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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地方高校环境实验室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马 姝

（湖北工业大学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近年来，高校实验室内危险化学品的不当使用和保管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造成了不必要的悲剧，给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环境实验室内由于教学需要，会涉及一些危险化学品，这些危险化学

品在相关物质测定的国标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需要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进

行重点管理。本文从某地方高校环境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出发，从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采取的主要举措两方

面进行探讨，以期能为相关管理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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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8年 12月，北京交通大学发生实验室爆炸，造

成三人死亡；2021年 3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发

生实验室安全事故，造成一人死亡；2021年 10月，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粉末冶金实验室

发生爆燃，造成两人死亡，安全事故频发 [1]，暴露出实

验室安全管理中存在疏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高校

实验室是学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实践基地
[2]，涉及实验项目繁杂，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危险化学

品（以下简称“危化品”）的使用，危化品在购买、领

用、使用和后续处理等多方面都存在安全隐患，教育

部在 2020年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现场检

查工作中发现化学问题共 116处 [3]，其中实验室化学试

剂存放、实验气体管理和化学废弃物处置管理这三方

面发现的问题数最多，分别为 27处、39处和 17处，

占比分别为 23.3%、33.6%和 14.7%[4]。因此可见，实

验室危化品管理在各阶段都需要严格的把握和管控，

从而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悲剧。本文针对某地方高校环

境实验室危化品安全管理现状，分析其在安全管理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确保教学

科研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2 危险化学品分类和特点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5号）

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识别》（GB18218-2018）

中均对危险化学品进行了定义：具有毒害、腐蚀、爆

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

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5-6]。《危险化学品名录》

（2018版）共计危险化学品 2828种，其中剧毒化学品

共计 148种 [7]，是指具有剧烈急性毒性危害的化学品，

包括人工合成的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和天然色素，还包

括具有急性毒性易造成公共安全危害的化学品，如氰

化钾、氯化汞、叠氮化钠、硫酸铊等；《易制毒化学

品名录》（2021版）中共计 38种，是指国家规定管制

的可用于制造毒品的前体、原料和化学助剂等物质，

如 1-苯基 -2-丙酮、高锰酸钾、硫酸、盐酸等 [8]；《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版）中共计 91种，是指

化学品可以作为原料或辅料而制成爆炸品的性质，通

常包括强氧化剂、可 /易燃物、强还原剂和部分有机物，

如硝酸钾、硝酸、重铬酸钾、镁粉、铝粉等。

危化品的品种依据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国家标准，

主要从物理危害、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三大危害类别

进行确定，具体如表 1所示 [9]。

3 环境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存在的主

要问题

3.1 无统一的安全管理体系

环境实验室由于本科教学的需要，涉及到一些危

化品的使用，这些危化品种类繁多，但数量相对较少，

其中主要以易制毒和易制爆为主，如测定 COD所需的

重铬酸钾、浓硫酸，测定总氮所需的硝酸钾，测定土

壤中重金属镉，消解所需的高氯酸、硝酸、盐酸等，

而剧毒化学品则未涉及。相较于化学、生物实验室，

以往学校并未将环境实验室列入重点监管对象，未建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1期 (中 )总第 483期科教文化

110

立统一的安全管理体系，而是由学院根据自身经验和环

境实验室的相关要求制定五花八门的 “土办法”和“土

制度”，且执行起来并不十分严格。另外，在高校环境

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中，制度常流于形式，其内容也仅限

于针对实验室安全的常规性管理条例和相关提醒 [10]，没

有针对危化品的具体领用规范，导致没有统一的安全

管理体系，师生难以用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造成管

理混乱，使用行为不恰当。

3.2 安全意识淡薄

在危化品的购买、领用、使用和后续处理的过程

中：一方面，实验人员和学生大多存在安全意识淡薄

的问题，不以为意，重成果而轻安全，在实验过程中，       

存在侥幸心理，无知无畏，认为不会发生安全事故，

图一时方便，操作不规范，如在接触危化品时，未采取

佩戴口罩、手套、护目镜、实验服等保护性措施，涉及

使用产生有刺激性气味的试剂时未在通风橱中操作等。

且实验人员和学生大多未接受较为系统的安全培训，对

于危化品的相关性质和危化品泄露后的安全事故应急处

理并不十分了解；另一方面，高校对危化品的安全管理

并不十分重视，岗位设置不合理，并没有配备专职的技

术人员进行专门管理，而是由教师或科研人员兼任，大

量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使教师或科研人员对危化品的安全

管理缺乏重视，甚至出现无暇顾及的情况。

3.3 存储条件不达标

随着高校环境工程专业的迅猛发展，教学活动大

幅度增加，开设了各种各样种类繁多的实验课程，涉

及水、气、固等多方面，极大锻炼和提升了学生的实

践能力，也对危化品的使用和存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实验室建设却未跟上专业的发展，未配备专门的危

