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0, 10(4), 447-450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4075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ty
Education Course in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y
Chun Li, Yanchao Xu, Jianta Wang, Shaohuan Liu, Lin Zhang*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 9th, 2020; accepted: Jun. 24th, 2020; published: Jul. 1st, 2020

Abstract
Lab safety is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for undergraduates to master the knowledge of lab safety because of the
many disciplines and complex knowledge in pharmacy. Base on the lab safety education course
that had been set up, we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courses, and new ideas were
suggested for the reform of lab safety education cours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lab safety consciousness and skills of pharmaceutical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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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室安全是保障高校实验教学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药学类专业的学科领域众多，涉及的实验室安全
知识较为复杂，刚走进大学校园的本科新生很难全面地掌握实验室安全知识。我们在已开设实验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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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课程的基础上，分析及总结目前课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改革的思路，
对提高药学类专业学生的实验室安全意识及提升学生的实验室安全技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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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教学是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高等中医药院校，实验教学、实
验研究是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实验室是进行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
际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场所。因此实验室在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科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比重[1]。近年来，
高校实验室出现了大量的实验室安全事故，给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纵观各类高校实验室安
全事故，本质原因都是人的安全意识薄弱以及安全知识与技能不足[2]。相关研究数据表明，大学生实验
室发生事故的概率是企业的 100~1000 倍，该数据从侧面反应目前高校学生实验室安全意识低以及高校实
验室安全教育不到位的现状[3]。因此开设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对于保护师生的人身安全以及保障实验
教学科研的顺利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贵州医科大学药学院民族药与中药实验教学中心在药学专业认证
的背景下，于 2018 年秋季开始面向本学院药学，中药学，药物制剂学，临床药学四个专业的新生开设“实
验室管理与安全”课程，以加强本科生实验室安全教育。但药学类专业涉及的学科领域众多，安全规范
侧重也各不相同，因此如何让刚进入大学的药学类专业学生掌握广泛的实验室安全知识，是当前药学类
专业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建立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2. 我中心所开设的“实验室管理与安全”课程简介
贵州医科大学药学院民族药与中药实验教学中心作为贵州省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面向全校药
学、中药学、药物制剂、临床药学、药事管理、药学营销、生物技术及化学生物学等多个专业的本科生
开展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教学的重要场所。中心主要包括化学、分析、制剂、药用
资源与鉴定等涉及多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实验教学平台，分别承担相应教学内容的基础与专业实验课程。
由于学生在实验室面对不同的实验教学内容，所使用的仪器及试剂也各不相同，同时随着实验教学的高
频率运转，实验室安全问题也尤为显现。尤其是刚踏入大学校园的本科新生普遍存在安全意识薄弱、知
识与技能不足的问题。为此我中心为药学院各专业的大一新生开设“实验室管理与安全”课程，并将其
设置为基础必修选修课，列入相关专业培养方案并设定学分进入学校的常规教学体系。该课程共 16 学时，
并以课堂授课的方式要求学生掌握实验室管理与安全的含义与原则，了解实验室管理体系的概念、总体
要求及构成要素，熟悉实验室人员的组成、结构、素养及职责，掌握实验室环境、仪器设备、化学品安
全、药品安全、动物安全、生物安全、特征设备安全以及消防安全管理。通过系统地对学生进行实验室
安全知识的教育及培训，增强学生实验室安全防范意识以及提高解决突发实验安全问题的能力，从而避
免实验室安全事故以保障实验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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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室管理与安全”课程开设现状
目前，我中心已对两届的药学类专业大一新生开设“实验室管理与安全”课程。总体而言，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绝大多数的学生明显地对高校实验室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相对之前未经实验室安全教育的
高年级学生，最近两届本科生的实验室安全素养以及实验室安全行为规范都有明显的提升。例如，能在
上实验课前自觉穿戴好实验服，不带与实验课无关的物品进入实验室，自觉开窗保持实验室内良好通风，
实验中不随意使用、抛弃试剂，实验完毕妥善处理废弃物，离开实验室前检查实验室水、电、门、窗并
填写实验室使用记录表等。但我们开设“实验室管理与安全”课程的目的不仅仅限于这些常规的实验室
安全规范，尤其是贵州医科大学药学专业已被评为全国一流专业，在高素质药学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上也
具有更高的要求。增强学生的实验室安全意识，提升学生的实验室安全知识及技能储备也是药学人才培
养的重要内容。当前，我中心开设的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正处于发展阶段，该课程的实施也并未达到期
望的效果，主要呈现出来的问题有一下几点：
1) 药学相关专业涉及到的学科领域较多，实验室安全的侧重范围也各不相同，因此实验室安全知识
体系庞大，学生很难做到在短时间内掌握全面的实验室安全知识内容。例如，我院药学类专业的本科生
首先会学习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药物化学及药物分析等与化学紧密相关的实验
课程，因而学生需要掌握大量的化学实验室安全知识及行为规范。接着会学习生药学、植物学、中药炮
制及鉴定、药剂学等与药品相关的实验课程，因而学生也需要掌握实验室药品管理与安全的相关知识。
另外部分专业也会学习药理学、微生物与免疫学等与动物或生物相关的实验课程，更要求学生掌握相关
的动物安全及生物安全知识及行为规范。可见，药学类专业的实验室安全知识教育具有复杂性及广泛性。
2) 另外，大一新生刚进入学校对很多学科还没有具体的认识，对课堂讲授的部分实验室安全知识没
有切身体会，因而重视程度不高。这种问题具体体现在学生课前不预习、课堂不重视、课后不复习，很
多学生也仅是在考前进行突击复习。这使得学生对实验室安全知识的掌握极不牢靠。
3) 目前开设的课程仍以课堂讲授为主，教学方式单一，不利于学生切身体验实验室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不利于培养学生对实验室安全的学习兴趣。另外，该课程的考核方式是以开卷考试为主，对考核知
识点的覆盖不够全面，对学生安全教育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开卷考核的方式也进一步降低了学生对该课
程的重视程度。
4) 安全问题无大小，实验室安全应作为高校药学类本科学生硬性要求掌握的一门课程。但目前该课
程的设立仅是顺应学科发展需求，学校并未对本科生的实验室安全素养有严格标准，这也使得大部分学
生并未发自内心地对实验室安全课程进行重视。

