温差．℃444相对湿度，％40～705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续表3．2．1

指 标

小鼠、大鼠、豚鼠、地鼠 犬、猴、猫、兔、小型猪 鸡
项目

普通 屏障 隔离 普通 屏障 隔离 屏障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最小换气次数，
8 15 8 15 15

次／h

动物笼具周边处

气流速度，m／s
≤0．2

与相通房间的最小
10 50 10 50 10

静压差，Pa

空气洁净度，级 7 7 7

沉降菌最大平均

浓度．个／O 5h， 3 无检出 3 无检出 3

阳0rata平皿

氨浓度指标，

rag／Tn3
≤14

噪声，dB(A) ≤60

最低工作
150

照度， 照度

lX

动物照度 15～20 100～200 5～lO

昼夜明暗交替

时间．h
12／12或10／14

注：1表中氨浓度指标为有实验动物时的指标。

2普通环境的温度、湿度和换气次数指标为参考值，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3隔离环境与所在房间的最小静压差应满足设备的要求。

4隔离环境的空气洁净度等级根据设备的要求确定参数。

3．2．2实验动物实验设施动物实验区的环境指标应符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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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的要求。表3．2．2动物实验区的环境指标指标小鼠、大鼠、豚鼠、地鼠犬、猴、猫、兔、小型猪鸡项目普通屏障隔离普通屏障隔离隔离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环境温度，℃19～2620～2616～2620～2616～26最大日温差，℃44444相对湿度，％40～70最小换气次数。815815次／h动物笼具周边处≤O2气流速度，m／s与相通房间的最小1050lo5050静压差，Pa空气洁净度，级77沉降苗最大平均浓度，个／o．5h，3无检出3无检出无检出j590rm平皿氨浓度指标，≤14mg／m3噪声，dB(A)≤60最低工作150照度，照度lx动物照度15～20100～2005～lO昼夜明暗交替12／12或10／]4时间，h注：1表中氨浓度指标为有实验动物时的指标。2普通环境的温度、湿度和换气次数指标为参考值，叮根据实际需要确定。3隔离环境与所在房间的最小静压差应满足设备的要求。4隔离环境的空气洁净度等级根据设备的要求确定参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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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屏障环境设施的辅助生产区(辅助实验区)主要环境指

标应符合表3．2．3的规定。

表3．2．3屏障环境设施的辅助生产区(辅助实验区)主要环境指标

洁净度
最小换气

与室外方向
相对

噪声
最低

房间名称 次数
上相通房间 温度

湿度 照度
级别 的最小压差 (℃) dB(A)

(次／h) (％) (Ix)
(Pa)

洁物储存室 7 15 10 】8～∞ 30～70 ≤60 150

无害化稍毒室 7或8 15或10 10 18～28 ≤60 150

洁净走廊 7 15 10 18～28 30～70 ≤60 150

污物走廊 7或8 15或10 10 18～28 ≤60 150

缓冲间 7或8 15或10 10 18～28 ≤60 150

二更 7 15 10 18～28 ≤60 150

清洗消毒室 18～28 <60 150

淋浴室 4 18～28 ≤60 100

一更(脱、穿

普通农、 18～28 ≤60 100

工作服)

实验动物牛产设施的待发宦

3 2．1的规定。

实验动物实验设施的待发室

3 2 2的规定。

检疫室和隔离观察室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袁

检疫室和隔离观察室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3 iF．压屏障环境的单走廊设施应保汪动物牛产区、动物实验区压力最高。正

压屏障环境的双走廊或多走廊设旃应保证洁净走廊的压力高于动物生产

区、动物实验区；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压力高于污物走廊。



4建筑和结构4．1选址和总平面4．1．1实验动物设施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1应避开污染源。2宜选在环境空气质量及自然环境条件较好的区域。3宜远离有严重空气污染、振动或噪声干扰的铁路、码头、飞机场、交通要道、工厂、贮仓、堆场等区域。若不能远离上述区域则应布置在当地最大频率风向的上风侧或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4应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和储存区，并远离高压线路及其设施。4．1．2实验动物设施的总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1基地的出人口不宜少于两处，人员出入口不宜兼做动物尸体和废弃物出口。2废弃物暂存处宜设置于隐蔽处。3周围不应种植影响实验动物生活环境的植物。4．2建筑布局4．2．1实验动物生产设施按功能可分为动物生产区、辅助生产区和辅助区。动物生产区、辅助生产区合称为生产区。4．2．2实验动物实验设施按功能可分为动物实验区、辅助实验区和辅助区。动物实验区、辅助实验区合称为实验区。4．2．3实验动物设施生产区(实验区)与辅助区宜有明确分区。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内不应设置卫生问；不宜设置楼梯，电梯。4．2．4不同级别的实验动物应分开饲养；不同种类的实验动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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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分开饲养。

4．2．5发出较大噪声的动物和对噪声敏感的动物宜设置在不同

的生产区(实验区)内。

4．2．6实验动物设施生产区(实验区)的平面布局可根据需要

采用单走廊、双走廊或多走廊等方式。

4．2．7实验动物设施主体建筑物的出人口不宜少于两个，人员

出入口、洁物入口、污物出El宜分设。

4．2．8实验动物设施的人员流线之间、物品流线之间和动物流

线之间应避免交叉污染。

4．2．9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人员入L7应设置二次更衣室，二

更可兼做缓冲间。

4．2．10动物进人生产区(实验区)宜设置单独的通道，犬、

猴、猪等实验动物人口宜设置洗浴间。

4．2．11负压屏障环境设施应设置无害化处理设施或设备。废弃

物品、笼具、动物尸体应经无害化处理后才能运出实验区。

4．2．12实验动物设施宜设置检疫室或隔离观察室，或两者均

设置。

4．2．13辅助区应设置用于储藏动物饲料、动物垫料等物品的

用房。

4．3建筑构造

4．3．1货物出入口宜没置坡道或卸货平台，坡道坡度不应大于

1／10。

4．3．2设置排水沟或地漏的房间，排水坡度不应小于1％，地

面应做防水处理。

4．3．3动物实验室内动物饲养间与实验操作问宜分开设置。

4．3．4屏障环境设施的清洗消毒室与洁物储存室之问应设置高

压灭菌器等消毒设备。

4．3．5清洗消毒室应设置地漏或排水沟，地面应做防水处理，

墙面宜做防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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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内不宜设排水沟。屏障环境设施的洁物储存室不应设置地漏。4．3．7动物实验设施应满足空调机、通风机等设备的空间要求，并应对噪声和振动进行处理。4．3．8二层以上的实验动物设施宜设置电梯。4．3．9楼梯宽度不宜小于1．2m，走廊净宽不宜小于1．5ra，门洞宽度不宜小于1．Om。4．3．10屏障环境设施生产区(实验区)的层高不宜小于4．2m。室内净高不宜低于2．4m，并应满足设备对净高的需求。4．3．11围护结构应选用无毒、无放射性材料。4．3．12空调风管和其他管线暗敷时，宜设置技术夹层。当采用轻质构造顶棚做技术夹层时，夹层内宜设检修通道。4．3．13墙面和顶棚的材料应易于清洗消毒、耐腐蚀、不起尘、不开裂、无反光、耐冲击、光滑防水。4．3．14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门窗、墙壁、顶棚、楼(地)面应表面光洁，其构造和施工缝隙应采用可靠的密闭措施，墙面与地面相交位置应做半径不小于30ram的圆弧处理。4．3．15地面材料应防滑、耐磨、耐腐蚀、无渗漏，踢脚不应突出墙面。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内的地面垫层宜配筋，潮湿地区、经常用水冲洗的地面应做防水处理。4．3．16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门窗应有良好的密闭性。屏障环境设施的密闭门宜朝空气压力较高的房间开启，并宜能自动关闭，各房间门上宜设观察窗，缓冲室的门宜设互锁装置。4．3．17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设置外窗时，应采用具有良好气密性的固定窗，不宜设窗台，宜与墙面齐平。啮齿类动物的实验动物设施的生产区(实验区)内不宜设外窗。4．3．18应有防止昆虫、野鼠等动物进入和实验动物外逃的措施。4．3．19实验动物设施应满足生物安全柜、动物隔离器、高压灭菌器等设备的尺寸要求，应留有足够的搬运孔洞和搬运通道，以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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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满足设置局部隔离、防震、排热、排湿设施的需要。

