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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静脉采血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鸟静脉采血技术的基本要求、采血前准备、采样的操作和血样的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鸟静脉血液样本的采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保定 restraint

指用人为的方法使动物易于接受诊断和治疗，为保护人和动物的安全所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4 基本要求

4.1 准备采血时应首先确定需要进行的检查项目、鸟类的品种，根据需要选择适宜的采血部位和材料。

4.2 严格遵守采样程序，保证样本质量。

4.3 采样工作者应具有自我保护意识，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4.4 动作轻柔避免对鸟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5 采血位置的选择及注意事项

5.1 鸟类静脉血液采集可选位置如下：

——颈静脉

——贵要静脉

——跖内侧静脉

——足蹼静脉

——枕静脉窦

5.2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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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鸟类总血量为体重的 10%，健康鸟血液总量 10%可以安全取出，可以从健康鸟采集相当于其体重

1%的血液。

示例：100g 体重的健康鸟，可以安全取出 1ml 的血液

5.2.2 严重贫血或虚弱的患鸟采集血液应谨慎。

5.2.3 根据患鸟的状态选择保定方式和采血位置。

5.2.4 近期有静脉穿刺史的鸟类采血应谨慎。

5.2.5 存在凝血功能异常病史的鸟类采血应谨慎。

6 抗凝剂选择

EDTA 抗凝剂适用于大多数鸟的血液学检查，存在 EDTA 溶血史的鸟类可以选择肝素抗凝。

7 采血前准备

7.1 核对动物的基本信息，如物种、年龄、性别和品种等，记录动物病史及临床症状。

7.2 准备采血盘、手套、干棉球、75%消毒酒精棉球、止血钳，根据待检项目以及鸟的品种准备相应规

格的采血管和注射器。

7.3 根据需要的采血量选择采血管，用记号笔在采血管上做好标记。

7.4 穿戴检查手套，准备保定用品（见附录 A）。

8 采血操作

8.1 颈静脉

8.1.1 适应症

适合小型鸟大量血液采集，可作为大型鸟其他部位无法采集的替代选择。

8.1.2 采集和保定方式：

a) 小型鸟用左手掌部轻握背部，食指和中指放在颈部头侧和尾侧，稳定头部和指压颈部血管，伸

展颈部，由头侧向尾侧进针。

b) 中大型鸟用毛巾或纱布包裹，在桌面左侧卧，利用软垫使颈部平行于桌面，助手保定身体和按

压颈下部，使血管充盈。

c) 用酒精润湿羽毛，暴露血管。

d) 采集右侧颈静脉（右侧大于左侧，一些品种仅有右侧颈静脉），胸腔入口处轻微施压，使颈静

脉膨胀。

e) 轻柔、平稳的沿着血管走向从头侧向尾侧刺入皮肤和血管。

f) 见到有血液回流时，轻柔回抽注射器活塞至所需要的血量。

g) 血液采集完毕后，用干棉球压住采血点，拔出注射器针头，持续按压 2~3 分钟，直到不出血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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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注意事项：

