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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实验室的运行管理，强化实验人员实验安全与环境保护

的意识，防止事故的发生，确保师生的生命与实验室的财产安全，特制定本制度。

二、实验室准入制度

（一）实验人员在进实验室之前，须接受实验室安全知识和法规制度培训。

了解所从事实验的安全风险，掌握相关安全知识、操作规程、个体防护方法、意

外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原则及上报程序等。

（二）博士后和研究生开始实验前，须与导师探讨形成一套科学成熟的实验

方案，严格确认实验方案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三）实验人员开始实验前，须全面预估自身实验过程出现的潜在危害，并

针对每一可能危害，提出切实可行的规避措施。

（四）实验人员开始实验前，须明确实验方案中的每一实验步骤，熟练掌握

所用仪器的基本原理及安全操作规程，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使用，特殊仪器须在

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使用。

（五）有下列情况的实验人员不能进入实验室：身体受到开放性损伤、发热

性疾病、呼吸道感染、正在使用免疫抑制剂或免疫耐受、妊娠等。

（六）实验人员进入实验室时，须做好个人防护。进入实验室必须穿戴过膝、

长袖实验服和手套，特殊实验项目应按要求佩戴防护衣具（隔离服、安全帽、眼

罩、护靴、口罩、防护手套等），不得穿高跟鞋、拖鞋、凉鞋等进入实验室，长

发（过衣领）必须扎短或藏于帽内。进行化学、生物安全和高温实验时，不得佩

戴隐形眼镜！

（七）实验室正常工作时间为 8:30 - 22:00 (周一至周五)，如遇特殊情况，在

晚十点以后或周末节假日需进行实验者，须告知实验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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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验人员进实验室前，须签订实验室准入申请和承诺书。若达不到承

诺要求，出现安全事故，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九）如因准入制度执行不到位而导致事故的发生，将追究相关管理人员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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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准入申请和承诺书

a.申请人信息：

申请人
（实验人员）

工/学号

□教师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联系方式

年级及专业 20 级 专业 研究方向

导师 联系方式

课题名称

b．实验时间：

在本实验室工作时间自 20 年 月 日至 20 年 月 日。

c．申请使用实验室房间号（以此申请为依据开通门禁）：

d．遵守实验室制度承诺：

本人已经认真学习《实验室准入制度》，并郑重承诺：严格遵守上述规章制

度，严格服从实验室管理人员安排。

申请人（签字）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分管副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温馨提示

导师和申请人：

一旦您签字申请，就表示您已经仔细阅读并且完全同意实验室各项制度；如

果您不能遵守本实验室相关制度，请不要申请进入本实验室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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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培训教育守则

（一）实验人员安全培训

实验人员进实验室前，须进行安全培训，包括安全通识培训和各实验室专项

培训。培训的方式包括线上学习与线下教育。安全培训内容主要有国家与地方关

于高校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以及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实验室

一般性安全、环境保护及废弃物处理常识；理工类实验室的专项安全与环境保护

知识；实验室的急救知识与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实验室常见的事故类型与应急处

置预案见附录。

实验人员完成相关的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后，须在学校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培

训系统中（网址为：http://222.200.98.165:8090/）进行学习并参加考试，考试完

成后，签署已参加培训确认书，并由导师签字。

安全培训合格确认书

培训人姓名： 工/学号：

职称/年级： 联系方式：

专业： 研究方向：

导师： 联系方式：

培训考试成绩： 通过/不通过：

本人确认已经参加《实验室安全培训》，考试成绩为 ，按相关规定 （通

过/不通过）安全培训考试（=100分）。本人郑重承诺：严格遵守考试中涉及的

一切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如因不遵守安全制度而出现事故，本人将承担一切

责任。

培训人（签字）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分管副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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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师安全教育承诺

导师对所指导实验人员的实验室安全实行全面负责制。实验室安全与环保工

作是教师岗位评聘、晋职晋级、年度考核、评奖评优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导

师须严格加强对实验人员的安全教育和管理，落实安全措施。实验人员进实验室

前，导师须签订《导师安全教育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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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安全教育内容

