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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伦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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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开展动物科学实验时需要使用多种动物配合，为保证最终实验的科学性并取得相关准确数据，就需要

进行技术性的动物科学实验。在实验过程中，需要保证所有动物得到良好照顾，尤其是在生活环境和物质给予方面，

要注意保证动物可以得到更加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照料。在进行实验时，应尽量减少动物所承受的实际痛苦程度，

在研究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保障动物不要遭受过于痛苦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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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现代科技技术的高速发展，科学实验也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在生物学及医学等多种科学领域需要

在发展阶段进行动物实验，在人们开始关注虐待动物

问题后，动物在接受实验时是否受到较大痛苦，已经

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下设立了动物福利法规，不但

可以保证动物实验的正常开展，还可以有效减少动物

所承受的痛苦，得到更加人性化的照料。

1 实验动物科学在中国的伦理表现

1.1 动物保护主义和实验科学存在冲突

动物保护主义所秉持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所有动

物的良好生存状态，而现在所开展的实验动物科学需

要使用大量动物及参与实验，所以在这一情况下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矛盾冲突问题。动物保护主义涉及野生

动物及人工饲养动物、宠物、实验动物的范围，在动

物保护主义广泛受到人们关注和支持的情况下，人们

更加无法忍受更多实验动物的牺牲现象。

1.2 不同国家之间所存在的观念差异

不同国家和地域文化所形成的差异性普遍较大，

因此在人文主义太多方面也会出现明显区别。比如老

鼠这一动物并不受到人们的喜爱，反而会被人们认为

是四害之首需要进行灭杀，而西方人则以老鼠为原型

创造出卡通人物，受到人们喜爱。另外，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所出现的各种贬义词汇中，与动物相关的词汇

较多，而更多发达国家将宠物视为家庭成员之一，积

极宣扬动物的保护道德和相关法律 [1]。

2 在科学动物实验中的发展现状

2.1 相应法律法规并不完善

伦理学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规范，现阶段也

在实验动物科学中产生了伦理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比如在相应的法律法规定制方面，我国在 1988年及

2006年间颁布了有关善待实验动物的相关指导意见，

除此之外，并没有再单独设立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管理。所以现阶段在开展动物实验时没有受到任何实

质意义上的管理约束 [2]。

2.2 虐杀动物现象未处罚管理

随着现阶段出现的实验数据量增加，对过往实验

中出现的饲养员和动物实验员，曾经出现的虐杀实验

动物行为并未进行严格管理和处罚制止，在没有相关

约束和处罚规定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有效遏

制，使动物虐杀情况依然无法得到完全禁止。

2.3 违背实验动物伦理的操作情况较为常见

在部分实验中依然出现摘眼球采血等行为，严重

违背了动物的人道保护主义，各种违背“安乐死”的

操作情况仍然经常出现。

2.4 饲养者与实验者之间的感情矛盾

饲养实验动物的人员在长时间与动物进行接触和

培育时，会逐渐萌生亲近感情，但出于动物实验需要，

在动物实验者进行操作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剥夺动物

生命等情况 [3]。

2.5 所开展的动物伦理和福利工作较为表面

由于现在所开展的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关注程度

较低，特别是在相关法律法规存在明显不足的情况下，

不同地区出现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也在逐渐暴露。比如

在北上广等经济及科学技术发达程度较高的省市，所

开展的动物实验频率较高，但在受到国际影响的情况

下，所开展的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工作更加具有人性

化特点，可以在实践中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感受。而

部分经济发达程度较为落后的地区，所开展的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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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没有真正得到管理落实，所以最终工作的实际开

