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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中农大动物医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兽医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北京中农大动物医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燕丽、肖园、张晓霞、林珈好、张迪、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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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猫注射给药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犬猫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腹腔内注射及皮内注射注射给药前准备、注射

给药和职业防护等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动物诊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需要皮下、肌肉、静脉、腹腔内及皮内给药的动物进行

诊疗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811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针

GBZ/T 213 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防护导则

WS/T 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YY 0573.4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第4部分：防止重复使用注射器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注射给药前准备

4.1 人员准备

操作人员应做好如下准备：

——实施注射给药技术操作的医务人员应为注册执业兽医师或注册执业助理兽医师，并应经过专业

的理论学习及技能培训；

——核对动物、处置是否一致；

——操作前后应执行WS/T 313规定，做好手部消毒。

4.2 动物准备

应通过以下方法使动物做好注射前准备：

——犬猫佩戴伊丽莎白圈，保护人员安全；

——安抚动物，使其放松；

——轻柔保定，保证操作顺利进行即可；

——如有必要，可选择化学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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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物品准备

4.3.1 一次性注射器

4.3.1.1 注射器的结构

应符合YY 0573.4的规定。

4.3.1.2 注射器的规格型号

应符合GB 15811的规定。

4.3.1.3 注射器的准备

注射器的准备如下：

——应在洁净的配药台，使用一次性注射器配药及抽取药物；也可使用一次性注射器配药及抽取药

物后连接头皮针，排出气泡，并准备 0.5 mL生理盐水冲管；也可使用一次性注射器配药并多

抽取 0.5 mL药物，连接头皮针，排出气泡，并将注射器胶塞推至所需剂量；

——如注射器针头插入西林瓶胶塞 3次及以上，建议更换针头；

——如注射动物为猫，针头插入过西林瓶胶塞 1次及以上，建议更换针头；

——如注射动物为猫，且注射药物量大需要 5 mL 及以上规格注射器时，建议更换为直径 0.6 mm
及以下的针头。

4.3.2 一次性手套

宜使用橡胶检查手套，贴合手指，方便操作。

4.3.3 宠物专用剃毛器

宠物专用剃毛器应符合以下条件：

——噪音小；

——电量充足；

——清洁、消毒。

4.3.4 止血钳

可用于固定止血带。

4.3.5 止血带

止血带的准备方法如下：

——对于体型较小的动物，可将止血带沿长轴裁开后使用；

——以选择静脉所在肢体周长 2～3倍长度为宜。

4.3.6 棉球

应同时准备酒精棉球和干棉球。

4.3.7 托盘/推车

应用托盘等容器盛装所需物品及废弃物品，如动物毛发、棉球、钢针、注射器等。或使用推车装载

利器收集盒、医疗垃圾盒、普通垃圾盒及其他物品。

中
国
兽
医
协
会

CVMA



T/CVMA 68-2021

3

5 皮下注射法

5.1 确定注射部位

注射部位的选择方案如下：

——注射部位宜选择胸背部脊椎旁开 2 cm～3 cm皮肤松弛处，也可选择腰背部及颈部旁皮肤；

——多针注射时，应由尾侧向头侧，一侧至另一侧进行注射。

5.2 消毒

应用酒精棉浸透注射部位皮毛，消毒皮肤以及双手手套。

5.3 皮下注射流程

皮下注射流程如下：

a) 应首先确定注射计划，药物量较小时单点注射即可，药物量大则应分点注射，且应先注射刺激

性小的药物；

b) 一手拇指、食指、中指张开呈三角，将注射部位皮肤提起呈中空状态，拇指下垫干棉球；

c) 一手持针，注意针头朝向持针者身体内侧，防止伤人；

d) 针头斜面向上，以和脊柱平行的角度扎入皮肤；

e) 回抽后注射器内未见血液且注射器为负压状态；

f) 以适当速度推注药物；

g) 拔针，用干棉球压住针孔 1 min。

6 肌肉注射法

6.1 确定注射部位

常用的注射部位有股前的股四头肌肌群、股后的半膜肌半腱肌肌群、前肢近端后侧的臂三头肌肌群、

腰椎两旁的腰背肌。

6.2 消毒

应用酒精棉浸透注射部位皮毛，消毒皮肤以及双手手套。

6.3 股四头肌注射法

股四头肌注射方法如下：

a) 一手紧握肌肉，拇指放在股骨外侧；

b) 一手持针将针头刺入股骨前方，针头朝向头侧；

c) 回抽后注射器内未见血液且注射器为负压状态；

d) 以适当速度推注药物；

e) 拔针，用干棉球压住针孔 1 min。

6.4 半膜肌半腱肌肌群注射法

半膜肌半腱肌肌群注射方法如下：

a) 一手紧握肌肉，拇指放在股后侧肌沟上；

b) 一手持针将针头刺入股骨后方，针尖指向尾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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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回抽后注射器内未见血液且注射器为负压状态；

