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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文件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文件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中农大动物医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兽医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中农大动物医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瑞派

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启晟（天津）宠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芭比堂（北京）国际动物医疗中心有限公司、爱德士缅因生物制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夏兆飞、林嘉宝、刘洋、吕艳丽、许楚楚、陈丝雨、张海霞、杨雪松、顾强、

邱志钊、陈艳云、毛军福、曹燕、宋璐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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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猫肾脏活组织检查操作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犬猫肾脏活组织检查技术的适应症、禁忌症、操作流程、并发症及注意事项。

本文件适用于犬猫肾脏活组值样本的采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CVMA 42-2020 猫疱疹病毒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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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组织检查 biopsy

在活体的病变部位或可疑病变部位采取少量组织进行常规病理、免疫荧光及电子显微镜检查，简称

活检。

3.2

超声引导活检 ultrasound guided biopsy

在超声仪器实时监控下对活体组织进行穿刺，以取得细胞或组织进行病理诊断的方法。

4 肾脏活组织检查技术

4.1 适应症

1) 需要进行肾脏活检以作出诊断或提供指导治疗的信息；

2) 怀疑疾病的自然病程与发病率和/或死亡率显著相关；

3) 怀疑疾病的自然病程可以通过治疗得到改善；

4) 进行肾脏活检后，对这些疾病的诊断会影响治疗方案；

5) 患病动物目前的身体状态能够承受活检相关的风险和不良反应。

4.2 禁忌症

1) 肾脏体积缩小或终末期慢性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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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侧肾脏多发性囊肿；

3) 无法纠正的出血性体质，近期曾接受过抗血小板或抗凝治疗，或严重的血小板减少症（PLT<80
000/μL）；

4) 无法通过药物控制的严重高血压；

5) 肾盂积水或水肾；

6) 泌尿道感染、肾盂肾炎或肾周脓肿/感染。

7) 腹膜炎、腹部广泛性粘连、疝。

4.3 超声引导活检

4.3.1 准备材料

14G、16G或18G活检穿刺针或带23G/25G针头的注射器、无菌外科手套、一次性无菌创巾、刮刀或

电动剃毛刀、碘伏、75%酒精、无菌纱布、10 %中性福尔马林溶液和/或2.5%戊二醛溶液。

4.3.2 临床检查

1) 评估动物的凝血状态；

2) 检查动物的红细胞比容和血浆蛋白浓度；

3) 检查动物的水合状态；

4) 超声评估肾脏皮质厚度。

4.3.3 操作步骤

1) 动物建立静脉通路，镇静，镇痛。

2) 动物腹部皮肤剃毛，清理术部毛发。

3) 动物仰卧位扫查双侧肾脏，确定肾脏位置，评估肾脏大小、形状、回声强度、皮髓质分界、肾

脏血流情况；排查肾脏及肾周囊性结构或肿物。

4) 术部用0.05 %醋酸氯己定溶液消毒，铺设无菌创巾。用碘伏棉球以肾脏为中心从内向外擦拭消

毒2次以上，然后用酒精脱碘，保留少量酒精浸润皮肤。

5) 超声探头上涂布耦合剂，并使用一次性PE手套包裹，使耦合剂填充手套与探头间的缝隙。

6) 操作人员和辅助人员更换无菌手套，辅助人员固定需要穿刺的肾脏，操作人员一手持超声探头，

使超声视窗保持在肾长轴切面，另一手持活检针或注射器与肾长轴平行进针，在肾皮质内无负

压采集组织样本，重复2 ~ 3次。

7) 样本采集完毕后，操作人员用无菌纱布按压穿刺位点5分钟。

8) 辅助人员直接将活检针浸入固定液内轻柔晃动，取出组织样本。

4.4 腹腔镜活检

4.4.1 准备材料

14G、16G或18G活检穿刺针、无菌外科手套、一次性无菌创巾、无菌手术服、一次性无菌手术帽、

灭菌手术器械、手术缝线、刮刀或电动剃毛刀、碘伏、75 %酒精、无菌纱布、10 %中性福尔马林溶液

和/或2.5%戊二醛溶液。

4.4.2 临床检查

1) 评估动物的凝血状态；

2) 检查动物的红细胞比容和血浆蛋白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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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估动物肝肾功能；

