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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实验室是学校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要场所。近年来，随着我院办学

资金的不断投入、科研方向和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实验室已经拥有包括一

大批贵重精密仪器设备在内的功能齐备的实验设备。师生在实验室内使用着

各类化学药品、压缩气体钢瓶以及各种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甚至是剧毒物

品，有的实验还需要在高温、高压、真空、微波、辐射、高电压、高转速等

条件下进行。同时，由于实验室功能及其本身的特殊性，涉及水、电、气的

安全使用、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与使用、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管理，实验产

生的“三废”物质处理等，关系到师生人身安全及校园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

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人身伤亡事故并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安全基本常识和安全意识是每一名师生生应有的基本素质之一，实

验室的安全是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教学和科研工作顺利开展的

先决保障。为保证教学（科研）实验、学生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过程的

安全，提高我院师生应对实验室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理能力，预防和

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保障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特制定本安全知

识学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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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和职责分工 

1、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院的实验室安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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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梅；             
副组长：梅建平 庞超明  

    成员：睢良兵、黄海波、张旭海、秦鸿根、王芳、晏井利 

2.职责分工 

    根据国家、行业及主管部门的法规和规定，坚持“预防为主”“、“谁主管谁负

责”和“人身安全第一”的原则，实行各司其职，职责分工到人的管理模式。张

亚梅为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总负责人，梅建平为实验中心金材实验室、分析测

试中心和江苏省先进金属材料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直接负责人，庞超明

为实验中心建材实验室的直接负责人，张旭海为实验中心电材实验室的直接

负责人，王芳为江苏省土木工程材料重点实验室的直接负责人，实验室全体

人员都是事故处置的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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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火灾控制与人员疏散 

1、消防安全知识 

1. 燃烧有四种类型：闪燃、着火、自燃、爆炸。 

2. 在规定的实验条件下，液体（固体）表面能产生闪燃的最低温度称为闪

点。 

3. 在规定的实验条件下，液体或固体能发生持续燃烧的最低温度称为燃点。 

4. 物质燃烧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是可燃物；助燃物；着火源。 

5. 容易引起火灾的隐患有：(1)使用明火;（2）乱拉乱接电线;（3）乱丢烟

头。 

6. 燃着的烟头，其表面温度达到 200°~300℃，中心温度可达 700～800℃，

它超过了棉、麻、毛织物、纸张、家具等可燃物的燃点，若乱扔烟头接

触到这些可燃物，容易引起燃烧，甚至酿成火灾。 

7. 塑料桶不可以用来盛装汽油等可燃液体。 

8. 电气线路发生火灾，线路方面的原因有：（1）短路；（2）过载；（3）电

阻过大。 

9. 据统计，因火灾死亡的人中有 80%以上属于烟气窒息致死。 

10. 火灾烟气因为温度比较高，通常会集中在室内空间的上部分。 

11. 烟气传播的方向是火灾蔓延的方向。 

12. 火场上扑救原则是先人后物、先重点后一般、先控制后消灭。 

13. 火场指挥权，按法律规定不属于到场的任何一位党政领导，只属于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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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员。 