4．3．20屏障环境设施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房间和与其

相通房间之间，以及不同净化级别房间之间宜设置压差显示

装置。

4．4结构要求

4．4．1屏障环境设施的结构安全等级不宜低于二级。

4．4．2屏障环境设施不宜低于丙类建筑抗震设防。

4．4．3屏障环境设施应能承载吊顶内设备管线的荷载，以及高

压灭菌器、空调设备、清洗池等设备的荷载。

4．4．4变形缝不宜穿越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如穿越应采取

措施满足净化要求。



5空调、通风和空气净化5．1一般规定5．1．1空调系统的划分和空调方式选择应经济合理，并应有利于实验动物设施的消毒、自动控制、节能运行，同时应避免交叉污染。5．1．2空调系统的设计应满足人员、动物、动物饲养设备、生物安全柜、高压灭菌器等的污染负荷及热湿负荷的要求。5．1．3送、排风系统的设计应满足所用动物饲养设备、生物安全柜等设备的使用条件。隔离器、动物解剖台、独立通风笼具等不应向室内排风。5．1．4实验动物设施的房间或区域需单独消毒时，其送、回(排)风支管应安装气密阀门。5．1．5空调净化系统宜选用特性曲线比较陡峭的风机。5．1．6屏障环境设施和隔离环境设施的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应设置备用的送风机和排风机。当风机发生故障时，系统应能保证实验动物设施所需最小换气次数及温湿度要求。5．1．7实验动物设施的空调系统应采取节能措施。5．1．8实验动物设施过渡季节应满足温湿度要求。5．2送风系统5．2．1使用开放式笼架具的屏障环境设施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送风系统宜采用全新风系统。采用回风系统时，对可能产生交叉污染的不同区域，回风经处理后可在本区域内自循环，但不应与其他实验动物区域的回风混合。5．2．2使用独立通风笼具的实验动物设施室内可以采用回风，其空调系统的新风量应满足下列要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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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补充室内排风与保持室内压力梯度；

2实验动物和工作人员所需新风量。

5．2．3屏障环境设施生产区(实验区)的送风系统应设置粗效、

中效、高效三级空气过滤器。中效空气过滤器宜设在空调机组的
正压段。

5．2．4对于全新风系统，可在表冷器前设置一道保护用中效过

滤器。

5．2．5空调机组的安装位置应满足日常检查、维修及过滤器更

换等的要求。

5．2．6对于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空气处理设备应采取冬季防

冻措施。

5．2．7送风系统新风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新风口应采取有效的防雨措施。

2新风口处应安装防鼠、防昆虫、阻挡绒毛等的保护网，

且易于拆装和清洗。

3新风口应高于室外地面2．5m以上，并远离排风口和其

他污染源。

5．3排风系统

5．3．1有正压要求的实验动物设施，排风系统的风机应与送风

机连锁，送风机应先于排风机开启，后于排风机关闭。

5．3．2有负压要求实验动物设施的排风机应与送风机连锁，排

风机应先于送风机开启，后于送风机关闭。

5．3．3有洁净度要求的相邻实验动物房间不应使用同一夹墙作

为回(排)风道。

5．3．4实验动物设施的排风不应影响周围环境的空气质量。当

不能满足要求时，排风系统应设置消除污染的装置，且该装置应

设在排风机的负压段。

5．3．5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回(排)风口应有过滤功能，且

宜有调节风量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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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清洗消毒间、淋浴室和卫生间的排风应单独设置。蒸汽高压灭菌器宜采用局部排风措施。5．4气流组织5．4．1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气流组织宜采用上送下回(排)方式。5．4．2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回(排)风口下边沿离地面不宜低于0．1m；回(排)风口风速不宜大于2m／s。5．4．3送、回(排)风口应合理布置。5．5部件与材料5．5．1高效空气过滤器不应使用木制框架。5．5．2风管适当位置上应设置风量测量孔。5．5．3采用热回收装置的实验动物设施排风不应污染新风。5．5．4粗效、中效空气过滤器宜采用一次抛弃型。5．5．5空气处理设备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1不应采用淋水式空气处理机组。当采用表冷器时，通过盘管所在截面的气流速度不宜大于2．Om／s。2空气过滤器前后宜安装压差计，测量接管应通畅，安装严密。3宜选用蒸汽加湿器。4加湿设备与其后的过滤段之间应有足够的距离。5在空调机组内保持1000Pa的静压值时，箱体漏风率不应大于2％。6净化空调送风系统的消声器或消声部件的材料应不产尘、不易附着灰尘，其填充材料不应使用玻璃纤维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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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给水排水

6．1给 水

6．1．1实验动物的饮用水定额应满足实验动物的饮用水需要。

6．1．2普通动物饮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GB 5749的要求。

6．1．3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和隔离环境设施的用水应达到无

菌要求。

6．1．4屏障环境设施生产区(实验区)的给水干管宜敷设在技

术夹层内。

6．1．5管道穿越净化区的壁面处应采取可靠的密封措施。

6．1．6管道外表面可能结露时，应采取有效的防结露措施。

6．1．7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给水管道和管件，应选用不生

锈、耐腐蚀和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和管件。

6．2排 水

6．2．1大型实验动物设施的生产区和实验区的排水宜单独设置

化粪池。

6．2．2实验动物生产设施和实验动物实验设施的排水宜与其他

生活排水分开设置。

6．2．3 兔、羊等实验动物设施的排水管道管径不宜小

于DNl50。

6．2．4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内不宜穿越排水立管。

6．2．5排水管道应采用不易生锈、耐腐蚀的管材。

6．2．6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地漏应采用密闭型。



7电气和自控7．1配电7．1．1屏障环境设施的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用电负荷不宜低于2级。当供电负荷达不到要求时，宜设置备用电源。7．1．2屏障环境设施的生产区(实验区)宜设置专用配电柜，配电柜宜设置在辅助区。7．1．3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配电设备，应选择不易积尘的暗装设备。7．1．4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电气管线宜暗敷，设施内电气管线的管口，应采取可靠的密封措施。7．1．5实验动物设施的配电管线宜采用金属管，穿过墙和楼板的电线管应加套管，套管内应采用不收缩、不燃烧的材料密封。7．2照明7．2．1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照明灯具，应采用密闭洁净灯。照明灯具宜吸顶安装；当嵌入暗装时，其安装缝隙应有可靠的密封措施。灯罩应采用不易破损、透光好的材料。7．2．2鸡、鼠等实验动物的动物照度应可以调节。7．2．3宜设置工作照明总开关。7．3自控7．3．1自控系统应遵循经济、安全、可靠、节能的原则，操作应简单明了。7．3．2屏障环境设施生产区(实验区)宜设门禁系统。缓冲间的门，宜采取互锁措施。7．3．3当出现紧急情况时，所有设置互锁功能的门应处于可开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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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状态。

