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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工作简报 

（2021 年第 3 号总第 11 期） 

本期主要内容：  

 资产管理处布置暑期实验室安全工作 

 组织开展秋季开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 

 组织开展全省高校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实验室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 

 完成实验室废液、废药品，实验固体垃圾及实验动物尸体的的集

中转运处置 

 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和沙区分局对我校实验室的放射源进行现场检

查 

 完成了辽宁省特种设备--气体钢瓶安全检查整改方案 

 完成实验室急救药箱过期药品的更新  

 

资产管理处布置暑期实验室安全工作 

7 月 13 日，资产管理处下发《关于做好暑期实验室安全工

作的通知》，布置暑期实验室安全工作。在强化安全责任意识，

全面做好实验室的安全隐患排查的同时，分二个层面要求做好安

全工作。 

一、假期没有实验任务的实验室 

1.首先检查一下实验室里的水管、水龙头有没有漏水和损坏，

排水是不是畅通；注意不能“跑冒滴漏”。 

2.放假前把所有插排插座都断开，如果实验室没有冰箱、试

剂柜等需要长期用电的设备，最好拉下总闸，避免发生电力故障



和燃爆事故。 

3.气体是实验室隐患排查的重中之重。首先检查一下气瓶是

否固定好；其次检查一下有没有即将到期或者长期闲置不用的气

体，统统让气体厂家回收啦；另外检查一下气体阀门是否已经关

闭，气体有没有泄漏；最后再确认一下气瓶附近是否有火源或者

热源，避免阳光直射。如果是易燃易爆气体一定要设置警示标识。 

4.实验室里的危化品是重点关注对象，不同类别的试剂药品

应分类分柜存放，配伍禁忌的化学品千万不要混存。易燃易爆化

学品放在防火防爆柜，腐蚀性化学品放置在 PP 柜，管制类化学

品还应当按照公安部门双人双锁设置监控等要求安全存放。 

5.以上全部到位后，收拾好卫生，关好门窗，门口留下紧急

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二、假期期间仍然开放的实验室 

1.当前仍处于疫情期间，开放的实验室需严格遵守学院的疫

情相关规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每一个进出人员戴好口罩，

进行体温检测并登记。定期做好实验室消杀，并保持空气流通。 

2. 落实安全责任人，加强对实验人员的安全教育和管理，

要求必须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相关的操作规程，

如实填写实验室工作记录和实验室房间安全检查和值日登记台

账。 

3.保持实验室整洁。实验室内不得堆放大桶试剂；禁止堵塞

实验室消防通道，需时刻保持畅通。 

4.对易燃、易爆、剧毒、致病微生物、麻醉品和放射性物质

等危险品，要严格按照“五双”管理制度领用、贮存和使用，严

防危险品流出实验室。同时要加强实验废弃物的管理。 

5.在实验进行过程中，必须要有 2 人值守。尤其是在进行化

学反应实验、使用干燥箱等加热设备时，实验人员绝对不得离开。 

6.实验人员在完成实验离开实验室时要关闭水源、电源、气

源，锁好门窗，以防火灾、爆炸、气体泄漏等事故的发生。空调、

饮水机、计算机等不得开机过夜；注意电炉、气体钢瓶、压力容

器、水冷却系统等的使用安全。 

7.实验室的门锁钥匙必须专人专管，不得擅自外借他人使用；

严禁在实验室用餐、吃零食、烹煮食物、使用电茶壶，严禁在实

验室留宿、存放电动车等个人物品，总之不得从事与实验无关的

任何事情。 



8.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越是假期临近，越不能放

松警惕！ 

在假期，资产管理处对开放的实验室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抽查，

朱成利副校长、张德君处长曾多次到实验室进行安全督查。 

 

组织开展秋季开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 

8 月 30 日，资产管理处下发《关于做好秋季开学实验室安

全检查的通知》，要求各单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重要论述，各单位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建立实验室安全

