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基础操作知识汇编 

一、玻璃仪器的基本操作 

1 认领仪器 

按照仪器单领取和认识基础化学实验中的常用仪器。 

 

 

 

 

 

 

 

 

 

 

 

 

 

 

 

 

 

 



 

 

 

 

 

 

 

 

 

 

 

 

 

 

 

 

 

 

 

 

 

 



 

 

 

 

 

 

 

2 玻璃仪器的洗涤 

（1）震荡水洗 

 

（2）内壁附有不易洗掉的物质，可用毛刷刷洗 

倒废液——注入一半水——选好毛刷，确定手拿部位刷洗——

如是反复。 

 

 

 



（3）刷洗后，再用水连续振荡数次，必要时还应用蒸馏水淋

洗三次 

洗净状态下，水均匀分布不挂水珠（如左图所示）；未洗净状

态下，器壁挂着水珠（如右图所示）。 

 

玻璃仪器里如附有不溶于水的碱、碳酸盐、碱性氧化物等可先

加盐酸溶解，再用水冲洗；附有油脂等污物可先用热的纯碱液洗，

然后用毛刷刷洗，也可用毛刷蘸少量洗衣粉刷洗；对于口小、管

细的仪器，不便用刷子洗，可用少量王水或重铬酸盐洗液涮洗；

用以上方法清洗不掉的污物可用较多王水或洗液浸泡，然后用水

涮洗。（(1)不要未倒废液就注水；(2)不要几支试管一起刷。） 

3 仪器的干燥 

（1）晾干（左图）与烤干（右图） 

 

 

 



（2）吹干（左图）与烘干（右图） 

 

（3）气流烘干（左图）与快干（右图） 

 

4 常见玻璃仪器的使用 

（1）量筒与量杯 

 

 



（2）移液管 

 

 

移液管使用注意事项： 

应根据不同的需要选用大小合适的移液管，如取 1.5ml 的溶液，

显然选用 2ml 移液管要比选用 5ml 移液管误差小； 

吸取溶液时要把移液管插入溶液，避免吸入空气而将溶液从上

端溢出； 

移液管从液体中移出后必须用滤纸将管的外壁擦干，再行放液； 

不可用移液管直接从瓶中移取溶剂或溶液，剩余溶剂或溶液不

可倒回贮液瓶，应作废弃物处理。 



（3）滴定管 

 

操作步骤： 

洗涤——涂凡士林——检漏——装入操作液——滴定管排气

——滴定操作。 

（4）容量瓶 

 

容量瓶使用前应检查容量瓶的瓶塞是否漏水，合格的瓶塞应系

在瓶颈上，不得任意更换。容量瓶刻度以上的内壁挂有水珠会影

响准确度，所以应该洗得很干净。称量的任何固体物质必须先在



小烧杯中溶解或加热溶解，冷却至室温后才能转移到容量瓶中。

容量瓶绝不应加热或烘干。容量瓶定容完再翻转摇匀，若翻转摇

匀后定容，会因加的水或溶剂过多，导致溶液浓度偏小。 

二、天平的规范使用 

1 天平室规章制度 

（1）操作者工作时穿好工作服，班前班后整理好岗位卫生，

保持天平、操作台、地面及门窗洁净。 

（2）操作者应熟悉分析天平的原理、构造和正确的使用方法，

避免因使用不当和保管不妥而影响称量准确度或损伤天平某些部

件。 

（3）所用分析天平，每年由市计量部门定期校正计量一次。

任何人不得随意拆装其部件或改变其灵敏度。 

（4）与本室无关人员不得随便入内，更不得随意操作使用天

平。 

2 托盘天平 

 

用于精密度要求不高的称量。所附砝码是天平上称量时衡定物

质质量的标准。 



使用注意事项：（1）称量前天平要放平稳，游码放在刻度尺

的零处，调节天平左右的平衡螺母，使天平平衡。（2）称量时把

称量物放在左盘，砝码放在右盘。砝码要用镊子夹取，先加质量

大的砝码，再加质量小的砝码。（3）称量干燥的固体药品应放在

纸上称量。（4）易潮解、有腐蚀性的药品（如氢氧化钠），必须

放在玻璃器皿里称量。称量完毕后，应把砝码放回砝码盒中，把

游码移回零处。 

3 电子分析天平 

 

