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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是医学科研和教学较理想而常用的实验动物之一，

实验大鼠采血标本的优劣，直接影响血液学指标的检测及实

验数据的准确性，对整个实验的成败至关重要。 由于大鼠体

型小、血管细微且性情较凶猛，受惊时易攻击咬人，这给实验

大鼠的采血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大鼠的采血方法主要有

腹主动脉采血、眼眶后静脉丛采血、眼眶采血、心脏穿刺采

血、尾静脉微量采血（即尾静脉刺血或割尾静脉采血）、尾尖

采血（即剪尾采血）、颈外静脉或颈总动脉采血，还有断头

取血等

［

1-4

］

。其中眼眶后静脉丛采血、眼眶采血、尾静脉微量采

血、尾尖采血为非麻醉采血；以上采血方法大多在麻醉状态

下进行的，动物损伤应激反应大，采血量不足，易溶血，且不

宜反复多次采血

［

4-7

］

。 这些采血方法用于某些实验有其优点，

但在某些实验中就不太适合，特别是对于那些要求实验大鼠

在非麻醉清醒状态下，排除麻醉药的干扰，以及采血后实验

大鼠能继续饲养观察等， 至今未见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

4-7

］

。

非麻醉状态下，大鼠完全清醒，机体的功能代谢不受麻醉药

的影响和干扰。 在这种状态下，大鼠的药代动力学以及某些

分子标志物等表达更接近实际。 因此，建立一套大鼠在非麻

醉状态下，避免麻醉药的干扰，减少大鼠的应激反应和损伤，

采血量足，不易溶血，且能反复多次采血的方法，具有重要的

实用价值。 笔者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研究，摸索并建立了一

套大鼠非麻醉状态尾静脉采血方法，介绍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SPF 级 SD或Wistar大鼠（由皖南医学院动物

供应中心提供，动物许可证号：SCXK2009-0001），雌雄不拘，

体质量 120～350�g。 捉鼠手套、卵圆钳、7 号或 8 号静脉输液

针、1.5�mm 内径硅胶管、消毒用乙醇、棉棒、纱布、EP 采血管、

套装大鼠深色布袋、弯止血钳、500�mL 塑杯等。

1.1.1 套装大鼠深色布袋制作：采用较厚深色布料制作一个

一端有透气孔、另一端可用棉绳收紧的圆筒布袋，圆筒直径

9�cm、长 24�cm，宽度比大鼠身体略大。 装入大鼠只露尾巴。

1.1.2 尾静脉采血针的准备：根据大鼠的大小选择适合的静

脉输液针（常用为 7 号、8 号），拔下针头除去导管，接上内径

1.5�mm、长 0.5�cm 的软质硅胶管。 软质硅胶管具有抑制血小

板、血细胞聚集的抗凝血作用，若无软质硅胶管可用静脉输

液导管代替。 见图 1。

1.2 实验动物的准备

1.2.1 大鼠尾静脉解剖结构：大鼠有 3 根尾静脉，位于尾巴

左右两侧和背侧各 1根（见图 2）。左右两侧静脉显露较表浅，

为采血穿刺首选，背侧正中位置较深，次选之；穿刺在鼠尾末

1/4 处较适宜，此处静脉表浅显露，血管粗细适中。 大鼠尾部

表面常露有一层角鳞，在操作前用小镊子轻刮或用温水浸润

去除角鳞，并用自来水将大鼠尾巴污垢清洗干净。

1.2.2 实验大鼠的驯化：买回来的大鼠根据实际需要，先适

应性饲养驯化 2～3�d。 即每天将大鼠拿起来抚摸几下，并且

将大鼠放入布袋固定做出要采血的样子，每天 2 次。 待大鼠

驯化后再行尾静脉采血。 买回来的大鼠经过适应性饲养驯化

后，基本上能依从尾静脉采血。

1.3 采血方法及步骤（图 3）：采血室温度以 25�℃为宜，捉拿

大鼠时要轻柔，将大鼠放进（引入）深色布袋，露出鼠尾收紧

袋口。 将洗干净的鼠尾放入 45～50�℃（手感不烫即可）热水

里热浴至尾静脉血管充分扩张，然后擦干鼠尾。 两人同时操

作，一人固定大鼠，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鼠尾两侧，使两侧尾静

脉充盈显露；另一人在鼠尾末 1/4 处用乙醇棉棒消毒，然后持

尾静脉采血针沿着一侧尾静脉向心方向穿刺进针，若穿刺进

入尾静脉，血液即进入针头并沿着软质硅胶管流出，用 EP 管

接血。 在采血过程中要不停地用拇指、食指或止血钳轻轻按

摩鼠尾，以利于血液流出。 采血完毕后止血消毒，将大鼠从布

袋拿出，放入箱中继续饲养。 要想再次采血，则可按上述方法

操作。

1.4 实验大鼠的分组及观察指标：①1组：体质量 120～160�g�

10 只，雌雄各半，每只采血 0.5�mL；② 2 组：体质量 120～

160�g�10 只，雌雄各半，每只采血 1.0�mL；③ 3 组：体质量

161～200�g�10 只，雌雄各半，每只采血 1.5�mL；④ 4 组：体质

量 201～250�g�10 只，雌雄各半，每只采血 2.0�mL；⑤ 5 组：体

质量 251～300�g�10 只，雌雄各半，每只采血 2.5�mL；⑥ 6 组：

体质量 301～350�g��10只，雌雄各半，每只采血 3.0�mL。

1.5 统计学处理： 记录每只大鼠尾静脉穿刺次数并统计均

数，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将采血量和穿刺次数的均数

进行直线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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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非麻醉大鼠尾静脉采血针 图 2 非麻醉大鼠鼠尾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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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从表 1 可看出，1 组、2 组尾静脉穿刺次数相等，3 组、