展效果只存在于表面。尤其是在经过初步统计后可确

认，每年在开展的动物实验中，大致会有 2000万只动

物作为实验对象，而其中至少有 800万只动物所经受

的实验极为痛苦残忍。并且在对其中进行分析后已确

定，其中部分动物没有接受止痛药或麻醉处理，在实

验时经受了大量痛苦折磨直至死亡，这种实验情况极

为缺少人道主义精神，没有真正考虑到动物在实验过

程中所承受的痛苦感受。另外，人们在开展某些实验

研究时，并没有重视动物的福利伦理问题，为了节省

步骤或实验需要直接进行了动物实验，在这种随意使

用实验动物作为工具的情况下，大量动物在实验过程

中所忍受的痛苦难以想象，没有真正尊重和敬畏动物

的生命。在这种现象普遍发生的情况下，必须要在我

国的动物福利法规方面进行严格定制，才能逐渐完善

定制出更加具有人道主义和国情特色的相关法律，在

此情况下才能保证生物实验的操作及使用情况逐渐规

范合理 [4]。

3 保障动物福利的具体措施

3.1 结合相关政策的制定落实

为进一步提升动物福利，在相关实验动物的管理

政策方面进行改善，同时还要根据国际所定制的实验

动物管理机制开展宣传工作，在 AAALC所认可的制度

中，需要对于动物实验计划和动物伦理委员会的运行

等多方面进行管理测评。这一非政府非营利机构非常

重视动物实验的实际开展情况，针对其实验动物的伦

理和福利保障均提出了更高要求。现阶段经过其所认

证的机构数量已超过了 45家，在北京、上海、辽宁等

各个省市地区均有分布。现阶段应重点鼓励更多的动

物实验机构加深自我管理意识和工作水平，从而真正

推进动物福利法的设立进程。另外，在所有实验动物

使用机构中，应重视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的成立必要

性，在所有人准备使用实验动物之前必须定制使用计

划，必须在通过审核后，才可在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

的监督之下开展实验，其中在定制计划时，需要重点

考虑动物伦理和福利问题是否符合相关保护标准，只

有在完全符合伦理要求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计划通过

审核 [5]。

3.2 重视“3R”原则的落实程度

“3R”原则包括减量原则、优化原则及替代原则，

其中减量原则的提出，是要求科学实验在开展时控制

动物数量，在实验过程中，应在保证最终数据的准确

性及科学性基础上，尽量减少参加实验过程的动物数

量，同时也要注意实验的实行方案是否科学合理，避

免在同一实验中使用过多动物而出现大量无效死亡。

优化原则的提出，是对实验方案提出的重要要求。

尽量在实验过程开展阶段减少动物的使用频率，如非

必要尽量不使动物参与到其中，另外，还需要尽量采

取更多合理管护措施，应注意对实验动物的生理和心

理进行舒缓，尽量减少其参与实验的心理压力和痛苦

承受程度。另外，在研究人员和动物饲养、实验人员

开展工作前，必须参与相关专业培训，提高技术处理

熟练程度。比如在进行实验时应尽量选择痛苦程度最

少的开展方法，可采用过量麻醉或二氧化碳窒息等方

式进行安乐死，这样可以保证动物在接受实验时所承

受的痛苦最少。

替代原则的提出更加具有人性化特点，通过选择

替代方案可以尽量减少活体动物的参与次数，比如在

进行实验时，如果可以使用计算机模型或细胞实验，

那么就不需要再使用大量活体动物参与实验过程。在

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坚持一定原则，尽量使用无脊椎动

物代替有脊椎动物，可用鼠类等低等实验动物代替，

从而减少狗猴等高级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

3.3 尽量保持动物生理和心理的自然状态

在对实验动物进行管理和照料时，应尽量创造更

加贴近于自然生活的良好条件，这样可以保证动物生

活在其中时，尽量保持更加舒缓宁静的心理状态，同

时也可以保证其生理健康状况，使最终科研数据的准

确程度得到提升。同时也要考虑到道德伦理方面，在

饲养过程中，注意保持居住环境的温度适宜程度，通

过增加日常光照和食物供给等多种良好因素，可以保

证实验动物在生存期间达到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同时

也要适当增加娱乐设施，为动物创造活动空间。在实

验过程中，必须保证处理动物时所采用的措施具有人

性化特点，对这类对人类做出重要贡献的动物予以基

本尊重，在满足其基本权利和享受的条件下，尽量减

少动物所受到的伤害和死亡现象 [6]。

3.4 借助实验动物行业协会开展工作

在我国重视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工作的情况下，需

要得到行业协会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帮助，才能

创造过去工作中所缺少的优势条件，特别是在现阶段

所提出的福利与管理内容方面，必须要通过管理条例

的接纳才能真正起到行政执法效果。因此必须要在行业

自觉性方面得到提升，才能在真正开展工作时得到助力。

3.5 设立福利评估方法

实验动物福利的合理程度应通过相应评价标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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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判断，对福利问题分解结构的建立进行着重审视，