用于精密度要求高的称量使用电子分析天平。被称物重量不得

超过天平最最大载荷。若被称物较重，应先在粗天平上试称。 



使用注意事项：（1）每次称量前检查天平位置是否水平，零

点偏差多少。（2）天平机构有任何损坏或不正常情况时，在未消

除故障以前应停止使用。（3）被称物的温度必须和天平室的室温

一致。（4）被称物须盛在干净的容器中称量，具有腐蚀性的蒸气

或吸湿性的物质必须放在密闭的容器内称量。（5）被称物要放在

天平盘的中央。（6）天平的前门不得随意打开。称量过程中只能

打开左右两个边门。（7）使用完毕后清洁天平，断开电源，再用

罩把天平罩好，必须登记使用情况后方可离开天平室。 

三、药品的取用和溶液的配制 

1 固体试剂的取用规则 

（1）要用干净的药勺取用。用过的药勺必须洗净和擦干后才

能再使用，以免沾污试剂。 

（2）取用试剂后立即盖紧瓶盖。 

（3）称量固体试剂时，必须注意不要取多，取多的药品，不

能倒回原瓶。 

2 液体试剂的取用规则 

（1）从滴瓶中取液体试剂时，要用滴瓶中的滴管，滴管绝不

能伸入所用的容器中，以免接触器壁而沾污药品。从试剂瓶中取

少量液体试剂时，则需要专用滴管。装有药品的滴管不得横置或

滴管口向上斜放，以免液体滴入滴管的胶皮帽中。 



（2）使用胶头滴管“四不能”：不能伸入和接触容器内壁，

不能平放和倒拿，不能随意放置，未清洗的滴管不能吸取别的试

剂。 

（3）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溶液时，溶解或稀释后溶液应冷却再

移入容量瓶。  

（4）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要引流时，玻璃棒的上面

不能靠在容量瓶口，而下端则应靠在容量瓶刻度线下的内壁上（即

下靠上不靠，下端靠线下）。 

（5）容量瓶不能长期存放溶液，更不能作为反应容器，也不

能互用。（一般用于配制标准溶液的容量瓶最好专用） 

3 溶液的配制 

（1）配制溶质质量分数一定的溶液 

计算：算出所需溶质和水的质量。把水的质量换算成体积。如

溶质是液体时，要算出液体的体积。 

称量：用天平称取固体溶质的质量；用量筒量取所需液体、水

的体积。 

溶解：将固体或液体溶质倒入烧杯里，加入所需的水，用玻璃

棒搅拌使溶质完全溶解。 

（2）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 

计算：算出固体溶质的质量或液体溶质的体积。 

称量：用托盘天平称取固体溶质质量，用量筒量取所需液体溶

质的体积。 



溶解：将固体或液体溶质倒入烧杯中，加入适量的蒸馏水用玻

璃棒搅拌使之溶解，冷却到室温后，将溶液引流注入容量瓶里。 

转移：用适量蒸馏水将烧杯及玻璃棒洗涤 2－3 次，将洗涤液

注入容量瓶，振荡，使溶液混合均匀。 

定容：继续往容量瓶中小心地加水，直到液面接近刻度 2－3cm

处，改用胶头滴管加水，使溶液凹面最低处恰好与刻度相切。把

容量瓶盖紧，再振荡摇匀。 

4 溶液配制的注意事项 

（1）分析实验所用的溶液应用 GB6682 中规定的三级水配制，

容器应用纯化水洗涤三次。特殊要求的溶液应事先作空白值检验。 

（2）溶液要用带塞的试剂瓶盛装，见光易分解的溶液要装于

棕色瓶中，挥发性试剂瓶塞要严密，见空气易变质及放出腐蚀性

气体的溶液也要盖紧，必要时用蜡封住。浓碱液应用塑料瓶盛装。 

（3）每瓶试剂必须有标明名称、规格、浓度和配制日期的标

签。 