14. 灭火的基本方法：(1)冷却法。降低燃烧物的温度,使温度低于燃点,促使燃

烧过程停止。(2)窒息法。减少燃烧区域的氧气量或采用不燃烧物质冲淡

空气,使火焰熄灭。例如用砂土埋没燃烧物,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火

灾。(3)隔离法。把燃烧物与未燃烧物隔离。例如将起火点附近的可燃、

易燃或助燃物搬走。(4)抑制法。让灭火剂参与到燃烧反应过程中去,中断

燃烧的连锁反应。 

15. 所有的火灾刚开始时都是小火，随着火灾的发展输出的热量越大，火灾

蔓延的速度和范围也愈大，所以扑灭初起火灾最容易的。 

16. 灭火器担负扑救初起火灾的任务。 

17. 灭火器上的压力表用红、黄、绿三色表示灭火器的压力情况，当指针指

在绿色区域表示正常。 

18. 使用灭火器扑救火灾时要对准火焰根部喷射。 

19. 操作使用灭火器灭火应站上风或侧上风。 

20. 干粉灭火器的有效喷射距离约 3-4 米。 

21. 1211 灭火器适用于扑灭有机溶剂、精密仪器火灾。 

22. 在相对封闭的房间里发生火灾时不能随便开启门窗。 

23. 扑救电器火灾时，首先应该切断电源，在带电时可以用二氧化碳、干粉

灭火器扑救 。 

24. 如果电脑着火，即使关掉主机，甚至拔下插头，机内的元件仍然很热，

仍会迸出烈焰并产生毒气，荧光屏、显像管也可能爆炸，正确应对的方

法是：电脑开始冒烟或起火时，马上拔掉插头或关掉总开关，然后用湿



7 
 

地毯或棉被等盖住电脑，这样既能阻止烟火蔓延，也可挡住荧光屏的玻

璃碎片。切勿向失火电脑泼水，因为温度突然降下来会使炽热的显像管

爆裂，此外，电脑内仍有剩余电流，泼水可能引起触电。切勿揭起覆盖

物观看，灭火时，为防止显像管爆炸伤人，只能从侧面或后面接近电脑。 

25. CO2 虽是惰性化合物，但在高温下能同强还原剂等轻金属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有毒气体，所以不能扑救钾、钠、镁金属火灾。 

26. 水不能扑救的火灾有：①金属火灾不能用水扑救。因为水与金属（如钾、

钠）作用后能使水分解而生成氢气和放出大量热，容易引起爆炸。②碳

化碱金属、氢化碱金属不能用水扑救。如碳化钾、碳化钠、碳化铝和碳

化钙以及氢化钾、氯化镁遇水能发生化学反应，放出大量热，可能引起

着火和爆炸。③轻于水的和不溶于水的易燃液体，原则上不可用水扑救。

④熔化的铁水、钢水不能用水扑救。因铁水、钢水温度约在 1600℃，水

蒸气在 1000℃以上时能分解出氢和氧、有引起爆炸危险。⑤三酸(硫酸、

硝酸、盐酸)不能用强大水流扑救，必要时，可用喷雾水流扑救。⑥高压

电气装置火灾，在没有良好接地设备或没有切断电流的情况下，一般不

能用水扑救。 

27. 用二氧化碳扑救室内火灾后，应先打开门窗通风，然后人再进入，这是

为了以防窒息。 

28. 遇火灾不可乘坐电梯，要向安全出口方向逃生。 

29. 穿过浓烟逃生时，要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30. 当衣物着火时最好脱下或就地卧倒，用手覆盖住脸部并翻滚压熄火焰，

或跳入就近的水池，将火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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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灾情报告、报警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规定：“任何人发现火灾时，都应当立即报

警。发生火灾的单位必须立即组织力量扑救火灾。邻近单位应当给于支援。” 

发生的火灾较小且可以控制时，现场人员必须通过电话向实验室的直接

负责人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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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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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公安消防部门和学校保卫处报警时，要迅速准确地说明起火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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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应急疏散程序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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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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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通道：  

 

 

 

 

2~3 层疏散示意图 

 

中央大道 

 

 

 

 

 

 

 

1 层疏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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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到通知不得返回火灾现场。 



1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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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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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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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火情不能有效控制时，应通过电话向公安消防部门和学校保卫部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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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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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烧伤急救处理 

