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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规范山东大学基础医

学院实验室安全应急管理工作和应急响应程序，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提高应对风险和防范事故的能力，保证实验室人员的安全健康和公众生命安全，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污染和社会影响，特制订《山东大学

基础医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2 编制依据

1.《山东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

2.《山东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仅适用于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所属教学、科研实验室（包括挂靠科研

机构、校外实验室）。

1.4 应急预案体系

根据基础医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及特点，实验室危险等级及风险点的危

险性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故特征，编制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各学系（中心）可针对本学系（中心）的危险源、安全风险等实际情况制定相应

的应急处置流程。

1.应急预案主要针对实验室安全危害辨识确定的某种特有或具体的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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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灾难风险出现时的紧急情况，应急而制定的救援预案。

2.本预案与山东大学校区、山东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衔接关系是

根据实验室所发生的安全事故危害程度大小，依次向学院、校区、山东大学实验

室安全工作组逐级上报。

基础医学院实验室应急预案体系见图 1.4-1。

图 1.4-1 基础医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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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应急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以人为本，把保障人员的生命和健康作为首要任务，调用所需资源，采取必

要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故及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预防为主、居安思危

加强突发事故应急管理，常抓不懈，防患未然，努力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预

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突发事故的各项准备工作。

3.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在学校的统一领导、校院二级管理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

结合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应急体制作用。

4.依靠科技、提高素质

加大安全监测、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的投入，充分发挥专家队

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科技水平和指挥能力，避免发生次生、

衍生事件；加强宣传和培训教育工作，提高人员自救、互救和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的综合素质。

2 事故风险描述

2.1 基础医学院实验室概况

基础医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包括学院 13 个学系（中心）共 165 间

实验室。各实验室分布楼宇情况见下表：

表 2.1-1 实验室楼宇情况表

序

号
校区 楼宇名称 所属学系（中心）名称

建筑面积

（m
2
）

楼层数 备注

1 趵突泉校 教学一楼 解剖学与神经生物学系 21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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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校区 楼宇名称 所属学系（中心）名称

建筑面积

（m
2
）

楼层数 备注

区 教学二楼 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1700 2

教学六楼

解剖学与神经生物学系

组织学与胚胎学系

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医学免疫学系

病原生物学系

病理学系

药理学系

医学遗传学系

细胞生物学系

医学心理学与伦理学系

6100 7

教学八楼 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2100 3

同位素楼 实验核医学与电镜中心 900 2

电镜楼
医学遗传学系

实验核医学与电镜中心
1500 3

基础医学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存储情况见下表：

表 2.1-2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存储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危险特性分类
单

位

最大存

储量
存放场所

1 浓硫酸 腐蚀品 瓶 20 教学六楼七层危化品室

2 浓盐酸 腐蚀品 瓶 20 教学六楼七层危化品室

3 丙酮 易燃液体 瓶 20 教学六楼七层危化品室

4 乙醚 易燃液体 瓶 20 教学六楼七层危化品室

5 高锰酸钾 氧化剂 瓶 10 教学六楼七层危化品室

2.2 可能存在的事故风险及分析

可能存在的事故风险描述及事故风险分析。

1.事故区域及类型

易发地点为学院实验室、细胞间、化学品试剂存放柜、气瓶柜等位置。

事故类型主要有危化品试剂火灾，包括气体火灾、易燃液体火灾、易燃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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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等；实验室可燃物引发的一般火灾；电气线路和设备引发的电气火灾；实验

室可能引起的伤害包括：机械、特种设备、触电、辐射等引起的伤害。

2.风险分析

实验室可能存在的事故风险分析详见附件中各现场处置方案。

3.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3.1 应急组织体系

基础医学院实验室应急组织体系由应急指挥组、事故应急救援组、事故善后

处理及调查小组等组成。

事故应急指挥组由学院主要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学院实验室应

急抢险及救援工作的统筹指挥。

事故应急指挥组组织体系图 3.1-1。

图 3.1-1 安全事故应急组织体系图

3.2 组织机构及职责

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实验室事故应急指挥组：

组长：赵福昌 高成江

应急指挥组组长

应急指挥组成员

应急救援组 事故善后处理及调查小组

指挥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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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郭春 刘海华