导师姓名 签名：

实验人员姓名 签名：

教育日期

课题名称及类别

实验活动简述

教育内容 如已完成，请打√

实验室准入制度

实验风险评估

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个人防护

实验室水阀、电闸的位置

所用仪器的位置、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试剂和药品使用注意事项

危险性实验（如高温、高压、高速运转等）须两人在场

实验时不能脱岗，通宵实验须两人在场且提前报备

实验数据记录

请勿戴着实验手套触摸非实验用品，如门把手、门禁键

盘、电梯按钮等

废物、废液和废气处理

实验室常见急救措施（如应急喷淋与洗眼装置等）

实验室消防设施（灭火器、灭火毯、安全撤离通道）的

位置及使用

安全急救联系人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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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承诺书

兹有本人的研究生/博士后 ，因课题研究需要在实验室准入申请和

承诺书中申请的时间和实验场所开展实验测试分析。本人特此承诺：

1、将对上述实验人员进行实验室安全教育、检查和监督，如有安全方面的

情况，由本人负责；

2、督促实验人员严格遵守实验室相关管理制度；

3、时刻掌握实验人员情况。

承诺人（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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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室科研实验安全风险评估

实验人员在开始实验前，须对所操作实验的安全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并提出

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实验前的风险评估是实验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可以有效

地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保障实验室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实验室财产不受损失。

（一）实验室安全风险项识别

化学品相关风险项，包括腐蚀性化学品（盐酸、硝酸和高氯酸等）和易燃易

爆试剂（乙醇、甲醇、乙醚、冰醋酸等）。在化学品的保存、转运、使用和废弃

化学品的处理等环节均可能会造成危害。

生物安全相关风险项主要有受污染的生物标本以及潜在的传染性病原体，在

标本的采集、标本实验室内外的运输、标本检测及废弃等环节均可造成危害。

用电安全风险项包括触电和停电。

消防安全风险项为火灾发生的可能性。

人身安全风险包括实验人员突然发疾病等。

实验人员进行实验前，须根据自身实验实际，明确安全注意事项，认真填写

“实验项目风险识别表”，经导师和实验室负责人同意后，方可进入实验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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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风险识别表

姓名及工/学号： 实验人员签名：

导师： 导师签名：

日期： 实验室负责人签名：

课题名称：

实验活动简述：

风险类型

是否

存在

若存在，

请简述规避措施

实验人是否健康？ 是 否

实验人是否进行规范操作及安全意识培

训？

是 否

实验人是否参加过风险控制的培训？ 是 否

实验室安全防护设施及环境是否齐全？ 是 否

是否需要高空作业？使用爬梯、脚手架等工

具？

是 否

是否有溅洒风险？ 是 否

是否存在强光闪烁？ 是 否

是否使用离心？ 是 否

是否使用利器？ 是 否

是否使用压力容器？ 是 否

是否使用超声波？ 是 否

是否使用消毒剂？ 是 否

是否涉及危险或易燃易爆化学品？如果是，

是哪种？

是 否

是否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如果是，是哪种？ 是 否

其它风险（高温、低温、高速、强磁）或危

险活动（运输、焊接、处理动物）？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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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产生灰尘？ 是 否

是否会产生气溶胶？ 是 否

是否产生噪音？ 是 否

实验过程是否持续 8小时产生 85db噪音？ 是 否

是否产生废物、废水和废液？ 是 否

实验室排污系统是否满足本实验的排污需

求？

是 否

是否产生致病性生物因子？如果有，是什

么？

是 否

生物因子的特性，如种类、来源、传染性、

传播途径、易感性、潜伏期、剂量-效应是

否已经确定？

是 否

是否可用低风险操作取代高风险操作？ 是 否

（二）实验室风险项风险等级评估

实验人员实验前识别出不同的风险项后，须根据自身实验的基本情况，对照

风险发生频度与程度评判标准表，对风险源进行评级，制定风险等级表。根据评

级结果，对风险等级为“高”的项目给予高度关注，且提出可行的控制措施，使其

受控后无残余风险或残余风险项转为轻度，各工作环节和质量安全风险为实验室

所能承受。

安全风险发生频度与程度评判标准表

发生的可能性 后果的严重性

不重要 低度 中度 高度 灾难性

几乎确定发生 中 中 高 高 高

很可能发生 中 中 中 高 高

可能发生 低 中 中 高 高

不大可能发生 低 低 中 中 高

少 低 低 中 中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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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安全风险评级表