7．3．4屏障环境设施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送、排风机

应设正常运转的指示，风机发生故障时应能报警，相应的备用风

机应能自动或手动投入运行。

7．3．5屏障环境设施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送风和排风

机必须可靠连锁，风机的开机顺序应符合本规范第5．3．1条和第

5．3．2条的要求。

7．3．6屏障环境设施生产区(实验区)的净化空调系统的配电

应设置自动和手动控制。

7．3．7空气调节系统的电加热器应与送风机连锁。并应设无风

断电、超温断电保护及报警装置。

7．3．8 电加热器的金属风管应接地。电加热器前后各800mm范

围内的风管和穿过设有火源等容易起火部位的管道和保温材料。

必须采用不燃材料。

7．3．9屏障环境设施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温度、湿度、

压差超过设定范围时，宜设置有效的声光报警装置。

7．3．10自控系统应满足控制区域的温度、湿度要求。

7．3．儿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内外应有可靠的通信方式。

7．3．12屏障环境设施生产区(实验区)内宜设必要的摄像监控

装置。



8消防8．0．1新建实验动物设施的周边宜设置环行消防车道，或应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8．0．2屏障环境设施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或设置在不低于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中。8．0．3具有防火分隔作用且要求耐火极限值大于0．75h的隔墙，应砌至梁板底部，且不留缝隙。8．0．4屏障环境设施生产区(实验区)的吊顶空间较大的区域，其顶棚装修材料应为不燃材料且吊顶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0．5h。8．0．5实验动物设施生产区(实验区)的吊顶内可不设消防设施。8．0．6屏障环境设施应设置火灾事故照明。屏障环境设施的疏散走道和疏散门。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当火灾事故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采用蓄电池作备用电源时．蓄电池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20min。8．0．7面积大于50m2的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安全出口的数目不应少于2个，其中1个安全出口可采用固定的钢化玻璃密闭。8．0．8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疏散通道门的开启方向，可根据区域功能特点确定。8．0．9屏障环境设施宜设火灾自动报警装置。8．0．10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不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根据需要采取其他灭火措施。8．0．儿实验动物设施内应设置消火栓系统且应保证两个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到达任何部位。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9施工要求

9．1一般规定

9．1．1施工过程中应对每道工序制订具体的施工组织设计。

9．1．2各道工序均应进行记录、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

道t序施工。

9．1．3施工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单机试运转和系统的联合试运

转及调试，做好调试记录，并应编写调试报告。

9．2建筑装饰

9．2．1实验动物设施建筑装饰的施工应做到墙面平滑、地面平

整、现场清洁。

9．2．2实验动物设施有压差要求的房间的所有缝隙和孔洞都应

填实，并在正压面采取可靠的密封措施。

9．2．3有压差要求的房间宜在合适位置预留测压孔，测压孔未

使用时应有密封措施。

9．2．4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墙面、顶棚材料的安装接缝应

阱凋、美观，并应采取密封措施。

9．2．5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圆弧形阴阳角应采取密封措施。

9．3空调净化

9．3．1净化空调机组的基础对本层地面的高度不宜低于

200ram。

9．3．2宅凋机组安装时设备底座应调平，并应做减振处理。检

查门应平整，密封条应严密。正压段的门宜向内开，负压段的门

宦向外阡。表冷段的冷凝水水管上应设水封和阀门。粗效、中效

空气过滤器的更换应方便。

20



9．3．3送风、排风、新风管道的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加工前应进行清洁处理，去掉表面油污和灰尘。9．3．4净化风管加工完毕后，应擦拭干净，并用塑料薄膜把两端封住，安装前不得去掉或损坏。9．3．5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所有管道穿过顶棚和隔墙时，贯穿部位必须可靠密封。9．3．6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送、排风管道宜暗装；明装时，应满足净化要求。9．3．7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送、排风管道的咬口缝均应可靠密封。9．3．8调节装置应严密、调节灵活、操作方便。9．3．9采用除味装置时，应采取保护除昧装置的过滤措施。9．3．10排风除味装置应有方便的现场更换条件。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10检测和验收

10．1工程检测

10．1．1工程检测应包括建筑相关部门的工程质量检测和环境指

标的检测。

10．1．2工程检测应由有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部门进行。

10．1．3工程检测的检测仪器应有计量单位的检定，并应在检定

有效期内。

10．1．4工程环境指标检测应在工艺设备已安装就绪，设施内无

动物及工作人员，净化空调系统已连续运行24小时以上的静态

下进行。

10．1．5环境指标检测项目应满足表10．1．5的要求，检测结果

应符合表3．2．1、表3．2．2、表3．2．3要求。

表10．1．5工程环境指标检测项目

序号 项 目 单 位

1 换气次数 次／h

2 静压差 Pa

3 台尘浓度 粒／L

4 温度
5 相对湿度 ％

6 沉降菌浓度 个／(妇。培养皿，30min)
7 噪声 dB(A)

8 工作照度和动物照度
9 动物笼具周边处气流速度
10 送、排风系统连锁可靠性验证
11 备用送、排风机自动切换可靠性验证

检测项目卜一8的检测方法应执行现行行业标准《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j Gj 71的相关规定。

检测项目9的检测方法应按本章第10 1 6条执行。

屏障环境设施必须做榆测项目lo，普通环境设施町选做。

屏障环境设施的送、排风机采用互为备用的方式时，应做检测项目11。

实验动物设施检测记录用表参见附录A。

戡

挖



10．1．6动物笼具处气流速度的检测方法应符合以下要求：检测方法：测量面为迎风面(图10．1．6)，距动物笼具0．1m，均匀布置测点，测点间距不大于0．2m，周边测点距离动物笼具侧壁不大于0．1m，每行至少测量3点，每列至少测量2点。回风口图lo．1．6测点布置评价标准：平均风速应满足表3．2．1、表3．2．2的要求，超过标准的测点数不超过测点总数的10％。10．2工程验收lo．2．1在工程验收前，应委托有资质的工程质检部门进行环境指标的检测。10．2．2工程验收的内容应包括建设与设计文件、施工文件、建筑相关部门的质检文件、环境指标检测文件等。10．2．3工程验收应出具工程验收报告。实验动物设施的验收结论可分为合格、限期整改和不合格三类。对于符合规范要求的，判定为合格；对于存在问题，但经过整改后能符合规范要求的，判定为限期整改；对于不符合规范要求，又不具备整改条件的，判定为不合格。验收项目应按附录B的规定执行。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附录A实验动物设施检测记录用表

A．0．1实验动物设施施工单位自检情况，施工文件检查情况，

IVC、隔离器等设备检测情况，屏障环境设施围护结构严密性检

测情况应按表A．0．1填写。

A．0．2实验动物设施风速或风量的检测记录表应按表A．0．2

填写。

A．0．3实验动物设施静压差的检测记录表应按表A．0．3填写。

A．0．4实验动物设施含尘浓度的检测记录表应按表A．0．4

填写。

A．0．5实验动物设施温度、相对湿度的检测记录表应按表

A．0．5填写。

A．0．6实验动物设施沉降菌浓度的检测记录表应按表A．0．6

填写。

A．0．7实验动物设施噪声的检测记录表应按表A．o．7填写。

A．0．8实验动物设施工作照度和动物照度的检测记录表应按表

A．0．8填写。

A．0．9实验动物设施动物笼具周边处气流速度的检测记录表应

按表A．O．9填写。

A．0．10实验动物设施送、排风系统连锁可靠性验证和备用送、

排风机自动切换可靠性验证的检测记录表应按表A．0．10填写。



表A．0．1实验动物设施检测记录第页共页委托单位设施名称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测单位检测日期记录编号检测状态检测依据1施工单位自检情况2施工文件检查情况3IVC、隔离器等设备检测情况4屏障环境设施围护结构严密性检测情况校核记录检验25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衰A．0．2实验动物设施检测记录

第页共页

5风速或风量

榆测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编号

检测前设备状况 检测后设备状况

位置 风口 测点 风速(m^)或风量(m3／h) 备注

校核

26

记录 检验



裹丸0．3实验动物设施检测记录第页共页6静压差检测检测仪器名称规格型号编号检测前设备状况检测后设备状况检测位置压差值(Pa)备注校核记录检验27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裹屯0．4实验动物设施检测记录

第页共页

7舍尘浓度

检测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编号

检测前设备状况 检测后设备状况

位置 测点 粒径 含尘浓度(pc／ ) 备注

校核

28

记录 检验



裹A．0．5实验动物设施检测记录第页共页8温度、相对湿度检测仪器名称规格捌号编号检测前设备状况检测后设备状况房间名称温度(℃)相对湿度(％)备注窜外校核记录检验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衰九0．6实验动袖设施检测记录

