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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文件
生命﹝2016﹞5 号

关于印发《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的通知

各系（室）、中心、所，各科研团队，各科研实验室：

《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已经 2016

年 7 月 11 日学院第 7次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2016 年 7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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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实验室突发安全事

故，保证实验室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保护实验人员生命及

财产安全，防止环境污染，提高师生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

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故造成的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等文件和学校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预

案。

一、应急组织体系

1. 学院成立安全事故应急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负

责本预案的启动和实施，进行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

作。小组成员组成如下：

组 长：化小峰 郁 飞

副组长：张 帆 徐 海 姜在民 马 闯

成 员：王 瑶 颜 霞 董娟娥 奚绪光 段 敏

刘建党 刘林强 郭兵

2. 各教授科研实验室、生物学教学实验中心、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科研平台、生物工程实验实训中心、标

本馆（以下简称实验室）也要成立相应组织机构，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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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担任应急救援小组组长，负责制定各类安全事故的应急预

案，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范。

二、运行机制

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原

则。对突发安全事故的处置要依法规范、反应迅速、分工明

确、科学处置。

（一）预防

1. 实验室工作人员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故，首

先要完善预防、预警机制，开展风险评估分析，做到早防范、

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2. 加强实验室标准化建设，由实验室负责人对实验设

备配置、个人防护、应急设备器具、实验室安全行为、安全

操作规程等做出明确规定。

3. 建立实验室病原微生物专库，有毒有害化学试剂储

存室。对传染性病原微生物样本，加热设备，压力容器，放

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剧毒、高毒、强酸、致癌、易燃、

易爆等危险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使用登记制度。

4. 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加强日

常安全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5. 加强应急反应机制的日常管理，在实践中经常演练

和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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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验室负责人要加强实验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应

对突发事故的实战能力。

（二）预警

1. 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为各种危险品建立档案和使

用记录，发现遗失、不当存放，立即处置。

2. 重视实验人员健康检查，发现与实验室生物安全有

关的人员感染或伤害立即报告、处置。

3. 严格执行安全巡查制度，及时发现、消除隐患，对

存在不安全行为的人员，有安全隐患的设备设施、用品用具，

及时发出书面预警通知，提醒相关人员提高警惕。

（三）安全状态监测

1. 实验室日常工作中，与实验有关的所有人员均有义

务对实验室安全状况进行监督、检查、举报。

2. 实验过程中，注意检查实验室内的状况，包括仪器

主机、附件，特别是气体贮存容器及其主要连接件（管路、

阀门等）是否正常；水、电、气状态是否正常；实验室内有

无异常气味、响声；（非正常）火苗、火花；空气中有无不

明烟雾，地面上有无不明液体、固体等。

3. 仪器设备检查由实验操作人员定期进行。包括对仪

器设备电气性能的评估；对装载易燃气体钢瓶或其他容器的

安全检测；对化学试剂存放使用的安全性检查；对实验室水、

电、气运行状况的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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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报告

1. 突发安全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应在自救的同时立

即向所在单位负责人汇报，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2. 如经初步处理仍无法控制，应立即上报学院，由学

院应急处置工作小组负责指挥、协调。

3. 学院无法单独处置的突发安全事故，已造成人员伤

亡，或不及时处置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的突发

安全事故，应及时上报学校。

三、火灾控制与人员疏塞应急预案

（一）灾情报告、报警程序

1. 发生的火灾较小且可以控制时，现场人员必须向学

院分管领导报告。当火情不能有效控制时，应通过电话向学

校保卫处、或 119向公安消防部门报警，同时通知相邻实验

室人员。

2. 本单位教师接到火灾报告后，要迅速到达火灾现场

并组织火灾的扑救和人员疏散。

3. 向公安消防部门和学校保卫处报警时，要准确地说

明起火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或南校区）理科楼

（或科研楼实验楼）、起火房间的所在部位、燃烧物的类别

等。报 119火警后，报警人员在道路口接应消防车进入现场，

公安消防人员到场后，报警人员或着火房间人员及时向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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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指挥员介绍已了解的火场情况，如火情火势、燃烧物品