姓名及工/学号： 实验人员签名：

导师： 导师签名：

日期： 实验室负责人签名：

课题名称：

实验活动简述：

序号 风险源 低度 中度 高度 简要说明控制措施

（三）实验室风险控制措施

1、实验室风险控制的原则为：首先考虑消除危险源（如果可行），然后再考

虑降低风险，包括降低危害发生的可能性和降低危害严重的程度，最后考虑个人

防护。

2、风险控制的方式包括利用低风险操作取代高风险操作；实验操作前，做

好个人防护；实验过程中严格按照仪器说明书或者实验室规章制度进行规范操作；

以及发生危险后第一时间采用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

3、根据不同的实验类型以及危害程度做好个人防护，具体措施为：进入实

验室必须穿戴过膝、长袖实验服和手套，特殊实验项目应按要求佩戴防护衣具（隔

离服、安全帽、眼罩、护靴、防护手套、口罩等），不得穿高跟鞋、拖鞋、凉鞋

等进入实验室，长发（过衣领）必须扎短或藏于帽内。进行化学、生物安全和高

温实验时，不得佩戴隐形眼镜！

4、实验过程中不慎发生受伤事故，应立即采取适当的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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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玻璃割伤及其它机械损伤：首先必须检查伤口内有无玻璃或金属等

物碎片，然后用硼酸水洗净，再涂擦碘酒或红汞水，必要时用纱布包扎。若伤口

较大或过深而大量出血，应迅速在伤口上部和下部扎紧血管止血，立即到医院诊

治。

（2）烫伤：一般用浓的（90～95%）酒精消毒后，涂上苦味酸软膏或烫伤

膏。如果伤处红痛或红肿（一级灼伤），可擦医用橄榄油或用棉花沾酒精敷盖伤

处；若皮肤起泡（二级灼伤），不要弄破水泡，防止感染；若伤处皮肤呈棕色或

黑色（三级灼伤），应用干燥而无菌的消毒纱布轻轻包扎好，急送医院治疗。

（3）强碱（如氢氧化钠，氢氧化钾）、钠、钾等触及皮肤而引起灼伤时，要

先用大量自来水冲洗，再用 5％硼酸溶液或 2%乙酸溶液涂洗。

（4）强酸、溴等触及皮肤而致灼伤时，应立即用大量自来水冲洗，再以 5%

碳酸氢钠溶液或 5%氢氧化铵溶液洗涤。

（5）触电：触电时可按下述方法之一切断电路：

关闭电源；用干木棍使导线与被害者分开；使被害者和土地分离，急救时急

救者必须做好防止触电的安全措施，手或脚必须绝缘。

5、出现紧急情况，及时联系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张菀鑫（联系方式：

19802059939）、学校保卫处 020-39322110及校医院急救 020-393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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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室、仪器及危险品使用条例