（4）配制硫酸、磷酸、硝酸、盐酸等溶液，都必须将酸倒入

水中。配制时不可在试剂瓶中进行配制。 

（5）用有机溶剂配制溶液时，有时有机物溶解较慢，应不时

搅拌，可以在热水浴中温热搅拌，不可直接加热，必须避免火源。 

（6）不可用手接触带腐蚀性或剧毒的溶液。剧毒废液必须经

解毒处理，不可直接倒入下水道 



（7）一般溶液保存时间不可超过 6 个月，如果试剂发生浑浊

变质，就必须废弃不得使用。 

5 溶液储存时可能的变质原因 

（1）玻璃与水和试剂作用后多少会被侵蚀（特别是碱性溶液），

使溶液中含有钠、钙、硅酸盐等杂质。某些离子容易被吸附于玻

璃表面，这对于低浓度的离子标准液更不可忽视。故低 1mg/ml 的

离子溶液不适合长期保存。 

（2）由于试剂瓶密封不好，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氧气、氨或

酸雾侵入使溶液发生变质。 

（3）某些溶液见光分解（硝酸银、汞盐），有些溶液放置时

间长了会水解（铋盐、锑盐），有些溶液会受微生物的分解。 

（4）含有易挥发的组分，使其浓度降低。 

四、实验室操作技术 

1 重量分析操作技术 

1.1 过滤 

过滤是利用滤纸、滤膜或滤器将溶液中的固态物质（悬浮物和

沉淀等）进行有效分离的分析操作。 

常用的仪器：漏斗、滤纸和滤膜等。 



 

1.1.1 滤纸的选择：定量滤纸（无灰滤纸，≤0.08mg） 

 

1.1.2 漏斗的选择： 

颈长为 15～20cm；锥体角度应为 60°；颈的直径一般应为 3～

5mm；颈口处磨成 45°角；滤纸的上缘应低于漏斗上沿 0.5～1cm。 

1.1.3 滤纸的折叠： 

四折法 ，三层一边外层撕下一角备用。 

1.1.4 滤纸的安放： 

三层的一边放在漏斗出口短的一边，做水柱。 

1.2 干燥 

干燥是指除去样品，沉淀或试剂中所含水分或溶剂过程，常用

烘烤，冷冻，化学和吸附等方法。必须根据被干燥物质的物理性

质，热稳定性以及与水结合的形式选择干燥方法。 

 



常用的干燥剂和干燥设备 

干燥剂：无水氯化钙、无水硫酸钠、无水硫酸钙、浓硫酸、硅

胶、活性炭。 

干燥设备：电烘箱、红外干燥箱、热浴。 

温度：一般都 100℃~120℃之间。 

1.3 称量 

称量是重量法的关键，在确定了天平精度的条件下，提高分析

准确的关键是选择合格的称样量和使用正确的称量方法。 

称样量的选择：选择适宜的称样量是保证重量分析的重要条件

之一，例如一般分析天平的称量误差为 0.2mg（万分之一天平），

或者 0.02mg（十万分之一天平），为使称量相对误差小于 0.1%，

必须有适当的称样量。 

 

2 分光光度分析操作技术 



分光光度法是基于物质分子对光的选择性吸收而建立起来的

分析方法。按物质吸收光的波长不同，分光光度法可分为可见分

光光度法、紫外分光光度法及红外分光光度法（又称红外光谱法）。 

分光光度法主要用于测量样品中 1%~0.001%有效量成分，其特

点：灵敏度高，准确定好，使用范围广，几乎所有的无机离子和

有机化合物都可以采用此方法。 

2.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2.2 参比溶液的选择 

 

五、实验室安全细则 

一切劳动工作以人为本。保证化验人员的安全与健康、防止污

染环境、保证化验室工作安全而有效的进行是化验室管理工作的

重要内容。化验室安全包括防火、防爆、防毒、防腐蚀、电气安

全和防止污染环境等方面。 

 



