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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文件 
 
 

院发〔2020〕8 号 

 

 

关于印发《物理科学学院实验室技术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系所（中心）、各有关实验室； 

《物理科学学院实验室技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业经 2020 年 8 月 3 日第二十二次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物理科学学院 

2020 年 8 月 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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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学院实验室技术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实验室各类技术安全

突发事件，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建立健全应急机

制，确保学校师生员工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保证正常的教育

教学生活秩序，以《南开大学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为指导，

制定本应急预案。 

1.2 要求 

各实验室应根据自身实验室情况制定个性化应急预案。 

1.3 实验室技术安全突发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及紧迫程度、影响的范围、

可能或已经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可能蔓延的发展趋势，依据

《南开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追责办法（试行）》等文件，将实

验室安全事件划分为四个等级： 

1.3.1 校级重大实验室技术安全事件（Ⅰ级）：造成人员

重伤或死亡，或财产损失 10 万元以上的实验室安全事件。 

1.3.2 校级严重实验室技术安全事件（Ⅱ级）：造成人员

轻伤，或财产损失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含）以下的实验室安

全事件。 

1.3.3 校级中等实验室技术安全事件（Ⅲ级）：造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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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伤，或财产损失 1 万元以上 5 万元（含）以下的实验室

安全事件。 

1.3.4 校级一般实验室技术安全事件（Ⅳ级）：未造成人

员损伤，财产损失不高于 1 万元的实验室安全事件。 

2.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物理科学学院实验室技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工作组 

以席位制组成为基础，组长由学院主要领导担任；副组

长由学院分管院长、实验教学中心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学院

领导、办公室主任、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员、各系所负责人，

以及 3-5 位熟悉安全应急处置工作的教师组成。人员调整情

况由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通过。 

2.2 应急处置工作组职责 

根据本单位涉及的实验室技术安全的种类及特性，确保

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防护、消防器具等物资储备工作，并确

保所有设施和物资在正常可用状态；负责本单位内Ⅳ级事件

的应急处置工作，配合做好本单位Ⅰ、Ⅱ、Ⅲ级事件的应急

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学校办公室、保卫处、实验室设备处报

送信息。 

3.应急响应办法与程序 

3.1 信息报送  

3.1.1 信息报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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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先发现或接到实验室技术安全突发事件信息的

个人应在第一时间向单位应急联系人或党政主管领导报告，

报告时准确说出事发时间、地点、是否有人员受伤、是否有

火情，情况表述准确、客观。特别紧急的情况可越级报告，

或根据人员受伤、火警等情况分别拨打 120 急救电话、119

火警电话。 

（2）如有可能，在事件情况发生变化后，及时续报。  

（3）信息内容要客观翔实，不得主观臆断，不得漏报、

瞒报、谎报。 

3.1.2 信息报送内容 

（1）报告内容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涉及

人员、人员伤亡、破坏程度及事件类型与现场情况。 

（2）事件发生起因分析、性质判断和影响程度预评估。 

（3）已采取的措施。 

（4）事态发展状态、处置过程和进展。 

（5）需要报送的其他事项。如：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中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名称、数量及危险特性；报告人姓名及联

系方式等。 

3.2 应急响应及应急处置基本任务  

物理科学学院实验室技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组接到报案后，组长确定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后，根据各

自职责迅速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封锁现场，疏散人员，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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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受伤人员，控制事态发展。 

（1）控制危险源。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及时控制

危险源（灭火、切断毒源等），防止事件继续扩展，确保及时、

有效地进行救援。 

（2）抢救受害人员。及时、有序、有效地实施现场急救

与安全转送伤员，以降低伤亡率，降低事件危害。 

（3）引导人员撤离。组织撤离时应指导人员采取各种措

施进行自身防护，并向上风向迅速撤离出危险区或可能受到

危害的区域。撤离过程中应积极组织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工

作。 

（4）做好现场洗消。对现场残留的有毒有害物质和可能

对人和环境继续造成危害的物质，应及时组织人员予以清除，

减轻危害后果，防止对人的继续危害和对环境的污染。 

（5）应急人员和师生的安全防护。据实验室技术安全突

发事件的特点以及应急人员的职责，选取恰当防护措施，组

织和指导师生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用简易

有效的防护措施自我保护。组织师生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

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进入安全区域后，

应尽快去除受污染的衣物，防止继发性伤害。 

3.3 应急结束 

事件现场得以控制，消除可能导致次生、衍生事件的隐

患，经公安、环保、卫生等相关部门确认许可后，相应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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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工作组组长发布应急结束指令。 