（一）实验室使用条例

1、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请咨询实验室负责人。

2、研究院实验室与实验台归研究院所属，分配由研究院统一管理与安排，

解释权归研究院所有。研究院各实验室负责人信息如附表 1所示。

3、实验人员须填写研究院实验室与实验台的申请表格（附表 2），经导师签

字，实验室分管领导同意后，方可进入实验室操作。申请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操

作的具体流程如图 1所示。

4、每个实验室必须填写《实验室值日排班表》（附表 3），并由值日生负责

执行《实验室安全日常巡查表》（附件 4）。

5、用途：实验室是学习和科研的场所，必须认真，严肃。严禁大声喧哗、

戴耳机边听边做实验、进食或从事与实验无关的活动。实验室内不存放或烧煮食

物，无饮食和吸烟现象，不得在实验室睡觉过夜！不得使用可燃性蚊香！

6、非本研究院的成员不允许使用实验室，特殊情况需使用实验室者，必须

填写《实验室使用申请表》（附表 5），由分管副院长、实验室负责人签字同意后，

方可使用。非本实验室的本院师生，需使用实验室者，须提前与实验室负责人沟

通。

7、用电：接入仪器设备之前，请确保电源插座是适用的。大功率设备必须

使用空气开关，禁止使用外接电源插板。小功率设备请尽可能使用现有的电源插

座，减少外接电源插板的使用。不得私自乱拉乱接电线电缆，电源插板严禁直接

置于地面。

8、用水：实验人员须清楚所在楼层及实验室的各级水管总阀位置，无水龙

头开着时人离开的现象。

9、公共实验台用于放置公用一次性物品，不准长时间放置个人样品或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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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束后，必须把个人物品清理完毕，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及时清理个人物品

者，须标记使用人、联系电话、使用时间范围、指导老师等必要信息。

10、尖锐物品：请盖住尖角和突出的物体防止受伤。不要在工作区域留下无

盖的针头或其它尖锐物品。不得把任何尖锐物品扔进垃圾桶，须使用专用容器盛

装刀片、针头、破碎的玻璃和塑料等尖锐物品。

11、实验结束后，须按照标识将公共实验物品和试剂第一时间恢复原位，以

便所有人都能迅速找到需要的物品。

12、实验室空间有限，临时存放样品须贴好存放人及联系方式，并在一周内

处理完毕，严禁长期堆放在公共区域！

13、实验室消防通道时刻保持通畅，不得堆放物品。

14、整洁：实验室及工作台的卫生由使用人全权负责，每次使用后须清理干

净。废物、废液、废弃样品或试剂瓶须按要求放置于废弃物品处理处，严禁随意

乱扔乱堆。实验室公共区域及公共台面每天晚上 22:00以前必须完成清洁和整理

工作，以便值日人员进行实验室整理。如实验未结束，应与值日生提前沟通，并

在实验结束后自行进行清洁整理工作。

15、离开前：如果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人，关掉电灯和仪器（特别是

那些有潜在火灾隐患的加热设备）。离开几个小时或者在实验室无人的情况下均

须关门，不能存在门开着而无人的现象。

16、通宵实验须两人在场，并提前与实验室负责人报备；周末或假期需进行

实验的同学，须提前与实验室负责人沟通。实验结束后自觉完成清洁工作，并做

好实验室安全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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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申请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流程图

（二）仪器设备使用条例

1、实验人员使用仪器前，须仔细阅读操作手册，并经仪器负责人培训。

2、实验人员使用仪器前，明确使用的时间、样品数量及样品组分等相关信

息后，须提前预约。

3、实验人员在仪器使用前后，须进行完整登记（使用人、样品数量、开始

使用时间、结束使用时间、仪器状态等）。贵重仪器使用时，应在仪器负责人的

协助下完成操作。

4、仪器使用后，须清理仪器与台面。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事故，须在第

一时间报告负责人，在登记表上完成登记后，协助仪器负责人联系相关人员进行

维修工作。若因实验人员误操作而出现仪器损坏事故，将追究仪器使用人、其导

师及仪器负责人的责任，其导师将承担相应的维修费用。

5、实验结束后，进行数据拷贝时，严禁随意连接自己的移动设备，须经仪

器负责人发送到个人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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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种仪器设备（冰箱、温箱除外），使用完毕后须立即切断电源，旋钮复

