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安全检查通报
东北林业大学 实验室管理与条件保障处

检查内容：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

检查时间：2022年05月16日

检查范围：生命学院教学、科研实验室

检查人员：王玉龙、刘莉、郭敏、刘琦、李凯

生命学院：

05月16日，实验室管理处处长王玉龙、副处长刘莉及相关人员对学院的教

学科研实验室进行了夜间飞行检查，部分实验室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1.环境

卫生条件差；2.实验期间实验室无人值守，且有高温设备正在运转，部分高温

设备摆放在走廊；3.多数学生未穿实验服。按照《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

目表（2022年）》规定，公共场所不得堆放仪器和物品，特别是公共走廊放置

加热、机械运动设备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学院对实验室安全管理给予高度重

视，责令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实验室立即进行整改，并督促其他实验室举一反三，

加强管理，全面排查，认真整改，避免同类问题屡禁不绝，反复出现。

在现场检查中发现存在以下具体问题，见表1。

表1 检查中发现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检查日期
实验室

房间号 检查问题记录

2022年05月16日 105 冰箱未进行防爆处理；

防爆药品柜闲置；

学生未穿实验服。



2022年05月16日 108旁走廊 走廊放置培养箱、烘箱等加热设备，且运行中的设备无人值守；

实验室仪器设备遮挡消火栓。

2022年05月16日 121 高温设备上粘纸，顶部摆放物品。

2022年05月16日 204 卫生条件差，物品摆放混乱；

配电箱内线路混乱存在安全隐患；

实验室内物品堆积，堵塞通道；

加热设备上粘纸且加热设备间距过小，不利于散热；

高温设备使用中无人值守；

设备损坏采用胶皮材质充电器线固定柜门存在安全隐患。

2022年05月16日 206 冰箱未进行防爆改造。

2022年05月16日 208 微波炉上放置泡沫箱等杂物；

冰箱存放过满，试剂叠放。

2022年05月16日 216 插排未固定且置于地面。

2022年05月16日 226旁喷淋 没有喷淋巡查记录。

2022年05月16日 236 高温设备顶部摆放物品。

2022年05月16日 238 卫生条件差，物品摆放混乱，垃圾处理不及时；

药品清单上有叠氮钠，请复核；

高温设备顶部摆放物品。

2022年05月16日 239 狭小、密闭空间内存放五个气瓶并且均未固定，未加装氧气含量

报警装置。

2022年05月16日 256 实验室内使用电暖气；

高温设备上粘纸，顶部摆放物品；

饮用水进入实验室，未粘贴实验用水标签。

2022年05月16日 260 高温设备顶部摆放物品。

2022年05月16日 262 高温设备使用中无人看管。

2022年05月16日 304 危化品未按配伍禁忌储存（实验室常用危化品储存配伍禁忌见表

2）；

插排未固定。

2022年05月16日 306 电源充电无人看管。

2022年05月16日 306旁走廊 走廊放置培养箱、烘箱等加热设备，且运行中的设备无人值守；

高温设备叠放。



2022年05月16日 321 高温设备上粘纸；

高温设备使用中无人值守。

2022年05月16日 332 卫生条件差，物品摆放混乱；

饮用水进入实验室，未粘贴实验用水标签；

冰箱上摆放杂物，影响冰箱散热。

2022年05月16日 338 高温设备顶部摆放物品。

2022年05月16日 340 高温设备顶部摆放物品。

请学院督促以上实验室立即进行整改，并撰写安全检查整改报告，整改报

告经实验室负责人签字后交学院，学院盖章后于 05 月 23 日前统一交到实验室

管理与条件保障处备案，其他实验室举一反三，排查问题，杜绝隐患。实验室

安全检查整改报告格式见附件。

办公地点：综合办公楼 604室

办公电话：82190708

实验室管理与条件保障处

2022年05月17日

表二 危化品储存办法

危化品名称 储存要求

醋酸 不能与铬酸、硝酸、羟基化合物、乙二醇、高氯酸、过氧



化物以及高锰酸盐共存。

硫酸 库温不超过35℃，相对湿度不超过85%，储存于阴凉通风处，

要求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碱类、碱金属、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记混储

磷酸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应与易（可）

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放，切记混储

盐酸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

应与碱类、胺类、碱金属、易（可）燃物等分开存放，切

记混储

硝酸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应与还

原剂、碱类、醇类、碱金属等分开存放，切记混储

硼酸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碱类、钾分开存

放，切记混储

铬酸 不能与醋酸、萘、樟脑、甘油、松节油和其他易燃液体共

存。

氢氟酸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应与碱类、

活性金属粉末、玻璃制品等分开存放，切记混储

高氯酸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不能与醋酐、铋及其

合金、酒精、纸、木材和其他有机材料共存。

乙酸 冻季应保持库温高于16℃，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

热源，要求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等分开存放，切记混

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

机械设备和工具

丙酮 库温不宜超过26°C，不能与浓硫酸和浓硝酸的混合物共

存。

次氯酸钠溶液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碱类分开存放，

切记混储

乙炔 不能与铜、卤素、银、汞及其化合物共存。

乙醇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应与氧

化剂、酸类、碱金属、胺类等分开存放，切记混储，采用

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

和工具

乙腈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应与氧

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易（可）燃物、食用化学品

等分开存放，切记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乙醚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不可与