4. 各类实验室技术安全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预案 

4.1 实验室触电应急处置 

4.1.1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应立即拉下电源开关或拨掉

电源插头，若无法及时找到电源开关或断开电源时，可用干

燥的竹竿、木棒等绝缘物挑开电线，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

切勿用潮湿的工具或金属物质拨电线，切勿用手触及带电者。  

4.1.2 将脱离电源的触电者迅速移至通风干燥处仰卧，

将其上衣和裤带放松，观察触电者有无呼吸，摸一摸颈动脉

有无搏动。若触电者呼吸及心跳均停止时，应在做人工呼吸

的同时实施心肺复苏抢救，并及时拨打 120 电话呼叫救护车

送医院抢救。 

4.2 实验室激光伤害应急处置 

4.2.1 对眼睛的伤害：激光造成的眼睛伤害基本很难恢

复，实验前请佩戴合适的激光防护眼镜或采取其他工程防护

手段。一旦眼睛被激光照射，请尽快送眼科医院治疗。 

4.2.2 对皮肤的伤害：皮肤被激光器灼伤，可参照烧伤、

烫伤应急处置措施进行处理。 

4.2.3 电学危险：激光使用过程中遇到最多的电学伤害

是电击，高压系统是激光系统中潜在的致命的危险。操作时

必须遵守操作规程，配备橡胶手套、绝缘垫等安全装置；在

允许靠近电容的范围之前，确保每个电容已经放电、短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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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 

4.3 实验室烧伤、烫伤应急处置  

保护受伤部位，迅速脱离热源；凉水冲淋或浸浴，降低

局部温度；伤处衣裤袜剪开取下，忌剥脱，以免引起再次损

伤。如果烧伤程度较轻，可在伤处涂抹烧伤膏、植物油等，

再送医院治疗；烧伤程度严重时，应立即送医院治疗。 

4.4 实验室冻伤应急处置  

复温是救治冻伤的最基本手段，首先脱离低温环境，将

冻伤部位放入 40℃的恒温水浴中浸 20-30 分钟。待衣物、鞋

袜等冻结物溶化后，脱下或减掉。没有温水或冻伤部位不便

浸水，可用体温将其温暖。切勿用火烘烤冻伤部位。需抬高

冻伤部位，且勿包扎。 

4.5 实验室放射性污染应急处置 

4.5.1 发生污染事故后应沉着镇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

范围扩大，切断射线装置的电源，设立警示标示，防止无关

人员进入。同时，立即报告学院。 

4.5.2 对可能受到放射性核素污染或者放射损伤的人

员，校医院会同核辐射专家采取暂时隔离等应急救援措施，

同时将有关人员立即送武警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4.5.3 如放射源丢失、被盗，立即向学院报告。 

4.6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 

4.6.1 突发事件可控：当事人在确保自身安全情况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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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处置方式积极开展自救，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及时冲洗受伤部位、规范清理危险源（如试剂洒漏）、扑灭初

期火灾、关闭或移开其它危险源、切断电源等。 

4.6.2 突发事件已超出可控范围：当事人应通知周围人

员一起迅速撤离至安全区，第一时间向学院办公室、实验室

安全负责人报告。特别紧急的情况：如人员受伤、火警等情

况可先拨打 120 急救电话、119 火警电话，然后向学院报告。 

4.6.3 皮肤或眼睛灼伤：实验过程中若不慎将酸、碱、

腐蚀性或其它有毒有害药品溅洒在皮肤上，应立即用大量清

水冲洗 15 分钟或半小时以上，冲洗后根据化学物的性质使

用对应方法进行处理，视情况送医治疗。如有衣物沾染，应

立即脱去被沾染衣物，再行冲洗。受上述灼伤后，若创伤面

起水泡，均不宜把水泡挑破。 

4.6.4 危险化学品急性中毒：如有人员中毒，报警者应

在安全环境下迅速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同时向学院报告；同

时，对中毒地点周围环境进行拍照；确定是否已有有毒物质

进入大气、附近水源等场所；确定气象信息。现场抢救原则： 

（1）做好救护者个人防护。 

（2）尽快切断毒物源，防止毒物继续外逸。对于已经扩

散出来的有毒气体或蒸气应立即启动通风设施或开启门、窗

等，降低有毒物质在空气中的含量。 

（3）尽快转移病人。转移到空气流通的安全地带，解开



- 9 - 
 

领扣，使病人呼吸通畅；脱去污染衣服，并彻底清洗污染的

皮肤和毛发，注意保暖，阻止毒物继续侵入人体。 

（4）现场施救。记录中毒人员症状，并判断其意识是否

清醒；通过问询中毒人员本人或观察现场等方式尽快确定引

起中毒的物质类别（毒性、腐蚀性等）；确定中毒可能导致的

后果及其主要控制措施（中和、解毒等措施）；针对不同的中

毒事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现场应急救援。  

（5）及时解毒和促进毒物排出。 

（6）经过初步急救，速送医院继续治疗。 

4.6.5 危险化学品丢失或被盗事件处置措施：一旦发现

化学品丢失或被盗，应保护、封锁现场，立即向学院报告，

并在确定丢失原因和地点后，积极查找。 

4.7 实验室火灾与爆炸事件应急处置 

4.7.1 实验室火灾事故的基本处理办法：发现火情，在

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要立即切断电源、气源，使用灭火毯、

适宜灭火器等进行应急扑救，控制火情蔓延，及时向学院报

告。如果火情呈蔓延趋势，及时拨打“119”报警，疏散现场

人员，通知物业值班人员在楼内播放消防疏散广播。遇有人

员受伤立即通知校医院，情况紧急时拨打“120”救护伤员。

保护好现场，配合消防部门调查事故原因。 

4.7.2 实验室爆炸事故的基本处理办法：发生爆炸事件

后，在场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迅速切断电源、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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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向学院报告。相关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视情向公安机