成员：高鹏 于晓 马宏峰 张乃亭 刘明利 邹永新 姜昆 赵倩

应急指挥组下设应急指挥组办公室，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分管领导和院办主

任兼任应急指挥组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各应急救援组工作。

事故应急救援组包括事故救援、事故善后处理等小组，成员由各学系负责人

组成。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主任负责突发事故应急处理工作及日常的安全管理工作。

发生突发事故时，启动应急预案，通知事故应急救援组所有成员参加事故应急救

援处理工作。

3.2.1 应急指挥组及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职责

1.接到事故报警后，立即启动预案迅速进入事故现场并封闭危险区，按预案

开展抢险施救，尽最大努力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2.根据事故情况，统一安排预案的实施，并立即向学校及政府安监部门报告；

3.调动所需人员、设备物资及交通运输工具；

4.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和安抚工作；

5.积极配合上级部门的事故调查工作；

6.组织预案演练；

7.组织预案的修订。

3.2.2 应急救援组人员分工

1.组 长：组织全面指挥学院（所）实验室内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2.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负责向上级报告事故，调度事故应急救援专业技

术预案，协调事故应急处置统一抢险，协助组长做好抢险施救工作的现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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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小组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人员调动及组织工作。

3.2.3 应急救援组成员职责

学院全体人员都负有事故应急救援的责任，各小组应急救援人员是事故应急

救援的骨干力量，担负着院内各类事故的救援和处置工作，应急救援人员根据职

责分工负责与学校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相应小组联系对接。事故应急小组

职责如下：

1.应急救援小组：负责对现场控制、财产抢救、人员解困等工作。

2.事故善后处理及调查小组：负责做好事故受伤人员家属的解释，安抚工作，

并安排好家属的生活。配合上级有关部门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并做好责任界定，

事故处理和责任追究上报等工作。

3.应急指挥组及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如因职务、工作调整等原因发生岗位变化

时，成员相应调整。

表 3.2-1 事故应急组成员（根据本单位实际设置）

序号 应急机构 姓名 联系电话 应急机构职务

1 应急指挥组

赵福昌 88383877
组长

高成江 88382292

郭春 88383168
副组长

刘海华 88382370

高鹏 88381697

成员

于晓 88381867

马宏峰 88382825

张乃亭 88381697

刘明利 88381869

邹永新 88382277

姜昆 88382089

赵倩 8838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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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应急机构 姓名 联系电话 应急机构职务

2
应急指挥组

办公室

郭春 88382277 主任

刘海华 88382565 副主任

3 应急救援组
发生事故学系/中心主任 组长

发生事故学系/中心支部书记 副组长

4
事故善后处理及

调查小组

赵福昌 88383877
组长

高成江 88382292

学院领导班子成员
成员

发生事故学系/中心系务会成员

5 应急报警电话 校区报警电话 88380110

表 3.2-2 基础医学院学系（中心）负责人联系方式

序

号
学系（中心）名称 主任 支部书记 联系电话 备注

1 解剖学与神经生物学系 孙晋浩 孙晋浩 88381068

2 组织学与胚胎学系 郝爱军 李雷 88382050/88382050

3 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 于晓 崔敏 88381910/88382571

4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孙金鹏 张鹏举 88382092/88382092

5 医学免疫学系 高成江 高立芬 88382292/88382038

6 病原生物学系 赵伟 孙允东 88382579/88382579

7 病理学系 高鹏 王晓 88382049/88382045

8 药理学系 刘慧青 王资颖 88382605/88382036

9 医学遗传学系 刘奇迹 王墨林 88381082/88382190

10 细胞生物学系 初波 杨云帆 88382046/88382046

11 医学心理学与伦理学系 苏永刚 曹永福 88382034/88382077

12 实验核医学与电镜中心 高峰 张超 88382096/88382096

13 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刘尚明 刘尚明 8838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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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报告及应急响应