1 防止中毒、化学灼伤与割伤 

一切药品和试剂要有与其内容物相符的标签。 

严禁试剂入口以及用鼻子直接接近瓶口进行鉴别。鉴别时应将

试剂瓶远离鼻子，用手轻轻煽动，稍闻即止。 

取用带腐蚀性的药品，如强酸、强碱、浓氨水、冰乙酸等，建

议戴上防护手套。拿比较重的瓶子时，应一手托住底部，一手拿

住瓶口。 

处理有毒有害的气体、有挥发性的药品及有毒有机试剂时（如

氮氧化物、溴、氯、硫化物、汞、砷化物等），应在通风橱内进

行。 

溶解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等药品时，因其会大量放热，故必须

用耐热容器处理。浓酸浓碱必须在各自稀释后再中和。 

2 防火、防爆 

操作易燃物时必须远离火源，瓶塞打不开时，切忌用火加热或

用力敲打。倾倒易燃液体时还必须谨防静电。 

加热可燃易燃物时，必须在水浴或者严密的电热板上缓慢进行，

严禁用明火或电炉加热。 

蒸馏液体时，如果需要补充液体时，应先等其冷却后再补充。

蒸馏易燃物时应先通水再通电加热。 

烘箱、电炉周围严禁放有易燃物或带挥发性的易燃液体。 

3 灭火 

发生火灾时不得大呼小叫、到处乱跑，应及时灭火。发生大规



模火灾时，首先应快速从安全通道离开失火场所，安全后拨打 119，

不可单独冲入火灾现场灭火。发生局部火灾时，应立即切断电源，

选择使用合适的灭火器灭火。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可跑动。应迅

速脱去衣物，或在地上打滚扑灭。灭火器不可对人脸。 

4 常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处理 

无机酸类：将废酸慢慢倒入过量的含碳酸钠或氢氧化钙的水溶

液中或用废碱相互中和。中和后用大量水冲洗。 

氢氧化钠、氨水：用盐酸水溶液中和后，再用大量水冲洗。 

含氰废液：加入氢氧化钠使 PH 大于 10，加入过量的 3%的高锰

酸钾溶液，使 CN-氧化分解。 

含氟废液：加入石灰使生成氟化钙沉淀。 

5 常见化学试剂中毒应急处理 

二硫化碳中毒的应急处理方法： 

吞食时，给患者洗胃或用催吐剂催吐。将患者躺下并加保暖，

保持通风良好。  

有机磷中毒的应急处理方法： 

使患者确保呼吸道畅通，并进行人工呼吸。万一吞食时，用催

吐剂催吐，或用自来水洗胃等方法将其除去。沾在皮肤、头发或

指甲等地方的有机磷，要彻底把它洗去。 

三硝基甲苯中毒的应急处理方法： 

沾到皮肤时，用肥皂和水，尽量把它彻底洗去。若吞食时，可

进行洗胃或用催吐剂吐，将其大部份排除之后，才服泻药。 



苯胺中毒的应急处理方法： 

如果苯胺沾到皮肤时，用肥皂和水把其洗擦除净。若吞食时，

用催吐剂、洗胃及服泻药等方法把它除去。 

氯代烃中毒的应急处理方法： 

把患者转移，远离药品处，并使其躺下保暖。若吞食时，用自

来水充分洗胃，然后饮服于 200 毫升水中溶解 30 克硫酸钠制成的

溶液。不要喝咖啡之类兴奋剂。吸入氯仿时，把患者的头降低，

使其伸出舌头，以确保呼吸道畅通。  

草酸中毒的应急处理方法： 

立刻饮服下列溶液，使其生成草酸钙沉淀：1、在 200 毫升水

中，溶解 30 克丁酸钙或其它钙盐制成的溶液 2、大量牛奶，可饮

食用牛奶打溶的蛋白作镇痛剂。 

乙醛、丙酮中毒的应急处理方法： 

用洗胃或服催吐剂等方法，除去吞食的药品。随后服下泻药。

呼吸困难时要输氧。丙酮不会引起严重中毒。 

强酸（致命剂量 1 毫升） 

吞服时立刻饮服 200 毫升氧化镁悬浮液，或者氢氧化铝凝胶、

牛奶及水等东西，迅速把毒物稀释。然后至少再食 10 多个打溶的

蛋作缓和剂。因碳酸钠或碳酸氢钠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故不要

使用。 

进入眼睛时撑开眼睑，用水洗涤 15 分钟。 

 