第页共页

9沉降菌浓度

检测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编号

检测前设备状况 l检测后设备状况

房间名称 测点 沉降菌浓度个／(如。培养皿，30rain) 各注

j

校核

30

记录 检验



裹A．0．7实验动物设施检测记录第页共页lO噪声检测仪器名称规格型号编号检测前设备状况检测后设备状况房间名称测点噪声dB(A)备注校核记录检验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表A．0．8实验动物设施检测记录

第页共页

11照 度

检测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编号

1：龟测前没备状况 l检测后醚爵状况

房问名称 测点 】：作照度(1x) 动物照度(1x) 备注

校核

32

记录 检验



衰九o．9实验动物设施检测记录第页共页12动物笼具周边处气流速度检测仪器名称规格喇号编号检测前设备状况榆测后设备状况房问名称测点动物笼具周边处气流速度(m／s)备注校核检验33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表～0．10实验动物设施检测记录

第页共页

13送、排风系统连锁可靠性验证

14备用送、排m机白动切换可靠性验证

校核

34

记录 检验



附录B实验动物设施工程验收项目B．0．1实验动物设施建成后，应按照本附录列出的验收项目，逐项验收。&o．2凡对工程质量有影响的项目有缺陷，属一般缺陷，其中对安全和工程质量有重大影响的项目有缺陷，属严重缺陷。根据两项缺陷的数量规定工程验收评价标准应按表13．0．2执行。裹R0．2实验动翱设施验收标准标准类别严重缺陷数一般缺陷数合格O<20％1～3<20％限期整改O≥20％>3O不台格一次整改后仍未通过者注：百分数是缺陷数相对于应被检查项目总数的比例。B．o．3实验动物设施工程现场检查项目应按表B0．3执行。裹R0．3实验动鞠设施工程现场检童项目评价适用范围序普通屏障隔离童检查出的问题严重一般号环境环境环境缺陷缺陷设施设施设备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温度不实验1＼／√√√符合要求动物2其他房问温度不符合要求＼／V√设施的技3日温差不符合要求、／＼／~，~／术指4相对湿度不符合要求√√V~，标5换气次数不足√、／、，√35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续表B 0．3

评价 适用范围

序 普通 屏障 隔离毒 检查出的问逝 严重 一般号 环境 环境 环境
缺陷 缺陷

设施 设施 设备

动物笼具周边处气流速度超过
6 √ ~／

o．2rn儿

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压差反
7 √ √ √

向

8 压差不足 、／ ＼／ 、／

实验 9 洁净度级别不移
动物

设施 lO 沉降苗浓度超标 √ √

的技 实验动物询养房间或设备噪声超
术指 11

标
、／ ~， ~／

标
12 其他房间噪声超标

】3 动物照度不满足要求 √ √

14 ]：作照度不足

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新风鞋
15

刁：足

基地出入口只有一个，人员出人
16 ~， √

¨兼搬动物，1体和废弃物的出口

1 7 未没截动物，1体与废弃物暂存处 ~，
——

18
牛产Ⅸ(实验随)与辅助区沭明

确讣没
——一__

】9
屏障环境设施的pq：间置于净化

【蔓内

屏障王f境设施的楼梯、电梯咒于
建筑 20

q+产K(试验区)内

21
犬、撒、特等耍驻动物人口未世

臀竹独人I j或洗浴州
————

22
负m肼障耶境泄施没彳】设毁光‘占

化消虑没咄

砧 动物实验室I^I动物饲养问与蛮验
操枘nq术行jn蹙置

——

21
屏障环境避施束设霄高压火闲器

等消t《没施



续表R0．3评价适用范围序普通屏障隔离童检查出的问题严重一般号环境环境环境缺陷缺陷设施设施设备清洗消毒问束设地漏或排水沟．25x／√~，地面束做防水处理26清洗消毒问的墙面未做防水处理√√√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内设置排27x／、／水沟屏障环境设施的洁物储存室设置28、／√地精墙面和顶棚为非易于清洗消毒、29不耐腐蚀、起尘、开裂、反光、不√x／光滑防水的材料建筑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地面与墙30面相交位置未做半径不小于30ram、，、，的圆弧处理地面材料不防滑、不耐磨、不耐31＼／~，x／腐蚀．有渗漏．踢脚突出墙面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密封性未32、／满足要求没有防止昆虫，鼠等动物进人和33、／√√外逃的措施34设备的安装空间不够√、／净化Ⅸ变形缝的做法未满足洁净35V√要求实验动物生产设施和实验动物i殳36V~，施的奎调系统未分开设置动物隔离器、动物解剖台等其他37、／、，√产生污染气溶胶的设备向室内排风审气屏障环境设施的动物生产区(动净化物实验区)送风机和排风机丰考虑备用或当城机做障时，不能维持实38~，、，验动物i殳施所需最小换气次数及温度蚤求(III打可承受风机故障时损失的除外)37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续表13．0．3

评价 适用范围

序 普通 屏障 隔离啬 检查出的问题 严重 一般号 环境 环境 环境
缺陷 缺陷

设施 设施 设备

屏障环境设施和隔离环境设施过
39 ~， V ~／

渡季节不能满足温湿度要求

40 采用了淋水式空气处理器 x／ 、／ x／

空调箱或过滤器箱内过滤器前后
41 √ ~， 、／

无压差计

选用易生菌的加湿方式(如湿膜、
42 √ √ 、／

高压微雾加湿器)

加湿设备与其后的空气过滤段距
43 ＼， ＼／ ~，

离不够

有净化要求的消声器或消声部件
44 、， 、，

的材辩不符合要求

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送风系统未
45 、， x／

按规定设三级过滤

对于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未考
46 ＼， √ 、／

虑冬季换热设备的防冻问题

空气 电加热器前后各800mm范围内的
净化 47 风管和穿过设有火潭等容易起火部 、／ √ √

位的管道．未采用不燃保温材料

新风口授有有效的防雨措施。未
48 安装防鼠、防昆虫、阻挡绒毛等的 V 、， √

保护网

49 新风口未高出室外地面2．5m √ V ~／

新风口易受排风口及其他污染源
50 、， √ ＼／

的影响

5l 送排风未连锁或连锁不当 ~， x／ x／

有洁净度要求的相邻实验动物房
52 √ 、／

问使用同一回风夹墙作为排风

屏障环境设施的动物生产区(动
53 物实验区)未采用上送下排(回) 、， ~／

方式

54 高效过滤器用木质框架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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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0．3评价适用范围序普通屏障隔离盘检查出的问题严重一般号环境环境环境缺陷缺陷设施设施设备55风管未设置风量测量孔√√、，空气净化56使用了可产生交叉污染的热回收装置√~，V实验动物饮水不符合生活饮用水57~／√√标准屏障环境设施和隔离环境设施净58x／√√化区内的用水未经过灭菌管道穿越净化区的壁面处未采取59√可靠的密封措施管道表面可能结露，未采取有效60x／√~／的防结露措施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给水管61道．未选用不生锈、耐腐蚀和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给水、62大型的生产区(实验区)的排水排水未单独设置化粪池~，~／√动物生产或实验设施的排水与建63~／、／√筑生活排水未分开设置小鼠等实验动物设施的排水管道64~，√、／管径小于DN75兔、羊等实验动物设施的排水管65√V、，道管径小于DNl50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穿过排水66√＼／盘管排水管道束采用不易生锈、耐腐67x／√~，蚀的管材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地漏为68√V非密闭型39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续表13．0．3

