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 价 单 

   

 

适用范围 外单位引进小鼠 

送检样本 小鼠活体或血清 

检测项目 国家标准中 SPF级实验小鼠必检病毒六项（GB 14922.2-2001） 

费用总计 800元/个样本 

检测项目列表  

病 

毒 

（共 6项） 

鼠痘病毒（Ect.） 

小鼠肝炎病毒（MHV） 

仙台病毒（SV） 

小鼠肺炎病毒（PVM） 

呼肠孤病毒Ⅲ型（Reo-3） 

小鼠细小病毒（MVM） 

 

说明： 

1. 送检前需提交《Rodent Import Questionnaire》（此调查表可中文填写）。 

2. 样本要求： 

（1） 请提供哨兵鼠或同窝对照鼠样本。 

（2） 数量：至少送检三个血清样本，建议取样标准参照（GB 14922.2-2001）。 

（3） 样品采集：采血时避免溶血，血清样品之间禁止互混。 

（4） 体积：每个样本送检体积≥五十微升。 

（5） 运输：需加冰块保持低温，避免反复冻融。 

3. 检测周期：收到样品后两周内出具检测报告。 

 

 

 

 

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暨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  

地址 :南京市浦口高新区学府路 12 号 ,210061  

  电话 :  025-58641533   传真 :025-586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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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客户委托检验 

送检样本 
第一步，送检小鼠血清 

第二步，血清病毒六项检测为阴性，接受小鼠活体送检 

检测项目 国家标准中 SPF级实验小鼠必检项目（GB 14922.2-2001） 

费用总计 1300元/只 

检测项目列表  

病 

毒 

（共 6项） 

鼠痘病毒（Ect.） 

小鼠肝炎病毒（MHV） 

仙台病毒（SV） 

小鼠肺炎病毒（PVM） 

呼肠孤病毒Ⅲ型（Reo-3） 

小鼠细小病毒（MVM） 

病 

原 

菌 

（共 8项） 

沙门菌 

支原体 

鼠棒状杆菌 

泰泽病原体 

嗜肺巴斯德杆菌 

肺炎克雷伯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绿脓杆菌 

寄 

生 

虫 

（共 5项） 

体外寄生虫 

弓形虫 

全部蠕虫 

鞭毛虫 

纤毛虫 

说明： 

1． 每次送检前需提交《Rodent Import Questionnaire》（此调查表可中文填写）。 

2． 样本要求： 

（1）请提供哨兵鼠或同窝对照鼠样本。 

（2）血清： 

1）数量：至少送检三个血清样本，建议取样标准参照（GB 14922.2-2001）。 

2）样品采集：采血时避免溶血，血清样品之间禁止互混。 

3）体积：每个样本送检体积≥五十微升。 

4）运输：需加冰块保持低温，避免反复冻融。 

（3）活体 

1）数量：建议取样标准参照（GB 14922.2-2001）。 

2）运输：加食物和饮水，采用高效滤网通风的运输盒。 

3． 检测周期：收到样品后两周内出具检测报告。 

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暨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  

地址 :南京市浦口高新区学府路 12 号 ,210061  

  电话 :  025-58641533   传真 :025-586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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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客户委托检验 

送检样本 
第一步，送检小鼠血清 

第二步，血清病毒六项检测为阴性，接受小鼠活体送检 

检测项目 国家标准中 SPF级实验小鼠全部项目（GB 14922.2-2001） 

费用总计 2300元/只 

检测项目列表  

病 

毒 

（共 11项） 

鼠痘病毒（Ect.） 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LCMV） 

小鼠肝炎病毒（MHV） 汉坦病毒（HV） 

仙台病毒（SV） 小鼠脑脊髓炎病毒（TMEV） 

小鼠肺炎病毒（PVM） 小鼠腺病毒（Mad） 

呼肠孤病毒Ⅲ型（Reo-3） 多瘤病毒（POLY） 

小鼠细小病毒（MVM）  

病 

原 

菌 

（共 17项） 

沙门菌 假结核耶尔森菌 

支原体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 

鼠棒状杆菌 皮肤病原真菌 

泰泽病原体 念珠状连杆菌 

嗜肺巴斯德杆菌 支气管鲍特杆菌 

肺炎克雷伯杆菌 大肠埃希菌 0115a,C,K(B) 