4.1 应急响应分级

1.一级（学校级）响应是指发生较大事故，事故情况超出学院的控制能力，

未波及相邻单位的状态，而做出一级响应。

2.二级（院级）响应是指危险源发生一般事故、事故发生的初期或发生一般

伤害事故，而做出二级响应。

3.三级（实验室级）响应是指危险源发生轻微事故、事故发生的初期或发生

轻微伤害事故，实验室做出三级响应。

4.2 应急响应程序

1.一旦发生突发事故，现场操作人员或最先发现者有义务采取果断措施，立

即启动现场处置方案，抢占最佳时间控制事态发展，避免事故升级或发生次生事

故。

2. 当事故危及人身安全，必须立即组织人员沿消防应急通道疏散。在确保

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抢救、携带重要设备、资料撤退。

3. 现场人员判定响应级别是否超过三级，若超过三级，则上报本预案应急

指挥组，并请求启动二级响应；迅速拔打报警电话、急救电话，同时向应急指挥

组报告，组织相关人员实施必要的隔离措施，尽一切可能保护人身安全及设备资

料的安全。

4.当发生二级响应事故时，应急指挥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现场指挥组，

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和危害程度，拟定抢救方案，派应急救援组紧急救援。并根据

事故灾情严重程度，决定是否请求外部援助。

5.当发生二级响应事故时，应急指挥组指令现场操作人员按照上述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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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措施进行处理，并视事故的趋势决定是否应急响应升级。

4.3 信息报告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实行 24 小时信息畅通。

公安处 24小时值班电话：

中心校区：0531-88364110，兴隆山校区：0531-86358110，千佛山校区：

0531-88396110，趵突泉校区：0531-88380110，软件园校区：0531-88391110，

洪家楼校区：0531-88377110。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通知学系（中心）负责人、学院负责

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公安处及值班人员；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警后由组长或

组长指派人员负责通报事故信息。

1.本实验室内部信息报告程序：

(1)报告时限：现场人员发现事故后，应立即向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报告。

(2)报告方式：固定电话；移动电话；高声呼喊。

(3)处置流程：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组织有关技术人员

前往事故现场，了解掌握事故情况。

2.信息上报程序：

(1)上报条件：发生实验室应急事故，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人员死亡的各类

安全事故。

(2)上报部门：应急指挥组办公室，由学院应急指挥组办公室上报山东大学

实验室安全应急指挥办公室。

(3)上报时限：学院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报告后 1 小时内；情况紧急时，

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山东大学实验室安全应急指挥部直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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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报方式：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传真等。

(5)上报内容：①事故发生单位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②事

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③事故的简要经过；④事故已经造成或

者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

损失；⑤已经采取的措施；⑥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6)事故上报责任人：应急指挥组组长。事故快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

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情况。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日内，事

故造成的财产损失、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事故自发生之日起 7

日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4.4 处置措施

4.4.1 处置原则与要求

一切抢险指挥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保护人员的健康和安

全优先，防止和控制事故蔓延优先，要求人员在紧急状态下首先避险和自救，重

要性排序为：人员、环境、财产。

4.4.2 处置措施

4.4.2.1 事故处置措施

1.应急指挥组指令事故救援小组：主要负责疏散和消防处置工作。

2.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现场救援人员反馈的信息立即拨打“119”、“120”、

“110”，请求救援。

3.应急指挥组指令事故善后处理及善后小组：负责配合学校事故善后处理及

善后组事故遇难者的善后处理；调查事故原因，及时上报并作好恢复工作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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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次生事故处置措施

若事故较为严重，必须启动《山东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进行组织

施救，扩大应急救援力量。

5.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5.1 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详见附件 1

5.2 电气火灾及其他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详见附件 2

5.3 压力容器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详见附件 3

5.4 腐蚀性危险化学品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详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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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事故可能发生区域

火灾事故是指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爆炸所造成的灾害。

实验室存储有可燃、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使用区域、设备设施等空气

中所含可燃物浓度达到爆炸极限，遇明火、热源，可引发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

会因为实验室内部灭火难以控制火势情形而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事故发生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危险化学品泄漏，可燃气体报警仪报警，同时现场会出现气味。