的类别、有无危险物品、有无人员被困等。

（二）应急疏散程序

本单位教师应根据起火的部位和疏散的路线，在疏散通

道楼梯口布置好疏散引导员，引导人员疏散。所有人员都应

协助指挥和疏导。通知楼内人员疏散时应明确表达以下内

容：

1. 通报火场信息，稳定待疏散人员的情绪，避免发生

慌乱。

2. 分楼层按顺序疏散

疏散顺序：（1）着火层；（2）着火层以上楼层；（3）着

火层以下楼层；

3. 指引疏散方向、路线

楼内人员平时都应知晓自己所在位臵及遭遇火灾时的

疏散路线，了解理科大楼的消防应急预案，对突发火灾做好

准备。

4. 疏散须知：

（1） 听从疏散引导人员的指挥。

（2） 行动迅速而不慌乱。

（3） 通过烟雾区域时须用湿毛巾(或湿衣服等)捂住口

鼻低姿行进。

（4） 已疏散人员在楼外指定地点集合，未接到通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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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动返回火灾现场。

（三）火灾扑救程序

1. 发生火情时：在场人员应在保护自己人身安全并能

安全撤离的情况下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进行扑救。例如：发

生有机溶剂小面积着火，可用石棉布、湿抹布覆盖火焰直至

扑灭，也可使用灭火器。使用灭火器时应注意周围的环境，

由于灭火器喷发出来的灭火剂具有一定的压力，使用时应避

免打翻其它化学试剂，防止火势变大。

2. 发生火灾时：（1）现场人员在扑救时不要轻易打开

门窗，应切断本实验室的电源、气源,移走钢瓶等压力容器。

（2）本单位教师接到火灾警报后应立即到达火灾现场，了

解火灾的性质、房间内化学危险品的种类、存量，有无人员

被围困等。要有效地组织人员使用灭火器或消防水枪进行灭

火。（3）当火情不能有效控制时，应通过电话(119)向公安消

防部门和学校保卫处报警，同时通知相邻实验室人员。

3. 配合公安消防队灭火：消防队到场后，本单位教师

应在公安消防员的指挥下，紧密配合共同灭火。扑灭火灾后，

本单位教师应组织人员检查火场是否有新的火险隐患，并配

合消防部门查清起火原因，处理好善后工作。

（四）烧伤急救处理

1. 基本原则是：烧伤发生时，最好的救治方法是用冷

水冲洗，或伤员自己浸入附近水池浸泡，防止烧伤面积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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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大。

