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特点

突发性 渐进性 潜在性

化学实验室中潜在的危害！

化学药品的特殊性；

部分操作存在危险。。。。。。

据统计：实验室发生事故的频率比工业实验室高10
到50倍！！！



实验室安全的重要性

事故发生会造成实验室人员的伤亡、设备损

坏，使家庭、社会及国家蒙受重大损失。进行实

验室安全教育，在于防止实验室事故的发生。



主要内容

 危险化学品分类

 化学实验室安全

 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第一部分：危险化学品分类

第一类：爆炸品，爆炸品指在外界作用下（如受热、摩擦、撞击等）能

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瞬间产生大量的气体和热量，使周围的压力急剧

上升，发生爆炸，对周围环境、设备、人员造成破坏和伤害的物品。爆

炸品在国家标准中分5项，其中有3项包含危险化学品，另外2项专指弹

药等。

第1项：具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如高氯酸。

第3项：具有燃烧危险和较小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如二亚硝基苯。

第4项：无重大危险的爆炸物质和物品，如四唑并-1-乙酸。



第二类：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指压缩的、液化的或加压溶解的

气体。这类物品当受热、撞击或强烈震动时，容器内压力急剧增

大，致使容器破裂，物质泄漏、爆炸等。它分3项。

第1项：易燃气体，如氨气、一氧化碳、甲烷等。

第2项：不燃气体（包括助燃气体），如氮气、氧气等。

第3项：有毒气体，如氯（液化的）、氨（液化的）等

第一部分：危险化学品分类



保证化学实验室用气安全

压缩气体钢瓶有：

易燃性气体钢瓶（如氢气、乙炔、甲烷、液化石油气等）；

助燃性气体钢瓶（如氧气、压缩空气等）；

毒害性气体钢瓶（如氰化氢、二氧化硫、氯气等）；

窒息性气体钢瓶（如二氧化碳、氮气等）。

气体钢瓶的识别（颜色相同的要看气体名称）

氧气瓶⇒天蓝色； 氢气瓶⇒深绿色；

氮气瓶⇒黑色； 纯氩气瓶⇒灰色；

氦气瓶⇒棕色； 压缩空气⇒黑色；

氨气瓶⇒黄色； 二氧化碳气瓶⇒黑色。



搬运：搬运或转动钢瓶时，不得用手执着开关阀移动。
使用：按气瓶的类别选用减压器，安装时螺扣应拧紧，并检漏。

 开启钢瓶：逆时针方向为开；先开总阀，后开减压阀。
 关闭钢瓶：顺时针方向为关；先关总阀，后关减压阀。
 气嘴保护：用死扳手夹紧气嘴后再开总阀。

安全：气瓶内的气体不可用尽
 惰性气体：应剩余0.05MPa以上压力的气体。
 可燃气体：应剩余0.2Mpa以上压力的气体。
 氢 气：应剩余2.0MPa以上压力的气体

存放：分类分处保管
直立放置时要稳妥；气瓶要远离热源；避免曝晒和强烈振动；一般
实验室内存放气瓶量不得超过两瓶。
氢气瓶和氧气瓶不能同存一处。

高压气瓶安全



第三类：易燃液体，本类物质在常温下易挥发，其蒸气与空气混合能

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它分3项。

第1项：低闪点液体，即闪点低于-18℃的液体，如乙醚、乙醛、丙酮、

二硫化碳、汽油等。

第2项：中闪点液体，即闪点在-18℃—23℃的液体，如苯、甲醇、无

水乙醚、乙酸乙酯、工业酒精等。

第3项，高闪点液体，即闪点在23℃以上的液体，如环辛烷、氯苯、

苯甲醚等。

第一部分：危险化学品分类



常见有机液体的易燃性

着火是化学实验室，特别是有机实验室里做容易发生的事故。
多数是由于加热或处理低沸点有机溶剂时操作不当引起的。

二氧化碳、乙醚、石油醚、苯和丙酮等的闪点都比较低，即使存放在
普通电冰箱内（冰室最低温-18°C，无电火花消除器），也能形成可以着火
的气氛，故这类液体不得贮于普通冰箱内。另外，低闪点液体只需接触红
热物体的表面便会着火。其中，二硫化碳尤其危险，即使与暖气散热器或
灯泡接触，其蒸气也会着火，应该特别小心。