（3）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火灾爆炸事故燃烧产生有毒有害气体会造成人员的中毒窒息，伴生的浓烟和

泄漏的液体可造成环境的污染。

（4）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事故的危害严重程度及其影响范围

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具有随机性，一旦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可能造

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

2 应急工作职责

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根据现场情况立即拨打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

室、学院负责人、学校值班电话、公安处报警电话报告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可能导致事故的信息后，应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学院有关人员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事故发生；当确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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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较大，有可能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要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部报告；由上级

应急指挥部及时研究应对方案，采取预警行动。

3 应急处置

3.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3.1.1 响应分级

一级（学校级）响应是指发生重特大事故，火灾爆炸情况超出院所的控制能

力，可能或已经波及到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一级响应。

二级（院所级）响应是指已经发生了较大事故，但事故后果严重性或影响范

围没有超出实验室的控制能力，未波及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二级响应。

三级（实验室级）响应是指危险源可能发生事故、事故发生的初期或发生一

般事故，学院做出三级响应。

3.1.2 响应程序

(1)事故信息接收

接警：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有关事故报警后，应立即向事故应急指挥组汇

报。

处警：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估，研究提出应对方

案，并下达应急救援指令，进行事故应急救援。

(2)应急指挥

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根据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响应等级立即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调集应急人员，组织实施抢险救灾、救护等救援工作；密切

跟踪事故应急救援情况，向上级应急指挥部通报情况。

(3)扩大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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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抢险过程中，若事态扩大，抢救力量不足，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应

急指挥组要立即向上级应急指挥部汇报。

(4)应急结束

应急指挥组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情

况。遵循“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经有关领导批准，应急程序结束。

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3.2.1 火情处置

(1)报警：实验室所有人员均应熟悉报警程序，发现事故征兆，如某个部位

有烟气，异味等。现场第一发现人员应立即报告实验室值班负责人，按报警器报

警，现场人员进行应立即呼救并找准着火点，熄灭附近的所有火源，切断电源，

判明火情性质，岗位工作人员使用就近灭火设施（灭火器、灭火毯等）灭火，防

止火情扩大。

(2)接报：接报后立即到达事故现场了解情况，组织人员进行自救灭火，并

报告学院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做好现场灭火处置工作；若火势严重组织人员沿

消防通道和疏散方向的指示标记有序疏散，撤离到安全区域，及时清点疏散人员，

查清有无人员被困火场。

(3)火情被扑灭后，做好现场保护工作，待有关部门对事故情况调查后，经

同意，做好事故现场的清理工作。

3.2.2 火灾处置

(1)事故现场继续蔓延扩大，现场指挥员通知应急指挥组成员应快速集结，

快速反应履行各自职责投入灭火行动。通讯联络人员向公安消防机构报火警，及

向有关部门报告，派人接应消防车辆，并随时与事故应急指挥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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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灭火人员在消防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前，应继续根据不同类型的火灾，