责任体系，压实安全责任；强化底线思维，把功夫下在日常、下

在经常；牢固树立“防范胜于救灾”的理念，不怕“十防九空”，

才能避免“失防万一”。 

安全检查主要内容及要求： 

一、用电用水基础安全 

1.实验室电容量、插头插座与用电设备功率需匹配，无私自

改装； 

2.电源插座均固定； 

3.无私自乱拉乱接电线电缆，无老化的线缆、花线和木制配

电板； 

4.电源接头绝缘可靠，无裸露连接线，穿越通道的线缆应有

盖板或护套； 

5.水槽、地漏及下水道畅通，水龙头、上下水管无破损； 

6.各类连接管无老化破损（特别是冷却冷凝系统的橡胶管接

口处）。 

二、化学安全 

1.储藏室、储藏区、储存柜等应通风、隔热、避光、安全； 

2.有机溶剂储存区应远离热源和火源； 

3.易泄漏、易挥发的试剂保证充足的通风； 

4.试剂柜中无电源插座或接线板； 

5.化学品有序分类存放； 

6.配备必要的二次泄露防护、吸附或防溢流功能，试剂不得

叠放、禁配化学品无混存、固体液体不混乱放置、氧化和还原化

学品不得混放、装有试剂的试剂瓶不得开口放置； 

7.实验台架无挡板不得存放化学试剂； 

8.检查中发现化学品试剂异常泄露及时处理。 



三、实验气体管理 

1.危险气体钢瓶存放点通风、远离热源、避免暴晒，地面平

整干燥； 

2.防倒措施有效； 

3.无大量气体钢瓶堆放现象； 

4.每间实验室内存放的氧气和可燃气体均不宜超过一瓶，其

他气瓶的存放，应控制在最小需求量。 

四、通风系统 

1.实验室通风系统运行正常； 

2.屋顶风机固定无松动、无异常噪声； 

3.通风橱管路上安装有毒气体的吸附或处理装置（如活性炭、

光催化分解、水喷淋等)可正常运行； 

4.无一次性手套或较轻的塑料袋等留在通风橱内。 

五、应急喷淋与洗眼装置 

1.应急喷淋装置水管总阀处常开状，喷淋头下方无障碍物； 

2.洗眼装置接入生活用水管道水量水压适中（喷出高度 8-

10 厘米），水流通畅平稳； 

3.试启动一次阀门，时刻保证管内流水畅通； 

4.擦拭洗眼喷头无锈水脏水。 

六、实验室冰箱管理 

1.试剂瓶螺口拧紧，无开口容器； 

2.实验室冰箱中不放置食品。 

七、消防设施 

1.烟感报警器、灭火器、灭火毯、消防沙、消防喷淋等，应

正常有效、方便取用； 

2.灭火器种类配置正确； 

3.灭火器在有效期内（压力指针位置正常等），安全销（拉

针）正常，瓶身无破损、腐蚀。 

八、其它 

1.重点场所（如剧毒品、放射源存放点等危险源）的门禁监

控管理系统无异常； 

2.防爆开关、防爆灯、气体报警系统、监控系统及断水断电

应急系统无异常； 

3.个人防护物品及应急物资在有效期内，无缺漏。 

在各单位实验室安全检查基础之上，资产管理处对各实验室



安全检查情况进行复查。在复查中，重点检查《实验室房间安全

检查和值日登记台账》记录、实验室卫生整洁和实验室上报的安

全隐患，并对检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了整改，确保校园

及实验室的安全，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组织开展全省高校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 

--实验室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根据学校消防安全大检查会议精神，资产管理处组织专门

会议，对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全省高校消防安全大检查的通知》

和《2021 年全省消防安全大检查指标 A 体系任务分解》进行了

仔细的讨论，并认真地布置此项工作。 

一、工作落实情况 

9 月 7 日，资产管理处下发《关于开展实验室消防安全专项

检查的通知》，在通知中，明确 7 项实验室消防专项检查内容和

工作安排，要求各单位提高政治站位，本着对师生生命财产高度

负责精神，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以排查整治问题隐患为抓

手，以遏制火灾事故为目标，全面掌握防范化解实验室消防安全

风险的主动权；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核查，对实验室进行“全

过程、全要素、全覆盖”的系统排查，把平时看不到、想不到的

隐患问题查找出来，全力推进整改，及时消除隐患；转变工作作

风，将隐患排查和隐患整改作为主要工作目标，不能走马观花，

对所有实验室进行全面排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如

不能整改的，及时向学校反馈。 

9 月 8 日至 10 日，各学院都进行了实验室消防安全隐患专

项排查。学院完成整改 19 项，我处完成整改 1 项，制定整改方

案 18 项，协调相关部门整改 2 项。 

9月 14日，我处对全校实验室消防安全隐患进行专项检查，

并重点对需要学校整改的消防隐患进行检查落实。 

二、指标体系任务落实情况 

（一）二级指标第 5 项：对进入实验室的学生进行必要的安

全技能与操作规程培训。 

学校制定《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准入管理办法》，新入籍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在进入实验室前要参加在线学习和在线考试制度。

学校投入 8 万元搭建实验室安全学习考试平台。在平台上，学生



可以学习安全法律法规、安全知识和安全警示教育案例。考试系

统题库由专业、专业通识和通识三部分客观试题构成。组卷按专

业不同赋予题库各部分试题不同的比例，由系统自动为每一位考

生单独组卷。准入标准为 90 分，达不到 90 分者不准进入实验

室。2019 年，已经有 6635 名学生通过考试。2020 级新入籍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于 11 月 3 日至 27 日全部参加了实验室安全准入