4) 检查动物的水合状态；

5) 超声评估肾脏皮质厚度。

4.4.3 操作步骤

1) 动物建立静脉通路，选择适合个体情况的麻醉方案对动物进行麻醉。

2) 腹部备皮，铺设无菌创巾，暴露术野。

3) 若需检查双侧肾脏、进行其他腹腔内操作或肥胖动物，可选择仰卧位进行脐前后腹中线做切口；

若仅需要进行单侧肾脏活检，可选择侧卧位，做1cm左右皮肤切口。

4) 于切口处放入腹腔镜套管针和套管单元，建立气腹。

5) 气腹建立后，将套管针更换为腹腔镜器械，在可视范围内，与肾皮质平行方向进针，进针深度

取决于动物体型、肾脏体积和肾皮质厚度。

6) 样本采集完毕后，术者用无菌纱布或止血海绵按压穿刺位点5分钟。确认肾脏没有出血后，缝

合各层，清除气腹。

7) 助手将活检针内的样本取出浸入固定液内轻柔晃动，取出样本组织。

4.5 开放式活检

4.5.1 准备材料

同4.4.1。

4.5.2 临床检查

同4.4.2。

4.5.3 操作步骤

1) 动物建立静脉通路，选择适合个体情况的麻醉方案对动物进行麻醉。

2) 腹部备皮，铺设无菌创巾，暴露术野。

3) 若需检查双侧肾脏、进行其他腹腔内操作或肥胖动物，可选择仰卧位进行脐前后腹中线做切口，

将遮挡的肠道和器官向一侧移动，充分暴露待检肾脏。若仅需要进行单侧肾脏活检，可选择侧

卧位，于最后肋骨后方2cm进行平行于肋骨的切口。

4) 术者一手固定需要穿刺的肾脏，另一手持活检针与肾长轴平行进针，在肾皮质内采集组织样本。

5) 样本采集完毕后，术者用无菌纱布按压穿刺位点5分钟。确认腹部没有出血后，复位肠道和器

官，常规关腹。

6) 助手将活检针内的样本取出浸入固定液内轻柔晃动，取出样本组织。

5 并发症

5.1 出血

出血是肾脏活检最常见并发症，活检部位常发生被膜下出血。许多动物在活检后的48 h内表现为尿

潜血阳性，但显性血尿并不常见。对于腹膜腔内严重出血的动物，必须进行积极治疗。

例：腹部包裹弹性绷带、输注新鲜全血，必要时进行开腹探查。

5.2 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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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的肾脏体积较小，肾脏活检常见穿刺路径产生局限于肾皮质的线性梗死。如果活检针穿透皮髓交

界处，损伤动脉，则可能出现楔形梗死。

5.3 肾脏积液

若活检针进入肾盂，可能造成出血，随后形成的血块可能导致肾盂阻塞和积液。若活检中采集的组

织一端发现移行上皮细胞，或者在活检后发现肾脏体积进行性增大，则考虑肾脏积液。活检部位仅限于

肾皮质，活检后及时开始输液利尿措施，可将肾脏积液的风险降至最低。

5.4 空气栓塞、气胸或皮下肺气肿

腹腔镜手术时，可能导致气体进入体腔其他位置或中空脏器，甚至损伤内部器官，导致心脏骤停。

在建立气腹前，排空膀胱和结肠可减少这些器官被刺穿的机会。

6 术后护理

6.1 液体疗法

肾脏活检后，应尽快开始输液利尿治疗，避免肾盂内血凝块的形成。

6.2 体况监测

1) 术后12 ~ 24小时内密切监测血细胞比容、血浆蛋白浓度和尿液颜色，监测出血情况。

2) 术后第0、1、3小时通过多普勒超声监测活检部位血流状况，确保该区域内无活动性出血。

6.3 适当制动

术后24小时内应住院并敬仰，禁止随意奔跑，术后72小时内可牵引外遛。

7 注意事项

1) 肾脏活检样本在光学显微镜下以10倍物镜观察，至少应含有5个肾小球，以5 ~ 12个为宜。

2) 活检穿刺应采取肾皮质样本，避免损伤肾髓质和大血管。

3) 常规组织病理学检查和免疫组织病理学检查，应将组织样本固定在10 %中性福尔马林溶液中

至少3 ~ 4小时。

4) 遗传性肾病、肾小球肾炎的辅助诊断应使用2.5%戊二醛溶液固定组织，使用电子显微镜进行

检查。

5) 术后出现肉眼可见血尿超过24 h，应重新评估肾脏和活检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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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溶液配制

A.1 PBS缓冲液（磷酸盐缓冲溶液）

0.01 mol/L PBS溶液 （pH 7.2~pH 7.4）
准确称量下面各试剂， 加入到800 mL蒸馏水中溶解， 调节溶液的pH至7.2~7.4， 加水定容至1000

mL。分装后在119 ℃~123 ℃灭菌15 min~20 min，保存于室温。

组分 剂量

氯化钠（NaCl） 8.00 g

氯化钾（KCl） 0.20 g

磷酸二氢钾（KH2PO4） 0.24 g

磷酸氢二钠（Na2HPO4·12H2O) 3.65 g

蒸馏水 加至 1000 mL

[来源 :T/CVMA 42-2020 《猫疱疹病毒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附录A A.1]

A.2 10%中性福尔马林溶液

10 %中性福尔马林溶液 （pH 7.2~pH 7.4）
准确量取100 mL 市售40%甲醛溶液，加入到850 mL蒸馏水中混匀，调节溶液的pH至7.2~7.4，加

蒸馏水定容至1000 mL。避光保存于室温。

组分 剂量

40%甲醛溶液 100 mL

蒸馏水 加至 1000 m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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