采取不同灭火方法，加强冷却，撤离周围易燃可燃物品等办法控制火势。

(3)在有可能形成有毒或窒息性气体的火灾时，应佩戴隔绝式氧气呼吸器或

采取其他措施，以防救援灭火人员中毒，消防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听从指挥积

极配合专业消防人员完成灭火任务。

(4)应急救援组应通知引导各部位人员尽快疏散，尽量通知到应撤离火灾现

场的所有人员。在烟雾弥漫中，要用湿毛巾掩鼻，低头弯腰逃离火场。

(5)火灾现场指挥员随时保持与相关人员通讯联络，根据情况可互相调配人

员；进行自救灭火，疏导人员、抢救物资、抢救伤员等，救援行动时，应注意自

身安全，无能力自救时救援人员应尽快撤离火灾现场。

3.2.3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处理措施

实验室内一旦发生了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切不可惊慌失措，应保持镇

静。实验室负责人或安全员首先应立即切断室内一切火源和电源。然后根据具体

情况正确地进行抢救和灭火。常用方法如下：

1)可燃液体火灾爆炸：立即拿开着火区域内的一切可燃物质，关闭通风设施，

防止扩大燃烧。若着火面积较小，可用抹布、湿布、铁片或沙土覆盖，隔绝空气

使之熄灭。覆盖时动作要轻，避免碰坏或打翻盛装可燃溶剂的玻璃器皿，导致更

多的溶剂流出而扩大着火面。

2)酒精及他可溶于水的液体火灾：可用水灭火。

3)乙醚、甲苯等有机溶剂着火：应用石棉布或砂土扑灭。绝对不能用水，否

则会扩大燃烧面积。

4)金属钠等着火：用砂土覆盖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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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导线和电器外壳火灾爆炸：不能用水及二氧化碳灭火器，应先切断电源，

再用干粉灭火器或覆盖法灭火。

6)衣服烧着时切忌奔走，可用衣服、大衣等包裹身体或躺在地上滚动灭火，

禁止向人体泼水。

易燃、液化气体类火灾爆炸，首先切断电源，查明火势情况，起火初期首先

控制气体泄漏，然后使用灭火毯遮盖扑灭，如无法控制气体泄漏，当容器内容物

储存量低于爆炸极限时，使用干粉灭火器扑救，火焰消失后使用灭火器对周边环

境降温至室温以免气体重新燃烧或爆炸，否则必须保持稳定燃烧，避免大量可燃

气体泄漏出来与空气混合后发生爆炸。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的灭火比较复杂，在选用时必须慎重考虑安全问题，

使用者务必熟知该类物品的安全操作知识和理化性质，以备险情发生时采适当措

施。一般应采取以下基本方法如下：

1)迅速查明着火或反应的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以及其它燃烧物的品名、数

量、主要危险特性、燃烧范围、火势蔓延途径、能否用水或泡沫扑救。

2)能用水或泡沫扑救时，应尽一切可能切断火势避免，使着火区孤立，限制

燃烧范围，同时应积极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

不能用水、泡沫、二氧化碳扑救时，应用干粉或用干燥的砂土覆盖。覆盖过

程应先从着火区域四周尤其是下风侧等火势主要蔓延方向掩盖起，形成孤立火势

的隔离带，然后逐步向着火点进逼。

3.2.4 现场抢救受伤人员

(1)被救人员衣服着火时，可就地翻滚，用水或毯子、被褥等物覆盖措施灭

火伤处的衣、库、袜应剪开脱去，不可硬行撕拉，伤处用消毒纱布或干净棉布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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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并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2)对烧伤面积较大的伤员要注意呼吸，心跳的变化，必要时进行心脏复苏。

对有骨折出血的伤员，应作相应的包扎，固定处理，搬运伤员时，以不压迫伤面

和不引起呼吸困难为原则。

(3)抢救受伤严重或在进行抢救伤员的同时，应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20)，由

医务人员进行现场抢救伤员的工作，并派人接应急救车辆。

3.2.6 灭火结束

灭火结束后，注意保护好现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工作，并做好

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调查处理完毕后，经有关部门同意，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现

场清理，尽快恢复工作。

3.2.7 火灾爆炸处置原则及救火注意事项

(1)实验室人员接受过灭火训练，火势很小，可以用手提灭火器、消防水源

进行扑救。

(2) 火灾第一发现人应判断原因，立即切断火源、电源，撤离未着火物资。

(3)扑救要在确保人员不受伤害的前提下进行。

(4)不能自行灭火时，立即报火警(119)，应掌握的原则是边救火，边报警。

(5)在生命和财产之间，首先保全生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人员伤亡。

3.3 事故报警与报告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

学院负责人、学校值班室、公安处及值班人员；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警后立即通

知应急指挥组组长，应急指挥组副组长及相关成员。由应急指挥组组长或应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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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组组长指派人员负责通报事故信息。

学院应急指挥组成员及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电话见表 3.2-1、3.2-2。

公安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

中心校区：0531-88364110，兴隆山校区：0531-86358110，千佛山校区：

0531-88396110，趵突泉校区：0531-88380110，软件园校区：88391110，洪家楼

校区：88377110。

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地点、时间以及设备设施；事故类型；有无人员伤亡与

被困人员；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上报内容：①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②事故