 

沾着皮肤时用大量水冲洗 15 分钟。如果立刻进行中和，因会

产生中和热，而有进一步扩大伤害的危险。因此，经充分水洗后

再用碳酸氢钠之类稀碱液或肥皂液进行洗涤。但是当沾着草酸时，

若用碳酸氢钠中和，因为由碱而产生很强的刺激物，故不宜使用。

也可以用镁盐和钙盐中和。 

甲醛中毒的应急处理方法： 

吞食时，立刻饮食大量牛奶，接着用洗胃或催吐等方法，使吞

食的甲醛排出体外，然后服下泻药。有可能的话，可服用 1％的碳

酸铵水溶液。 

 

 

 

 

 

 

 

 

 

 

 

 



实验需谨慎，小处见乾坤！ ——常见实验室安全隐患 

学校长期坚持对化学、化工、生物、材料等专业实验室开展

安全与环保检查，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涉及危险化学品、用电

安全、特种设备、环境卫生等方面。实验很重要，但安全无小事，

危险的发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实验室中任何一个隐患，任何一

个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酿成大的事故。下面我们汇总以往检查

过程中发现的常见实验室安全隐患，其中部分隐患整改后还会反

复出现，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警惕！ 

一、安全教育很重要，个人防护须谨记。 

安全教育不到位，安全意识薄弱，不注意个人防护，穿着短裤

和拖鞋做实验现象普遍。 

 

二、实验药品分类放，危险试剂标记好。 



化学试剂台账管理不规范，未分类存放，过期、标签脱落化

学品未清理。  

 

三、用电安全要牢记，电器使用要规范。 



四、气瓶不能随意放，警示标识要贴上。 

不能将大量气体钢瓶堆放在一起，钢瓶表面要有合格证、气

体名称标签、颜色标识、装有减压阀。危害性大的气体钢瓶须配

有 MSDS 信息卡及应急处置卡。 

 

五、气瓶不拴固定链，一栋大楼上青天。 

 

 



六、冰箱内部气味大，摆放凌乱习惯差。 

 

七、烘箱不上实验桌，高温致燃谁背锅。 

大型仪器设备无操作规程和使用记录，烘箱等加热设备直接放

置实验台桌或叠放，设备周围应有散热空间，不能放置杂物等，

易高温致燃。 

 



八、安全通道不能堵，防火防震 hold 住。 

 

九、环境卫生很头疼，垃圾分类显文明。 

一些实验室卫生环境脏乱差、气味大，垃圾未分类处理。 

 

十、科研生活有界限，食物乱放有危险。 

实验室学习与实验未分区，学生饮食与实验物品混放，还有吸

烟现象。 

 



 

实验室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良好的实验环境需要所有人维

护它，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请大家继续保护我们的科学研究平台，

一起“安全万里行”吧！ 

 

 

 

 

 

 

 

 

 

 

 