2. 衣服着火时应立即脱去用水浇灭或就地躺下，滚压

灭火。冬天身穿棉衣时，有时明火熄灭，暗火仍燃，衣服如

有冒烟现象应立即脱下或剪去以免继续烧伤。身上起火不可

惊慌奔跑，以免风助火旺，也不要站立呼叫，免得造成呼吸

道烧伤。

3. 烧伤经过初步处理后，要及时将伤员就近送往校医

院或示范区医院进一步治疗。

四、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一） 危险目标和危险种类的确定

依据《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对本单位目前

使用的化学品、实验耗材、仪器和防护设备进行了辨识并综

合分析其危害程度，确定了下列危险种类。

1． 危险种类：化学药品泄漏，化学药品火灾，化学品

爆炸，危险化学品中毒。

2． 灾情报告、报警程序：

（1） 学校治安维持报警电话：87082876。

（2） 医疗急救电话：120。

（3） 本单位安全事故应急小组：87092262。

（4）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首先进行个人

防护，然后按照事故不同类别分别采取相应的现场处置措



- 8 -

施，并立即报告本单位安全事故应急小组组长、成员及责任

教师，判断事故等级和趋势后采取相应的内部外部联络。

（二） 实验室化学品泄漏处理程序

1． 易燃、有毒气体泄漏：现场人员首先从室外总闸切

断电源（避免断电时电弧引起火灾），佩戴个人防护用具，

然后迅速开门窗通风，并按照危险程度通知临近实验室或整

座建筑人员撤离至上风区，在做好安全保障工作之后对泄漏

源进行控制处理：用毛巾或抹布擦拭洒出的液体，并将液体

拧到大的容器中，然后再倒入带塞的玻璃瓶中。

2． 易燃、腐蚀、有毒液体泄漏：现场人员首先从室外

总闸切断电源（避免断电时电弧引起火灾），佩戴个人防护

用具，避免中毒和受到灼伤，然后使用相应物资擦拭和吸收。

大量泄漏时在实验室门口设置堵截围堰后撤离，等待应急救

援人员处置。

3． 化学废液及废旧试剂：本单位化学废液种类主要为

各种有机溶剂。研究导师应严格控制化学试剂签发数量，督

促实验人员进行有机溶剂回收利用。确实无法回收利用的，

按类别收集于专用容器中，加盖并张贴标签注明废液名称、

数量、实验室编号、操作人姓名。废液及废旧试剂由学校责

任部门定期统一处理。当化学废液及废旧试剂外泄时，知情

者应立即通知本单位安全应急小组组长及研究生导师，立即

采取措施追回外泄废液，并追究外泄人员及其导师失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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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外泄废液造成他人生命财产损害及环境破坏者，由相关

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置。知情不报者按失职论处。

4． 化学品包装物：剧毒化学品包装物，必须交学校责

任部门统一处置。普通化学试剂瓶子，集中装于纸箱中，定

期交给学校责任部门处理。

（三） 实验室化学品火灾处理程序

实验中一旦发生了火灾切不可惊慌失措，应保持镇静。

首先应立即切断室内一切火源和电源。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正

确地进行抢救和灭火。常用方法如下：

1. 可燃液体着火：立即拿开着火区域内的一切可燃物

质，关闭通风设施，防止扩大燃烧。若着火面积较小，可用

抹布、湿布、铁片或沙土覆盖，隔绝空气使之熄灭。覆盖时

动作要轻，避免碰坏或打翻盛装可燃溶剂的玻璃器皿，导致

更多的溶剂流出而扩大着火面。

2. 少量酒精及他可溶于水的液体着火：可用水灭火。

3. 汽油、乙醚、甲苯等有机溶剂着火：应用石棉布或

砂土扑灭。绝对不能用水，否则会扩大燃烧面积。

4. 金属钠着火：用砂土覆盖灭火。

5. 导线和电器外壳着火：不能用水及二氧化碳灭火器，

应先切断电源，再用干粉灭火器或覆盖法灭火。

6. 易燃、液化气体类火灾，首先切断电源，开门窗通

风，起火初期首先控制气体泄漏，然后使用灭火毯遮盖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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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法控制气体泄漏，当容器内容物储存量低于爆炸极限

时，使用干粉灭火器扑救，火焰消失后使用灭火器对周边环

境降温至室温以免气体重新燃烧或爆炸，否则必须保持稳定

燃烧，避免大量可燃气体泄漏出来与空气混合后发生爆炸。

7.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的灭火比较复杂，在选用时

必须慎重考虑安全问题，使用者务必熟知该类物品的安全操

作知识和理化性质，以备险情发生时采适当措施，一般应采

取以下基本方法如下：

（1） 迅速查明着火或反应的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以及其它燃烧物的品名、数量、主要危险特性、燃烧范围、

火势蔓延途径、能否用水或泡沫扑救。

（2） 能用水或泡沫扑救时，应尽一切可能切断火势蔓

延，使着火区孤立，限制燃烧范围，同时应积极抢救受伤和

被困人员。

（3） 不能用水、泡沫、二氧化碳扑救时，应用干粉、

或用干燥的砂土覆盖。覆盖过程应先从着火区域四周尤其是

下风等火势主要蔓延方向覆盖起，形成孤立火势的隔离带，

然后逐步向着火点进逼。

8. 衣服烧着时切忌奔走，可用衣服、大衣等包裹身体

或躺在地上滚动灭火。

（四） 实验室化学品爆炸处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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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性爆炸发生后，现场和周边实验室人员应开门窗通

