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宠物样本送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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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验收

样本质量：□合格

□不合格：□包装破损 □样本量不足 □凝血 其它________
收样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签字：________

邮寄地址：南京市秦淮区永丰大道

8号 B栋 503 室

博敏达生物科技

联系电话：（025）5850 5153

检测项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犬 猫 检测指标 方法 样本

病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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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检

测

犬布鲁氏菌/Brucella canis PCR 全血/分泌物

犬瘟热病毒/CDV PCR 全血/分泌物

犬细小病毒/CPV PCR 全血/呕吐物/粪便

犬腺病毒 1型/CAdV-1 PCR 分泌物/粪便/尿液

犬腺病毒 2型/CAdV-2 PCR 分泌物

犬疱疹病毒/CHV PCR 分泌物

犬副流感病毒/CPIV PCR 分泌物

犬流感病毒/CIV PCR 分泌物

片状边虫/ Anaplasma platys PCR 全血

嗜吞噬细胞无形体 / Anaplasma phagocytophilum PCR 全血

犬埃立克体/ Ehrlichia canis PCR 全血

伊氏埃立克体/ Ehrlichia ewingii PCR 全血

查菲埃立克体/Ehrlichia chaffeensis PCR 全血

犬利什曼原虫/Leishmania infantum PCR 全血

钩端螺旋体/Leptospira interrogans PCR 全血/尿液

巴贝斯虫（包括吉氏、韦氏、罗氏、犬巴贝斯虫） PCR 全血

巴贝斯虫分型 测序

/PCR
全血

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Bordetella bronchiseptica PCR 分泌物

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 PCR 全血/粪便

无浆体/埃立克体筛查 PCR 全血

无浆体/埃立克体分型 测序 全血

莱姆病/伯氏疏螺旋体/ Borrelia burgdorferi PCR 全血

立克次氏体/ Rickettsia spp. PCR 全血

伪狂犬病毒/PRV PCR 全血/分泌物

汉塞巴尔通体/猫抓病 / Bartonella spp. PCR 全血

猫疱疹病毒/猫鼻气管炎病毒/FHV-1 PCR 分泌物

猫杯状病毒/FCV PCR 分泌物

猫冠状病毒/FCoV PCR 胸/腹水/粪便

猫冠状病毒突变位点检测/FIPV PCR 胸/腹水

基本信息

医院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师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收报告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宠物及主人信息

主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宠物类别：□犬 □猫 其它______

名字：_______品种：_______年龄：____

性别： □雄 □雌 绝育：□是 □否

样本基本信息 采样部位：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全血+PCR 样本保存液

□EDTA-全血 □全血 □结石 □穿刺抽吸液 □分泌物+PCR 样本保存液

□肝素-全血 □尿液 □分泌物 □皮屑毛发 □采样拭子 □粪便

□其它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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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艾滋病/FIV PCR 全血

√ 犬 猫 检测指标 方法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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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白血病/FeLV PCR 全血

猫瘟/猫细小病毒/FPV PCR 全血/呕吐物/粪便

猫嗜血支原体/附红细胞体（含Mhf、CaMh、CaMt分型） PCR 全血

猫支原体/Mycoplasma felis PCR 分泌物

鹦鹉热衣原体/Chlamydia psittacci PCR 分泌物

猫披衣菌/Chlamydia felis PCR 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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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贫血五项：巴贝斯虫、钩端螺旋体、立克次氏体、片状边虫、犬埃立克体 PCR 全血

钩端螺旋体检测套餐（全血+尿液） PCR 全血和尿液

犬布鲁氏菌病检测套餐（全血+生殖器分泌物） PCR 全血和分泌物

犬呼吸系统疾病六项：犬瘟热病毒、犬副流感病毒、犬腺病毒 2型、支气管

败血波氏杆菌、犬疱疹病毒、支原体
PCR 分泌物

犬呼吸道部分筛查（犬腺病毒、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犬副流感病毒） PCR 分泌物或拭子

犬繁殖/配种/性病三项套餐：犬疱疹病毒、钩端螺旋体、犬布鲁氏菌 PCR 全血/尿液/分泌物

犬传染病两项：犬瘟热病毒、犬细小病毒 PCR 全血/呕吐物/粪便

人畜共患病（犬）：犬布鲁氏菌、弓形虫、钩端螺旋体、巴贝斯虫 PCR 全血/尿液/分泌物

巴贝斯虫驱虫套餐（治疗前后连续三次） PCR 全血

虫媒五项：巴贝斯虫、巴尔通体、伯氏疏螺旋体、立克次氏体、无浆体/埃
立克体

PCR 全血

猫贫血三项：猫附红细胞体、巴尔通体、无浆体/埃立克体 PCR 全血

猫呼吸系统疾病六项：猫疱疹病毒 FHV-1，猫杯状病毒，猫支原体，鹦鹉热

衣原体，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猫披衣菌
PCR 分泌物

猫呼吸系统两项：猫疱疹病毒、猫杯状病毒 PCR 分泌物

猫传染病三项：猫细小病毒，猫艾滋病病毒，猫白血病病毒 PCR 全血/呕吐物/粪便

弓形虫病原检测套餐（全血+粪便） PCR 全血和粪便

人畜共患病（猫）：弓形虫、钩端螺旋体、巴尔通体、鹦鹉热衣原体 PCR 全血/尿液/粪便

猫眼部疾病原筛查（猫杯状病毒、猫疱疹病毒、衣原体） PCR 分泌物或拭子

猫繁殖性病变筛查（猫疱疹病毒、衣原体、猫支原体） PCR 分泌物或拭子

猫神经性症状（猫冠状病毒、弓形虫、巴尔通体） PCR 脑脊液

√ 鹦鹉 检测指标 方法 样本

鸟

类

鹦鹉喙羽病病毒/PBFDV PCR 全血/粪便/羽毛

鸟类多瘤病毒/APV PCR 全血/粪便/羽毛

鹦鹉热衣原体/Chlamydia psittacci PCR 分泌物

简单病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临床诊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备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多检测项目和送检注意事项请联系博敏达客服或当地销售

客服微信：NJBMD0061

客服手机：15380890061

客服电话：025-58505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