实验室安全是非题，考考更健康！（一） 

1、烘箱（干燥箱）在加热时，门可以开启。 

（标准答案： 误 ） 

2、电源插座、接线板、电线的容量应满足电器功率的需要。 

（标准答案： 正确 ） 

3、为避免线路负荷过大，而引起火灾，功率 1000 瓦以上的

设备不得共用一个接线板。 

（标准答案： 正确 ） 

4、于触电事故，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有绝缘性能的木棍棒挑

开和隔绝电流，如果触电者的衣服干燥，又没有紧缠住身上，可

以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衣服，拉离带电体；但救护人不得接触触电

者的皮肤，也不能抓他的鞋。 

（标准答案： 正确 ） 

5、实验室内应使用空气开关并配备必要的漏电保护器；电气

设备应配备足够的用电功率和电线，不得超负荷用电；电气设备

和大型仪器须接地良好，电线老化等隐患要定期检查并及时排除。 

（标准答案： 正确 ） 

6、大型仪器使用中，应注意仪器设备的接地、电磁辐射、网

络等安全事项，避免事故发生。 

（标准答案： 正确 ） 



7、实验室内的电线、开关、灯头、插头、插座等一切电器用

具，要经常检查是否完好，有无漏电、潮湿、霉烂等情况。一旦

有问题应立即报修。 

（标准答案： 正确 ） 

8、可以用潮湿的手碰开关、电线和电器。 

（标准答案： 误 ） 

9、当手、脚或身体沾湿或站在潮湿的地板上时，切勿启动电

源开关和触摸电气用具。 

（标准答案： 正确 ） 

10、在实验室同时使用多种电气设备时，其总用电量和分线

用电量均应小于设计容量。 

（标准答案： 正确 ） 

11、不使用绝缘损坏或接地不良的电气设备。 

（标准答案： 正确 ） 

12、负载处于工作状态时，可以插、拔、接电气线路。 

（标准答案： 误 ） 

13、接线时，要用合格的电源线，电源插头、插座。电源线

接头要用绝缘胶布包好。 

（标准答案： 正确 ） 

14、可以用湿布擦电源开关。 

（标准答案： 误 ） 



15、进行电气维修必须先关掉电源,在设置告知牌后，方可进

行。 

（标准答案： 正确 ） 

16、实验室的电源总闸没有必要每天离开时都关闭，只要关

闭常用电气的电源即可。 

（标准答案： 误 ） 

17、电源插座附近不应堆放易燃物等杂物。 

（标准答案： 正确 ） 

18、移动某些非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时(如电风扇，照明灯)，

可以不必切断电源。 

（标准答案： 误 ） 

19、任何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时，一律认为有电，不能盲

目触及。 

（标准答案： 正确 ） 

20、当断线落地或大电流从接地装置流入大地时，若人站在

附近则可能在两脚之间产生跨步电压。 

（标准答案： 正确 ） 

21、使用电气设备时可以用两眼插头代替三眼插头。 

（标准答案： 误 ） 

22、人体触电致死，是由于肝脏受到严重伤害。 

（标准答案： 误 ） 

23、一定强度的电场，磁场，电磁场都可能人有损害。 



（标准答案： 正确 ） 

24、在遇到高压电线断落地面时，导线断落点 20 米内，禁止

人员进入。如果不慎在此范围内，应背朝电线断落点，采用单脚

跳或双脚并跳，撤离现场。 

（标准答案： 正确 ） 

25、计算机使用完毕后，应将显示器的电源关闭，以避免电

源接通，产生瞬间的冲击电流。 

（标准答案： 正确 ） 

26、触电事故是因电流流过人体而造成的。 

（标准答案： 正确 ） 

27、为了预防电击（触电），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须接地，

最好是埋设接地电阻很小专用地线。 

（标准答案： 正确 ） 

28、为保证安全用电，配电箱内所用的保险丝应该尽量粗。 

（标准答案： 误 ） 

29、在照明电路上可以不用安装漏电保护器。 

（标准答案： 误 ） 

30、化学类实验室原则上不得使用明火电炉。确须使用明火

电炉进行实验的，须向实验室与设备处申报，经审核批准备案后，

方可使用。 

（标准答案： 正确 ） 



31、各院系要加强剧毒、有害、特殊化学药品的管理，建立

严格的领取、发放、登记和主管领导审批制度。 

（标准答案： 正确 ） 

32、为方便进出专人管理的设备房间，可自行配制钥匙。 

（标准答案： 误 ） 

33、实验结束后，应该打扫卫生、整理或运走废弃的试样或

物品。 

（标准答案： 正确 ） 

34、国家秘密载体是指以文字、数据、符号、图形、图像、

声音等方式记载国家秘密信息的纸介质、磁介质、光盘等各类物

品。磁介质载体包括计算机硬盘、软盘和录音带、录像带等。 

（标准答案： 正确 ） 

35、禁止邮寄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出境，

禁止非法携运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出境。 

（标准答案： 正确 ） 