考试。本学期，学校将继续做好全校新生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考

试工作。通过考试，学生在掌握安全知识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

了学生安全意识。 

同时，相关学院和实验室对学生进行实验室环境安全、设备

操作、规章制度、注意事项及安全防护知识；负责安全防护、灭

火器材等配备及使用培训。实验教师在实验或课题研究前，对实

验研究内容所涉及安全知识、安全操作规程、实验过程中所使用

设备、装置安全防护等对学生进行培训。 

（二）二级指标第 10 项：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存储场所等

消防安全重点部门是否落实防火防爆措施。 

在实验室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管理方面，学校近年来，投入 100

多万元购置化学药品安全柜 85 个，改造 5 个高温室等等，并为

化学、生物实验室配备试剂瓶周转箱 100个，废液桶托盘 150个，

实验废弃物垃圾桶 150 个。  

在药品暂存库建设方面，2020 年投入 97.8 万元，改造了化

学化工学院药品暂存库。投入 46.98万元，新建了全校危险化学

废弃物净化安全暂存柜。2021 年投入 58 万元专项经费，完成生

命科学学院药品暂存库改造。在改造中，全面落实防火防爆措施，

对库房内各种设施都按照防火防爆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并建立了

安全管理制度。 

（三）二级指标第 25 项：实验室是否有针对性地制定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将应急处置预案涉及到的生物、化学及易

燃易爆物品种类、性质、数量、危险性和应对措施及处置药品名

称、产地和储备等内容报学校消防机构备案。 

2019 年 7 月，学校制定《辽宁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应急预

案》，并按实验室危险等级制作了《危险源标识牌》，挂在有危险

源的实验室门外。在标识牌中，明晰生物、化学及易燃易爆物品

种类、性质、数量、危险性和应对措施。每年我处对各学院实验

室化学药品的情况都进行核对备案。同时，保卫处牵头对二级学



院进行统计备案。 

（四）二级指标第 26 项：实验室装修是否使用大量易燃材

料？操作台是否选用合格的防火、耐腐蚀材料？实验室是否在室

内超标准存放易燃物品？实验室是否存在超负荷用电和私拉乱

接电线现象？ 

根据学院检查反馈情况，结合我处现场检查，发现安全隐患

8 项。这些问题主要是电源线铜丝裸露在外、电源插排不合格、

无电源插座、插排多连老旧等等。学校投入近万元全部进行了整

改落实。完成了生命科学学院 D513、D407 科研实验室、C102 科

研实验室用电改造，完成了化学化工学院 C107 实验室、物理与

电子技术学院 A522 实验室墙上插座维修和配电改造。 

（五）二级指标第 27 项：实验室是否存在封堵安全门。 

通过学院与我处检查，目前化学 B 区 605 实验室一个安全存

在封堵情况。原因是该门缝隙大，关不上。实验大楼一楼体育测

量实验室，只有一个门，不符合消防安全，需要再开一个门，便

于学生疏散。完成了化学 B 区 605 实验室门的维修，在体育测量

实验室最西侧房间新开一个消防疏散门。 

（六）二级指标第 28 项：气体钢瓶是否放置在常时通风且

带报警探头的气瓶柜内？未放置在气瓶柜内的气体钢瓶是否采

取保护链固定、套防撞胶圈等防倾倒、防碰撞保护? 

检查发现有 7 个钢瓶没有固定装置，1 个氢气瓶不符合安全

管理。目前，学校对 7 个钢瓶安装了固定链，对氢气瓶进行了处

置。 

我处还制定化学化工学院高温室安全制度，制作了制度框挂

在实验室。清理了生命科学学院一楼楼梯待报废设备。 

三、10 月 2 日，资产管理处向保卫处提交了《实验室消防安

全专项检查情况报告》 

 

完成废旧日光灯管，实验室废液、废药品，实验固体垃圾

及实验动物尸体的的集中转运处置 

9 月 6 日，处理后勤服务产业集团废旧日光灯管共 1 吨。 

9 月 29 日，处理实验室动物尸体 200 公斤。 

10 月 8 日，处理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废液、废旧药品、空试

剂瓶、实验垃圾共 0.7 吨。 



 

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和沙区分局对我校放射源进行现场检查 

我校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现有 8 枚Ⅴ类放射源，其中 6 枚源

的出厂日期为 1960 年，2 枚源的出厂日期为 1985 年，均服役超

过 30 年。 

9 月 27 日，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和沙区分局对我校物理与电

子技术学院核物理实验室的放射源进行了现场检查。由于这些放

射源属于超期服役，不符合辐射安全管理规定。大连市生态环境

局和沙区分局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第三十二条：“使用放射源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的规定，将Ⅳ类、Ⅴ类废旧放射源进行包装整备后送交有相