通过定制评估指标对现阶段的福利问题开展综合分析

工作，可以及时发现其中所存在的不足及问题缺陷，

尽量减少所出现的影响程度，通过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进行调整修改，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动物的福利问题。

3.6 重视指导和监管体系的建设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工作在开展过程中，必须

要在其管理办法和相关政策方面进行合理规定，必须

要在国家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

对所提供的相关咨询服务和针对领域起到严格监管作

用，在相关科研立项及成果评价等方面也要定制必要

的审核制度，从而防止出现疏漏问题而影响工作的正

常开展。

3.7 严格依照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开展工作

该条例内容中对所有从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标准，

需要在开展所有动物科学实验时，必须保持所有实验

动物的良好健康状态，严禁在实验过程中出现虐待或

故意伤害等情况，保证所有动物在参与实验时，所承

受痛苦程度在最低限度。必须要在保证不违背科学原

则的前提下，尽量采取替代方案和其他措施减少痛苦。

在所有实验工作开展时，一旦涉及动物伦理问题，必

须参考国际惯例或国家相关规定，严禁出现任何违规

行为。

4 动物保护伦理的未来趋势

4.1 结合道德的特色性视角提倡动物保护理念

人与动物作为自然环境中的重要生物群体，皆由

自然生态环境所养育，应在对现阶段所开展的动物伦

理保护工作进行深度认识，尤其是在现阶段所开展的

医学实验中，由于大量动物在实验过程中所受到的心

理及生理刺激较大，需要重视生物中心主义的强调特

点，在提升人类仁慈程度的情况下，才能够在大量动

物参与实验的过程中受到合理对待。目前所出现的经

济型动物及实验用动物、濒危野生动物等不同种类，

应在结合道德与现实情况的基础上看待其价值，才能

尽量平等对待不同动物，减少实验过程中所出现的残

忍手段。动物保护的伦理建设已经建立在理想和现实

情况和谐的基础上，才能在保持较为公正的情况下公

平对待所有动物。虽然现阶段为满足人们的日常生存

需求需要捕杀部分动物，但应在结合道德观念的基础

上看待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在保证动物多样

性和特殊性的情况下，采取较为科学妥善的方式实现

动物保护目的。

4.2 结合道德观念减少动物保护伦理的对立

在目前所提出的动物保护理念中，大量动物保护

组织所追求的动物关怀目标并不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支

持，应结合人类发展的实际需求定制较为适宜的保护

措施，才能够在尊重人类发展及个人利益的基础上，

减少动物保护组织与其他社会人群的思想矛盾，并在

自身利益得到保护尊重的情况下，结合道德思想观念

减少虐待或虐杀动物等行为。

4.3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形成新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提出，体现了我国人类社

会的新思想理念发展趋势，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发表的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中，切实提出人类

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共存共生关系，需要重视人与地球

其他生物之间的重要关系，才能够在对过去人类文明

进行反思后，重新塑造未来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尊重所有生物的生存价值，并在人与动物繁衍发展的

过程中逐渐形成生态互动，实现生态环境的良好循环。

5 结语

动物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需要将动物

作为实验对象开展研究工作，但要在实验过程中始终

坚持人道主义，应给予动物必要的尊重和温柔照料，

尤其是在生活条件和心理能受压力方面，尽量使其处

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参与实验。在实验时涉及的道德

伦理问题，只有经过严格的法律法规进行监管，才能

真正保证动物享受到应有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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