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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实验室化学试剂安全管理是高校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重要保证。然而随着高校实验室科

研及教学活动的日益频繁，大幅增加的化学试剂已然给实验室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对实验室
的化学试剂实行科学系统的安全管理将对高校教育事业及人才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围
绕高校实验室化学试剂安全管理问题，就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安全教育、强化试剂监管和建设安全
防范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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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验室是进行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
基地袁是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教育和技能训练的重

人为处理不当造成的伤害比例高达 愿愿豫咱员暂遥
渊二冤采购缺乏统筹袁储存压力大

要场所遥 近年来袁随着实验室教学科研活动的日益

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尧 学科专业分类的细化及

频繁袁涉及的化学试剂品种和数量大幅增加袁这些化

实验项目的多样化导致化学试剂的使用量随之增

学试剂带来的影响和危害也日益显现袁特别是一些

加遥在实际教学工作中袁一个实验常涉及几种甚至数

易燃易爆尧有毒尧易污染的化学物质袁给平安校园尧和

十种不同的化学试剂遥 一些实验项目的改变及实验

谐社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影响遥 圆园员缘 年 愿 月天津滨

方法的改进袁常需要更换不同的试剂袁这些情况使得

海新区的化学品仓库爆炸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

试剂的储存量大袁品种多而杂遥而大多高校对试剂采

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袁圆园员缘 年 员圆 月清华大学实验楼

购缺乏统筹袁 各学科之间缺乏共享机制造成重复购

爆炸事故则再次给高校化学化工品的安全管理敲响

买袁此外袁一些化学试剂又易挥发或氧化变质无法长

了警钟遥

期保存袁这样不仅导致化学试剂的浪费袁还使得试剂

一尧 高校化学试剂管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高校实验室使用和储存的化学试剂品种和

仓库周转率低下袁积淀库存增加袁无形中增加了化学
试剂的管理成本和贮存的危险性遥
渊三冤管理制度未落实袁监管缺位

数量大幅度增加袁化学试剂已然成为实验室的安全

在日常教学科研过程中袁 化学试剂的取放及使

隐患袁而缺乏有效的管理使得一系列安全问题凸显

用也存在安全隐患遥 很多院校对危险化学品的管理

出来遥

制度未落实袁甚至没有领用登记尧使用登记汇总等台

渊一冤安全意识淡薄袁安全教育缺乏

账明细遥高校实验室大多没有特别的安全限制措施袁

大多数高校新生入学时只接受简单的实验室安

非实验人员能轻易进入实验室取得化学试剂袁 而一

全教育袁对化学试剂的安全问题缺乏深刻认识遥 除

旦某些具有毒性尧 危险性的化学试剂被犯罪分子利

了常见的强酸强碱等腐蚀性试剂袁学生对一些接触

用袁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遥 圆园员猿 年 源 月复旦大学上海

毒性物质尧易燃易爆危险试剂并不了解袁更不用说发
生伤害后的紧急处理方法遥 据台湾慈济大学实验室
安全卫生教育训练教材介绍袁在实验室安全事故中袁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缘原园愿原圆缘
作者简介院黄胜渊员怨愿圆原 冤袁男袁福建福州人袁医学硕士袁实验师遥

医学院的投毒案就为高校危险化学试剂的安全监管
敲响警钟遥
渊四冤废弃物乱排乱放袁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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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试剂的安全存放和使用是高校教学与科研