1) 采取各种有效方法迅速灭火，使伤员不再受伤。脱去或剪去已着火

的衣服，特别注意着火的棉衣、毛衣，有时明火虽熄，暗火仍燃。 

2) 查看人员是否受伤，有时候诸如内脏损伤、一氧化碳中毒等很容易

被忽略。 

3) 防休克、防窒息。病人燥渴要喝水，不可饮水过多，以免发生胃扩

张或脑水肿；有呼吸道烧伤者，应注意口、鼻的卫生，及时清理呼吸道分泌

物，保持呼吸道畅通。 

4) 用干净的衣物将烧伤处包裹起来，防止再受感染。在现场，对创面

不能处理的，尽量不弄破水泡，保护表皮。烧毁的衣服去除后，立即用清洁

的衣服或被单等覆盖包裹创面。 

5)烧伤经过初步处理后，要及时将伤员就近送往有条件的医院进一步治

疗，搬运动作要轻柔，行进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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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与应急救援 

1、危险化学品的种类 

危险化学品是指指属于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

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放射性物品、有

毒品和腐蚀品的化学品。本院可能涉及的化学危险品有主要：各种压缩气体

（H2、CH4、O2、CO2、SF6 等）、易燃物体（酒精、油等）、各种酸碱化学

试剂（盐酸、硫酸、硝酸、高氯酸、氢氟酸等）以及配制的各种化学腐蚀试

剂（如王水等）。 

2、灾情报告、报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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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立即报告本单位安全事故应急小组组

长、成员及指导教师，判断事故等级和趋势后采取相应的内部外部联络。 

3、实验室化学品安全使用及应急处理程序 

1）化学品使用者必须认真学习分析规程和有关安全技术规程,要充分了

解所使用物质的性状，特别是着火、爆炸及中毒的危险性及可能发生事故的

原因,掌握预防和处理事故的方法。 

2）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危险化学品的贮存和搬运。危险化学品必须分类

分项存放，专人管理，并采取必要的保卫措施，防止被盗、丢失或误用。危

险化学品在搬运时要轻拿轻放，防止震动、撞击、重压、倾倒或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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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剧毒化学品应严格遵守双人保管、双人收发、双人使用、双人运

输、双锁的制度。 

4）打开浓硫酸、浓硝酸、浓氨水等试剂瓶塞时应带防护用具，在通风

柜中进行。配置药品或实验室中能放出有毒和腐蚀性气体时，应在通风柜中

进行。 

5）配制的每瓶试剂必须贴有明显的与内容物相符的标签，严禁将用完

的原装试剂空瓶不更新标签而装入别种试剂。 

6）实验时根据试验的情况和性质进行必要的防护。根据试验可能发生

的危险事故佩戴必要的防护工具，例如穿好试验服，戴橡胶手套，防护面具，

防毒面具等。实验前，要注意清理试验场周围的安全隐患。检查试验装置、

药品和相关物品是否有不符合要求的情况等。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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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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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化学废液及废旧试剂：指导教师师应严格控制化学试剂签发数量，

督促实验人员进行试剂回收利用。确实无法回收利用的，收集于专用容器中。

废液及废旧试剂由学校责任部门定期统一处置。当化学废液及废旧试剂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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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知情者应立即通知本实验室安全工作直接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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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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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本单位所有师生要有高度的节能环保意识，实验过程中要充分体现

绿色化学理念，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己任。 

4、实验室化学品火灾处置程序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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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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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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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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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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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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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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实验室化学品爆炸处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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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员紧急疏散、撤离 

按“火灾控制与人员疏散”中的疏散、撤离程序执行。 

7、受伤人员现场救护、医院救治 

在事故现场，化学品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为：中毒、窒息、化学

灼伤、烧伤、冻伤等。必须对受伤员人进行紧急救护，减少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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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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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眼睛污染时，立即提起眼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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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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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氟酸灼伤相当严重，要迅速用大量清水反复冲洗，然后用 5%

碳酸钠浸湿的药纱布包好，送往医院诊治。 

8）经现场处理后，迅速就近护送至校医院或花溪区人民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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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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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用电及应急救援 

