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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室安全教育是高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形成系统、全面、
新颖的教学内容与模式是实验室安全教育者及管理者的重要工作。通过分析实验室安全教育的现状及必
要性，探索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建立的内容及形式，为相关教育者提供工作思路，进一步提高和增
强广大师生特别是学生的安全意识，保障实验室教育教学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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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atory safe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t is an important
work for laboratory administrators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laboratory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and form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and novel teaching content and mode. By analyz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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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necessity of laboratory safety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laboratory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in univers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vide working ideas for educators and enhance the safety awarenes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specially students, to ensure laboratory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moo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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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室是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的重要场所。
实验室安全与广大师生的人身安全密切相关，因此，实验室安全必须摆在重要的位置。实验室安全又包
含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建设、组织实施、人员建设、安全教育、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大
部分内容主要由高校和教师参与完成，而实验室安全教育则是将高校、教师、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环
节，并且是能够极大提升学生安全意识的环节。因此，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的建设自然必不可少。
已发生的多起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给我们以惨痛的教训：2021 年 3 月 31 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一实验室内发生反应釜高温高压爆炸的安全事故，导致 1 名研究生当场死亡；2018 年 12 月 26 日，北
京交通大学发生实验室爆炸事故，3 名研究生不幸遇难等。针对高校实验室安全问题，2017 年 2 月 20 日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2019 年 1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法规，把高校实验室安全提到了
很高的重视程度。通知中强调，广大师生的实验室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是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关
键，要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对安全风险的科学认知水平[1] [2]。此外，企事业单位招聘人才的
时候，也需要具有安全意识和素养的学生，因此，安全知识的传授应该在本科阶段进行并加强[3] [4]。只
有实验安全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才能创造安全的实验环境，促进实验教学与科学研究持续的发展和进步，
助力高等教育向现代化迈进。

2. 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高校对实验室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低
近些年，随着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再加上国家对此的重视程度，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基本已
全面铺开，但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建设程度较低。张敏等[5]调查统计，开设实验室安全必修课的高校占比
为 22.4%，开设选修课的占比为 29.3%，这表明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的开设在高校所开设课程总量中的占
比严重不足。

2.2. 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内容不完整、形式单一
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通常仅强调实验室的各类安全及其注意事项，如火灾、化学药品安全、机械安
全等，对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型实验可能面临风险进行的安全指导不够充分，实验室安全教育内容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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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6]。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多以知识传授为主，对学生技能掌握的重视不足，因此造成教育形式单一
的结果，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2.3. 高校学生实验室安全意识薄弱
何旭伦等[7]面向大一、大二学生的调查发现仅 70%~80%的学生认为实验室存在安全隐患，接受调查
的学生中只有 4.37%表示熟悉安全管理制度及守则，而对于安全设施及防护用具使用的熟知情况结果也
不很理想。这就说明，大部分学生没有全面、系统的掌握实验室安全知识，对于应急防护的安全技能严
重不足，因此，系统的、全面的对高校学生进行实验室安全教育势在必行。

3. 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的建设
3.1. 实验室安全教育内容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包含以下五个部分。① 安全知识教育，安全知识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
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化学安全、生物安全、设备安全等基本的常识。同时，各学科专业根据自身教学
及实验内容的重点，加入或强调特定的安全知识。例如机电专业在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内容中应该将重点
放在机械和电路安全上，并且内容要细化和深入；化工类学科专业则应将重点放在化学相关安全上。②
防护措施及应急处理教育，教学内容包含防护措施的类型、原理、适用范围，发生事故时的应急处理等。
如着装、装备的类型、使用方法、适用范围，不同原因(化学、火、机械等)造成的受伤处理，相关老师、
部门的联系电话等。③ 操作规范教育，很多安全事故就是由于操作不规范引起的，因此实验室规范操作
的知识必不可少。这部分教学内容针对性就会比较强，不同学科专业对实验操作的内容、范围及要求不
同，就要结合自身教学及实验内容整理和归纳操作规范。④ 环保要求，遵循不污染环境的原则，讲授实
验废物、废液和废气的无害化处理等知识，保证实验、科研与环境和谐发展。⑤ 法律法规及院校相关制
度的教育，系统学习和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同时该部分内容应该增加各高校、
学院自定的规章制度的学习内容，让学生深入了解学校的相关要求，让学生明白学校对于实验室安全的
重视程度，进而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