评价 适用范围

序 普通 屏障 隔离啬 检查出的问题 严重 一般号 环境 环境 环境
缺陷 缺陷

设施 设施 设备

屏障环境设施、隔离环境设施达
69 √ √ √

不到用电负荷要求

屏障环境没施生产区(实验区)
70 √ √ √

设施未设置独立配电柜

屏障环境设施配电柜设置在洁净
7l √ ~，

区

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电气设
72 √ √

备未满足净化要求

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电气管线
73 ~，

管口未采取可靠的密封措施

74 配电管线采用非金属管 √ √ √

净化区内穿过墙和楼板的电线管
75 ~， √ ~，

未采取可靠的密封

76
屏障环境{殳施净化区内的照明灯

、／ ~／
电气 具为非密闭洁净灯

设备 沾净灯具嵌入顶棚暗装的安装缝
和自 77

隙未有可靠的密封措施
√ 、／

控要

求 78
鼠、鸡等动物照度的照明开关不

可调节
√ ~／ √ ~／

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缓冲问的门，
79 ~， 、，

未采取互锁措施

当出现紧急情况时．设置互锁功
80 ~， ~，

能的『]不能处于开启状态

屏障环境设施的动物生产区(动
8l 物实验区)未设风机正常运转指示 √ 、／

与报警

82 备用风机不能正常投入运行 √ ~／

电加热器没有可靠的连锁、保护
83 、， ~， ~／

装置，接地

84 温、湿度没有进行必要控制 √ √ √ ~，

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外没有可
85 √ √

靠的通信方式



续表13．0．3评价适用范围序普通屏障隔离壹检查出的问题严重一般号环境环境环境缺陷缺陷设施设施设备新建实验动物建筑未设置环行消86防车道．或未沿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实验动物建筑的耐火等级低于287级或设置在低于2级耐火等级的建√~，筑中具有防火分隔作用且璺求耐火极88限值大于o．75h的膈墙未砌至梁板＼／V√底部，留有缝隙屏障环境设施的生产区(实验区)89~／、／顶棚装修材料为可燃材料消防90屏障环境设施的生产区(实验区)吊顶的耐火极限低于0．5h√√要求面积大于50m2的屏障环境设施净91化区没有火灾事故照明或疏散指示、／√标志屏障环境设施安全出口的数目少92√于2个屏障环境设施未设火灾自动报警93V√装置屏障环境设施设置自动喷水灭火94V~，系统屏障环境设施未采取喷淋以外其95√√他灭火措施不能保证两个水枪的充实水柱同96~，时到达任何部位97送风高效过滤器漏泄、／V~，工程98设备无合格的出厂检测报告√√√检测结果99无调试报告V√√√100检测单位无资质√√~，√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本规范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

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实验动物设施建筑技术规范条．3c说明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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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0．1我国实验动物设施的发展非常迅速，已建成了许多实验

动物设施，积累了丰富的设计、施工经验。我国已制定了国家标

准《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GB 14925，该规范规定了实验动

物设施的环境要求。本规范是解决如何建设实验动物设施以满足

实验动物设施的环境要求，包括建筑、结构、空调净化、消防、

给排水、电气、工程检测与验收等。

1．0．2本条规定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

1．0．3既要考虑到初投资，也要考虑运行费用。针对具体项目，

应进行详细的技术经济分析。对实验动物设施中采用的设备、材

料必须严格把关，不得迁就，必须采用合格的设备、材料和施工

工艺。

1．0．5下列标准规范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规范中引用而构

成本规范的条文。使用本规范的各方应注意，研究是否可使用下

列规范的最新版本。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高效空气过滤器性能实验方法透过率和阻力》GB 6165—

85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高效空气过滤器》GB／T 13554 92

《组合式空调机组》GB／T 14294—1993

《空气过滤器》GB／T 14295 93

《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GB 14925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 15982 1995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2004

46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03《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GB50029—200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04《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年版)《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50073—200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98《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01《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02《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50346—2004《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JGJ7l90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2术 语

2．0．2～2．0．4普通环境、屏障环境、隔离环境是指实验动物直

接接触的生活环境。

2．0．5、2．0．6根据使用功能进行分类。

2．0．7、2．0．8普通环境、屏障环境通过设施来实现，隔离环境

通过隔离器等设备来实现。

2．0．12～2．0．14关于实验动物设施空气洁净度等级的规定采用

与国际接轨的命名方式。

2．0．15净化区指实验动物设施内有空气洁净度要求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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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类和技术指标3．1实验动物环境设施的分类3．1．1本条对实验动物环境设施进行分类，在建设实验动物设施时，应根据实验动物级别进行选择。3．2实验动物设施的环境指标3．2．1、3．2．2主要依据《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GB14925中的规定。49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4建筑和结构

4．1选址和总平面

4．1．1实验动物设施需要相对安静、无污染的环境，选址要尽

量减小环境中的粉尘、噪声、电磁等其他有害因素对设施的影

响；同时，实验动物设施会产生一定的污水、污物和废气，因此

在选址中还要考虑实验动物设施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影响。

4．1．2在实验动物设施基地的总平面设计时，要考虑三种流线

的组织：人员流线、动物流线、洁物流线和污物流线。尽可能做

到人员流线与货物流线分开组织，尤其是运送动物尸体和废弃物

的路线与人员进出基地的路线分开，如果能将洁物运人路线和污

物运出路线分开则更佳。

设施的外围宜种植枝叶茂盛的常绿树种，不宜选用产生花

絮、绒毛、粉尘等对大气有不良影响的树种，尤其不应种植对人

和动物有毒、有害的树种。

4．2建筑布局

4．2．1动物生产区包括育种室、扩大群饲育室、生产群饲育室

等；辅助生产区包括隔离观察室、检疫室、更衣室、缓冲间、清

洗消毒窒、洁物储存室、待发室、洁净走廊、污物走廊等；辅助

区包括门厅、办公室、库房、机房、一般走廊、卫生间、楼梯等。

4．2．2动物实验区包括饲育室和实验操作室、饲育室和实验操

作室的前室或者后室、准备室(样品配制室)、手术室、解剖室

(取材室)；辅助实验区包括更衣室、缓冲室、淋浴室、清洗消毒

室、洁物储存室、检疫观察室、无害化消毒室、洁净走廊、污物

走廊等；辅助区包括门厅、办公、库房、机房、一般走廊、厕

所、楼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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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设置卫生间容易造成污染，所以不应设置卫生问(采用特殊的卫生洁具，不造成污染的除外)。电梯的运行会产生噪声，同时造成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压力梯度的波动；如将电梯置于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小噪声干扰和压力梯度的波动。楼梯置于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不利于清洁和洁净度要求，如将楼梯置于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应满足空气净化的要求。4．2．4清洁级动物、SPF级动物和无菌级动物因其对环境要求各不相同，应分别饲养在不同的房间或不同区域里，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在同一个房间内使用满足要求的不同的笼具进行饲养；不同种类动物的温度、湿度、照度等生存条件不同，因此宜分别饲养在不同房间或不同区域里。4．2．5本条是为了避免鸡、犬等产生较大噪声的动物对其他动物的影响，尤其是避免对胆小的鼠、兔等动物心理和生理的影响。4．2．6单走廊布局方式一般是指动物饲育室或实验室排列在走廊两侧，通过这一个走廊运人和运出物品；双走廊布局方式一般是指动物饲育室或实验室两侧分别设有洁净走廊和污物走廊，洁物通过洁净走廊运入，污物通过污物走廊运出；多走廊布局方式实际是多个双走廊方式的组合，例如将洁净走廊设于两排动物室的中间，外围两侧是污物走廊的三走廊方式。双走廊或多走廊布局时，实验动物设施的实验准备室应与洁净走廊相通，并能方便地通向动物实验室l实验动物设施的手术室应与动物实验室相邻，或有便捷的路线相通；解剖、取样的负压屏障环境设施的解剖室应放在实验区内，并应与污物走廊相连或与无害化消毒室相邻。4．2．8本条中的避免交叉污染，包含了几个方面的意思：进入人流与出去人流尽量不交叉，以免出去人流污染进入人流；洁物进入与擂物运出流线尽量不交叉，以免污物对洁物造成污染；动物进入与动物实验后运出的流线尽量不交叉，以免实验后的动物57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污染新进入的动物；不同人员之间、不同动物之间也应避免互相