风，切断电源，熄灭所有点火源，避免发生二次爆炸，尽快

通知学校消防及单位安全应急小组进行扑救，必要时电话

119 报警。

（五） 人员紧急疏散、撤离

按“火灾控制与人员疏散应急预案”中的疏散、撤离程

序执行。

（六） 受伤人员现场救护、医院救治

对受到化学伤害的人员进行急救时，按下列方法紧急处

理：

1. 置神志不清的伤员于侧位，防止气道梗阻，呼吸困

难时给予氧气吸入；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心脏停

止者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挤压。

2. 皮肤污染时，脱去污染的衣服，用流动清水冲洗；

头面部灼伤时，要注意眼、耳、鼻、口腔的清洗。

3. 眼睛污染时，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

冲洗至少 15 分钟。

4. 发生冻伤时，应迅速复温。复温的方法是采用

40℃～42℃恒温热水浸泡，使其在 15～30 分钟内温度提高

至接近正常。在对冻伤的部位进行轻柔按摩时，应注意不要

将伤处的皮肤擦破，以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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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生烧伤时，应迅速将患者衣服脱去，用水冲洗降

温，用清洁布覆盖创伤面，避免伤面污染；不要任意把水疱

弄破。患者口渴时，可适量饮水或含盐饮料。

6. 误服化学试剂者，可根据物料性质，对症处理；必

要时进行洗胃。

7. 经现场处理后，迅速就近护送至校医院或示范区医

院救治。陪同护送人员应了解化学品事故基本侵害过程，尤

其是造成人身伤害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供相关信息

给医院救治工作作为参考。

五、触电事故应急预案

抢救触电者，应避免在抢救时发生其它事故。发现触电

事故的任何人员都应当在第一时间抢救触电者，必要时在场

人员要打 120 求援，同时向单位领导报告。

1． 触电解脱方法：

（1） 切断电源。

（2） 若一时无法切断电源，可用干燥的木棒、木板、

绝缘绳等绝缘材料解脱触电者。

（3） 用绝缘工具切断带电导线。

（4） 抓住触电者干燥而不贴身的衣服，将其拖开，切

记要避免碰到金属物体和触电者身体裸露部位。

（5） 尽量避免触电者解脱后摔倒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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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上办法仅适用于 220V 电压触电的抢救。高压

触电应及时通知学校供电部门，采用相应的紧急措施，以免

发生新的事故。

2． 现场急救方法：

（1） 触电者神智清醒，让其就地休息。

（2） 触电者呼吸、心跳尚存、神智不清，应仰卧，周

围保持空气流通，注意保暖。

（3） 触电者呼吸停止，则用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触

电者心脏停止跳动，用体外人工心脏挤压维持血液循环；若

呼吸、心脏全停，则两种方法同时进行。注意：现场抢救不

能轻易中止抢救，要坚持到医务人员到场后接替抢救。

（4） 触电事故发生后，单位应立即在现场设置警戒

线，维护抢救现场的正常秩序，警戒人员应当引导医务人员

快速进入事故现场。

（5） 事故现场警戒线必须待医务人员将触电者带离

现场赴医院救治，事故调查和排险抢修工作完毕，现场已无

事故隐患时，方可解除。

六、突发停电、停水事故应急预案

1. 停电停水后，本单位教师应及时通知各实验室人员

检查开关和水龙头是否关闭。

2. 所有仪器插头全部从插座中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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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必要时关闭实验室内电闸，或者关闭楼层总电闸。

