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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1 consists of planning guidelines which are complementary to reporting guidelines such as ARRIVE2.
PREPARE covers the three broad areas which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the preparation for animal studies:
 1. Formulation of the study
 2. Dialogue between scientists and the animal facility
 3. Quality control of the components in the study

The topics will not always be addressed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re presented here, and some topics overlap. The PREPARE 
checklist can be adapted to meet special needs, such as field studies. PREPARE includes guidance on the management of animal 
facilities, since in-house experiments are dependent upon their quality. The full version of the guidelines is available on the Norecopa 
website, with links to global resources, at https://norecopa.no/PREPARE. 
The PREPARE guidelines are a dynamic set which will evolve as more species- and situation-specific guidelines are produced, 
and as best practice within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 progresses.

Form a clear hypothesis, wi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outcomes.

Consider the u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Decide upon databases and information specialists to be consulted, and construct search terms.

Assess the relevance of the species to be used, its biology and suitability to answer the experimental 

questions with the least suffering, and its welfare needs.

Assess the reproducibility and translatability of the project.

 

 

PREPARE1 有多个规划指南编制而成，是对ARRIVE2等报告指南的补充说明。 
PREPARE涵盖了决定动物研究制备工作质量的三个广泛领域： 
 1. 制制订订研研究究计计划划 
 2. 科科学学家家与与动动物物实实验验室室之之间间的的对对话话 
 3. 研研究究组组分分的的质质量量控控制制 
此项主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呈现于此的顺序处理，且有些主题相互有重叠。为满足实地研究等特殊需要，

PREPARE的清单可以做出适当调整。PREPARE包括对动物实验室管理方面的指导，因为室内实验取决于

实验室的质量。在 Norecopa 网站可以找到该指南的完整版, 网站链接至全球资源, 见
https://norecopa.no/PREPARE.  
PREPARE指南是一个动态的集合，将随着更多物种和特定情况指南的产生而不断完善，并会发展成为实

验动物科学进展中的最佳实践模式。 
 

 

主主题  建建议 

 
 
(A) 制制定定研研究究计计划划 
 
1.文献检索 
形成明确的假设，具有主要和次要成果。 
对使用系统综述做出考虑。 
依据数据库和信息咨询专家确定并创建搜索术语。 
评估所使用物种的相关性、及其生物学和适用性，以最少的苦痛代价来解答实验问题，并满足动物关爱

需求。 
评估项目的可重复性和可解释性。 

 
2.法律问题 
需考虑到这项研究在动物研究和其他领域相关立法所受之影响，例如动物运输、职业健康和安全等。 
找到有关指导性文件（如欧盟关于项目评估的指导） 

 
3.伦理问题，利益损害评估及人道终点  
编写一个通俗性概要。 
在与伦理委员会对话方面，需考虑是否已经制定出这类研究的陈述文件。 
解决3R三项认知，即取代 (Replacement)、减量 (Reduction) 及精致化 (Refinement)，和3S”原则:即良好

的科学(Good Science)、良好的意识(Good Sense)  
和良好的感受性(Good Sensibilities)。  
考虑到预注册并公布负面结果。 
执行利益损害评估，对可能发生的动物伤害作出合理解释。 
讨论学术目标，是否动物使用以教育和训练为目的。 
给出项目的严重程度等级。 
对客观的、易于衡量和明确的人道终点做出定义。 
讨论死亡作为终点的理由（如有）。 

 
4.实验计划和统计分析 
 
对试点研究、统计功效和显著性水平做出考虑。 
定义实验单位并决定动物数量。 
选择随机化方法，防止观察者偏差，并确定纳入和排除标准。 
 

主主题  建建议 

 
(B) 科科学学家家与与动动物物实实验验室室之之间间的的对对话话 
 
5.目标和时间表，资金和分工 
如有项目早期计划，安排所有相关人员与会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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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并公布所有预期和潜在的费用。 
在研究各个阶段制定详细分工和开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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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1 有多个规划指南编制而成，是对ARRIVE2等报告指南的补充说明。 
PREPARE涵盖了决定动物研究制备工作质量的三个广泛领域： 
 1. 制制订订研研究究计计划划 
 2. 科科学学家家与与动动物物实实验验室室之之间间的的对对话话 
 3. 研研究究组组分分的的质质量量控控制制 
此项主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呈现于此的顺序处理，且有些主题相互有重叠。为满足实地研究等特殊需要，

PREPARE的清单可以做出适当调整。PREPARE包括对动物实验室管理方面的指导，因为室内实验取决于

实验室的质量。在 Norecopa 网站可以找到该指南的完整版, 网站链接至全球资源, 见
https://norecopa.no/PREPARE.  
PREPARE指南是一个动态的集合，将随着更多物种和特定情况指南的产生而不断完善，并会发展成为实

验动物科学进展中的最佳实践模式。 
 

 

主主题  建建议 

 
 
(A) 制制定定研研究究计计划划 
 
1.文献检索 
形成明确的假设，具有主要和次要成果。 
对使用系统综述做出考虑。 
依据数据库和信息咨询专家确定并创建搜索术语。 
评估所使用物种的相关性、及其生物学和适用性，以最少的苦痛代价来解答实验问题，并满足动物关爱