a) 由于经验不足、保定不确实、患鸟的突然移动或出血障碍，会造成血肿，以及局部淤血。

b) 贫血的小型鸟类血肿导致血液的流失，可能会危及生命。

c) 颈静脉周围扩张的皮下间隙可能促使血肿的形成。

d) 头颈部气囊被刺穿后，游离的血液可能进入呼吸道，可观察到患鸟咳出血液。

e) 鸟类的皮肤特别薄，很容易淤血，应严格执行血液采集后的按压程序。

f) 不可过猛、过快地采集血液，防止血管塌陷。

8.2 贵要静脉

8.3 解剖位置：贵要静脉又叫尺静脉或翼静脉，位于肱桡尺关节(肘关节)的内侧。

8.3.1 适应症：静脉较小，适用于少量血液采集、中大型鸟类的血液采集、颈静脉血液采集失败的鸟。

8.3.2 采集和保定方式：

a) 患鸟佩戴脖圈或头罩；

b) 使鸟仰卧，助手保定身体和腿部，采血人员轻柔伸展翅膀，使翅膀与桌面平行；

c) 75%消毒酒精棉球擦开羽毛，对采血部位消毒，同时提高静脉的可视度；

d) 一只手按压翅膀的近心端，使血管扩张；

e) 另一只手拿起注射器，斜面向上，平行血管，刺入皮肤和血管

f) 见到有血液回流时，轻柔回抽注射器活塞至所需要的血量。

g) 血液采集完毕后，用干棉球按压采血点，拔出针头，持续按压 2~3 分钟，直到穿刺点不再出血

为止

8.3.3 注意事项

a) 保定不确实容易造成静脉撕裂

b) 采集后容易形成血肿，建议延长按压时间，减少血肿的形成

8.4 跖内侧静脉

8.4.1 解剖位置：位于胫跗骨的尾侧

8.4.2 适应症：中大型鸟、长腿鸟

8.4.3 采集和保定方式：

a) 患鸟佩戴脖圈或头罩；

b) 用毛巾或纱布包裹，助手保定身体侧和腿部；

c) 用 75%消毒酒精棉球擦拭采血部位；

d) 采集人员一手固定爪部，使位置不变，一手拿起注射器，针头斜面朝上，平行于静脉进针，平

稳的刺入皮肤和静脉；

e) 见到有血液回流时，轻柔回抽注射器活塞至所需要的血量；

f) 血液采集完毕后，使用干棉球压住采血点，拔出注射器针头，持续按压 1~2 分钟，直到穿刺点

不再出血为止。

8.4.4 注意事项

a) 一些品种（如虎皮鹦鹉、吸蜜鹦鹉、雀类）不能从这个位置采集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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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比颈静脉和贵要静脉，不容易形成血肿

8.5 足蹼静脉穿刺

8.5.1 手指指间皮肤（蹼），有多个静脉

8.5.2 适应症：有蹼足的水鸟（如鸭、鹅）

8.5.3 采集和保定方式：

a) 患鸟佩戴脖圈或头罩；

b) 用毛巾或纱布包裹，助手保定身体侧和足部；

a) 采样人员用纱布蘸取温盐水清洁足部；

b) 用干纱布蘸干，用 75%消毒酒精棉球对足部消毒；

c) 采集人员一手固定爪部，另一只手拿起注射器，与静脉平行进针；

d) 见到有血液回流时，轻柔回抽注射器活塞至所需要的血量；

e) 血液采集完毕后，使用干棉球压住采血点，拔出注射器针头，持续按压 1~2 分钟，直到穿刺点

不再出血为止。

8.5.4 注意事项

仅能采集少量血液。足部需要彻底清洗后操作

8.6 枕静脉窦

8.6.1 解剖位置：脑壳枕骨区与寰椎交界处，触诊定位。

8.6.2 适应症：其他采集方式均无法采集时，可选用此位置。

8.6.3 采集和保定方式：

a) 用毛巾或纱布包裹，助手保定身体侧；

b) 采集人员一只手将鸟头部弯曲至与颈椎垂直；

c) 另一只手触诊枕骨与寰椎交界处的凹陷位置定位；

d) 用 75%消毒酒精棉球擦拭采血部位；

e) 在与椎骨 30~40 度角的位置插入注射器，针进入皮肤会有落空感，针稍前进；

f) 见回血，轻柔回抽注射器活塞至所需要的血量；

g) 血液采集完毕后，使用干棉球压住采血点，拔出注射器针头，持续按压 1~2 分钟，直到穿刺点

不再出血为止。

8.6.4 注意事项：

a) 穿刺过深会损伤脑干或脊髓。

b) 有血液进入脑干和脊髓的风险。

9 血样的处理

采血完毕后，将注射器的针头小心取下，放入利器盒中。将血液沿着采血管壁缓慢轻柔的注入相应

的采血管中。对于含有抗凝剂的采血管，在注入血液样本后应轻柔地上下颠倒，使血液与抗凝剂充分混

匀。最后将注射器等医疗废物弃于医疗废物垃圾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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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鸟的保定

A.1 鸟的保定

固定翅膀、控制腿（脚）和喙。

A.1.1 常用鸟类保定的设备

A.1.1.1 布袋、头套、脖圈等

头套可以起到镇静的作用，使鸟更安静，减少挣扎，不容易应激。但必须小心，避免患鸟窒息或损

伤。

A.1.1.2 松紧带和胶带

保定鸟的喙，防止啄伤。

A.1.1.3 毛巾、纱布、弹力绷带、帆布制作的包裹物

包裹约束鸟，减少挣扎，保护羽毛的完整性。

A.1.1.4 护目镜、护耳镜、手套、网兜

防止医护人员被啄伤、抓伤，强力的尖叫导致听力损伤，网兜用于抓取逃脱的鸟。

A.1.2 鸟类对应激非常敏感，不正确的处理会给可能带来一些风险

不正确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暂时性或永久性自体麻痹或瘫痪、高热、腿或翅膀骨折、皮肤撕裂、瘀血

或羽毛脱落、胫骨跗骨脱位、颈椎脱位。体型小和重症的鸟，严重的应激可能会导致心力衰竭。从笼中

取出鸟，必须把门窗关好，防止跑出房间。对跑到诊室的鸟，可以调暗光线，用毛巾、网兜围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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