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N 1006 － 7167
CN 31 － 1707 /T ＲESEAＲCH AND EXPLOＲATION IN LABOＲATOＲY

第 36 卷 第 5 期
Vol． 36 No． 5

2017 年 5 月
May 2017

新的安全形势下“五位一体”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

杜 骁， 张青青
( 上海交通大学 资产管理与实验室处，上海 200240)

摘 要: 高校实验室是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随着国家对安全管理工

作的标准和要求越来越高，如何适应国家新的安全形势，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

是高校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安全责任及制度建设、安全

检查、安全教育、应急预案及演练五个方面，对上海交通大学实验室的安全管理现

状进行了调查。通过分析研究，提出了“五位一体”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可为其他

高校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校; 实验室安全; 管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X 9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7167( 2017) 05 － 0290 － 05

Construction of " Five-in-One" System for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in the New Security Ｒequirement

DU Xiao， ZHANG Qingqing
( Office of Assets Management and Laboratory，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Laboratories are important base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alent training．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and
requirement for safety management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how to adapt to the new state security situation and
improve the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level is an urgent mission for universities． We conducted a surve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in our school from five aspects: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safety
responsibility and system construction，project meetings and safety inspection，safety education，emergency plans and
exercises． By analysis of the survey，we put forward a " Five-in-On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that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ow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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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高校实验

室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日益频繁。随着实验室规模的不

断扩大和功能的不断增强，实验活动涉及到的学科越

来越广，使用的危险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从事实验室相

关工作的人员数量逐渐增加，人员结构趋于复杂。与

此同时，实验室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安全事故时有

发生［1-5］。在国家新的安全形势下，安全管理的要求也

会越来越高。如何加强管理，更为系统地构建实验室

安全管理体系，最大限度保障师生人身及财产安全，将

是今后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 新的安全形势下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现状

实验室是高校进行科学研究、培养创新性人才和

服务社会大众的重要场所，是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前沿阵地，是提高学生科学研究

素养和综合素质的重要基地［6］。相较于生产企业，高

校实验室的危险品虽然数量少，但是种类繁多、储存及

使用十分分散，难以形成集中有效管理，存在较大的安

全隐患。实验室安全是保障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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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条件之一，关系到师生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3］。目前高校的实验室

安全管理仍不同程度上存在以下问题。
( 1) 安全管理重视程度不高。教学科研作为评价

高校地位的标准之一，得到越来越多重视。高校往往

关注老师带多少学生、做多少项目、发多少论文，却忽

略了没有直接“效益”的安全管理工作对教学科研的

重要性，具体体现在安全意识薄弱、安全投入不足、设
施陈旧落后以及安全管理专职队伍发展缓慢等［7］。

( 2) 安全管理体制不健全。随着高校实验室的不

断发展，安全管理制度建设跟不上实验室发展现象越

来越明显。由于已有制度无法满足实验室安全管理的

需要，高校出现了责任传导机制不明确、管理责任落实

不到位; 检查力度不够、整改流于形式等实验室安全管

理问题［8］。只有不断完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制，做到

有议、有决、有行、有果，才能真正降低实验室危险程

度，实现实验室的安全管理［9］。
( 3) 安全教育及培训欠缺。安全教育及培训是从

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的有效手段，但这是一个长期和

不断强化的过程。目前高校安全教育及培训普遍存在

组织次数较少、内容不专业、方式单一、实践经验欠缺

等问题［3］。师生员工的安全知识不足，事故应急能力

差，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2 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实践与探索

本文从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安全责任及制度建

设、安全检查、安全教育、应急预案及演练 5 个方面，对

我校的实验室安全管理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
2． 1 调查结果及数据分析

2． 1． 1 加强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

对我校各学院负责实验室安全管理的专职机构和

人员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我校有 6% 的学院设

立了专职实验室安全管理机构，而 94% 的绝大多数学

院由学院办公室、实验中心或测试平台代为实现安全

管理职能。相较与专职机构的设立，78% 的学院配备

了 1 ～ 2 名专职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但仍有 17% 的

学院由负责其他工作的人员兼职管理。
由此可见，虽然大多数学院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

