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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际AAALAC ？
国际AAALAC （国际实验动物饲养管
理评估和认可协会）是一个民间、非
赢利组织，它通过自愿的认证计划、
计划状态评估服务和教育计划促进科
学领域人道对待动物。
国际AAALAC

怎么管理？

国际AAALAC 由理事会管理。理事
会包括很多在科学、教育和专业方
面有声望的组织，他们被认为是国际
AAALAC 的成员组织。每个成员组织
指定一名代表出任AAALAC理事会，任
期3年。
什么是认证委员会？
认证委员会由来自全球的、卓越的实
验动物管理、使用和研究专家组成。
他们负责计划评估及最终评审意见，
以决定机构是否会被授予国际AAALAC
认证。他们的责任包括实施现场评
估、准备和审核现场评估报告、评估
信息、审查认证机构的年度报告，并
授予机构认证状态。
特别顾问是谁？
国际AAALAC 在全球范围内有200多
名在传统实验动物种属方面和特殊动
物种属（如水生动物、禽类或者农业
科学）有专长的特别顾问。他们许多
人在专业领域出类拔萃，如应用神经
科学、行为科学、毒理学、药理学和
生理学。在现场评估中他们主要陪同

认证委员会专家完成计划评估和现
场评估报告。这些专家有合适的经
验和专业特长，增加了现场评估团
队的检查深度。他们理解将研究、
测试和教育任务与动物福利结合的
复杂性。
国际AAALAC
政策？

是否有自己的法规和

没没有，AAALAC不是一个监管实
体，既不制定也不执行任何法规。
取而代之，国际AAALAC 是基于认
证委员会使用的三个主要标准来
进行评估：实验动物饲养管理和
使用指南，NRC 2011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Guide),； 农用动物在研
究、教学中的饲养管理和使用指南,
FASS 2010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Agricultural Animals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Ag
Guide),；欧洲实验及其他科学目
的使用脊椎动物保护条例，欧洲理
事会（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Vertebrate
Animals Used for Experimental
and Other Scientific Purposes，
ETS 123）。国际AAALAC 出版了“
立场声明”，这些声明可作为处理
特定问题的补充指导方针，这些特
定问题包括：农场动物的使用、职
业健康及安全和充分的兽医护理。
国际AAALAC 还出版了“认证规
则”，该文件列出了机构获得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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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必须符合的最低标准。（所
有这些资源可以在www.aaalac.
org 中“Accreditation”下获
取。）

对于小的动物饲养管理和使用计
划是否也可以认证？

AAALAC评估的广度如何？
AAALAC评估动物饲养管理和使用
计划的所有方面，该计划（国
际AAALAC 定义的）包括机构的
组织程序、动物饲养管理和使用
的总体表现。被评估的基本部分
包括（但是不局限于）机构的政
策、动物饲养管理、兽医护理和
实验动物设施。
AAALAC现场评估发现最多的不足
是什么？
现场评估缺陷的数量和频率继续
减少。通常加入认证评估的所
有机构中98％的机构获得了完
全认证。如果列举问题，那么
最常见的涉及：职业健康和安
全、IACUC或者与之相当的监督
实体、以及加热、通风和空调系
统（HVAC）。
国际AAALAC
计划？

这些判断依据所用动物种属和研
究需求的背景为基础，并记录作
出这些决定的理由。

是否认证农用动物

是的。因研究或教学使用农用动
物的程序也包含在AAALAC认证范
围内。Ag Guide、the Guide 和
ETS 123为农用动物的使用提供
总体评估依据。AAALAC认识到生
物医学或农业研究、测试或教学
目的以及动物健康和福利决定了
何时使用Ag Guide、the Guide
或 ETS 123 的建议是最合适
的。IACUC 或者与之相当的监督
实体、主要研究人员和兽医的集
体专业判断应该决定哪些标准最
适用于农业动物的管理和福利，

是的。用于评估的标准是通用
的，适用于任何规模的机构。同
样的，使用非传统研究动物，例
如鱼、鸟，也鼓励申请认证。
AAALAC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是否使
用相同的评估标准？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
规范，国际AAALAC 现场访问人
员在不同的国家也采用客户化的
评估方法。评估者会考虑所在国
家的适用法律和法规，总体表现
以及与期望的动物福利目标的
相关性。他们也评估该计划与
AAALAC的三个主要标准的主要原
则和其他国际标准的一致性。
AAALAC评估员采用什么样的参考
标准？
用来评估动物计划的主要参考标
准是Guide，Ag Guide 和 ETS
123。还采用补充参考标准为专
业论题和广泛接受的科学实践、
程序和技术提供信息。可从www.
aaalac.org/accreditation/
resources.cfm 或者从国际
AAALAC 办公室获取一份完整的
资料清单。
AAALAC现场评估结果是否保密？
是的。全部的认证过程都是保密
的。认证评估和结果只有申请认
证的机构和国际AAALAC 知晓，
即使发现不足之处。AAALAC 的
目的是提供同行评审，机构可利

用评审产生的有价值的信息来提
升自己的动物计划，使之更上一
层楼。理事会成员、认证委员会
成员、特别顾问以及AAALAC的所
有工作人员都必须签署保密协
议。每一位现场评估员也应签署
利益冲突声明。国际AAALAC 代
表同意将所有的材料都当作享有
特权的材料处理，并且确保其持
有材料的安全。根据的经验和专
业特长合理安排现场评估员并避
免利益冲突。
机构怎么维持AAALAC认证状态？
一旦获得认证，机构必须向国际
AAALAC 提供年度报告，报告应
注明所有的变化和动物饲养管理
和使用计划现状。为了维持认证
状态，每个获得认证的机构每3
年需要接受复查和再评估。
认证需要多少费用？
机构申请认证和维持认证需要付
一次申请费用和后续每年的年
费。费用的多少根据机构动物设
施的规模而定。与拥有较大动物
设施和辅助区域的机构相比，有
较少动物机构的费用要少很多。
费用包括周期性的现场评估和管
理花费（详细请见 www.aaalac.
org/accreditation/fees.cfm）
。
有多少动物饲养管理和使用计划
得到了国际AAALAC 认证？
目前有35个国家的850多个动物
饲养管理和使用计划获得了国际
AAALAC 认证。这些程序包括科
研院所、商业组织、政府机构、
医院、非赢利组织、生物技术和
制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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