3.2.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形式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形式应当避免死板、单一的情况，否则不利于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教学形式可
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课堂教学、案例教学、实践教学、安全培训和演习演练、虚拟仿真等，形式应多
种多样，而且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除上述教学形式外，还可以开展实验室安
全宣传周/月活动，让学生自己设计、组织和实施活动，不仅增强安全意识、增加安全知识储备，还能锻
炼个人和团体的能力。
3.2.1.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可以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雨课堂、翻转式课堂等多种形式。课前可以进行线上预习
和自测，课上线下进行自学结果讨论和知识点的重点讲授学习。线上可以借助微信小程序、星问卷、腾
讯问卷等程序，设计闯关游戏、自测试卷等，并根据难易程度划分等级。教师可以在后台了解和分析学
生学习情况，知识点掌握情况等信息，这样可以在课堂讲授过程中更有针对性，提升教学效果。线下的
讨论和学习可以将老师讲授和小组讨论相结合。小组讨论总结课前学习成果，总结本节课中涉及实验室
安全教育的内容，找出安全事故发生原因、应对措施、解决办法等。其他小组或同学做补充，教师作补
充和总结，完善和加固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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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以实际发生的案例或者设计的案例为对象讲授相关安全知识，可以吸引学生兴趣、让学生
印象深刻。讲授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实验室安全危险种类及发生原因，指出或让学生判断案例中的正
确及错误做法，引导学生反思案例所反映出的教训，如安全观念淡漠、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加强教
学的直观性与感染力[8]。教学过程中可将老师讲授和学生讲授相结合，以学生讲授方式为主。学生通过
对案例的搜集、分析、讲解，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实验室安全问题，比单纯教师讲授的学习效果要好。
3.2.3.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就是在实验室进行实际操作，实践规范操作、应急处理等知识的运用。实践教学可以根据
教学内容分为几个模块：水电安全等通识模块、化学安全、生物安全模块、机械安全模块等。每个模块
要包含安全的基本知识、安全问题隐患或根源、应急和解决操作、环保要求等方面的内容。比如化学安
全模块，硫酸溶液的配制过程中涉及的安全问题就可以包括：着装要求，规范的操作流程，配制好后的
药品存放要求，废旧硫酸溶液的处理办法，不慎发生硫酸灼烧后的应急处理等。
3.2.4. 安全培训和演习演练
Robert [4]提到安全培训的重点是技能建设，特以特定工作场所的特定应用为目标的行为和实践，安
全培训是一个短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安全培训可以请诸如消防员等这样的专业人士进行讲授。演习
演练必须定期开展，因为演习演练是学生参加实战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因此，学校学院应投入必要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开展演习演练。同时，安全培训和演戏演练会受到内容、地点、时间、实施条
件等因素的限制，因此需要结合其他教育形式，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安全培训和演习演练因其
专业性和实战性，又是整个高校安全教育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3.2.5. 虚拟仿真
虚拟仿真实验以 Unity3D、3D Studio Max 为开发平台，采用三维立体仿真、动画及虚拟现实操作等
多种手段进行实验教学及操作练习[9]。从 2013 年教育部大力推行虚拟仿真建设以来，各高校将虚拟仿真
技术充分应用于各学科专业课程教学，但用于实验室安全教育相关课程较少。虚拟仿真可以作为高校实
验室安全教育实践教学和演习演练的补充，实践教育和演习演练无法实现的内容可以由虚拟仿真完成。
此外，虚拟仿真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优势。因此，对实验室安全教育虚拟仿真程序的开发显得尤为
重要。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实验室场景，加入规范操作程序，以及实践和演习演练无法实现的错误
操作后果情景(如烫伤、火灾、爆炸等)，这样能让学生更深切地体会到在面对危险时需在短时间内做出正
确操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3.3. 教学成果评价及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安全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进行的，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技能，更要让他
们的在思想上高度警惕。因此，对学生的评价也是要分步进行和全面考量的。理论知识的考核，实践技
能的考核是同等重要的。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实验室准入制度。日本及欧美一些国家已经较早的开展了实
验室安全准入制度的研究，并普及和实施[10]。我国一些高校已经实施准入制度，但准入前的考核体系是
否能够真实反应学生对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考核前是否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与技能的学习，等
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相关学者和专业人士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4. 结语
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健全是高校安全教育工作中的重点，在相关制度、人员配备、经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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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等一系列工作推进的同时，一定要把握和抓住学生为主体这一原则，因为学生是与实验室接触最多的
人群，也是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人群。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学生心中，
安全保护技能掌握在学生手中，才能保证实验环境的安全，促进实验教学与科研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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