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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实验室安全管理探讨

张春宇， 陈浩宇， 袁 征， 毛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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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系统分析影响科研院所实验室安全管理的软件和硬件等因素，提出将

实验室安全管理与实验室正规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安全与发展“双赢”的

工作思路。把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模式从安全管控转到人员素质管理上来，通

过科学、系统、完善的安全教育，提高科研人员的素质，努力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控

制。明确职责，建立责任机制，把安全管理进行细化和量化；不断完善规章制度，规

范各类实验操作，加大对各类危险品的管控力度；组织实验室对应急处置预案进行

制定和完善，积极组织演练，提高事故的快速处置能力，并充分借助科技手段增强

安全管控效益；完善实验室安全防控机制，建立实验室安全巡查、安全考核、安全群

防机制。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建立实验室安全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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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systematic analysis of dif艳rent’。software” and”hardware” factors affecting lab safety management，this

anicle propo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1ab safety management and lab 8tandardization initiatiVes to achieve the

win—win situation fbr saf色ty and development． First，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pproach to 1ab saf每ty management should

switch f而m pure contr01 mechanism to personnel quality management． Scientific，systematic，and comprehensiVe safety

training can help improve research personnel龟total quality， realize self—discipline and self-management． Seco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stabIish accountability by clearly specifying responsibilities． Third，safety—related p01icie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modified to better standardize Various experiment operation procedures and better regulate the control of

dif珀rent bazardous materials． Fourth， jt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research labs’prompt copjng capabj】ity in case of

accidents by developing and modifying emergency contingency plans and eonducting f壬equent training and drills． Fifth，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deVeloping preVention mechanism through safety monitoring， measurement， and total

involvement． What is said above is cruciaI in developing 10ng-te珊ef传ctiVe lab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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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 引 言

实验室是从事科学研究、开展人才培养和社会服

务的重要场所。实验室的管理水平与科研教学密切相

关，它是反映科研单位整体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验室的安全是实验室管理的重要内容，涉及面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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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多、关联密切，管理内容和方法是动态发展。科研院

所实验室，通常储备和使用各种各样的理化仪器、易燃

易爆品、剧毒品、危险气体、同位素、菌毒种等物质，而

且很多实验都要在高温、高压、强磁、微波、放射线等特

殊的高危环境下进行，在实验结束后可能会产生一些

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害的废弃物质或有毒物质，同时

实验室还具有使用频繁、人员集中且流动性大、存放大

量贵重仪器和重要技术资料等特点，其安全状况的复

杂性和加强安全管理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因此实

验室安全管理必须常抓不懈¨4川。

1 影响科研院所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因素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实验室的功能和科研任务不

断拓展，实验室安全隐患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这既

有硬件投入不足的原因，也有软件运行欠佳的缘故。

1．1硬件方面

(1)设施陈旧，线路老化。在许多科研院所(尤

其是一些老科研院所)中，尚存在着一批兴建于上世

纪60～70年代的房屋、设施，虽然房屋结构的安全性

能仍完好，但其水电线路老化，随着实验室用电设备的

增多，用电负荷大大超出原设计要求，造成一定安全隐

患。同时，一些“老牌”研究所、实验室仍在使用一些

超期服役的仪器设备，如上世纪70～80年代制造的烘

箱、冰箱等，虽然这些设备经过适当维修仍能够使用，

但已远远超出其设计年限，内部线路老化，也存在着安

全隐患‘5|。

(2)用房紧张，空间较小。由于科研用房比较紧

张，有的单位没有将实验室和办公室分开，办公室人来

人往。在办公室喝水吃东西容易造成双向污染；需要分

开存放的化学品还不能完全做到分开存放；实验的安

全操作距离不符合标准¨。。

(3)防范不全，设施不足。由于经费限制，个别实

验室的环保设施不能完全满足要求；消防设施配备不

足，或未定期更换；危险品仓库未安装气体浓度监测报

警设备；专业实验室未配备专业个人安全防护器具等。

1．2软件方面

(1)安全防患观念不强。目前在科研院所，无论

是领导还是科研人员，都有认识不到位的现象，认为安

全工作有投入而没有产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科

研、轻安全的思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安全观念

的加强和安全意识的强化，缺乏基本的防患意识。

(2)安全知识普及不够。不少科研院所的安全组

织和宣传工作缺乏力度，未能进行系统、正规、有效的

安全教育和环保教育。

(3)安全管理责任不清。实验室专业性强，相互

之间差异较大，难以按照一个模式进行简单管理。且

实验室安全工作管理牵涉到多个职能部处，往往安全

责任不清，容易造成管理职责上的不协调，出现漏洞。

(4)安全制度落实不严。有的实验室建立的安全

管理制度不完善，或者有章不循。

2加强科研院所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措施

针对影响科研院所实验室安全的不良因素，院所

领导必须迸一步明确加强实验室正规化建设与管理，

以整顿科研风气为突破口，掌握真实情况，找准隐患问

题，针对薄弱环节，落实规章制度，综合采取多种手段，

加强软硬件建设，努力提高实验室管理规范、科学化水

平。

2．1强化安全意识

坚持以人为本¨1，把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模式

从安全管控转向人员索质管理，通过科学、系统、完善

的安全教育，提高科研人员的素质，努力实现自我管

理、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经常利用报刊、会议等形式

进行有关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做法和体会的交流，以

期让各级管理部门和广大科研人员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抓好实验室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增强参与实验室安全