4. “实验室管理与安全”课程建设探索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以下的一些方法或举措规范教学，从根本上促使学生提高实验
室安全意识及增强实验室安全技能，保障高校实验室安全及师生安全，为培养高素质的药学专业人才提
供安全稳定的环境。
1) 根据药学类各学科领域的特点编写适合本科新生学习的药学类实验室安全教育教材。药学实验室
涉及的实验室安全知识非常广泛，囊括了化学、生物、动物以及药品相关的实验室安全内容，学生要在
短期的时间内掌握这些内容具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学生平时的学习及科研中不常涉及的实验室安全
知识很容易遗忘。因此可在实验室安全教材编写的内容中，将实验室安全的相关知识与学生的实验及科
研内容相结合，并通过分析讲解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典型案例，预测实验室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以及遇见
事故可采取的应急措施，通过多角度、多方式的讲解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实验室安全知
识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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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并结合网络课程的多种教学手段，让学生不仅学习到实验室安全
知识，并能参与到实验室日常管理，达到“应知”且“应会”的教学目的。如我中心开设的“实验室管
理与安全”课程可将课时增加至 24 学时，其中 16 学时为理论课学时， 8 学时为实践课学时。理论课主
要讲解实验室组织、质量、人力资源、环境设施、仪器设备及信息管理等与药学专业紧密相关的实验室
管理的专业知识，以及化学品、药品、动物、生物、特征设备与消防安全的专业知识。而实践课以实际
演练的方式，进行“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特种设备使用”、“化学危险品使用”、“生
物医药安全”、“实验室废弃物处理”、“事故应急处理”等其它日常生活多个方面的安全技能培训。
3) 建立实验与实践安全教育的试题库及考试系统，并建立在线学习，模拟自测，考试查询等功能，
督促学生开展实验室安全知识的学习。同时建立实验室准入制度，硬性要求学生只有当实验室安全知识培
训合格后才能进入实验室进行学习和科研。另外，在实验教学中，也要对学生的实验室安全素养及操作行
为规范进行考核，使对学生的实验室安全教育贯穿整个高等教育，而不仅限于实验室安全课程的学习。
4) 组织开展实验室安全知识的系列讲座。如邀请安全管理经验丰富的知名化学品供应商负责人针对
安全管理规范、化学品管理、实验操作管理和应急处置等四个方面对实验室安全管理知识进行介绍，讲
解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几个重要环节。或邀请消防中心教员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讲座，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消
防安全意识，掌握突发状况下灭火、逃生技能等。
5) 开展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具体演示人员疏散、启动应急预案、危化品泄露处置、初期火情
应急处置、现场医疗救助、事故报告等环节。

5. 结语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是安全生产的基本方针，同样也是保障高校实验室安全运行，保护国家财
产及师生人身安全的基本原则。高校实验室的安全问题，绝大多数都是人的问题。因此开设实验室安全
教育课程，对培养本科新生实验室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实验室安全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对
目前所开设的“实验室管理与安全”课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总结，提出接下来对该课程进行教学
改革的思路，有利于高素质药学专业性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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