应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对我校提出尽快将这

批放射源送贮的整改意见。 

根据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和沙区分局的整改意见，经与物理与

电子技术学院反复沟通，10 月 11 日，学院领导班子决定，同意

将 8 枚超期服役的放射源进行送贮处置。结合学院意见，经研究

决定，学校拟对现有的 8 枚超期服役的 V 类放射源进行退役回收

处理。10 月 12 日，学校向大连市生态环境局提交了《关于 8 枚

超期服役放射源问题整改的报告》。 
 

完成了辽宁省特种设备--气体钢瓶安全检查整改方案 
在省专家组对我校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进行了现场检查中，

反馈实验室特种设备存在 3 方面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资产管理

处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于 10 月 21 日完成了如下整改方案。 

一、需要完善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整改方案 

认真学习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印发

《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对标对表抓好落

实。1.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气瓶的采购、存放、使用、处

置全面纳入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2.强化气瓶源头隐患

治理。按照自采和租借实施分类监管，自采气瓶实施与供气商置

换模式，制定“实验室气体销售服务、安全承诺书（原件加盖公

章）”，要求实验室在采购气体时，要与供应商签订安全承诺书，

确保教学科研安全使用气瓶。3.整治气瓶突出风险。实施安全隐

患检查、隐患整改全过程组的闭环管理。4. 打牢气瓶安全防控

基础。进一步深化完善特种设备清单化管控措施，全面梳理数据



库、研判气瓶安全风险点和近年日常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围绕

检测、标识、报警等要素，建立气瓶清单，为后续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并根据工作需要和风险变化及时作出气

瓶清单调整，做到气瓶清单常态化、专人化、动态化管理。 

二、需要建立和完善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整改方案 

（一）建立气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预防机制 

学校建立了《辽宁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办法》。

在办法中，根据实验室存放或实验时所使用的试剂耗材、仪器设

备、反应过程（检测过程）、废弃物等方面产生潜在风险的高低，

实验室安全风险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相应的安全风

险程度分别为高度危险、危险、较危险、一般危险。其中，将有

毒易燃易爆气瓶列为高度危险等级，纳入一级实验室管理；非有

毒易燃易爆气瓶列为危险等级，纳入二级实验室管理。 

同时，学校着力加强对于剧毒、易燃、易爆、腐蚀、助燃气

瓶的存放、使用、管理。在存放气瓶的库房或实验室张贴“气瓶

安全使用制度”，告知不良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严格预防“黑

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让教师和学生时刻意识到正确操作

特种气体的重要性。 

（二）建立和完善气瓶隐患排查治理预防机制 

加强气瓶安全使用培训，将气瓶安全使用注意的问题纳入

“实验室安全教育考试题库”。制定气瓶安全使用规程，要求教

师对操作使用气瓶的学生进行培训。 

定期组织气瓶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每学期初由资产管

理处组织对各学院实验室使用气瓶系统进行 1 次检查，学院每学

期检查 2 次。建立学院、主管部门和职能部门紧密衔接的安全隐

患处理机制，制定《辽宁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隐患及整改管

理办法》，确保安全隐患得到及时处理。同时，学校还制定了《辽

宁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管理办法》，对无视事故隐患整

改工作、拒绝进行整改、整改不彻底、整改没有通过检查验收的

责任部门及相关人员，将给予严肃批评和处理。对因整改不到位，

造成安全事故的单位和责任人，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三、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需要科学性和规范性整改方案 

为确保气瓶安全检查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学校按照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TSG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23—2021）》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科学设计实验室气瓶安全隐患排查项

目、检查要点，制定《实验室气瓶安全隐患排查项目表》，定期开

展气瓶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在“检查项目”表中，设计检查项目

12 项：责任人及责任体系；制度与规范；气瓶附件；供应商资质；

气瓶检验标志；气瓶标识；气瓶存放；气体报警装置；气体管路；

倾倒隐患排查；泄漏隐患排查；爆炸隐患排查，并对检查项目制

定了详细的检查要点。在排查隐患时，及时做好记录，及时反馈

排查结果。在隐患整改方面，严格执行“五落实”“五到位”，实

施闭环管理 ,确保安全隐患及时整改，确保气瓶安全使用。 

 

完成实验室急救药箱过期药品的更新 
2021 年 10 月，资产管理处将更换实验室更换急救药箱内过

期药品纳入重点工作。经调研，履行申请、比价、签订合同、收

货验收、过期药品处置等程序，完成了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

学院，体育学院，地理学院实验室共 70 个安全急救箱内的过期

药品更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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