原归位，待仔细检查后方可离开。

7、烘箱、马弗炉、加热板等高温设备使用时，请在仪器周边贴上使用人、

使用时间与条件要求，以免他人变换条件或造成事故。高温设备不得在无人监管

的情况下运行，必须高度重视！

8、通风橱：通风橱内严禁放置过多物品、器材，不得将一次手套或较轻塑

料袋留在通风橱内，以免干扰空气的正常流动或堵塞排风口。

9、气体钢瓶：实验人员使用气体钢瓶必须经过严格的上岗培训，且必须有

负责人在场指导，操作时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负责人有责任把可能发生

的危险与应急措施告知实验人员。由于不听劝阻，不遵守操作规程，未经上岗培

训而发生危险的，由实验人员自己负全责。

10、高压设备：实验人员使用前，必须经过严格的上岗操作培训，指导老师

有责任在培训时把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应急措施告知实验人员，并且在实验过程中

指导老师必须在场。没有进行这项教育内容，实验人员不得进行实验，发生问题

应追究指导老师和实验人员的责任。

11、离心机：安全操作离心机，尤其是高速离心机，防止离心管破损或者盖

子松动造成样品飞溅。

12、未经允许不得私自搬动仪器。公共实验区域均放置固定的仪器设备，请

到对应的使用区域进行相应的实验，不准随意乱搬动仪器或设备。如需特殊处理，

请向仪器负责人申请报备，经批准之后再移动，并在实验结束后第一时间恢复原

状。

13、野外仪器的借用，须采取预约和登记制度，并经由仪器负责人和借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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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双方同时在场调试、确认仪器和配件完好且可以正常工作后，方可借出和归还。

14、外来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使用实验室仪器。

具体流程如下，详请参阅《仪器设备预约使用规范》。

（三）实验药品和容器使用条例

1、实验人员领取危险药品前，需获得公共试剂间的使用权限，由使用人和

导师签字后，方可向管理专员领取。

2、实验试剂尤其是液体的领用，须使用专门的试剂转运箱。

3、实验人员取用药品时，严格执行“三不”原则，即不得直接用手接触、不

得品尝任何药品的味道和不得直接把鼻孔凑到容器口闻药品的气味。

4、实验人员取用完药品后，须迅速密封并放回原位。

5、实验药品配置必须按照药品配置方法由专业人员完成，并在试剂瓶上标

明试剂名称、试剂浓度、配置与弃置时间、配置人。配置后为危险化学品必须贴

上对应的危险化学品标志！

6、药剂贮存冰箱主要存放需低温保存的药剂，不得存放其它物品；药剂应

根据品种、性质、用途等分类，存放整齐；需冷藏保存的普通药剂应注明日期和

时间后放入冰箱。贵重药剂须有登记，包括药剂名称、规格、数量等，以备取用、

检查。开瓶后需冷藏的试剂，应注明开瓶日期、时间、用法；冰箱内过期的药剂

须及时清理。

7、实验人员使用完容器后，须严格按照标准清洗流程，迅速清洗完毕并整

齐摆放在指定位置。严禁长时间浸泡，以免耽误他人使用。

8、实验人员在实验过程中，若不慎损坏容器，须及时向负责人反映，并做

好登记，贵重物品须适度赔偿。

（四）危险化学用品使用条例

1、实验人员须严格遵守易燃、易爆、易制毒等危险化学品的各项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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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严格执行“五双”制度，即双人管理、双人收发、双人运输、双人双锁、双

人使用为核心的安全管理制度。

2、实验人员使用危险化学品前，须熟练掌握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图

2）。若需配置的试剂为危险化学品，须在试剂瓶上贴上相应标识。

3、实验人员使用危险化学品前，须向实验室负责人提供危险化学品的操作

规程、“三废”处理、安全应急预案等文字材料。同时，提交危险化学品安全责任

承诺书，并由导师签字确认。

4、实验人员使用危险化学品前，须认真接受负责人有关其安全操作规程及

防护方法的培训；使用危险品过程中，必要时须在负责人的指导与监督下完成实

验操作。

5、实验人员须如实记录实验过程中使用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和流向；加强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人防、物防、技防等安全管理措施，确保不发生被盗（抢）、丢

失等事故，一旦发生被盗（抢）、丢失等事故，应立即向负责人报告。

6、实验结束后，各类废弃物品严禁乱倒乱丢。负责人将其分类包装、贴好

标签后送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中心。

7、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时，须根据应急预案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