第四类：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这类物品易于引起火灾，按

它的燃烧特性分为3项。

第1项：易燃固体，指燃点低，对热、撞击、摩擦敏感，易被外部火源点燃，

迅速燃烧，能散发有毒烟雾或有毒气体的固体。如红磷、硫磺等。

第2项：自燃物品，指自燃点低，在空气中易于发生氧化反应放出热量，而

自行燃烧的物品。如黄磷、三氯化钛等。

第3项：遇湿易燃物品，指遇水或受潮时，发生剧烈反应，放出大量易燃气

体和热量的物品，有的不需明火，就能燃烧或爆炸。如金属钠、钾、碳化钙

等。

第一部分：危险化学品分类



第五类：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这类物品具有强氧化性，易引起

燃烧、爆炸，按其组成分为2项。

第1项：氧化剂，指具有强氧化性，易分解放出氧和热量的物质，

对热、震动和摩擦比较敏感。如过氧化钠、氯酸钾、硝酸铵、硝酸

银、氯酸铵、重铬酸钾、高锰酸钾等。

第2项：有机过氧化物，指分子结构中含有过氧键的有机物，其本

身是易燃易爆、极易分解，对热、震动和摩擦极为敏感。如过氧化

苯甲酰、过氧化甲乙酮等。

第一部分：危险化学品分类



第六类：毒害品，指进入人（动物）肌体后，累积达到一定的

量能与体液和组织发生生物化学作用或生物物理作用，扰乱或

破坏肌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或持久性的病理改变，甚

至危及生命的物品。如各种氰化物、砷化物、氯化钡、氢氧化

钡、三氯甲烷、乙酸铅等等。

第一部分：危险化学品分类



第七类：放射性物品，它属于危险化学品，但不属于《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管理范围，国家还另外有专门的

“条例”来管理。

第一部分：危险化学品分类



第八类：腐蚀品，指能灼伤人体组织并对金属等物品造成损

伤的固体或液体。这类物质按化学性质分3项。

第1项：酸性腐蚀品，如硫酸、硝酸、盐酸、冰乙酸、甲酸、

过氧化氢等

第2项：碱性腐蚀品，如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氢氧化钙、氨

水等。

第3项：其它腐蚀品，如苯酚、汞、甲醛等。

第一部分：危险化学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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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基本原则

预测可能的危险

耐心地学习怎么使用安全设备

safety education

知道这些危险出现时该怎么做

第二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

防毒、防火、防爆、防腐



 熟悉实验室的布局：水电气闸门，消防器材的位置及使

用常识并定期检查其工作与否。

每天进入与离开实验室时应检查水电、仪器、通风橱等

离开时及时锁好门窗。

不要在实验室内喧哗、吃食品、抽烟、穿拖鞋等。

实验室安全基本原则



小心对待化学药品

1. 有毒有害化学品不得敞放，取用称量应在通风橱内进行；

2. 保持良好的通风，尽量将玻璃挡板拉下；

3. 按照正规指南，安全处理危险物品；

4. 注意防火，实验室不能见明火（酒精灯，打火机，火柴）；

5. 谨慎对待没有做过的反应和没有用过的化学品！



保证实验室用火安全

1.严禁在开口容器或密闭体系中用明火加热有机溶剂，当用
明火加热易燃有机溶剂时，必须要有蒸气冷凝装置或合适的
为其排放装置。

2.金属钠严禁与水接触，废钠用乙醇销毁。

3.操作大量可燃性气体时，应防止气体逸出，保持室内通风
良好，严禁使用明火。

4. 不得在烘箱内存放、干燥、烘焙有机物。

5. 使用氧气钢瓶时，不得让氧气大量溢入室内。在含氧量约
25%的大气中，物质燃烧所需要的温度比在空气中低的多，且
剧烈燃烧，不易扑灭。



发生烫伤时

在烫伤处抹上烫伤软膏或黄色的苦味酸，

严重者应立即送校医务室治疗。



-以大量清水冲洗眼睛。
之后去医务室清医生帮忙清洁，处理。

化学药品溅进眼睛内:



立刻以大量清水冲洗患处最少五分钟，
去医务室让医生帮忙处理。

在倾倒酸时意外地接触到酸:



发生火灾怎么办？



火灾发生初期，火势比较小，如能正确使用好灭火器材，就能将火灾
消灭在初期阶段，不至于使小火酿成大灾，从而避免重大损失。

手提式泡沫灭火器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手提式“1211”灭火器

小型家用灭火器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C类火灾：指可燃气体火灾。如煤气、天然气、甲烷、乙烷、丙烷、氢
气等火灾。这类火灾可选用干粉灭火器、卤代烷1211灭火器、1301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不能使用水型灭火器和泡沫灭火器。

D类火灾：指金属火灾。如钾、钠、镁、铝镁合金等火灾。目前这一类
火灾还没有有效灭火器。（沙土）

E类火灾：指带电物体燃烧的火灾。可选用卤代烷1211灭火器、1301灭
火器和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

A类火灾：指固定物质火灾，这种物质往往具有有机物性质，一般在
燃烧时能产生灼热的余烬。如木材、棉毛、麻、纸张火灾等。这类火灾
可选用清水灭火器、酸碱灭火器、化学泡沫灭火器、磷盐干粉灭火器、
卤代烷1211灭火器、1301灭火器。不能使用钠盐干粉灭火器和二氧化碳
灭火器。