管理的主动性，激发开展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创造性，逐

步形成全员参与、人人负责、群策群力、齐抓共管的良

好局面。为了增强新人学和入院人员的实验室安全观

念，每年为新人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新来院工作人

员作实验室安全管理专题讲座，使之能够尽早树立安

全意识和责任意识”1，了解实验室安全技术的基本知

识，掌握实验室突发事故的处置方法和应急措施，以便

收到良好效果p4“。

2．2把握主动先机

安全工作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要超前预测，

做到安全教育在先、形势分析在先、情况预想在先、措

施制定在先。例如，安全管理人员经常主动深入各实

验室调查研究，与科研人员座谈，提前掌握了部分实验

室存在各类化学试剂危险品繁多且使用不规范、办公

秩序混乱、超负荷用电、私自饲养动物、仪器操作不规

范、部分重点部位防范措施欠缺等安全隐患的第一手

材料，并仔细分析存在隐患的主要原因。通过调查问

卷的形式，就如何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培训、完善实

验室安全措施和制度、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和检查等

问题广泛征求实验室科研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为不断

完善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夯实基础。

2．3创新管理模式

(1)明确职责，建立责任机制。实验室安全工作

要扎实开展，必须以科学严格的督导管理机制作支撑。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

的原则，纵向分级，横向分类，从机关到科室，从领导到

群众，依据职责分工，明确安全责任。把安全管理进行

细化和量化，分解到每个人身上，切实强化主人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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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责任感。实行一人一责、一岗一责、一事一责，各个

岗位、各类人员，都要负起各自的安全责任。为此，院

机关与各单位、各单位与下属科室、科室与科研人员逐

级逐事地签订了安全责任书，真正把责任落实到人，落

实到位。

(2)规范行为，健全规章制度。依据国家、地方政

府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实际情

况，逐章逐条地梳理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相关的规章制

度，进一步完善修订管理规定，收集详细的实验室操作

和危险化学品管理等安全常识，并将这些与实验室安

全相关的规章制度、安全知识等修订汇编成“实验室

安全手册”下发各实验室，认真组织科研人员学习，使

科研人员进一步明确实验室安全、仪器设备安全使用、

化学品管理的政策和法规等常规要求。1“。

(3)多管齐下，加大管控力度。我们编制了“化

学试剂管理系统”应用软件，并在全院范围内推广使

用，实现了试剂的分类管理和动态管理，做到类别清

楚、使用有数、存放有序，为试剂管理的正规化提供技

术支撑。同时，为杜绝试剂使用安全隐患，加强了对试

剂的实时管控。①对各类试剂彻底清查，及时处理长

期不用的报废试剂；②对各类化学品进行分类、分层次

管理，并按照其理化性质进行分类存放，严禁个人自

购、私自大量存放管制化学品；③坚持每周更新试剂管

理信息，对录入系统的多种化学试剂及相关信息实行

跟踪监控。

(4)快速反应，强化处置演练。结合形势特点，适

时召开实验室安全工作会议，详细部署各重要时期实

验室安全工作的重点，强调各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责尽职，充分发挥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确保实验室安全无事故。组织实验室

对应急处置预案进行制定和完善，积极组织学习和演

练，并通过录像片开展消防知识普及。对于重点单位，

在无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模拟实战条件，从发现险情、

事故报告、人员疏散、现场处置、事故总结等环节进行

危险品突发事故处置的演练¨⋯。通过拉动演练，使全

体人员更加熟悉处置突发事故的正确程序，进一步提

高处置实验室安全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5)主动作为，促进科学发展。将实验室安全管

理与实验室规范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安全与发

展“双赢”，提高科研人员对“安全为了发展，发展必须

安全；保安全既是保稳定，也是保发展”的认知水平，

努力做到既确保安全无事故，又兼顾科研工作的正常

开展。实验室安全管理部门针对查找出的安全隐患，

对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仪器规范使用、剧毒药品统一保

管、同位素实验室管理等方面分阶段开展专项治理，并

下发相应的专题整改通知，明确提出了整改措施和要

求。许多下属单位也针对各阶段存在的问题，细化各

项安全措施，通过多次组织课题组长、全所人员安全工

作会议以及下发通知的形式，反复宣贯。有些单位从

细微处入手，自己摸索、制定了如“人走拔电源插座”