4. 必要时可关闭实验楼总供水阀。

5. 实验室发生水灾时，应第一时间关闭水阀，并组织

人员进行积水清除，防止祸及其它实验室，造成更大损失。

七、致病性病原微生物传播应急处置

1. 实验室突发事故应急救援小组接到传播报告后，立

即组织人员对传播事故进行确认，并对传播的病原体性质及

扩散范围进行充分评估。

2. 立即封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标本，防止微生物扩散。

3. 对相关人员进行医学检查，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

观察并留取本底血清或相关标本。

4. 对造成污染的工作环境及污染物进行消毒。

5. 配合医院等有关部门开展进一步调查。

八、试剂操作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1. 强碱腐蚀。先用大量水冲洗，再用 2%醋酸溶液或

饱和硼酸溶液清洗，然后再用水冲洗。若溅入眼内，用硼酸

溶液冲洗。

2. 强酸腐蚀。先用干净毛巾擦净伤处，用大量水冲洗，

然后用饱和碳酸氢钠溶液(或稀氨水、肥皂水)冲洗，再用水

冲洗，最后涂上甘油。若溅入眼内，先用大量水冲洗，再用

碳酸氢钠溶液冲洗，严重者送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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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液溴腐蚀。应立即用大量水冲洗，再用甘油或酒精

洗涤伤处。

4. 氢氟酸腐蚀。先用大量冷水冲洗，再以碳酸氢钠溶

液冲洗，然后用甘油氧化镁涂在纱布上包扎。

5. 苯酚腐蚀。先用大量水冲洗，再用 4体积 10％的酒

精与 1体积三氯化铁混合液冲洗。

6. 误吞毒物。常用的解毒方法有：给中毒者服催吐剂，

如肥皂水；灌水或服鸡蛋白、牛奶和食物油等，以缓和刺激，

随后用干净手指伸入喉部，引起呕吐。注意磷中毒者不能喝

牛奶，可用 5—10毫升 1％硫酸铜溶液加入一杯温开水内服，

引起呕吐，然后送医院治疗。

九、仪器设备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1. 金属外壳的仪器设备要有充分的接地保护，如仪器

设备漏电导致人员触电，首先切断电源，若来不及切断电源，

可用绝缘物挑开电线，在未切断电源之前，切不可用手拉触

电者，也不能用金属或潮湿的物品挑电线。触电者出现休克

现象时，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并通知医院治疗。

2. 仪器使用中的容器破碎及污染物质溢出，立刻戴上

防护手套，按照仪器的标准作业程序关机，清理污染物及破

碎玻璃，再对仪器进行消毒清洗，同时告知其他人员注意。

十、污染事故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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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发生污染事故后，现场人员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通知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尽快通知实验室负责

人，救助受伤人员，尽可能防止污染区扩散。

2. 实验室负责人接到通知后，迅速到达现场，指导相

关人员实施紧急救援，如发现事故难以控制，要尽快通知分

管院长，并请求相关部门援助。

3. 学院分管领导应针对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

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

为，组织调集环境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确保处置方法科学

有效。

十一、 应急响应的终止

在突发安全事故得到彻底控制，经突发事故处理指挥小

组确定，终止应急状态。

十二、 善后处理工作

1. 在事故应急响应终止后，突发事故处理工作小组人

员必须做好事故过程、损失及其他相关情况的整理、统计、

记录工作。

2. 事故现场调查完毕，即可对现场进行善后处理并恢

复其正常状态。

3. 组织相关人员参加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认真总结经

验教训，做好以后的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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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保障

1. 通信保障。当安全事故发生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进行现场处置，同时上报相关负责人和相关职能部门，作

好记录，保证应急处理信息的畅通无阻。实验室相关人员及

管理人员的手机应保证 24小时开通。

2. 技术保障。聘请相关专业的专家，加强实验室规范

化建设，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防范意识，加强实验室安全

监测与预警方面的业务培训，组织应急演练，提高突发安全

事故的处理能力。

3. 预案管理。应急预案要定期评审，并根据重大事故

的形势变化和实施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完善修订。

十四、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抄送：

生命科学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2016年 7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