化品仓库，往往只是利用实验室普通的化学试剂柜进

行存放，导致危化品与普通化学试剂混放，或者即使

有仓库，但由于仓库老旧，线路老化，建造不合理，

导致存储条件不达标，如未设置通风设施、红外报警

系统、监控系统等，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1]。

3.4 后续处理不重视

一直以来，危化品在使用完后的后处理阶段未得到

应有的重视，不少老师和学生没有相关的安全意识，将

使用完的空瓶或者碎瓶直接扔在垃圾桶或者将危化品在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液直接排入下水道，如 COD测定

中产生的含铬废液，土壤中重金属镉的测定中消解产生

的含镉废液等，这些未经处理的危废直接进入生态环境，

给人类的生活环境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12]。目前，

在高校环境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后处理阶段上存在以

下两个问题：一方面，不同于企业集中产生的大量危

废，环境实验室实验项目繁杂，危废种类多，数量少，

无法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统一处理 [13]；另一方面，具备

相关危废回收资质的企业相对较少，给高校在危化品

的后处理阶段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4 环境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主要举措

4.1 建立统一的安全管理体系

为确保教学科研活动的有序开展，学校建立了统

一的危化品安全管理体系，涵盖购买、领用、使用、归还、

后续处理等各个阶段，实现了学校 -学院 -仓库管理

员的三级联动模式，保障危化品的全生命周期的痕迹

管理和安全使用。学校在平台上授予具备危化品购买

资质的单位为统一供货商，由各学院提出采购申请，

公安局获批后开具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购买备案证

明，交给供货商进行统一购买，到货后立即联系仓库

管理员进行入库，称重并打印二维码贴于每瓶危化品

上，以便后续进行出入库的痕迹管理，建立危化品出

入库台账，并对 7天内未归还的危化品进行超期预警，

且后续使用完毕的空瓶或者碎瓶统一在系统上备案登

记，建立危化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提高

危化品安全管理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14]。

表 1 危化品特性分类

危险和危害特性分类 类别

物理危害
爆炸物、易燃气体、气溶胶、氧化性气体、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有机过氧化物、自燃固体、自燃液体、加压气体、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等

健康危害
急性毒性、皮肤腐蚀 /刺激、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呼吸道或皮肤致敏、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致癌性、生殖毒性、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特异性靶器官 -反复接触、吸入危
害

环境危害 危害水生环境 -急性危害；危害水生环境 -长期危害、危害臭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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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安全教育

为强化师生的安全意识，学校建立了实验室安全

知识考试系统，涵盖环境、化学、生物等多领域的实

验室安全常识，由各学院管理员根据学院专业特点组

合试卷，全院本科生和研究生须在规定日期内进入系

统参加考试，取得合格证书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否则

不允许进入实验室开展教学或科研活动。此外，学校

还出台了《湖北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教育手册》，通

过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实验室消防、水电、设备操

作等方面的安全知识，并介绍了常见事故的应急处理

办法，且在手册最后附有《实验室安全承诺书》，学

生以手册作为重要载体，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做到应

签尽签，并将《实验室安全承诺书》作为重要安全管

理资料收集、存档，进一步强化师生实验室安全意识。

在涉及危化品的实验项目中，规范危化品的领取和使

用，普及危化品安全管理理念，强调危化品使用安全，

在完全了解其性质和危害后方可进行实验操作，且操

作过程必须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不可盲目操作。

4.3 规范存储条件，加强防护措施

学校为加强对危化品库的重视和管理，根据实验

室安全建设的需要，责令各学院建立自己的危化品库，

规范危化品试剂的存储。危化品库的建设完全按照相

关要求，配备了 24小时监控系统，红外报警系统，通

风系统，消防系统和专业的危化品存放柜，保证氧化

剂还原剂分类存放，不交叉混放，现已通过所在片区

公安局的检查并投入使用。危化品库在管理过程中，

配备专门的危化品库台账，分为易制毒台账和易制爆

台账，并配有实验室安全检查日志和危化品库人员出

入登记本，严格实行五双原则，即双人双锁、双人记账、

双人收发、双人运输、双人使用 [15]。

4.4 重视后续处理

为了保证危化品后续处理的安全性，学校建立了

危险废弃物的暂存柜，每年分两次进行集中收集，做

好记录，分类存放，并制定了《湖北工业大学实验室

危险废弃物打包要求》，如废液须装入统一规格的聚

四氟乙烯方桶，废液不超过容积的 80%，空瓶或碎瓶

须整齐放置在纸箱中，保证瓶内无液体和其它物品、

保证无异响等，并统一在废液桶或纸箱外部粘贴转运

信息单，应准确标注品名、特性、主要成分、提交人

及联系电话、日期等相关信息。待收集到一定数量后，

学校统一通知具备危险废弃物回收资质的企业进行统一

运输及后续处理，不得私自排放废液或随意丢弃空瓶。

5 结语

高校环境实验室危化品的安全管理对师生的身心

健康和校园的美好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从

危化品的采购、领用、使用、后续处理等各阶段进行

严格把控，从源头上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完善危化

品管理机制和体系，建立危化品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化

管理平台，实现痕迹管理和信息追踪，保障实验室教

学和科研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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