了实验室安全管理的重要性，但仍有部分学院存在重

视程度不够的问题。安全管理本身属于不易出“成

果”的工作，并不能简单的以“不出事”作为工作是否

到位的评价标准。即使安全管理人员具有非常强的专

业性，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去了解、排查实际的管理现

状，而非“挤时间”可以做好。作为实验室安全管理的

实施基础和直接执行者，专职机构和专职人员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只有首先做到“有人管、有时间管”，才有

可能做好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

2． 1． 2 完善安全责任及制度建设

从我校各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及制度建设情

况看出，各实验室均已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的学院比

例达到 89%，各级安全员均有明确岗位职责的学院比

例也达到了 83%，而有安全管理制度的学院比例却下

降到了 78%，管理更加精细化有专项安全管理细则的

学院比例更是降至了 72%。由此可见，各学院越来越

重视安全管理工作，安全管理责任传导机制实施的比

例较高。但是，学院自身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建设，

尤其是更加细化的专项安全管理细则方面仍有待完

善。此外，94%的学院各实验室已制定详细的实验流

程或设备操作规程，但相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已上

墙的学院比例下降至 83%，一定程度上说明制度宣传

的力度还不够，没有做到“所见即所有”。
2． 1． 3 重视安全检查

从学院各级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的频率统

计可以看出，除 11%的个别学院院长或党委书记没有

带队进行过安全检查外，学院的各级安全管理人员无

论专职或兼职，均有参与到安全检查中，仅检查的频率

有所差别。这也反映出了学院对于安全检查的重视在

管理层级方面是全方位立体化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

某一层面。但就检查频率来讲，院长书记带队检查、分
管院领导带队检查、院级安全管理人员检查三类安全

检查次数达到 7 次及以上 /学期的学院占比仍然较少，

仅为 6%、6%、22%，绝大部分学院的检查频率仍停留

在 1 ～ 3 次 /学期，占学院总数的 72%、61%、39%。如

何形成常态化的检查体系仍将是今后可以努力的一个

方向。
2． 1． 4 加强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是安全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以及

安全事故应急能力的有效手段，更是从源头上降低安

全事故发生概率的根本方法。
我校开展安全教育的形式多样，具体包括安全教

育课程、安全教育讲座、安全教育活动、安全知识宣传

以及安全应急演练( 见图 1) 。安全知识宣传在安全教

育工作中的占比最大 ( 31% ) ，其次为安全教育讲座

( 21% ) 和安全应急演练( 19% ) ，安全教育活动( 15% )

图 1 开展安全教育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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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教育课程 ( 12% ) 比例最少。其中安全教育活

动和应急演练作为可以直接参与到模拟安全情景中的

方式，占比相对较少，这与组织活动或演练所耗费的人

力物力较大、组织难度较高有关。切身参与所带来的

体验是口头宣传无法替代的，加强安全教育活动和应

急演练仍是今后安全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2． 1． 5 制定应急预案及演练

经调查发现，全部实验室均已制定应急预案的学

院占到了 67%，但尚有 33%的学院未做到实验室应急

预案的“全覆盖”。另外，78% 的学院组织应急演练的

频率仅为 1 ～ 2 次 /学期，只有 5% 的学院达到了 3 ～ 4
次 /学期，完全没有组织应急演练的学院仍有 17%。
在安全管理工作中，事前预防要比事后补救所花费的

人力、财力、物力小的多，应急预案为安全管理带来的

隐性效益并不能简单地由数据体现。高校应重视应急

预案的制定，加强应急演练的组织工作，对提升师生员

工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有重要作用。
2． 2 安全管理工作小结

通过调查和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我校在实验室安

全管理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仍需持续加大推进力度。
随着我校综合改革进入“深水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工作稳步推进。如何建立相对完善的实验室安全管理

体系，在安全管理工作过程中有效发挥作用，保障我校

教学科研工作顺利进行，将会成为一项亟需落实的重

点工作。

3 构建“五位一体”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

3． 1 “五位一体”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内涵

根据“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

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

短的那块［10］。安全管理也是如此，要建立相对完善的

安全管理体系，必须“齐抓共管”，不能有明显的疏漏

和短板，否则就有可能无限放大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在新的安全形势和我校综合改革的背景下，提出

了“五位一体”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五位一体”实

验室安全管理体系是一个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的闭环体系，具体包括 5 个“安全”———安全组织架构