B类火灾：指液体火灾和可融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汽油、煤油、柴
油、原油、甲醇、乙醇、沥青、石蜡等火灾。这类火灾可选用干粉灭火器、
卤代烷1211灭火器、1301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泡沫灭火器只适用于
油类火灾，而不适用于极性溶剂火灾。

火灾的五种类型



第三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案例一：

2019年4月24日大约10点半，我校
大分子实验楼8楼发生一起钠丝着
火事故。

因为扑灭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燃烧形成的黑烟引发了烟雾
报警系统，天花板上的消防水通
道开启。

不能用泡沫灭火器、干粉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三者都是CO2
灭火原理，可反应生成氧气，而
氧气助燃，促进金属钠的燃烧。

2 Na2O2 + 2 CO2 = 2 Na2CO3 + O2

不能用水，因为钠与水反应生成
氢气，氢气是能燃烧的气体。

最简单的方法：覆盖沙子隔绝空
气扑灭。



第三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案例二：

2013年5月中旬某一天大约晚上9
点半，化学楼三层中教法实验室
发生酒精灯爆炸事故。

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力使得悬挂于
天花板上的灯管碎裂，酒精灯及
灯管炸裂后的玻璃扎进学生的面
部、胳膊等裸露部位。

酒精灯使用三不准：

不准向燃着的酒精灯里添加酒精；

不准用燃着等酒精灯点燃另一个
酒精灯。

酒精灯灭火不准用嘴吹。

万一洒出的酒精燃烧，立即用湿
抹布或者沙土扑灭。



第三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案例三：

2018年12月26日，北京交
通大学环境工程实验室内
进行垃圾渗滤液污水处理
科研试验时发生爆炸引发
火灾。上午10:20，火情
得到控制，3名参与实验
的学生在事故中不幸遇难。

原因：实验室里堆放了共计30
桶镁粉，40袋水泥，28袋磷酸
钠，8桶催化剂以及6桶磷酸钠。



第三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案例四：2019年2月27日凌晨1点20
分，南京工业大学教学楼里突然传
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学校第
一时间报警，约有10辆消防车赶到
现场扑救，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第三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案例五：
2018年12月11日凌晨1点20分，南京
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一实验室在实
验过程中发生爆燃，强烈的冲击波
将实验室大门炸飞，玻璃渣更是到
处都是，而当时身处实验室内的多
名师生受伤。



第三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案例六：

2015年4月5日，位于徐州市的中
国矿业大学发生一起实验室瓦斯
爆炸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1
人受伤（右小腿截肢），3人耳膜
穿孔。据目击者介绍，爆炸的声
响惊动了全校师生，窗框被冲击
波推出30米开外。

中国矿业大学爆炸给人警醒，我
们应当如何应对瓦斯爆炸呢? 瓦
斯爆炸的条件有三个：
一是瓦斯浓度在爆炸界限内，一
般为5%-16%;二是混合气体中氧
的浓度不底于12%;
三是足够能量的火源。
在日程生活中我们只要注意好第
三点，不产生足够的火源，就能
避免爆炸。



南开大学化学实验室爆炸一女生受伤。

2011年12月7日上午11点左右，南开大学无机化学专业一名博士生在
做高压化学实验时发生了意外，手部严重受伤。

案例七：

第三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案例八：

2010年6月3日下午，兰州一家私人化学
实验室突然传来一声猛烈的爆炸声，随后浓
烟滚滚，火苗随即从烟雾中冒出。随后火势
迅速蔓延，并引燃了与其相邻的仓库。爆炸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原因：在实验过程中，一名实验员
将装有石油醚的玻璃瓶打翻，石油醚自燃，
引发周围起火，最终酿成惨剧。

第三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案例九：

2008年11月16晚，中国农业大学(东
区)食品学院大楼楼顶一临时实验室因
酒精遗洒突然起火，过火面积150平方
米左右，未造成人员伤亡。

第三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2001年5月26日，清华大学某
研究生将置于手套箱中很久的
金属锂（约5克） 放在水池
中冲洗，造成燃烧、引起爆炸，
水池子炸成碎片，家具 损坏，
门窗玻璃震碎。

操作的学生发现险情，转身向
门外冲，脸上造成轻伤；另一
位学 生不及逃避，桌子后蹲
下，没有受伤。

案例十：

Li + H2O



中南大学化工学院实验楼发生火灾。

2011年10月10日中午12时59分，中南大学化工学院实验楼四楼发生
火灾。

案例十一：

第三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复旦大学投毒案：2013年4月1日，复旦大学一名医科在读研究生（2010
级）黄洋出现身体不适入院，病情危重，经抢救无效于4月16日下午3点
23分在上海中山医院不治身亡。

同寝室的林森浩下毒。

N,N-二甲基亚硝胺

案例十二：

第三部分：化学实验室安全警示录

上：黄洋
右：林森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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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的

技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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