的扩大和蔓延。对不按规定使用、存放易燃、易爆、易制毒化学危险品者，追究

相关法律责任。

8、实验过程中和完成后产生的废物和废液，不可乱排乱放，须按学校和研

究院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详细处理办法请参见《化学药品、试剂管理细则》。

9、有关危险化学品管理的详细流程与规范，请参见《化学药品、试剂管理

细则》。

图 2 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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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安全责任承诺书

本人（姓名： ；工/学号： ；联系电话： ）

已熟知易燃易爆、易制毒、易制爆、放射性等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制度，即：

使用危险化学品要认真登记，严格实行“五双”制度，即双人管理、双人收发、双

人运输、双人双锁、双人使用为核心的安全管理制度；如实记录实验过程中使用

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和流向；加强使用以上所列危险化学品的人防、物防、技防等

安全管理措施，确保不发生危险化学品被盗（抢）、丢失等事故，一旦发生被盗

（抢）、丢失等事故的，应立即报告。本人郑重承诺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的安全

管理制度要求认真履行；如违反，愿承担一切责任。

承诺人（签字）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分管副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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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则

1、本制度适用于所有进入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的人员。

所述规章制度更新信息以每月例会传达为准。

2、凡是违反本手册相关规定的实验人员，第一次给予提醒教育，第二次给

予警告，第三次禁入实验室两周。

3、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院务会负责解释。未

尽事宜，按照学校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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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研究院各实验室负责人信息统计表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位置 实验室负责人 助管

1 环境 DNA实验室 科技北楼 504-1 张远 李飞龙

2 水环境模拟实验室 科技北楼 504-2 蔡宴朋 万航

3 水资源系统分析实验室 科技北楼 504-3 谭倩 曹旖旎

4 环境系统分析实验室 科技北楼 505 梁赛 梁雨晗

5 河口及滨海湿地实验室 科技北楼 507-1 沈永明

6 海洋生态与能源实验室 科技北楼 507-2 冯景春 孙立伟

7 野外仪器室 科技北楼 511 张菀鑫

8 环境材料与膜技术实验室 科技北楼 602 李贤辉 莫嘉豪

9 城市水系统工程实验室 科技北楼 604-1 张众

10 水污染控制实验室 科技北楼 604-2 何頔 陈发源

11 水质安全保障实验室 科技北楼 604-3 江进 李宁

12 分析测试综合仪器室 科技北楼 605 何頔 张菀鑫

13 环境生态毒理实验室 科技北楼 606 栾天罡 卢耀斌

14 资源能源回收与利用实验室 科技北楼 607-1 马传鑫 郝毅

15 环境微生物实验室 科技北楼 607-2 马金星 李宁

16 无菌超净室 科技北楼 607-3 张菀鑫

17 清洗室 科技北楼 609-1 张菀鑫

18 高温室 科技北楼 609-2 张菀鑫

19 试剂室 科技北楼 609-3 张菀鑫

20 样品预处理室 科技北楼 611 张菀鑫

注：本统计表信息若有变动，将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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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实验人员实验室实验台申请表

申请人
（实验人员）

工/学号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其他 联系方式

年级及专业 20 级 专业 研究方向

导师 联系方式

申请实验室名
称及房间号

实验台序
号

实验室使用
计划

拟在使用 实验室 实验台期间内，完成如下科研计划（详
细论述）：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实验室意见：

实验室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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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承诺

本人知悉研究院实验室的所有权与分配解释权归研究院所有，

并保证已仔细阅读和完全接受实验室的各项管理规定，如实填写本

表各项内容。若获批准，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严格服

从研究院关于实验室与实验台分配的安排，并遵守实验室所有的规

章制度，严格按照申请时的使用目的和范围进行使用，严格按操作

规程操作，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者导师承
诺

本人服从研究院有关实验室与实验台分配的安排，并保证学生

遵守实验室的规定，如出现违规、安全问题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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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实验室值日排班表