( safety organization )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 safety
institution) 、安全检查体系 ( safety inspection) 、安全教

育 体 系 ( safety education ) 、安 全 应 急 机 制 ( safety
precaution) ，又称为“5S”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 ( 见图

2) 。
安全管理机构是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实施基础，为

了保障实验室安全工作有效开展，安全管理机构应制

定健全的管理制度，使每项安全工作的进行都能“有

理有据”，而管理制度也会保障安全管理机构执行其

管理职能。安全检查作为安全管理的一种主要执行方

式，可以通过不断发现改进实验室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暴露出管理制度的缺失之处，进而促使制度体系更加

完善。安全检查是为了解决实际安全问题，安全教育

则是为了培养安全意识。安全教育作为安全检查工作

的延伸，从认知层面进行“检查整改”，与安全检查相

互补充，共同消除安全隐患。开展安全教育能够从根

本上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安全应急机制作为安全教

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结合，通过安全教育的

多种形式宣传、普及紧急事故处理方法，结合应急演

练，达到提高紧急事故处理能力的目的。有效应急机

制的建立，既是管理机构有效安全管理成果的体现，同

时也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管理机构，从组织架构方面

保障应急机制的落实。

图 2 “5S”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

3． 2 “五位一体”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实践

3． 2． 1 落实组织架构

构建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可分三个

层面进行规划［8，11-12］( 见图 3) :

图 3 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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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校层面。高校可以成立校级的实验室安全

保障机构，负责校内各职能部门在实验室安全管理方

面的工作协调和责任落实。在校级实验室安全保障机

构的领导下，设立校级的专职实验室安全管理机构进

行具体工作的执行。
( 2) 学院层面。学院在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

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服从学校安全管理部门

的领导，又要结合各自学科特色，建立适合本学院的安

全管理体系。学院应设立专职实验室安全管理机构负

责学院层面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实。作为直接对各实验

室进行管理的机构，其安全管理水平将影响到全校整

体的安全态势，在安全管理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

位和意义。
( 3) 实验室层面。各实验室不仅应配备安全员负

责本实验室的安全管理，还可通过学院的专职实验室

安全管理机构牵头，成立安全应急响应小组。安全应

急响应小组可以作为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组织存在，小

组的成员既可以是实验室的老师、同学，也可以是学院

的安全管理人员、物业的安全保卫人员。在没有发生

安全问题时，应急响应小组的成员各司其职。当出现

紧急安全事项时，附近有支援条件的小组成员可以进

行快速响应，协同处理安全问题。
3． 2． 2 完善制度建设

对实验室安全管理机构而言，高效的安全管理工

作应在完善的制度指导下完成。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总则应由校级专职实验室安

全管理机构制定，校级安全保障机构批准后实施，具体

包括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和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

制度，这是高校在实验室安全管理方 面 的“根 本 大

法”。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的制定应结合当前国家安

全形势与全校的实验室安全管理现状，保证该办法在

响应国家安全政策的同时具有全校普适性。安全管理

办法需包括制定办法的目的、管理机构与人员、管理职

责、对全校提出的安全管理要求以及全校实验室应急

预案等。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制度［13］的建立能够帮

助高校明确各级安全管理责任人。根据“谁主管、谁

负责”、“谁使用、谁负责”［8］的原则，将责任落实到各

级安全管理人员。学院应依据学校安全管理总则，制

定适合本学院的安全管理办法和责任制度，这些制度

承上启下，将学校和实验室通过学院联系在一起构筑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除此之外，对于专项安全工作的管理也要有相应

的细则，具体包括危化品管理、设备管理、废弃物处理、
消防安全、个人防护等。明确详细的专项实验室安全

管理细则是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是实现保护师

生员工人身财产安全这一重要目标的有利保障。学院

应专注于制定与本学院学科特色相关的管理细则，这

些管理细则应对本学院带有专业特色的安全隐患有较

强的针对性。
实验室安全管理细则至少应包括相关的实验流程

和设备操作规程，具体可根据教学或科研的需要制定。
这些实验流程和设备操作规程作为安全管理制度体系

的最末端，对实验室安全起着最直接的规范指导作用。
安全管理总则、专项管理细则和具体操作规程相

辅相成，共同组成健全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体系。
3． 2． 3 安全检查全覆盖