1．安全用电 

1)不用潮湿的手接触电器。  

2)电源裸露部分应有绝缘装置(例如电线接头处应裹上绝缘胶布)。  

3)所有电器的金属外壳都应保护接地。  

4)修理或安装电器时，应先切断电源。  

5)不能用试电笔去试高压电。使用高压电源应有专门的防护措施。  

6)如有人触电，应迅速切断电源，然后进行抢救。  

7)测量绝缘电阻可用兆欧表。 

8)在需要带电操作的低电压电路实验时用单手比双手操作安全。 

9)电动工具上标有“回”表示双重绝缘。 

10)在潮湿或高温或有导电灰尘的场所，应该用超低电压供电。在工作

地点相对湿度大于 75%时，属于危险、易触电环境。 

11)含有高压变压器或电容器的电子仪器答案：对于使用者来说打开仪

器盖是危险的。   

12)影响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主要因素有:电流的大小；电流经人体的

途径；电流的频率、人体电阻。漏电保护器既可用来保护人身安全，还可用

来对低压系统或设备的对地绝缘状况起到监督作用。 

13)低压电笔一般适用于多少 500V 以下的交流电压，安全电压是指保证

不会对人体产生致命危险的电压值，工业中使用的安全电压是 36V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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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验前先检查用电设备，再接通电源；实验结束后，先关仪器设备，

再关闭电源;工作人员离开实验室或遇突然断电，应关闭电源，尤其要关闭加

热电器的电源开关;不得将供电线任意放在通道上，以免因绝缘破损造成短

路。 

15)室内若有氢气、煤气等易燃易爆气体，应避免产生电火花。继电器

工作和开关电闸时，易产生电火花，要特别小心。电器接触点(如电插头)接

触不良时，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16)如遇电线起火，立即切断电源，用沙或二氧化碳、四氯化碳灭火器

灭火，禁止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等导电液体灭火。  

17)动力配电线五线制 U、V、W、零线、地线的色标分别为:黄、绿、

红、蓝、双色线。 

18)单相三芯线电缆中的红线代表火线。  

19)线路中各接点应牢固，电路元件两端接头不要互相结触，以防短路。

电线、电器不要被水淋湿或浸在导电液体中，例如实验室加热用的灯泡接口

不要浸在水中。 

20)实验时，电源变压器付边输出被短路，会出现电源变压器有异味；

电源变压器冒烟；电源变压器发热现象，直至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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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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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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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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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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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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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突发停电、停水事件应急处理 

应急措施要点 

维护秩序，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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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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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创伤的处理 
1．在实验室受到尖锐物体创伤时，伤处不能用手抚摸，也不可用水洗

涤，轻伤可涂以紫药水（碘酒），贴上创可贴，必要时用绷带包扎。若是玻

璃创伤，应把碎玻璃从伤处挑出。 

2. 造成创伤的物体有锈蚀等情况时，在简单处理伤口后，还应及时到

医院视情况根据需要注射破伤风疫苗。 

3. 创伤严重者应立即联系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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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烫伤的处理 

1．受到烫伤时，不要用冷水洗涤伤处。伤处皮肤未破时，可涂擦饱和

碳酸氢钠溶液或用碳酸氢钠粉调成糊状敷于伤处，也可抹獾油、烫伤膏或牙

膏，以减轻灼痛。待缓解后，擦干，涂抗菌消炎药物；如果伤处皮肤已破，

可涂些紫药水或 1%高锰酸钾溶液。 

2. 受金属熔液烫伤时，应立即采取措施使伤者脱离致伤源，保持呼吸

道通畅，保护创伤面，并立即联系医院救治，同时报告学院安全领导小组成

员。 

3. 被液氮冻伤后，不要揉搓冻伤处，应立即脱下溅上液氮的衣物，及

时送往最近的医院进行救助。 
 
 
 
 

附：常用电话 
火警：119  急救：120  报警：110   九龙湖校区总值班室：52090050 
九龙湖校区保卫处： 52090110,   
九龙湖校区医护室：52090120（日）、52090389（晚） 
张亚梅：52090642      梅建平：13951690088    庞超明:13815885884 
张旭海：13951805371   王  芳：1360514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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