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等分开存放，切记混储，采用防爆

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

具



乙酸酐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应与氧

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活性金属粉末、醇类等分开

存放，切记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

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乙酸乙酯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应与氧

化剂、酸类、碱类等分开存放，切记混储，采用防爆型照

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碱金属 不能与水、二氧化碳、四氯化碳和其他氯化烃共存。

无水氨 不能与汞、卤素、次氯酸钙和氟化氢共存。

石油醚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

应与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记混储

苯胺 不能与硝酸和过氧化氢共存。

过氧化钠 不能与任何可氧化的物质共存，例如甲醇、冰醋酸、醋酐、

苯甲醛、二硫化碳、甘油、乙酸乙酯和α-肤喃甲醛等。

溴 不能与氨、乙炔、丁二烯、丁烷、氢、碳化钠、松节油以

及金属细粉末共存。

活性碳 不能与次氯酸钙和所有氧化剂共存。

氯酸盐 不能与铵盐、酸、金属粉末、硫以及细碎的有机物或易燃

性化合物共存。

氯 不能与氨、乙炔、丁二烯、苯和其他石油馏分、氢、碳化

钠、松节油以及金属细粉末共存。

二氧化氯 不能与氨、甲烷、磷化氢和硫化氢共存。

铜 不能与乙炔、叠氮化物和过氧化氢共存。

氰化物 不能与酸共存。

五氧化二磷 不能与水共存。

高锰酸钾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不能与甘油、乙二醇、

苯甲醛和硫酸共存。

银 不能与乙炔、乙二酸、酒石酸和铵类化合物共存。

钠 不能与四氯化碳、二氧化碳和水共存。

镁粉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

应与氧化剂、酸类、卤素、氯代烃等分开存放，切记混储

锌粉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

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胺类、氯代烃等分开存放，切

记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

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二氯甲烷 库温不宜超过30°C，相对湿度不超过80%，储存于阴凉通

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应与碱金属、食用化学

品等分开存放，切记混储

三氯甲烷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

切勿受潮，应与碱类、铝、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记



混储

甲苯 库温不宜超过30°C，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

要求密封，应与易（可）燃物、氧化剂等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

过氧化氢 库温不宜超过30°C。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

要求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等

分开存放，切记混放

氢氧化钠 库内湿度不大于85%，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

种热源，要求密封，切勿受潮，应与酸类、易燃物等分开

存放，切记混储

氢氧化钾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

切勿受潮，应与酸类、易（可）燃物等分开存放，切记混

储

乙酸乙酯 库温不宜超过30°C。低温存放的化学品

环己烷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应与氧化

剂分开存放，切记混储

六亚甲基四胺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要求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

放，切记混储

硝酸钙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

应与还原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记混储

硝酸铵 不能与酸、金属粉末、易燃液体、氯酸盐、亚硝酸盐、硫

酸盐以及易燃性化合物共存。

硝酸钾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

应与还原剂、酸类、易（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

存放，切记混储

硝酸镁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

切勿受潮，应与还原剂、易（可）燃物等分开存放，切记

混储

硝酸钠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切勿受潮，应与还

原剂、易（可）燃物、酸类、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

切记混储

正己烷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应与氧

化剂分开存放，切记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

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重铬酸钾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要求密封，应与易

（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记混储

叠氮化钠 不能与铅、铜和其他金属共存。这种化合物通常用做防腐

剂，但能够与金属形成不稳定的易爆炸性化合物。如果沉

积在洗涤槽下面，那么在水管工人作业时，遇到金属圈和

金属管就可能引起爆炸。



附件 XX学院XX实验室安全检查整改报告（格式）

我实验室接到学院关于实验室管理与条件保障处《实验室安全检查通报》

中有关问题的整改工作通知后，组织开展了实验室安全自查，针对《通报》中

发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布置落实了整改方案，经实验室人员共同努力，

现已全部完成整改工作，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实验室房间号：

整改报告撰稿人签字：

学院负责人签字：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实验室安全检查通报》中的问题记录

检查时间 实验室房间号 安全检查问题记录

实验室问题整改记录

1.存在问题描述（包括所有被记录

的问题，逐一描述）

3.整改措施与结果（包括所有被记

录的问题，逐一列举）

4. 证明材料（包括所有被记录的

问题，逐一列举）
照片可作为附件。

注：证明材料请写明材料名称，立即整改项目应附相关文件、或整改前后照片对比及注解等；非立即整改项目应

附学院正式的整改计划、措施等文件。证明材料可作为附件提供。



105 108旁走廊

121

204 206

208 216 226

236 238



239

256 260

262 304 306

306旁走廊

321



332 338 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