关或消防部门报告。遇有人员受伤立即通知校医院，情况紧

急时拨打“120”救护伤员。保护好现场，协助公安机关开展

事故调查。  

迅速判断和查明再次发生爆炸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紧紧

抓住爆炸后和可能再次发生爆炸之前的有利时机，采取一切

可能的措施，全力阻止再次爆炸的发生。当发现有发生再次

爆炸的危险时，应迅速撤至安全地带，来不及撤退时，应就

地卧倒。 

4.8 实验室机械事故应急处置 

4.8.1 用电机械设备事故发生后应立即切断电源；燃油

机械事故应及时处理燃油，消除隐患，疏散无关人员，防止

其他事故的发生，停止一切机械设备作业。 

4.8.2 向学院报告，联系本单位急救人员，根据伤势不

同采取相应的救助方法进行救助（伤员休克、骨折、出血等

不同情况，现场采取止血、固定、人工呼吸等相应急救措施）。 

4.9 实验室生物事故应急处置 

4.9.1 在确保自身安全情况下，应在第一时间选择科学

处置方式规范处置，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采取必要消毒

措施、封闭污染区域等。突发事件已超出可控范围，当事人

应通知周围人员一起迅速撤离至安全区，第一时间向学院报

告。特别紧急的情况：如人员受伤等情况可先拨打 120 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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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19 火警电话，然后报告学院。 

4.9.2 实验室如果发生一般病原微生物泼溅或泄漏事

故，按生物安全的有关要求，根据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选择

敏感的消毒液进行消毒处理。 

4.9.3 非封闭离心桶的离心机内盛有潜在感染性物质

的离心管发生破裂。这种情况被视为发生气溶胶暴露事故，

应立即加强个人防护力度。 

4.9.4 如果通过意外吸入、意外损伤或接触暴露，应立

即紧急处理。 

4.9.5 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污染时，

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及时向学院报告，在 2 小时内向卫生主管

部门报告，并立即采取控制措施，防止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扩散。 

4.9.6 当突发实验动物事件时，对发生人兽共患传染病、

动物传染病事件，应立即报告学院，关闭发生事件的实验场

所，并对周围已经污染或可能污染的环境进行封闭、隔离，

组织专业人员对相关场所、设施、物品、废弃物等进行消毒，

核实在相应潜伏期内进出实验室人员及密切接触感染者名

单，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感染者救治及现场调查和处置工作。 

对发生患病或疑似患病动物丢失事件，应立即报告学院，

采取临时应急措施，控制好现场。认真配合公安、卫生等部

门进行调查、控制扩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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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实验室有限空间中毒窒息事故应急处置 

施救人员强行向空间内部通风换气，立即报告学院，达

到救援条件并做好自身防护措施（如正确佩戴防毒面具）后

方可进入进行施救。将窒息人员立即抬离现场，放在空旷、

通风良好的地方，解开衣物。如口腔有异物清除异物；病情

严重或昏迷者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5. 附则 

5.1 参加执行本预案的有关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

严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守岗位，严禁支持或参与任何

不利于事态处理的活动。 

5.2 实验室技术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实行问责制，对迟报、

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危险化学品事件重要情况，或在处置

事件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根据其性质和造成后果的

严重程度，依法依规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5.3 本预案未尽事项，按学校有关规定以及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执行。 

 

附件：《物理科学学院实验室技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

程图和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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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学院实验室技术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流程图和联系电话 

一、实验室技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二、联系电话 

学院办公室：23501594 

三教值班室：23508413              五教值班室：23508896 

校医院急诊：23502400（八里台）    85358311（津南） 

物理科学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3 日印发 

是 否 

人员受伤

或 

无人员受伤

或 

Ⅳ级突发事件：未造

成人员损伤，财产损

失不高于 1万元 

发生实验室技术安全突发事

件 

判断是否可自行处置 

当事人或实验室安

全负责人在保证自

身安全情况下及时

 

事态超出个人处置能力，当事人或

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应呼叫附近人员

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并在第一时

判断上报方式 

拨打 120 

或 119 

报告学院应急联系人 

张守贵 13820288667 

赵玮璐 15222598306 

上报主管领导 

判断事故级别 

学院开

展应急

学院上报实验室

设备处，并协助

学院上报学

校，并协助

Ⅰ级突发事件：造成

人员重伤或死亡，或

财产损失 10 万元以

Ⅱ级、Ⅲ

级突发事

 

人员轻伤，或财产

损失 1 万元-10 万

 

处置后 

向学院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