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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猫皮肤活组织检查样本采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犬猫皮肤病理学活检的位置选取、技术选择、采样准备和操作步骤。

本文件适用于犬猫皮肤病理学活检样本的采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文件。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皮肤活检 Skin biopsy

通过手术或活检器械获得可疑的皮肤病变组织，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3.2

原发病灶 Primary lesion

皮肤病中首先出现的病变，如：斑疹、丘疹、脓疱、结节、肿瘤、囊泡和水泡。

3.3

继发病灶 Secondary lesion

皮肤病中在原发病变基础上引起的病变，如：鳞屑、痂皮、粉刺、裂隙、剥落、苔藓化区域以及疤

痕。

3.4

打孔活检取样 Punch biopsy sampling

使用皮肤打孔器对可疑的皮肤病变组织进行活检取样的方法。

3.5

切开活检采样 Incisional sampling

使用手术刀切开可疑的皮肤病变组织，并获取一部分病变组织的活检方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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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活检采样 Excisional sampling

使用手术刀对可疑皮肤病变组织进行整体切除的活检方法。

4 器械与材料

4.1 皮肤打孔器

皮肤打孔器主要用于打孔活检取样技术，常用的规格分别为4毫米、6毫米和8毫米直径。

4.2 虹膜钳/小齿钳

必要时可使用虹膜钳/小齿钳夹取皮肤打孔活检样本。

4.3 手术刀

用来进行切开活检和切除活检。

4.4 剪刀

用来分离打孔活检样本以及辅助手术缝合。

4.5 纱布

用来对病灶或采样创口进行止血和消毒。

4.6 伤口缝合线

用来对皮肤活检后的创口进行缝合。

4.7 固定液

用甲醛原溶液与磷酸盐缓冲液按照1:9的比例混合，配制成中性福尔马林固定液。

5 活检位置的选取

5.1 活检位置选择基本原则

5.1.1 系统检查

结合病变外观、鉴别诊断列表以及正常皮肤中不同解剖位置组织学差异性，综合选择活检位置。

示例：由于爪垫等无毛皮肤具有较少的毛囊和较小的皮脂腺，因此对于内分泌性疾病的皮肤样本采集应该选择有毛

的皮肤解剖位置进行取样。

5.1.2 选择多个能代表病变范围的皮肤位置

优先选择未经过治疗的原发病灶，同时采集可能具有诊断意义的继发病灶。

5.2 对特殊病灶特殊处理

5.2.1 色素丢失的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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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收集皮肤色素丢失区域和正常皮肤的交界处。

5.2.2 脱毛的病灶

同时选取脱毛最严重区域、部分脱毛区域以及未发生脱毛区域。

5.2.3 局灶性结节样病灶

选取整个结节区域及周边组织。

5.2.4 怀疑侵袭性的肿瘤病灶

选取以病变为中心，向外旁开直径3cm的大范围区域。

6 活检技术的选择

6.1 皮肤打孔活检

适用于穿孔器直径范围内的小病灶，或大面积具有相似外观的弥漫性病灶。

1) 整个丘疹病灶。

2) 发生红斑的弥散型区域。

3) 苔藓样增生的弥散型区域。

6.2 切开活检

适用于着重需要评估病变边缘的病灶。

1) 色素丢失性病灶的边缘。

2) 溃疡性病灶的边缘。

3) 表皮红疹性病灶的边缘。

6.3 切除活检

适用于可能被皮肤打孔活检或切开活检采样过程中破坏的病灶、真皮深处的病灶，或可通过切除治

愈的单独病灶。

1) 较大的脓疱或囊泡。

2) 脂膜炎等病灶。

3) 皮肤脂肪瘤。

7 采样前的准备

7.1 皮肤病灶处于适合采样的状态

在3 ~ 5天内患病动物没有洗澡或使用药物。

7.2 病灶标记

在注射麻药前，用永久性记号笔在活检部位标记4个框架点，以便定位麻醉区域。

注：对于毛囊性疾病，用永久记号笔沿活检部位中心顺着毛囊走向画一条定位线。

7.3 疼痛管理方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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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皮肤打孔活检和切开活检，使用保定、镇静和局部麻醉。在皮下注射不加肾上腺素的利

多卡因，确保进针点在活检范围之外，防止人为伪像。

1) 对怀疑脂膜炎的病变不能使用皮下注射局部麻醉剂。

2) 对于鼻平面、足垫、眼睑等敏感部位的活检操作，应使用全身麻醉。

3) 对于样本较大的切除活检，应使用全身麻醉。

7.4 病灶清理

对于大多数皮肤活检病灶，禁止进行手术备皮。用剪刀把毛发剪短，并轻柔的移除剪落的毛发，不

进行消毒。

1) 对于表皮以下的病灶，手术备皮是可以接受的。

2) 如果存在累及表皮的中央病灶，也可以在病灶边缘手术备皮，注意不要损伤中心部位病灶。

8 活检方法

8.1 皮肤打孔活检

一只手握住打孔器，与皮肤表面形成直角，轻轻的放在选定的病灶上。用另一只手支撑周围的皮肤，

施加持续的压力，沿着一个方向旋转打孔器，只到皮肤不再随着打孔器的旋转而旋转。用镊子轻轻夹住

样本底部，使用手术刀或剪刀切断皮下附着组织。

8.2 切开活检

用手术刀做一个椭圆形切口，狭窄的一段位于受损组织内，另一端位于正常组织，用镊子轻轻抓取

一小部分正常组织样本。用手术刀或剪刀切断皮肤附着组织。

8.3 切除活检

用手术刀切开临床上正常的组织，根据肿块的深度，可能需要切开先观察下面的肌肉组织，用镊子

在非病变的皮肤上轻轻抓取样本。

8.4 效果评估

评价皮肤活检效果的核心是选择的采样位置是否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样本本身完整性是否受到充分

保护，以及是否采用了合适的采样方法。

1) 只收集一块活检样本或活检样本小于 4mm 需要进一步采样。

2) 手术备皮破坏了表面病灶需要重新采样。

3) 采用错误的活检技术需要重新采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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