需求。 
评估项目的可重复性和可解释性。 

 
2.法律问题 
需考虑到这项研究在动物研究和其他领域相关立法所受之影响，例如动物运输、职业健康和安全等。 
找到有关指导性文件（如欧盟关于项目评估的指导） 

 
3.伦理问题，利益损害评估及人道终点  
编写一个通俗性概要。 
在与伦理委员会对话方面，需考虑是否已经制定出这类研究的陈述文件。 
解决3R三项认知，即取代 (Replacement)、减量 (Reduction) 及精致化 (Refinement)，和3S”原则:即良好

的科学(Good Science)、良好的意识(Good Sense)  
和良好的感受性(Good Sensibilities)。  
考虑到预注册并公布负面结果。 
执行利益损害评估，对可能发生的动物伤害作出合理解释。 
讨论学术目标，是否动物使用以教育和训练为目的。 
给出项目的严重程度等级。 
对客观的、易于衡量和明确的人道终点做出定义。 
讨论死亡作为终点的理由（如有）。 

 
4.实验计划和统计分析 
 
对试点研究、统计功效和显著性水平做出考虑。 
定义实验单位并决定动物数量。 
选择随机化方法，防止观察者偏差，并确定纳入和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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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科科学学家家与与动动物物实实验验室室之之间间的的对对话话 
 
5.目标和时间表，资金和分工 
如有项目早期计划，安排所有相关人员与会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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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并公布所有预期和潜在的费用。 
在研究各个阶段制定详细分工和开支计划。 

 

6.实验室评估 
对实验室进行物理检查，对建筑和设备的标准以及需要进行评估。 
讨论发生额外风险时的人员配备。 
 
7.教育与培训 
评估工作人员目前的能力，以及在学习之前进行进一步教育或培训的必要性。 
 
8.健康风险、废物处理和去污。 
与动物实验室合作，对所有受该研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员和动物进行风险评估。 
评估且在必要时，对项目所有阶段提出具体指导。 
讨论在研究过程中所有项目的收纳、去污和处置方法。 

 

(C) 研研究究过过程程中中各各组组成成要要素素的的质质量量控控制制 
 
9.供试物质和测试程序 
尽可能多的提供有关供试物质的信息。 
要考虑测试程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及执行测试所需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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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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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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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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尸体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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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1 有多个规划指南编制而成，是对ARRIVE2等报告指南的补充说明。 
PREPARE涵盖了决定动物研究制备工作质量的三个广泛领域： 
 1. 制制订订研研究究计计划划 
 2. 科科学学家家与与动动物物实实验验室室之之间间的的对对话话 
 3. 研研究究组组分分的的质质量量控控制制 
此项主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呈现于此的顺序处理，且有些主题相互有重叠。为满足实地研究等特殊需要，

PREPARE的清单可以做出适当调整。PREPARE包括对动物实验室管理方面的指导，因为室内实验取决于

实验室的质量。在 Norecopa 网站可以找到该指南的完整版, 网站链接至全球资源, 见
https://norecopa.no/PREPARE.  
PREPARE指南是一个动态的集合，将随着更多物种和特定情况指南的产生而不断完善，并会发展成为实

验动物科学进展中的最佳实践模式。 
 

 

主主题  建建议 

 
 
(A) 制制定定研研究究计计划划 
 
1.文献检索 
形成明确的假设，具有主要和次要成果。 
对使用系统综述做出考虑。 
依据数据库和信息咨询专家确定并创建搜索术语。 
评估所使用物种的相关性、及其生物学和适用性，以最少的苦痛代价来解答实验问题，并满足动物关爱

需求。 
评估项目的可重复性和可解释性。 

 
2.法律问题 
需考虑到这项研究在动物研究和其他领域相关立法所受之影响，例如动物运输、职业健康和安全等。 
找到有关指导性文件（如欧盟关于项目评估的指导） 

 
3.伦理问题，利益损害评估及人道终点  
编写一个通俗性概要。 
在与伦理委员会对话方面，需考虑是否已经制定出这类研究的陈述文件。 
解决3R三项认知，即取代 (Replacement)、减量 (Reduction) 及精致化 (Refinement)，和3S”原则:即良好

的科学(Good Science)、良好的意识(Good Sense)  
和良好的感受性(Good Sensibilities)。  
考虑到预注册并公布负面结果。 
执行利益损害评估，对可能发生的动物伤害作出合理解释。 
讨论学术目标，是否动物使用以教育和训练为目的。 
给出项目的严重程度等级。 
对客观的、易于衡量和明确的人道终点做出定义。 
讨论死亡作为终点的理由（如有）。 

 
4.实验计划和统计分析 
 
对试点研究、统计功效和显著性水平做出考虑。 
定义实验单位并决定动物数量。 
选择随机化方法，防止观察者偏差，并确定纳入和排除标准。 
 

主主题  建建议 

 
(B) 科科学学家家与与动动物物实实验验室室之之间间的的对对话话 
 
5.目标和时间表，资金和分工 
如有项目早期计划，安排所有相关人员与会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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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并公布所有预期和潜在的费用。 
在研究各个阶段制定详细分工和开支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