等许多有效的实验室安全措施。

(6)运用新科技，加强硬件建设。充分借助科技

手段增强安全管控效益，着力在实用、管用、常用上下

功夫。①靠信息手段强化日常管理，依靠信息网络平

台，全面推广人员出入门禁系统，有效消除管理盲区和

死角；②靠技术改进强化业务管理，开发应用了“固定

资产管理系统”和“数字化实验管理系统”，实现了动

态、精细化管理¨4。1“；③靠高新技术强化防护防范，在

全院实施安全监控系统，对重点部位应用声光复合的

“电子眼”和红外入侵报警系统，实行24 h安全监控。

2．4完善防控机制

(1)深挖安全隐患，建立安全巡查机制。实行实

验室人员每天值班巡查制度，值班员负责对本实验室

进行安全巡查，真正做到全方位、全时段、全体人员共

同参与的安全巡查。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组按照工作

计划，坚持实施一天一巡查、一周一汇报的制度，填写

检查日志，每周编发一期“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简

报”。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信息，及时指导工

作，及时排除隐患，不漏一处死角，不留一丝隐忧。检

查中发现安全隐患，全部得到及时有效整改。

(2)做好安全督导，建立安全考核机制。成立由

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安全督导小组，负责全面督察、指

导各单位安全工作。把安全工作考评纳入实验室正规

化建设与综合治理考评。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对各单

位安全工作进行科学分析评判，及时发现安全工作存

在的共性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对实验室

安全工作实施全时空、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和排查，

努力做到制度不落实不放过，情况不查清不放过，隐患

不排除不放过，连续检查不松懈。层层抓、反复抓，做

到监控管理不留漏洞，时间管理不留真空，全程管理不

留盲区，切实把各种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3)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安全群防机制。实验室

安全管理部门经常组织各实验室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

情况，有针对性、有计划性地开展检查和整治工作，定

期对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实验技术安全、仪器设备管理

的安全隐患排查，明确重点单位、重点部位，细化重点

防范措施。坚持每周组织例行检查，并由单位领导带

队对实验室进行抽查。

3 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启示

通过近几年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逐步摸索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我院的科研人员的安全意识

有较大提高，初步建立了实验室安全长效机制，实验室

安全状况得到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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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领导重视

科研院所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是搞好实验室安全

工作的关键。要始终把安全工作摆在党委的重要议事

日程，切实增强责任心，在工作统筹上，把安全工作与

年度任务通盘考虑，与中心工作统筹谋划；各级领导明

确职责抓落实，把责权统一起来，形成主管领导亲自

抓、分工领导具体抓、业务机关合力抓的领导机制，做

到在精力聚焦、时间保障、人员投入上不偏移；各级机

关认真落实好检查督导制度，努力在保持经常、突出重

点、发现问题上见成效。

3．2依靠群众

注重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使安全工作真正转

化为科研人员的自觉行动，是搞好实验室安全工作的

基础。我们在实践中还体会到，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

的主体是全院科研人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思想教

育先行，必须上下结合、调动两个积极性，必须落实职

责、坚持以制度管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安全工作提高

实效、实现长效，形成事故苗头有人抓、违纪行为有人

管、异常情况有人报、群策群力抓安全的良好工作局

面。科研院所的安全管理必须从教育入手。安全意识

对于保障实验室的安全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

将影响科研人员的行为规范。从实验室的布局，设备

的维修保养，危险化学品的存放，实验操作人员的安全

防护，仪器设备的使用，实验室“三废”的处理到实验

室的管理模式、规章制度等方面，都要使科研人员形成

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养成科学操作、安全

实验的良好习惯。

3．3工作行之有效

(1)前瞻谋划。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工作内容是随

着内外环境、科研任务、季节特点和主客观因素的变化

而不断变化，只有随时了解情况，及时分析研究，才能

掌握工作的主动权。要超前教育、超前防范，实施有效

的安全对策，紧紧抓住规律和特点，把各项防范工作做

到位，努力把事故消灭于萌芽状态。要树立主动预测、

积极预防的思想，坚持把苗头当事故抓，把小事当大事

抓，把别人的问题当自己的问题抓。

(2)灵活创新。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是解决矛盾

和问题的金钥匙。我院着力掌握安全稳定工作的特点

和规律，在科学筹划、科学组织、科学实施上做文章，创

新管理手段，在提高效益上下功夫。例如开发运行的

“试剂管理系统”软件，既方便了科研人员对本实验室

内化学试剂的查找和管理，又有利于管理部门对各类

试剂的动态精确化管理，为提高实验试剂管理水平提

供了一个新台阶。在检查方式上，进行不固定时间巡

查，及时记录影像资料，每次检查填写日志，每周撰写

简报，数据记录明晰，确保检查获得实效。

(3)细致扎实。实验室安全管理发展贵在发现问

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即见到问题不放过、见到隐患

不放过、见到危机不放过。必须以细致求质量，以扎实

促落实，对安全隐患逐条逐项检查，逐个排除，彻底消

除盲区死角。对发现的问题要采取“反复查、查反复”

的方式，确保检查落到实处。

4 结 语

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要不厌其烦地抓好经常性

的安全管理，注重机制建设，强化制度约束，并要大力

引进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手段，提升实时、精准化

管理水平，这是确保实验室长期安全稳定、促进科研发

展和完成重大安保任务的根本途径。在今后工作中，

要着眼于应对多种实验室安全威胁、完成科研任务多

样化的需求，注重实验室安全管理对做好安全稳定工

作的长期效应，立足长远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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