交叉污染。

单走廊的布局，流线上不可避免有交叉时，应通过管理尽量

避免相互污染，如采取严格包装、分时控制、前室再次更衣等措

施。

以双走廊布局的屏障环境实验动物设施为例，人员、动物、

物品的工艺流线示意如下：

人员流线：一更一二更一洁净走廊一动物实验室一
污物走廊一二更一淋浴(必要时)一一更

动物流线：动物接收一传递窗(消毒通道、动物洗浴)
一洁净走廊一动物实验室一污物走廊一解剖室一(无
害化消毒一)尸体暂存

物品流线：清洗消毒一高压灭菌器(传递窗、渡槽)一
洁物储存间一洁净走廊一动物实验室一污物走廊一(解
剖室一)(无害化消毒一)污物暂存
4．2．9二次更衣室一般用于穿戴洁净衣物，同时可兼做缓冲间

阻隔室外空气进入屏障环境设施。

4．2．10动物进入宜与人员和物品进入通道分开，小型动物也可

以和物品一样通过传递窗进入。动物洗浴间内应配备所需的设

备，如热水器、电吹风等。

4．2．11负压屏障环境设施内的动物实验一般在不同程度上对人

员和环境有危害性，因此其所有物品必须经无害化处理后才能运

出，无害化处理一般采用双扉高压灭菌器等设施。涉及放射性物

质的负压屏障环境设施还要遵守放射性物质的相关规定处理后才

能运出。

4．2．12设置检疫室或隔离观察室是为了防止外来实验动物感染

实验动物设施内已有的实验动物。

4．2．13实验动物设施对各种库房的面积要求较大，设计时应加

以充分考虑。



4．3建筑构造4．3．1卸货平台高度一般为lm左右。便于从货车上直接卸货。4．3．2本条主要是指用水直接冲洗的房间，应考虑足够的排水坡度，并做好地面防水。4．3．3本条规定是从动物伦理出发，避免实验操作对其他动物产生心理和生理影响，同时避免由此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4．3．4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所有物品必须经过高压灭菌器、传递窗、渡槽等设备消毒后才能进入。4．3．5清洗消毒室有大量的用水需求，且排水中杂物较多，因此必须有良好的排水措施和防水处理。4．3．6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内设排水沟会影响整个环境的洁净度，如采用排水沟时，应采取可靠的措施满足洁净要求；而洁物储存室是屏障环境设施内对洁净要求较高的房间，设置地漏会有孳生霉菌的危险，因而不应设置}如果将纯水点设于洁物储存室内，需设置收集溢流水的设施。4．3．7有洁净度要求或生物安全级别要求的实验动物设施需要较大面积的空调机房，应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并避免其噪声和振动对动物和实验仪器的影响。4．3．8实验动物设施每天都要运人大量的饲料、动物和运出污物、尸体等货物，因此二层以上需要设置方便运送货物的电梯。有条件的情况下货物电梯和人员电梯宜分开，洁物电梯与污物电梯宜分设。4．3．9本条是为了保证设施内运送货物的宽度，尤其是实验区内的走廊宽度要满足运送动物、饲料小车的需要。4．3．10屏障环境设施的生产区(实验区)内净高应满足所选笼架具(和生物安全柜)的高度和检测、检修要求，但不宜过高，因为实验室内的体积越大，空调要维持同样的换气次数，所需要的送风量就越大，不利于节能。屏障环境设施的设备管道较多，需要很大的吊顶空间，因而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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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足够的层高。

4．3．11本条的围护结构包括屋顶、外墙、外窗、隔墙、隔断、

楼板、粱柱等，都不应含有有毒、有放射性的物质。

4．3．12本条所指技术夹层包括吊顶或设备夹层，主要用于布置

设备管线，吊顶可以是有一定承重能力的可上人吊顶，也可以是

不可上人的轻质吊顶；由于在生产区或实验区内的吊顶上留检修

人孔会对生产或实验造成影响，因此在不上人轻质吊顶内需要设

置检修通道，并在辅助区内留检修人孔或活动吊顶。

4．3．13本条对墙面和顶棚材料提出了定性的要求。

4．3．14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由于有洁净度要求，应尽量减少

积尘面和孳生微生物的可能，所以要求围护材料应表面光洁；本

条所指的密闭措施包括：密封胶嵌缝、压缝条压缝、纤维布条粘

贴压缝、加穿墙套管等；地面与墙面相交位置做圆弧处理，是为

了减少卫生死角，便于清洁和消毒。

4．3．15地面材料应防止人员滑倒，以免人员受伤、破坏生产或

实验设施；洁净区内应尽量减少积尘面(特别是水平凸凹面)，

以免在室内气流作用下引起积尘的二次飞扬，因此踢脚应与墙面

平齐或略缩进不大于3ram。屏障环境设施内因为有洁净度要求，

地面混凝土层中宜配少量钢筋以防止地面开裂，从而避免裂缝中

孳生微生物。潮湿地区应做好防潮处理，地面垫层中增加防潮

层。

4．3．16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为了使门扇关闭紧密，密闭门

一般开向压力较高的房间或走廊。

房间门上设密闭观察窗是为了使人不必进人室内便可方便地

对动物进行观察，随时了解室内情况，观察窗应采用不易破碎的

安全玻璃。缓冲室不宜有过多的门，宜设互锁装置使门不能同时

打开，否则容易破坏压力平衡和气流方向，破坏洁净环境。

4．3．17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外窗的设置要求是为了满足洁净的

要求。啮齿类动物是怕见光的，所以不宜设外窗，如果设外窗应

有严格的遮光措施。普通环境设施如果没有机械通风系统，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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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防虫纱窗的窗户进行自然通风。4．3．18昆虫、野鼠等动物身上极易沾染和携带致病因子，应采取防护措施，如窗户应设纱窗，新风口、排风口处应设置保护网，门口处也应采取措施。4．3．19本条主要提醒设计人员要充分考虑实验室内体积比较大的设备的安装和检修尺寸，如生物安全柜、动物饲养设备、高压灭菌器等等，应留有足够的搬运孔洞和搬运通道；此外还应根据需要考虑采取局部隔离、防震、排热、排湿等措施。4．3．20设置压差显示装置是为了及时了解不同房间之间的空气压差，便于监督、管理和控制。4．4结构要求4．4．1目前大量的新建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但实验动物设施普遍规模较小，还有不少既有建筑改建的项目，有可能达到二级有一定困难，但新建的屏障环境设施应不低于二级。4．4．2目前大量的新建建筑为丙类抗震设防，但实验动物设施普遍规模较小，还有不少既有建筑改建的项目，有可能达到丙类抗震设防有一定困难，但新建的屏障环境设施应不低于丙类抗震设防，达不到要求的既有建筑改建应进行抗震加固。4．4．3屏障环境设施吊顶内的设备管线和检修通道一般吊在上层楼板上，楼板荷载应加以考虑。设施中的高压灭菌器、空调设备的荷载也非常大，设计时应特别注意，并尽可能将大型高压灭菌器放在结构梁上或跨度较小的楼板上。4．4．4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内的变形缝处理不好，容易孳生微生物，严重影响设施环境，因此设计中尽量避免变形缝穿越。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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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空调、通风和空气净化

5．1一般规定

5．1．1空调系统的划分和空调方式选择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

综合考虑。例如：实验动物实验设施中，根据不同实验内容来进

行空调系统的划分，以利于节能。又如：实验动物生产设施和实

验动物实验设施分别设置空调系统，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设施的

使用时间不同，实验动物生产设施一般是连续工作的，而实验动

物实验设施在未进行实验时，空调系统一般不运行的(除值班风

机外)。

5．1．2实验动物的热湿负荷比较大，应详细计算。实验动物的

热负荷可参考表1：

表1实验动物的热负荷

动物品种 个体重量(kg) 全热量(w／kg)