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③事故的简要经过；④事故已经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⑤已经

采取的措施；⑥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

情况。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

补报。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 7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

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4 注意事项

1） 防护用品穿戴注意事项

(1)呼吸系统的防护：可能接触火灾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必须佩带防毒面

具或供气式头盔。

(2)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镜。

(3)防护服：穿防护服（耐火材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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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防护：戴耐火手套。全部参加救护、救援人员必须按防护规定着装，

并注意风向。

2）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救援人员必须认清火灾事故情况，在检查救援器材确认有效后方可使用，必

须按照规定正确使用现场配备的抢险救援器材。

3）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现场救援根据救援指挥组的统一指挥部署实施救援，切勿盲目施救。

4） 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1)自救：发生以下情况，应急指挥组、抢险人员可以先撤离事故现场再报

告：

①事故已经失控；

②个体防护装备已经损坏，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③发生其他突发情况，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2)互救：参加救护、救援人员的以互助监护为主，按照必须在确保自身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救护的原则处理。在救援中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而导致队员受伤

的，其他救援人员发现时必须向相关领导报告，并做出是否申请支援的决定，若

申请支援时，由指挥组下达预备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参加救援的命令。

5）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注意事项

由应急指挥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及现场救援人员研究分析，对现场应急处置能

力和人员安全防护进行确认，当确认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或人员安全防护不到

位的情况，不得下达救援命令，避免救援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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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1)事故发生后，在事故处理期间，由警戒疏散人员组织警戒，禁止无关人

员进入；

(2)救援结束后，事故发生部门、岗位实行警戒，未经应急指挥组批准，所

有人员禁止进入事故现场；

(3)事故现场拍照、录像，除事故调查管理部门或人员外，其他人员需经指

挥组组长批准；

(4)事故现场的设备、设施等物件证据不得随意移动和清除，抢险必须移动

的需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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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电气火灾及其他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事故类型

火灾事故是指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爆炸所造成的灾害。

基础医学院各实验室内有电线、电气设备设施、变压器等设施，可能存在的

火灾类型有实验室电气火灾。

实验室内用电线路老化、漏电、短路等引起的火灾；普通实验室的电气设备

电缆火灾；电缆质量差、电线明敷、设备未做保护直接安装、布线时绝缘层损伤、

导线接头连接质量和绝缘包扎质量不符合要求等原因引起火灾。

（2）事故可能发生的区域、时间及危害程度

事故多发于实验室内使用电线、电气设备设施，火灾事故多发于气温较高的

夏季及空气干燥的冬季，但因管理不到位也可能随时发生。火灾事故可对着火点

周围造成影响，可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设备建筑损坏，若初期火灾得不到

控制，甚至引发爆炸，则影响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到全校区。

（3）事故发生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事故发生前可能会有电线发热、燃烧散发的胶皮气味及其他可燃物质燃烧的

焦糊味；伴有浓烟。

（4）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火灾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初期火灾若得不到控制会衍生爆炸事故，同时燃烧

产生有毒有害气体会造成人员的中毒窒息，伴生的浓烟和泄漏的液体可造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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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

2 应急工作职责

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立即拨打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学院负责

人、学校值班室、公安处报警电话报告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

应急挥组办公室接到可能导致事故的信息后，应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研

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学院有关人员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事故发生；当确认事故

较大，有可能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要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部报告；由上级应

急指挥部及时研究应对方案，采取预警行动。

3 应急处置

3.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3.1.1 响应分级

一级（学校级）响应是指发生重特大事故，火灾爆炸情况超出院所的控制能

力，可能或已经波及到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一级响应。

二级（院所级）响应是指已经发生了较大事故，但事故后果严重性或影响范

围没有超出实验室的控制能力，未波及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二级响应。

三级（实验室级）响应是指危险源可能发生事故、事故发生的初期或发生一

般事故，学院做出三级响应。

3.1.2 响应程序

(1)事故信息接收

接警：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设置事故报警电话，接受事故报警。接到有关事故

报警后，应立即向应急指挥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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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警：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估，研究提出应对方