36、实验室应保持整洁有序，不准喧哗、打闹、抽烟。 

（标准答案： 正确 ） 

37、学生进入实验室学习、工作前应接受安全教育、培训，

并通过考核。 

（标准答案： 正确 ） 

38、进入化学、化工、生物、医学类实验室，可以不穿实验

服。 



（标准答案： 误 ） 

39、可将食物储藏在实验室的冰箱或冷柜内。 

（标准答案： 误 ） 

40、实验结束后，要关闭设备，断开电源，并将有关实验用

品整理好。 

（标准答案： 正确 ） 

41、从事特种作业（如电工、焊工、辐射、病原微生物等）

的人员，必须接受相关的专业培训，通过考核并持有相应的资质

证书才能上岗。 

（标准答案： 正确 ） 

42、节假日或假期在实验室做实验必须经导师批准，并报院

系备案。 

（标准答案： 正确 ） 

43、实验室内可以堆放个人物品。 

（标准答案： 误 ） 

44、实验室内可以使用电炉、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等取

暖、做饭。 

（标准答案： 误 ） 

45、实验室内禁止抽烟、进食。 

（标准答案： 正确 ） 

46、可以在粉尘操作区饮食及吸烟。 

（标准答案： 误 ） 



47、发现被盗或人为破坏，应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保卫处。 

（标准答案： 正确 ） 

48、实验室发生非火灾类事故，应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和学

校保卫处，设立警戒区并撤离无关人员，以减轻潜在危害。 

（标准答案： 正确 ） 

49、化学废液要回收并集中存放，不可倒入下水道。 

（标准答案： 正确 ） 

50、学生进入实验室首先要了解实验室的安全注意事项。 

（标准答案： 正确 ） 

51、未经允许不得随意拆卸实验仪器和设备。 

（标准答案： 正确 ） 

52、实验进行前要了解实验仪器的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实

验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标准答案： 正确 ） 

53、实验仪器使用时要有人在场，不得擅自离开。 

（标准答案： 正确 ） 

54、离开实验室前应检查门、窗、水龙头是否关好，通风设

备、饮水设施、计算机、空调等是否已切断电源。 

（标准答案： 正确 ） 

55、不能将实验室易燃易爆物品带出实验室。 

（标准答案： 正确 ） 

56、有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实验室禁止使用明火。 



（标准答案： 正确 ） 

57、在不影响实验室周围的走廊通行的情况,可以堆放仪器等

杂物。 

（标准答案： 误 ） 

58、只要不影响实验，可以在实验室洁净区域铺床睡觉。 

（标准答案： 误 ） 

59、实验室内不得停放自行车、电动车、汽车。 

（标准答案： 正确 ） 

60、机械温控冰箱可以存放易燃易爆的化学品。 

（标准答案： 误 ） 

61、在使用高压灭菌锅、烤箱等高压加热设备时，必须有人

值守。 

（标准答案： 正确 ） 

62、为了防止盗窃事件的发生，临时离开实验室必须关门。 

（标准答案： 正确 ） 

63、实验室气体钢瓶必须用铁链、钢瓶柜等固定，以防止倾

倒引发安全事故。 

（标准答案： 正确 ） 

64、因为实验需要，可以在实验室存放大量气体钢瓶。 

（标准答案： 误 ） 

65、实验废弃物应分类存放，及时送学校废弃物中转站，最

后由学校联系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处理。 



（标准答案： 正确 ） 

66、实验室不得乱拉电线，套接接线板。 

（标准答案： 正确 ） 

67、空调电源必须单独拉线，不得使用接线板。 

（标准答案： 正确 ） 

68、实验室内可以使用木制配电板、闸刀开关、花线电线。 

（标准答案： 误 ） 

69、实验室应将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挂到墙上或便于

取阅的地方。 

（标准答案： 正确 ） 

70、实验室门口应挂上写有安全责任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的

牌子。 

（标准答案： 正确 ） 

71、不得在冰箱、烘箱等加热、产热设备附近放置纸板、化

学试剂、气体钢瓶等物品。 

（标准答案： 正确 ） 

72、遇到停电停水等情况，实验室人员必须检查电源和水源

是否关闭，避免重新来电来水时发生相关安全事故。 

（标准答案： 正确 ） 

73、废弃的放射源，必须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由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联系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收贮，不得私自处理。 