小鼠 0．02 41．4

雏鸡 0．05 17 2

地鼠 0 11 20．6

鸽子 0 28 23 3

大鼠 0．30 2l_1

豚鼠 0．41 19．7

鸡(成熟) 0．91 9 2

兔子 2．72 12 2

猫 3．18 11 7

猴子 4 08 11．7

狗 15．88 6．1

山羊 35 83 5．0

绵羊 44．9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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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动物品种个体重量(kg)全热量(w／1【g)小型猪11．345．6猪2494844小牛136．0831母牛453．601．9‘5453．601．9成人68．。o25注：本表摘自加拿大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Ac)编著的《laboratoryanimalfacilities—characteristicsdesignanddevelopment)。5．1．3送、排风系统的设计应考虑所用设备的使用条件，包括设备的高度、安装间距、送排风方式等。产生污染气溶胶的设备不应向室内排风是为了防止污染室内环境。5．1．4安装气密阀门的作用是防止在消毒时，由于该房间或区域与其他房间共用空调净化系统而污染其他房间。5．1．5实验动物设施的空调净化系统，各级过滤器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容尘量逐渐增加，系统阻力也逐渐增加，所需风机的风压也越大。选用风压变化较大时，风量变化较小的风机，可以使净化空调系统的风量变化较小，有利于空调净化系统的风量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使用变频风机，保持系统风量的稳定，使风机的电机功率与所需风压相适应，可以降低风机的运行费用。5．1．6屏障环境设施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空调净化系统出现故障时，经济损失比较严重，所以送、排风机应考虑备用并满足温湿度要求。风机的备用方式一般采用空调机组中设置双风机，当送(排)风机出现故障时，备用风机立刻运行。若甲方运行管理到位，当风机出现故障时能及时修复，并且在修复期内，实验动物生产或动物实验基本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可不在空调系统中设置备用风机，而在机房备用同型号的风机或风机电机。如果甲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承受风机出现故障情况下的损失，可不备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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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实验动物设施已建工程中全新风系统居多，其能耗比普

通空调系统高很多，运行费用巨大。因此，在空调设计时，必须

把“节能”作为一个重要条件来考虑，在满足使用功能的条件

下，尽可能降低运行费用。

5．1．8屏障环境设施和隔离环境设施对温湿度的要求较高，如

果没有冷热源，过渡季节温湿度很难满足要求，应根据工程实际

情况考虑过渡季节冷热源问题。

5．2送风系统

5．2．1对于使用开放式笼架具的屏障环境设施的动物生产区

(动物实验区)，工作人员和实验动物所处的是同一个环境，人和

实验动物对氨、硫化氢等气体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屏障环境

设施既应满足实验动物也应满足工作人员的环境要求。对于屏障

环境设施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回风经过粗效、中效、高

效三级过滤器是能够满足洁净度的要求的，但对于氨、硫化氢等

有害气体靠普通过滤器是不能去除的。已建工程的常用方式是采

用全新风的空调方式，用新风稀释来保证屏障环境设施的空气质

量。

采用全新风系统会造成空调系统的初投资和运行费用的大幅

度增加，不利于空调系统的节能。采用回风时，可以采用室内合

理的气流组织，提高通风效率(如笼具处局部排风等)，或回风

经过可靠的措施进行处理，使屏障环境设施的环境指标达到要

求。

5．2．2使用独立通风笼具的实验动物设施，独立通风笼具的排

风是排到室外的，提高了通风的效率，独立通风笼具内的实验动

物对房间环境的影响不大，故只对新风量提出了要求，而并未规

定新风与回风的比例。

5．2．3中效空气过滤器设在空调机组的正压段是为防止经过中

效空气过滤器的送风再被污染。

5．2．4对于全新风系统，新风量比较大，新风经过粗效过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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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尘量还是比较大的，容易造成表冷器的表面积尘、阻塞空气通道，影响换热效率。5．2．6对于空气处理设备的防冻问题着重考虑新风处理设备的防冻问题，可以采用设新风电动阀并与新风机连锁、设防冻开关、设置辅助电加热器等方式。5．3排风系统5．3．1、5．3．2送风机与排风机的启停顺序是为了保证室内所需要的压力梯度。5．3．3相邻房间使用同一夹墙作为回(排)风道容易造成交叉污染，同时压差也不易调节。’5．3．4实验动物设施的排风含有氨、硫化氢等污染物，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以免影响周围人的生活、工作环境。本条没有规定必须设置除味装置，主要是考虑到有些实验动物设施远离市区，或距周围建筑距离较远，或采用高空排放等措施，对周围人的生活、工作环境影响较小，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设置除味装置。在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除味装置，排风先除味再排放到大气中。除味装置设在负压段，是为了避免臭味通过排风管泄漏。5．3．5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回(排)风口安装粗效空气过滤器起预过滤的作用，在房间回(排)风口上设风量调节阀，可以方便地调节各房间的压差。5．3．6清洗消毒间、淋浴室和卫生间排风的湿度较高，如与其他房间共用排风管道可能污染其他房间。蒸汽高压灭菌器的局部排风是为了带走其所散发的热量。5．4气流组织5．4．1采用上送下回(排)的气流组织形式，对送风口和回(排)风口的位置要精心布置，使室内气流组织合理，尽可能减少气流停滞区域，确保室内可能被污染的空气以最快速度流向回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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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风VI。洁净走廊、污物走廊可以上送上回。

5．4．2回(排)风口下边太低容易将地面的灰尘卷起。

5．4．3送、回(排)风口的布置应有利于污染物的排出，回

(排)风口的布置应靠近污染源。

5．5部件与材料

5．5．1木制框架在高湿度的情况下容易孳生细菌。

5．5．2测孔的作用有测量新风量、总风量、调节风量平衡等作

用。测孔的位置和数量应满足需要。

5．5．3实验动物设施排风的污染物浓度较高，使用的热回收装

置不应污染新风。

5．5．4高效空气过滤器都是一次抛弃型的。粗效、中效空气过

滤器对送风起预过滤的作用，其过滤效果直接关系到高效空气过

滤器的使用寿命，而高效空气过滤器的更换费用要比粗效、中效

空气过滤器高得多。使用一次抛弃型粗效、中效过滤器才能更好

保护高效过滤器。

5．5．5本条对空气处理设备的选择作出了基本要求。

1淋水式空气处理设备因其有繁殖微生物的条件，不适用

生物洁净室系统。由于盘管表面有水滴，风速太大易使气流带

水。

2为了随时监测过滤器阻力，应设压差计。

3从湿度控制和不给微生物创造孳生的条件方面考虑，如

果有条件，推荐使用干蒸汽加湿装置加湿，如干蒸汽加湿器、电

极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等。

4为防止过滤器受潮而有细菌繁殖，并保证加湿效果，加

湿设备应和过滤段保持足够距离。

6设备材料的选择都应减少产尘、积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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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给水排水6．1给水6．1．1实验动物日饮用水量可参考表2。裹2实验动物13饮用水量动物品种饮用水需要量单位小鼠(成熟龄)4～7mI，大鼠(509)20～45mL豚鼠(成熟龄)85～150mL兔(1．4～2．3kg)60～140m1．／kg金黄地鼠(成熟龄)8～12mI。小型猪(成熟龄)1～1_9I。狗(成熟龄)25～35mI。／kg猫(成熟龄)100～200mL红毛猴(成熟龄)200～950mI。鸡(成熟龄)70mL本表是国内工程设计常采用的实验动物日饮用水量，仅作为工程设计的参考。6．1．3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和隔离环境设施的用水包括动物饮用水和洗刷用水均应达到无菌要求，主要是保证实验动物生产设施中生产的动物达到相应的动物级别的要求，保证实验动物实验设施中的动物实验结果的准确性。6．1．4屏障环境设施生产区(实验区)的给水干管设在技术夹层内便于维修，同时便于屏障环境设施内的清洁和减少积尘。6．1．5防止非净化区污染净化区，保证净化区与非净化区的静压差，易于保证洁净区的洁净度。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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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防止凝结水对装饰材料、电气设备等的破坏。