年 月

日期 值日生 签名 异常情况备注

备注：1、值日排班表挂在实验室门后备查；及时更新。

2、值日生主要职责：地面、水槽等公用空间的卫生以及实验室安全日常巡查表上各

项内容。

3、其他实验室人员保持自己实验台、使用公共平台整齐干净，珍惜维护公共环境。

4、如发现水、电、火等安全问题，人人有责，安全操作或及时报修、报备 、报警。

5、每天最后离开实验室的人员确保仪器、水、电、门、窗的关闭。

备注：值日排班表挂实验室门后备查；及时更新。

所有使用该实验室的同学必须参与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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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实验室安全日常巡查表

注：1.以上项目由每日值日生落实，每周实验室协管人员督察，每月研究院安全管理团队复

查。

2.每日若发现异常则值日生备注于值班表上；每周实验室协管人员督察结果若无异常，

择打√，若有异常，则备注于上表。备注案例：1.1项不合规，由 XXX跟进，并附上照片。

每月各实验室于研究院安全管理团队复查前上交一份实验室安全日常巡查表存档。

3.研究院安全管理团队复查情况与存档情况不一致的，单项记安全积分 2分并责令整改；

累计安全积分达 10分或连续三次复查情况与存档情况不一致，则需要提交实验室安全隐患

整改报告；累计提交三次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报告的实验室需要全体成员重新接受研究院

规章制度培训后方能进行实验。

4.以上未尽事宜请参考《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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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外单位人员实验室使用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研究院负
责导师

申请实验房
间

使用时间

从事实验活
动简述

实验室负责
人意见

 同意
 不同意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副院长
意见

 同意
 不同意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本表一式 2份，申请者和实验室各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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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录

实验室常见事故类型与应急处置预案

1、实验室易发生的事故类型有：

（1）火灾

发生原因包括：

a. 忘记关电源，致使设备或用电器具通电时间过长，温度过高，引起着火；

b. 操作不慎或使用不当，使火源接触易燃物质，引起着火；

c. 供电线路老化、超负荷运行，导致线路发热，引起着火；

d. 易燃物质保管不当，引起着火。

（2）爆炸

爆炸性事故多发生在具有易燃易爆物品和压力容器的实验室，发生原因包括：

a. 违反操作规程使用设备、压力容器（如高压气瓶）而导致爆炸；

b. 易燃易爆物品泄漏或处理不当，导致爆炸；

c. 强氧化剂与性质有抵触的物质混存能发生分解，引起燃烧和爆炸。

（3）中毒

毒害性事故多发生在具有化学药品和剧毒物质的化学实验室和具有毒气排

放的实验室，发生原因包括：

a. 违反操作规程，将食物带进有毒物的实验室，造成误食中毒；

b. 设备设施老化，存在故障或缺陷，造成有毒物质泄漏或有毒气体排放不

出，酿成中毒；

c. 管理不善，造成有毒物品散落流失，引起环境污染；

d. 不按照要求处理实验“三废”，污染环境；

e. 进行有毒有害操作时未佩戴相应的防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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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触电

发生原因包括：

a. 违反操作规程，乱拉电线等；

b. 因设备设施老化而存在故障和缺陷，造成漏电触电。

（5）灼伤

皮肤直接接触强腐蚀性物质、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如浓酸、浓碱、氢氟酸、

钠、溴等引起的局部外伤，发生原因包括：

a. 实验过程中没有根据实验要求配戴护目镜，眼睛受刺激性气体薰染，化

学药品特别是强酸、强碱、玻璃屑等异物进入眼内；

b. 在紫外光下长时间用裸眼观察物体；

c. 使用毒品时未配戴橡皮手套，直接用手取用化学毒品；

d. 在处理具有刺激性的、恶臭的和有毒的化学药品时，没有在通风橱中进

行，吸入了药品和溶剂蒸气。

2、实验室突发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1）实验室火灾应急处理预案：

a. 发现火情，现场工作人员立即采取措施处理，防止火势蔓延并迅速报告；

b. 确定火灾发生的位置，判断出火灾发生的原因，如压缩气体、液化气体、

易燃液体、易燃物品、自燃物品等；

c. 明确火灾周围环境，判断出是否有重大危险源分布及是否会带来次生灾

难发生；

d. 明确救灾的基本方法，并采取相应措施，按照应急处置程序采用适当的

消防器材进行扑救；包括木材、布料、纸张、橡胶以及塑料等的固体可燃材料的

火灾，可采用水冷却法，但对实验标准、规范、档案应使用二氧化碳、干粉灭火

剂灭火。易燃可燃液体、易燃气体和油脂类等化学药品火灾，使用大剂量泡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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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剂、干粉灭火剂将液体火灾扑灭。带电电气设备火灾，应切断电源后再灭火，