4组尾静脉穿刺次数相等。相关分析表明，采血量与穿刺次数

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r＝0.960，P＜0.01），说明随着采血量增

大，穿刺次数有相应增加的趋势。

3 讨 论

大鼠实验需采血进行血液学指标检测时，若采血量不足

或溶血， 将直接影响血液学指标的检测及实验数据的准确，

甚至影响到整个实验的成败。大鼠红细胞每 45～68�d 更新一

代，每小时进入血循环的红细胞达 2.4×10

7

个，一次失血不

超过全身血容量 30%不会导致失血性休克， 且 1～2 周内可

恢复

［

8

］

。以一只 200�g 体质量的大鼠为例，血容量约占体质

量的 6%～8%�，大约相当于 14�mL 全血，一次采血 2�mL，低

于全身血量的 30%，不会导致失血性休克；间隔 7�d 再采血

2�mL�，对血液成分、营养状况及生命活动无明显影响

［

4

，

9-10

］

。

笔者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研究，摸索并建立了一套大鼠

非麻醉状态下尾静脉采血的方法，该法不是采用惯用的注射

器采血，而是采用特制的尾静脉采血针采血。 以往的注射器

是通过增加负压来采血，它对于牛、马、羊等大型动物的采血

较为适合，而对小鼠、大鼠等小型动物的采血就不太适合了。

因大鼠、小鼠血流量小，若注射器拉杆拉快了，血管内负压过

大，血管就塌瘪而阻止了血液流出；若拉杆拉慢了，血液流速

减慢，血液易凝结，则不易采血。 本实验使用大鼠尾静脉采血

针，当采血针头穿刺进入尾静脉时，血液即进入针头并沿着

软质硅胶管流出，这样流出的血不易溶血。 与目前常用的非

麻醉实验大鼠采血如眼球后静脉丛采血、眼眶采血、尾尖采

血和尾静脉微量采血等比较，该方法最大特点是实验大鼠不

仅在非麻醉清醒状态下采血，不受麻醉药的干扰，而且大鼠损

伤应激反应小，采血量足，不易溶血，采血后创口小不易感染，

能反复多次采血， 适用于采血后实验大鼠继续饲养观察、多

次采血的实验。 根据表 1 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采血量的

不断增大，尾静脉穿刺次数也在增加，主要是因为血液经针

头软质硅胶管流出时间长导致血液凝固，这就需要再次甚至

多次穿刺才能采足所需血量；其次采血时间长，大鼠长时间

固定表现出强烈的挣脱不顺从，鼠尾扭转使采血针逸出脱落

尾静脉等情况出现，需要重新穿刺采血，重新穿刺部位要在

原穿刺部位向尾根部方向前移一点。 由于大鼠尾静脉细微，

穿刺采血有一定的难度，采血者要具备一定的实验技术和熟

练程度采血才能成功， 这可能是本采血方法的不足之处，但

通过练习则可以提高采血的熟练程度。 此种方法用于小鼠尾

静脉采血效果也很好；用在家兔耳中央动脉、耳缘静脉、后肢

胫部皮下静脉以及犬小隐静脉、头静脉等采血效果更好。

实验大鼠尾静脉采血的几点体会：① 大鼠尾静脉热水浴

要注意水温不能过高（以不烫手为宜），以免烫伤鼠尾。 热水

浴时要将鼠尾静脉热浴透， 使鼠尾静脉血管充分扩张充血，

这样尾静脉穿刺出血快，采血时不易凝固，单次采血量多。 一

只 200�g 的实验大鼠如果尾静脉热浴得好， 尾静脉穿刺一次

能采血 2～3�mL。 ② 在反复多次尾静脉采血过程中，大鼠的

依从性将越来越好。

当然，这种采血法并不能完全替代其他采血法，实验者

应根据自己的实验需要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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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非麻醉实验大鼠尾静脉采血流程 将大鼠适应性饲养驯化后放进深色布袋（a），露出鼠尾收紧布袋（b），将鼠尾浸入热水中（c），擦干

鼠尾，捏住鼠尾使两侧尾静脉充盈显露，持尾静脉采血针沿一侧尾静脉向心方向穿刺（d），血液沿硅胶管流出（e），EP采血管取血 2�mL（f）

表
1 不同体质量非麻醉实验大鼠尾静脉

采血量及平均穿刺次数比较

组别 体质量（g）

1组 120～160

2组 120～160

3组 161～200

4组 201～250

5组 251～300

6组 301～350 3.0

2.5

2.0

1.5

1.0

0.5

采血量（mL）

1.50±0.71

1.40±0.70

1.30±0.48

1.30±0.67

1.20±0.42

1.20±0.42

穿刺次数（次，x±s）

4b 4c 4d 4e 4f 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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