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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医药动物实验基地简介
野江苏省医药动物实验基地冶是

圆园园愿 年 源 月经江苏省政府批准立项

资助建设的江苏省科技厅省重点科
研服务开放共享平台袁在南京医科大
学实验动物中心基础上在学校江宁
校区新建袁 历经五年建设于 圆园员源 年

员员 月相继投入使用和开放运行遥

南京医科大学在 员怨猿源 年江苏省

立医政学院创立之初袁即开始了与医
学教育科研相适应的实验动物工作袁员怨缘苑 年学校由镇江迁址南京更名为南京医学院并正式成立
了野动物供应科冶袁员怨愿远 年 员圆 月袁扩建为野南京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冶袁全面开展动物繁殖尧饲养尧

生化尧病理尧药理毒理等综合性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服务遥 员怨愿愿 年 缘 月袁江苏省科委尧卫生厅尧教

委联合发文决定在南京医学院设置野江苏省实验动物中心冶遥 员怨怨猿 年随着学校更名为野南京医科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冶遥 圆园员缘 年 苑 月将野江苏省医药动物实验基地冶与野南京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

心冶合并管理袁重新定名为野南京医科大学医药实验动物中心冶袁明确为正处级建制的学校直属单
位袁并列挂牌野江苏省医药动物实验基地冶野江苏省实验动物中心冶名称遥
江苏省医药动物实验基地也是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基地内部组织架
构设有办公室尧质量保障办公室尧实验动物学教研室尧医药模式动物重点实验室尧生产部尧饲养
部尧项目技术部尧培训部袁建有转基因研究平台尧表型分析平台尧分子影像平台袁对外开展分子影
像表型技术服务尧基因修饰模式动物构建和保种技术服务遥 中心主体位于南京市江宁大学城南
京医科大学新校区袁但仍保留位于鼓楼区汉中路五台校区峨嵋岭原址分部袁主要服务于各邻近
附属医院的科研工作遥 中心现有员工总数 员员苑 人袁其中研究技术人员 猿圆 人渊具有博士学位 愿 人尧

硕士学位 员缘 人冤袁 其他动物饲养和设施维保人员约 愿缘 人遥 中心目前拥有小动物核磁尧 小动物

酝蚤糟则燥原悦栽尧活体成像仪尧高频彩色超声成像仪尧栽杂耘 一体化智能行为学分析系统等固定资产 猿 亿

元袁总建筑面积 猿 万平方米袁具备大小鼠繁殖供应年产能 猿园 万只袁大小鼠尧仓鼠屏障环境实验饲

养能力 猿 万笼位袁树鼩尧豚鼠尧兔尧犬尧猴尧猪等普通环境实验饲养能力 员 园园园 笼位遥 基地年科研服

务服务对象约 缘园园 个袁年服务项目近 源 园园园 项袁其中对外开放服务超过 源园豫袁已经发展为医学院

校最大规模的实验动物繁殖供应尧饲养尧模型构建尧表型分析和教学培训尧科学研究一体化的现
代医药实验动物与动物实验基地之一袁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学校各类医学科学研究与医学教学的
需要袁而且积极服务于江苏省内外相关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袁广泛开展国内外合作袁致力于不断
提升和充分发挥实验动物学科在医学人才培养尧生命科学与医药研究中的重要支撑作用遥 中心
秉承的人文精神是院野精诚保障教学科研动物袁关爱保护实验动物福利袁求真探索生命科学奥秘袁
奉献一流医学育人事业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