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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动物可能出现的健康状况，任何运输、检疫和隔离需求，以及健康监测和人员影响。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11.检疫和卫生监测
讨论动物可能出现的健康状况，任何运输、检疫和隔离需求，以及健康监测和人员影响。
讨论动物可能出现的健康状况，任何运输、检疫和隔离需求，以及健康监测和人员影响。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11.检疫和卫生监测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讨论动物可能出现的健康状况，任何运输、检疫和隔离需求，以及健康监测和人员影响。
讨论动物可能出现的健康状况，任何运输、检疫和隔离需求，以及健康监测和人员影响。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康状况，任何运输、检疫和隔离需求，以及健康监测和人员影响。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讨论动物可能出现的健康状况，任何运输、检疫和隔离需求，以及健康监测和人员影响。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选择随机化方法，防止观察者偏差，并确定纳入和排除标准。
选择随机化方法，防止观察者偏差，并确定纳入和排除标准。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讨论动物可能出现的健康状况，任何运输、检疫和隔离需求，以及健康监测和人员影响。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讨论动物可能出现的健康状况，任何运输、检疫和隔离需求，以及健康监测和人员影响。
房和资源管理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建议
主题
主题建议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12.用房和资源管理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13.实验程序
13.实验程序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与专家合作，关注动物具体的本能及需求。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13.实验程序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13.实验程序
13.实验程序
13.实验程序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环境适应、最佳居住条件和步骤、环境因素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B) 科学家与动物实验室之间的对话
(B) 科学家与动物实验室之间的对话
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13.实验程序
13.实验程序
13.实验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以及对这些因素的任何实验限制（如食物匮乏、孤单居住）加以讨论。
13.实验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13.实验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验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5.目标和时间表，资金和分工
5.目标和时间表，资金和分工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13.实验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13.实验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如有项目早期计划，安排所有相关人员与会商讨。
如有项目早期计划，安排所有相关人员与会商讨。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13.实验程序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建立一个大致的项目时间表，表明协助制备工作之所需、动物护理、步骤和废物处理/去污。
建立一个大致的项目时间表，表明协助制备工作之所需、动物护理、步骤和废物处理/去污。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对于抓取、固定、标记、释放和重新归位等操作制定出优化的程序。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讨论并公布所有预期和潜在的费用。
讨论并公布所有预期和潜在的费用。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对于物质管理、取样、镇静和麻醉、手术及其他技术，编制优化的程序。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对这些从业人员的能力进行评估。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对这些从业人员的能力进行评估。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在研究各个阶段制定详细分工和开支计划。
在研究各个阶段制定详细分工和开支计划。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对这些从业人员的能力进行评估。
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对这些从业人员的能力进行评估。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对这些从业人员的能力进行评估。
对这些从业人员的能力进行评估。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对这些从业人员的能力进行评估。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照人道原则规定处死动物应采取的首要和应急方式。
14.以人道原则处死、释放、重新使用或重新归位。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在研究工作之前，请尽量参考相关的立法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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