中存放危险化学试剂袁 对于一些确需集中存放的大

工作的重要保证袁也是人们关注的重点遥 然而随着

批量危化试剂袁 应在远离人群密集区的位置建立独

化学试剂使用量的增加袁排放的废弃物量也越来越

立仓库进行科学的存放管理袁 配备相应的应急处理

多袁特别是实验中产生的有毒尧有害尧有污染的物质

设备和措施袁 避免发生危险时对人群的生命财产造

容易被人们所忽视遥 例如在进行化学合成和天然产

成巨大伤害遥

物提取与分离实验时袁需要消耗三氯甲烷尧甲醇尧乙

加强化学试剂监管袁 特别是实验室中有毒有害

酸乙酯尧石油醚尧乙腈等有机试剂并可产生大量有机

的试剂用量尧用途应得到严格管控袁保证实验人员与

废液遥 而有些实验人员缺乏安全尧环保意识袁为了方

环境的安全遥对于一些公共的科研实验室袁由于课题

便袁将未处理的化学废液直接倒入下水管道中的现

组众多袁涉及的化学试剂品种多尧数量大袁并且参与

袁废弃物的乱排乱放对人员安全及环

实验的人员出入频繁尧流动性大袁应设立门禁袁加强

境均构成潜在威胁遥 尽管高校对一些实验产生的

对进出人员的安全监管袁 禁止一切危险化学试剂被

野三废冶有具体的处置方案袁但由于运行机制不畅袁处

随意带出实验室遥对于教学实验室袁实验老师应预先

理成本高以及检查监督不力袁后续处理环节脱钩袁使

准备好危险化学试剂的使用量袁并在课后进行数量尧

得野三废冶的环保处置方案形同虚设遥

重量的核对袁防止学生带出实验室遥

象时有发生

咱圆原猿暂

二尧 高校化学试剂安全管理的强化与提升

渊三冤建立化学试剂信息化平台
高校可以依托网络信息平台袁建立快捷尧高效尧

渊一冤加强安全教育袁规范实验操作

科学的化学试剂信息化管理模式遥 网络信息化管理

做好宣传教育工作遥 高校应组织开展对师生的

可准确及时掌握试剂的消耗和库存数量袁 并可监管

安全教育与培训袁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

化学试剂出入库的全过程袁包括申购尧审批尧采购尧验

能力遥 在学生安全教育方面袁我们可以参考美国一

收入库尧保管保养尧领用尧定期盘点尧特殊试剂的退库

些高校的实验室经验遥 一般新生进入实验室前必须

及过期试剂的报废处理等方面遥 化学试剂仓库里的

接受一套非常详细的培训院包括正常的使用培训和

各类台账资料亦可上传至网络备份以防数据的缺

必需的安全培训尧安全防护措施的使用及实验废弃

失袁此外袁还可将相应化学试剂的存放位置尧理化性

物的处理等曰而所有接触有害化学物质的实验室工

质尧 使用注意事项及遇险处理措施等信息录入网络

作人员都要强制性地接受实验室化学安全培训袁且

数据库中便于大家查询遥

培训结束要进行考试袁确保相关人员全面掌握实验
技术规范尧操作规程和安全防护知识咱源原远暂遥

建立全校性的化学试剂调剂信息平台袁 使得一
些急需的尧 接近效期或是长期积压的化学试剂能在

渊二冤完善安全管理机制袁加强试剂监管

学院之间尧实验室之间互通有无袁提高使用率袁避免

高校应加强对实验室化学试剂的安全管理袁完

重复采购造成浪费袁降低库存压力咱愿暂遥

善相关制度袁明确安全责任袁落实学校尧学院尧实验室

渊四冤改进实验方案袁发展绿色实验

三级安全责任追究制度袁确定每个负责人的安全责

随着科技的发展袁 一部分实验可以选用更加安

任遥 化学试剂由实验室人员专人专项管理袁试剂购

全尧环保的实验方法遥 鼓励高校开展绿色实验袁如采

进后袁由仓库管理员统一验收尧入库并及时填写入库

用无毒无污染的化学试剂替代有毒或易燃易爆试

单曰化学试剂领用出库亦应及时填写出库单袁管理员

剂袁使用一些新颖的实验装置减少实验试剂的用量遥

应建立化学试剂的各类账册袁掌握试剂的消耗和库

对于学生实验课程项目的选择袁 除了改进一些经典

存数量遥 一般的化学试剂柜由实验员上锁保管并详

实验项目之外袁尽量选择新颖环保的实验袁或尽可能

细记录试剂的日常使用情况袁对危险化学品中的剧

采用一些微型实验方案袁 让学生在掌握最新实验方

毒品和易制毒品袁应参照国家对危化品的管理要求袁

法的同时袁增强环保安全意识袁减少有毒有害废弃物

严格按照野五双冶制度渊即双人保管尧双人领取尧双人

的产生和排放袁 降低化学试剂对实验人员的伤害及

使用尧双把锁尧双本帐冤进行管理咱苑暂遥 将实验室危险化

环境污染问题遥

学品安全管理纳入年度工作业绩考核袁确保实验室

渊五冤加强野三废冶处理袁确保环境安全

安全责任层层落实遥

严格执行野三废冶处理方案袁在各实验室中配备

高校应根据不同化学试剂的性质袁采取相对应

专门收集野三废冶的容器袁对废弃的化学试剂统一收

的措施进行管理袁从而提高科学管理的主动性并降

集袁集中处置并记录袁定期检查处理情况曰废渣包括

低贮存的危险性遥 同时应尽量避免大批量采购并集

一些过期的化学试剂袁 应与其他废弃物分开单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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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收集曰回收的废液则应根据溶剂类别尧性质用相应

法袁提高实验资源的使用效率袁建立资源节约型尧低

容器密封贮存袁禁止混合以免发生化学反应导致危

污染的绿色实验体系袁这样才能满足新时代创新型尧

险曰废气则通过通风橱排出袁以保证实验室内的空气

综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遥

质量袁对于一些有毒有害的尾气则应运用尾气处理
方法避免直接污染环境空气遥 在实验过程中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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