6．1．7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给水管道和管件，应该是不易

积尘、容易清洁的材料，以满足净化要求。

6．2排 水

6．2．1大型实验动物设施的生产区(实验区)的粪便量较大，

同时粪便中含有的病原微生物较多，单独设置化粪池有利于集中

处理。

6．2．2有利于根据不同区域排水的特点分别进行处理。

6．2．3实验动物设施中实验动物的饲养密度比较大，同时排水

中有动物皮毛、粪便等杂物，为防止堵塞排水管道，实验动物设

施的排水管径比一般民用建筑的管径大。

6．2．4尽量减少积尘点，同时防止排水管道泄漏污染屏障环境。

如排水立管穿越屏障环境设施的净化区，则其排水立管应暗装，

并且屏障环境设施所在的楼层不应设置检修口。

6．2．5排水管道可采用建筑排水塑料管、柔性接口机制排水铸

铁管等。高压灭菌器排水管道采用金属排水管、耐热塑料管等。

6．2．6防止不符合洁净要求的地漏污染室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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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电气和自控7．1配电7．1．1本条对实验动物设施的用电负荷并没有规定太严，主要是考虑使用条件的不同和我国现有的条件。对于实验动物数量比较大的屏障环境设施的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出现故障时造成的损失也较大，用电负荷一般不应低于2级。对于普通环境实验动物设施，实验动物数量较少(不包括生物安全实验室)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用电负荷的等级。当后果比较严重、经济损失较大时，用电负荷不应低于2级。7．1．2设置专用配电柜主要考虑方便检修与电源切换。配电柜宜设置在辅助区是为了方便操作与检修。7．1．3、7．1．4主要是减少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积尘点，保证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密闭性，有利于维持屏障环境设施内的洁净度与静压差。7．1．5金属配管不容易损坏，也可采用其他不燃材料。配电管线穿过防火分区时的做法应满足防火要求。7．2照明7．2．1用密闭洁净灯主要是为了减少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的积尘点和易于清洁；吸顶安装有利于保证施工质量；当选用嵌入暗装灯具时，施工过程中对建筑装修配合的要求较高，如密封不严，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压差、洁净度都不易满足。7．2．2考虑到鸡、鼠等实验动物的动物照度很低，不调节则难以满足标准要求，因此其动物照度应可以调节(如调光开关)。7．2．3为了便于照明系统的集中管理，通常设置照明总开关。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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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自 控

7．3．1本条是对自控系统的基本要求。

7．3．2屏障环境设施生产区(实验区)的门禁系统可以方便工

作人员管理，防止外来人员误入屏障环境设施污染实验动物。缓

冲间的门是不应同时开启的，为防止工作人员误操作，缓冲室的

门宜设置互锁装置。

7．3．3缓冲室是人员进出的通道，在紧急情况(如火灾)下，

所有设置互锁功能的门都应处于开启状态，人员能方便地进出，

以利于疏散与救助。

7．3．4屏障环境设施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送、排风机

是保证屏障环境洁净度指标的关键，在送、排风机出现故障时，

备用风机应及时投入运行，以免实验动物受到污染。

7．3．5屏障环境设施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送、排风机

的连锁可以防止其压差超过所允许的范围。

7．3．6自动控制主要是指备用风机的切换、温湿度的控制等，

手动控制是为了便于净化空调系统故障时的检修。

7．3．7要求电加热器与送风机连锁，是一种保护控制，可避免

系统中因无风电加热器单独工作导致的火灾。为了进一步提高安

全可靠性，还要求设无风断电、超温断电保护措施。例如，用监

视风机运行的压差开关信号及在电加热器后面设超温断电信号与

风机启停连锁等方式，来保证电加热器的安全运行。

7．3．8联接电加热器的金属风管接地，可避免造成触电类的事

故。电加热器前后各800ram范围内的风管和穿过设有火源等容

易起火部位的管道，采用不燃材料是为了满足防火要求。

7．3．9声光报警是为了提醒维修人员尽快处理故障。但温度、

湿度、压差计只需在典型房间设置，而不需每个房间都设。

7．3．10温湿度变化范围大，不能满足实验动物的环境要求，也

不利于空调系统的节能。

7．3．儿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的工作人员进出净化区需要更衣．



为了方便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工作人员之间及其与外部的联系，屏障环境设施应设可靠的通讯方式(如内部电话、对讲电话等)。7．3．12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必要时设置摄像监控装置，随时监控特定环境内的实验、动物的活动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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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消 防

8．0．1实验动物设施的周边设置环形消防车道有利于消防车靠

近建筑实施灭火，故要求在实验动物设施的周边宜设置环形消防

车道。如设置环形车道有困难，则要求在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消

防车道。

8．0．2综合考虑，二级耐火等级基本适合屏障环境设施的耐火

要求，故要求独立建设的该类设施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当

该类设施设置在其他的建筑物中时，包容它的建筑物必须做到不

低于二级耐火等级。

8．0．3本条要求是为了确保墙体分隔的有效性。

8．0．4、8．0．5由于功能需要，有些局部区域具有较大的吊顶空

间，为了保证该空间的防火安全性，故要求吊顶的材料为不燃且

具有较高的耐火极限值。在此前提下，可不要求在吊顶内设消防

设施。

8．0．6本条规定了必须设置事故照明和灯光指示标志的原则、

部位和条件。强调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是为了确保疏散的可靠

性。

8．0．7面积大于50m2的在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中要求安全出口

的数量不应少于2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考虑到这类设施对

封闭性的特殊要求，规定其中1个出口可采用在紧急时能被击碎

的钢化玻璃封闭。安全出口处应设置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

具。

8．0．8一艘隋况下，疏散门应开向人流出走方向，但鉴于屏障
环境设施净化区内特殊的洁净要求，以及该设施中人员实际数量

的情况，故特别规定门的开启方向可根据功能特点确定。

8．0．9本条建议屏障环境设施中宜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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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没有强调应设火灾自动报警装置，是因为有的实验动物设施为独立建筑，且面积较小，没有必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当实验动物设施所在的建筑需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时，实验动物设施内也应按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8．0．10如果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装置，一旦出现自动喷洒设备误喷会导致该设施出现严重的污染后果。另外，实验动物设施内的可燃物质较少，故不要求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但应考虑在生产区(实验区)设置灭火器、消火栓等灭火措施。8．0．11给出了设置消火栓的原则和条件。屏障环境设施的消火栓尽量布置在非洁净区，如布置在洁净区内，消火栓应满足净化要求，并应作密封处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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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施工要求

9．1一般规定

9．1．1施工组织设计是工程质量的重要保证。

9．1．2、9．1．3实验动物设施的工程施工涉及到建筑施工的各

个专业，因此对施工的每道工序都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计划

和相应施工工艺，这是保证工期、质量的必要条件，并按照建

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的要求编写必要的施工、检验、调试记
录。

9．2建筑装饰

9．2．1为了保证施工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施工现场应做到清洁、

有序。

9．2．2如果实验动物设施有压差要求的房间密封不严，房间所

要求的压差难以满足，同时房间泄漏的风量大，造成所需的新风

量加大，不利于空调系统的节能。

9．2．3很多工程中并未设置测压孔，而是通过门下的缝隙进行

压差的测量。如果门的缝隙较大时，压差不容易满足；门的缝隙

较小时(如负压屏障环境的密封门)，容易将测压管压死，使测

量不准确，所以建议预留测压孔。

9．2．4、9．2．5条文主要是对装饰施工的美观、密封提出要求。

9．3空调净化

9．3．1净化空调机组的风压较大，对基础高度的要求主要是保

证冷凝水的顺利排出。

9．3．2空调机组安装前应先进行设备基础、空调设备等的现场

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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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9．3．7要求。9．3．9、9．3．10易。对风管的制作加工、安装前的保护、安装等提出要求除味装置不仅安装方便，而且维修更换容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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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检测和验收

10．1工程检测

10．1．4本条规定了实验动物设施工程环境指标检测的状态。

10．1．5表中所列的项目为必检项目。

10．1．6室内气流速度对笼具内动物有影响是当此笼具具有和环

境相通的孔、洞、格栅等，如果是密闭的笼具，这一风速就没有

必要测。

10．2工程验收

10．2．1工程环境指标检测是工程验收的前提。

10．2．2建设与设计文件、施工文件、建筑相关部门的质检文

件、环境指标检测文件等是实验动物设施工程验收的基本文件，

必须齐全。

10．2．3本条规定了实验动物设施工程验收报告中验收结论的评
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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