（标准答案： 正确 ） 



74、实验室人员必须定期检查设备、水电线路、门窗等是否

完好，如发现问题，必须及时进行维修。 

（标准答案： 正确 ） 

75、普通实验室内，不得私自饲养实验动物。 

（标准答案： 正确 ） 

76、不得堵塞实验室逃生通道。 

（标准答案： 正确 ） 

77、实验室钥匙的配发由实验室负责人管理，不得私自配置

钥匙或借给他人使用。 

（标准答案： 正确 ） 

78、实验室内电源根据需要可自行拆装、改线。 

（标准答案： 误 ） 

79、除非特殊需要并采取一定的安全保护措施，否则空调、

计算机、饮水机等不得无人开机过夜。 

（标准答案： 正确 ） 

80、不得带着实验防护手套开门、翻阅书籍、使用电脑。 

（标准答案： 正确 ） 

81、仪器设备发生故障后，必须及时报告管理人员，并详细

登记。 

（标准答案： 正确 ） 

82、实验室冰箱内不得混放容易产生放热反应的化学品。 

（标准答案： 正确 ） 



83、易燃、易爆气体和助燃气体（氧气等）的钢瓶不得混放

在一起，并应远离热源和火源，保持通风。 

（标准答案： 正确 ） 

84、上网信息的保密管理坚持“谁上网谁负责”的原则。 

（标准答案： 正确 ） 

85、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电子公告系统、聊天室、网络新

闻组上发布、谈论和传播国家秘密信息。 

（标准答案： 正确 ） 

86、与工作无关的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 

（标准答案： 正确 ） 

87、实验室内彼此保持安静，不得进行娱乐活动。 

（标准答案： 正确 ） 

88、高校实验室科研教学活动中产生和排放的废气、废液、

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等污染物，应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的要求进行申报登记、收集、运输和处置。严禁把废气、废液、

废渣和废弃化学品等污染物直接向外界排放。 

（标准答案： 正确 ） 

89、烘箱、微波炉、电磁炉、饮水加热器、灭菌锅等高热能

电器设备的放置地点应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同时，规范操作，

避免饮水加热器、灭菌锅等无水干烧。 

（标准答案： 正确 ） 



90、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完善逐级安全责任制，贯

彻执行“谁使用，谁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安全工作原

则。 

（标准答案： 正确 ） 

91、应增强信息安全的意识，注意保护教学科研活动中实验

技术参数、观测数据、实验分析结果及新的科学发现等资料。 

（标准答案： 正确 ） 

92、要加强实验室排污处理装置（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做

到达标排放。实验废弃物不得倒入自来水下水道或普通垃圾箱等

处。 

（标准答案： 正确 ） 

93、实验室必须妥善保管消防器材和防盗装置，并定期检查。

消防器材不得移作它用，周围禁止堆放杂物。 

（标准答案： 正确 ） 

94、实验室安全与卫生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布置、卫生、

水电安全、冰箱与烘箱使用管理、危险品使用与保管、化学与生

物废弃物（气、液、固态物）的处置、排污管理、气体钢瓶安全、

放射性安全等。 

（标准答案： 正确 ） 

95、各学院每季度组织有关人员实验室进行安全与卫生管理

的例行检查，记录检查情况，提出存在的问题并限时整改。每次

检查结束后须将检查结果形成报告，上报实验室处。 



（标准答案： 正确 ） 

96、实验室如发现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向所在学院和实验

室负责人、保卫处、实验室处报告，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安全

隐患隐瞒不报或拖延上报的，学校将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标准答案： 正确 ） 

97、可以将无毒无害试剂当作有毒有害试剂处理。 

（标准答案： 误 ） 

98、高压钢瓶可以没有固定设施，可以使用过期、未经检验

和不合格的气瓶。 

（标准答案： 误 ） 

99、涉及生物安全性的动物实验，都必须在相应级别的生物

安全实验室内进行。 

（标准答案： 正确 ） 

100、一般的实验室只要干净、卫生情况良好，就可以饲养动

物或进行动物实验。 

（标准答案： 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