d) 以适当速度推注药物；

e) 拔针，用干棉球压住针孔 1 min。

6.5 臂三头肌肌群注射法

臂三头肌肌群注射方法如下：

a) 一手紧握肌肉，拇指放在肱骨上；

b) 一手持针将针头刺入肱骨后方，针头朝向尾侧；

c) 回抽后注射器内未见血液且注射器为负压状态；

d) 以适当速度推注药物；

e) 拔针，用干棉球压住针孔 1 min。

6.6 腰椎肌肉注射法

腰椎肌肉注射方法如下：

a) 在第 13 肋骨和髂骨嵴之间选择注射点；

b) 触摸背侧棘突，在正中线旁 2 cm～3 cm 处垂直皮肤直接刺入腰部肌肉；

c) 回抽后注射器内未见血液且注射器为负压状态；

d) 以适当速度推注药物；

e) 拔针，用干棉球压住针孔 1 min。

7 静脉注射法

7.1 确认血管

7.1.1 血管的选择

血管的选择方案如下：

——常用的可选择的血管有臂头静脉、外侧隐静脉或内侧隐静脉；

——选择的血管应避开静脉瓣、关节部位以及有疤痕、炎症、增生等处的静脉。

7.1.2 确认血管位置

应按压确认血管位置及充盈程度。

7.2 剃毛

7.2.1 剃毛范围

宜剃除钢针穿刺处直径≥5 cm的毛发。

7.2.2 清理毛发

应及时将剃除的毛发收集到托盘或垃圾桶。

7.3 消毒

应使用酒精棉球以穿刺点为中心擦拭皮肤，至少顺时针、逆时针各一遍，待其自然干燥。

7.4 静脉注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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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注射方法如下：

a) 应固定并充盈血管；

b) 针头斜面朝上，与静脉呈低角度延血管走向刺入静脉；

c) 回血后将针头往前再进少许并回抽出血以确定位于静脉内；

d) 以适当速度推注药物；

e) 使用注射器直接注射时，应在注射完毕后，将针头拔出；若使用注射器连接头皮针注射，且注

射完毕后，无药物残留在头皮针软管内时，应直接将针头拔出；若使用注射器连接头皮针注射，

且注射完毕后，有药物残留在头皮针软管内时，应弯折头皮针软管，防止血液外溢，更换注射

器，推注生理盐水，将残留药物注入静脉；

f) 将无菌输液贴贴在穿刺点上；

g) 重压注射部位 3 min～5 min 至不出血。

8 腹腔内注射法

8.1 适用范围

腹腔内注射适用于以下情况：

——需要补充液体但是静脉输液等其他方式不适用时；

——动物体型过小无法采用静脉输液等其他方式时；

——部分麻醉剂及其他药品的给药；

——穿刺排出腹腔内积液、灌洗腹腔。

8.2 确认注射部位

常用的注射部位位于脐孔与耻骨间腹白线间。

8.3 剃毛

按7.2的规定剃除。

8.4 消毒

按7.3的规定消毒。

8.5 腹腔注射法

以成年家养短毛猫的体型大小为例，腹腔注射方法如下：

a) 动物侧躺卧保定；

b) 一手把握腹侧壁，另一手持连接针头的注射器于注射位点垂直刺入；

c) 皮下平移 0.2 cm 再刺入腹腔，倾斜针头约 45°，防止注射过程中损伤腹腔内脏器；

d) 注射药物或抽出液体；

e) 重压注射部位 3 min～5 min 至不出血，如为穿刺取液应按压 10 min 至不出渗液。

9 皮内注射法

9.1 适用范围

皮内注射适用于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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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疾病的变态反应诊断；

——药物过敏试验。

9.2 确认注射部位

常用的注射部位可选在颈背侧中部或腹侧壁。

9.3 剃毛

按7.2的规定剃除。

9.4 消毒

按7.3的规定消毒。

9.5 皮内注射法

皮内注射方法如下：

a) 一手绷紧注射部位，另一手持特制的注射器和短针头，针头斜面向上，与皮肤 5°～ 15°刺

入皮内，注意进针不可过深，以免刺入皮下；

b) 待针头斜面全部进入皮内后，固定针头，推注药液，此时感觉有一定阻力，局部可见半球形隆

起，即“皮丘”，注意推注药液不可超过 0.5 mL；
c) 注射完成后迅速拔出针头，并轻轻消毒入针处，但需避免按压。

10 职业防护

10.1 针刺伤防护

针刺伤防护操作按GBZ/T 213执行。

10.2 抓伤、咬伤防护

抓伤、咬伤防护措施如下：

——处置前后应给动物戴好伊丽莎白圈，如有必要可先使用化学保定；

——抓伤、咬伤后应立即挤出伤口污血，用流动水和肥皂水冲洗 30 min，及时前往狂犬定点医院

进行后续处理，并根据暴露等级进行狂犬疫苗及破伤风注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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