因现场情况及其他原因，不能断电，需要带电灭火时，应使用沙子或干粉灭火器，

不能使用泡沫灭火器或水。可燃金属，如镁、钠、钾及其合金等火灾，应用特殊

的灭火剂，如干砂或干粉灭火器等来灭火；

e. 依据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类别、危害程度级别，划定危险区，对

事故现场周边区域进行隔离和疏导；

f. 视火情拨打“119”报警求救，并到明显位置引导消防车。

（2）实验室爆炸应急处理预案包括：

a. 实验室爆炸发生时，实验室负责人或安全员在其认为安全的情况下必须

及时切断电源和管道阀门；

b. 所有人员应听从临时召集人的安排，有组织的通过安全出口或用其他方

法迅速撤离爆炸现场；

c. 安全工作小组负责安排抢救工作和人员安置工作。

（3）实验室中毒应急处理预案：实验中若感觉咽喉灼痛、嘴唇脱色或发绀，

胃部痉挛或恶心呕吐等症状时，则可能是中毒所致，视中毒原因施以下述急救后，

立即送医院治疗，不得延误。

a. 首先将中毒者转移到安全地带，解开领扣，使其呼吸通畅，呼吸到新鲜

空气；

b. 误服毒物中毒者，须立即引吐、洗胃及导泻，患者清醒而又合作，宜饮

大量清水引吐，亦可用药物引吐。对引吐效果不好或昏迷者，应立即送医院洗胃。

孕妇应慎用催吐救援；

c. 重金属盐中毒者，喝一杯含有几克MgSO4的水溶液，立即就医。不要服

催吐药，以免引起危险或使病情复杂化。砷和汞化物中毒者，必须紧急就医；

d. 吸入刺激性气体中毒者，应立即将患者转移离开中毒现场，给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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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气管痉挛者应酌情给解痉挛药物雾化吸入。应急人员一

般应配置过滤式防毒面罩、防毒服装、防毒手套、防毒靴等。

（4）实验室触电应急处理预案包括：

a. 触电急救的原则是在现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伤员生命。

b. 触电急救，首先要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越快越好，触电者未脱离电

源前，救护人员不准用手直接触及伤员。使伤者脱离电源方法：切断电源开关；

若电源开关较远，可用干燥的木橇，竹竿等挑开触电者身上的电线或带电设备；

可用几层干燥的衣服将手包住，或者站在干燥的木板上，拉触电者的衣服，使其

脱离电源；

c. 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视其神志是否清醒，神志清醒者，应使其就地躺

平，严密观察，暂时不要站立或走动；如神志不清，应就地仰面躺平，且确保气

道通畅，并于 5秒时间间隔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膀，以判定伤员是否意识丧失。

禁止摇动伤员头部并呼叫。

d. 抢救的伤员应立即就地坚持用人工肺复苏法正确抢救，并及时送往医院

救治。

（5）实验室化学灼伤应急处理预案包括：

a. 强酸、强碱及其它一些化学物质，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作用。发生

这些化学灼伤时，应使用冲淋装置，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再分别用低浓度的

（2%~5%）弱碱（强酸引起的）、弱酸（强碱引起的）进行中和。处理后，再依

据情况而定，作下一步处理；

b. 溅入眼内时，在现场立即就近或迅速到达洗眼装置的位置用大量清水或

生理盐水彻底冲洗。冲洗时，眼睛置于水龙头上方，水向上冲洗眼睛冲洗，时间

应不少于 15分钟，切不可因疼痛而紧闭眼睛。处理后，再送眼科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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