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链球菌 

绿脓杆菌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杆菌  

寄 

生 

虫 

（共 7项） 

体外寄生虫 纤毛虫 

弓形虫 兔脑原虫 

全部蠕虫 卡氏肺孢子虫 

鞭毛虫  

说明： 

1． 每次送检前需提交《Rodent Import Questionnaire》（此调查表可中文填写）。 

2． 样本要求： 

（1）请提供哨兵鼠或同窝对照鼠样本。 

（2）血清： 

1）数量：至少送检三个血清样本，建议取样标准参照（GB 14922.2-2001）。 

2）样品采集：采血时避免溶血，血清样品之间禁止互混。 

3）体积：每个样本送检体积≥五十微升。 

4）运输：需加冰块保持低温，避免反复冻融。 

（3）活体 

1）数量：建议取样标准参照（GB 14922.2-2001）。 

2）运输：加食物和饮水，采用高效滤网通风的运输盒。 

3． 检测周期：收到样品后两周内出具检测报告。 

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暨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  

地址 :南京市浦口高新区学府路 12 号 ,210061  

  电话 :  025-58641533   传真 :025-586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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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客户委托检验 

送检样本 
第一步，送检小鼠血清 

第二步，血清病毒六项检测为阴性，接受小鼠活体送检 

检测项目 国家标准中 SPF级实验小鼠全部项目（GB 14922.2-2001）和国际标准中的项目 

费用总计 2800元/只 

检测项目列表  

病 

毒 

（共 16项） 

鼠痘病毒（Ect.） 小鼠脑脊髓炎病毒（TMEV） 

小鼠肝炎病毒（MHV） 小鼠腺病毒（Mad） 

仙台病毒（SV） 多瘤病毒（POLY） 

小鼠肺炎病毒（PVM） Mouse Parvovirus（MPV） 

呼肠孤病毒Ⅲ型（Reo-3） Mouse Cytomegalovirus（MCMV） 

小鼠细小病毒（MVM） Epizootic Diarrhea of Infant Mice（EDIM） 

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LCMV） K Virus 

汉坦病毒（HV） Mouse Norovirus（MNV） 

病 

原 

菌 

（共 19项） 

沙门菌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 

支原体 皮肤病原真菌 

鼠棒状杆菌 念珠状连杆菌 

泰泽病原体 支气管鲍特杆菌 

嗜肺巴斯德杆菌 大肠埃希菌 0115a,C,K(B) 

肺炎克雷伯杆菌 肺炎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绿脓杆菌 Helicobacter 

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杆菌 Cilia-Associated Respiratory Bacillus（CARB） 

假结核耶尔森菌  

寄 

生 

虫 

（共 7项） 

体外寄生虫 纤毛虫 

弓形虫 兔脑原虫 

全部蠕虫 卡氏肺孢子虫 

鞭毛虫  

说明： 

1． 每次送检前需提交《Rodent Import Questionnaire》（此调查表可中文填写）。 

2． 样本要求： 

（1）请提供哨兵鼠或同窝对照鼠样本。 

（2）血清： 

1）数量：至少送检三个血清样本，建议取样标准参照（GB 14922.2-2001）。 

2）样品采集：采血时避免溶血，血清样品之间禁止互混。 

3）体积：每个样本送检体积≥五十微升。 

4）运输：需加冰块保持低温，避免反复冻融。 

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暨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  

地址 :南京市浦口高新区学府路 12 号 ,210061  

  电话 :  025-58641533   传真 :025-58641500 

 



（3）活体 

1）数量：建议取样标准参照（GB 14922.2-2001）。 

2）运输：加食物和饮水，采用高效滤网通风的运输盒。 

3． 检测周期：收到样品后两周内出具检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