安全检查工作是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将安全事

故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重要手段。高校应建立多层次全

方位的实验室安全检查体系，做到“全覆盖、零容忍、
严执法、重实效”，从根本上降低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

的概率。
高校实验室的安全检查可以通过学校检查、学院

互查、学院自查、督导巡查、专家抽查等方式进行，检查

范围应包括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辐射源和用电安全

等实验室安全事故常发因素。
学校检查由校级专职实验室安全管理机构组织开

展，一般可在每学期始末各进行一次全覆盖检查，同时

对上次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回头看。特殊情况的学校

检查可根据具体工作进行安排，如配合教育部或地方

政府的安全检查等。学院互查需首先对相近专业的学

院进行分类，然后通过组合搭配进行分批互查。学院

自查应形成相对稳定的工作机制，定期自查、定期复

查。实验室是安全管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与师生的

安全紧密相关。每周各实验室进行例行检查有助于及

时发现安全隐患，掌握实验室的最新状态，维持安全稳

定的教学和科研环境。
督导巡查和专家抽查均属于借助本体系之外的专

家力量进行检查。安全督导是安全检查体系中非常重

要的“半官方”组织，既有专业的安全知识，又有一定

程度的权威性，对安全检查和整改工作有着很好的督

促作用。相较于常态化的督导巡查，专家抽查工作可

以选择在特定时期或特定时间开展，其专业性更强，但

不足之处是整改工作的落实往往需要借助学校安全管

理机构进行。
要保证安全检查行之有效，高校还应做到“检查

从严，有错必究”，严格落实检查工作。但凡发现安全

隐患，均应留有照片记录并体现在检查报告中，同时要

求实验室限期整改。安全隐患整改完毕后，应对同一

隐患位置进行拍照反馈，确保安全隐患的整改落实到

位，避免安全检查形式主义［12］。
3． 2． 4 加强安全教育

营造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氛围，将安全教育化被

动为主动是预防安全事故、保障实验室安全的重要因

素。安全教育可以帮助师生员工养成重视安全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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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促使他们从被动服从管理到主动按照安全要求去

做，进而形成良好的校园安全氛围。
学校可通过加强安全宣传，有计划地安排老师或

学生观看; 安全事故案例等素材编辑成录像、纪录片;

进行消防演习，请专业人员讲解消防知识和消防器材

的使用方法; 按照专业发放不同的安全宣传册; 开设必

修的安全教育课程; 组织新生和新的教职员工进行入

校安全培训; 进入实验室前必须通过安全知识考核; 举

办专题讲座，了解安全管理前沿知识; 组织安全知识竞

赛、征 文、辩 论 赛; 借 助 网 络 媒 体 宣 传 安 全 知 识

等［2，4，11］。
3． 2． 5 制定应急机制

实验室安全事故的最大特点是突发性和不可预测

性。事故发生时，极有可能因为无法找到直接责任部

门、反应不及时或处理方式不当等因素造成无法挽回

的后果。因此，高校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实验室安全

管理应急机制和丰富的应急预案，帮助师生员工及时

有效地控制事故的发展，减少损失。
各级实验室安全管理机构应结合实际，制定不同

层面的实验室应急制度，包括学校、实验室应急管理办

法、各学院的应急预案和各实验室的应急准则。应急

预案和应急准则中应包括非常具体的应急处理流程、
紧急联系人、上报机制以及注意事项。

同时，为了让师生员工能在事故发生时表现出更

快的反应速度和更强的处理能力，学校应定期进行应

急演练，保证熟练使用常见的基本安全防护设施，以便

及时有效地应对实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

4 结 语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是我国安全管理工作的新

标准、新要求。安全问题，必须警钟长鸣，防范于未然，

坚决杜绝重大安全事故，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安全形势的改变，实验室安全

管理应与时俱进，不断优化和探索。在新的安全形势

下，应主动适应国家对安全管理的新要求，结合我校实

际，通过建立“五位一体”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落

实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常态化、科学化的安全检查机

制，加大安全监管力度，深入排查和有效化解各类安全

风险，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安全保障水平，有效遏制重

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要多层次分类开展安全教

育培训，建立健全预警应急机制，强化安全意识，提高

对安全事故的快速应对能力，从根本上保障师生员工

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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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更好满足我国高校设备采购信息化管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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