案，并下达应急救援指令，进行事故应急救援。

(2)应急指挥

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根据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响应等级立即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调集应急人员，组织实施抢险救灾、救护等救援工作；密切

跟踪指挥组情况，向上级应急指挥部通报情况。

(3)扩大应急

事故抢险过程中，若事态扩大，抢救力量不足，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应

急指挥组要立即向上级应急指挥部汇报。

(4)应急结束

应急指挥组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情

况。遵循“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经有关领导批准，应急程序结束。

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3.2.1 火情处置

(1)报警：实验室所有人员均应熟悉报警程序，发现事故征兆，如电源线产

生火花，某个部位有烟气，异味等。现场第一发现人员应立即报告实验室负责人，

按报警器报警，现场人员进行自救、灭火、防止火情扩大。

(2)接报：接报后相关负责人立即到达事故现场了解情况，组织人员进行自

救灭火；并报告学院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做好现场灭火处置工作。

(3)火情已被扑灭，做好现场保护工作，待有关部门对事故情况调查后，经

同意，做好事故现场的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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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火灾处置

(1)事故现场继续蔓延扩大，现场指挥员通知应急指挥组成员应快速集结，

快速反应履行各自职责投入灭火行动。通讯联络人员向公安消防机构报火警，及

向有关部门报告，派人接应消防车辆，并随时与事故应急指挥组联系。

(2)各灭火人员在消防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前，应继续根据不同类型的火灾，

采取不同灭火方法，加强冷却，撤离周围易燃可燃物品等办法控制火势。

(3)在有可能形成有毒或窒息性气体的火灾时，应佩戴隔绝式氧气呼吸器或

采取其他措施，以防救援灭火人员中毒，消防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听从指挥积

极配合专业消防人员完成灭火任务。

(4)应急救援组应通知引导各部位人员尽快疏散，尽量通知到应撤离火灾现

场的所有人员。在烟雾弥漫中，要用湿毛巾掩鼻，低头弯腰逃离火场。

(5)火灾现场指挥员随时保持与相关人员通讯联络，根据情况可互相调配人

员；进行自救灭火，疏导人员、抢救物资、抢救伤员等，救援行动时，应注意自

身安全，无能力自救时救援人员应尽快撤离火灾现场。

3.2.3 实验室电气火灾处置措施

实验室内电线、电气设施着火，应首先切断供电线路及电气设备电源；电气

设备着火，灭火人员应充分利用现有消防设施，装备器材投入灭火战斗；及时疏

散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及抢救疏散着火源周围的物资；着火事故现场由熟悉带电设

备的技术人员负责灭火指挥或组织消防灭火组进行扑灭电气火灾；扑救电气火

灾，可选用卤代烷 1211 灭火器和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不得使用水、泡

沫灭火器灭火；扑救电气设备着火时，灭火人员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防毒

面具等措施加强自我保护；公安消防队到达后，协同配合公安消防队灭火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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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现场抢救受伤人员

(1)被救人员衣服着火时，可就地翻滚，用水或毯子、被褥等物覆盖措施灭

火伤处的衣、库、袜应剪开脱去，不可硬行撕拉，伤处用消毒纱布或干净棉布覆

盖，并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2)对烧伤面积较大的伤员要注意呼吸，心跳的变化，必要时进行心脏复苏。

对有骨折出血的伤员，应作相应的包扎，固定处理，搬运伤员时，以不压迫伤面

和不引起呼吸困难为原则。

(3)抢救受伤严重或在进行抢救伤员的同时，应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20)，由

医务人员进行现场抢救伤员的工作，并派人接应急救车辆。

3.2.5 灭火结束

灭火结束后，注意保护好现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工作，并做好

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调查处理完毕后，经有关部门同意，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现

场清理，尽快恢复工作。

3.2.6 火灾处置原则及救火注意事项

(1)实验室人员接受过灭火训练，火势很小，可以用手提灭火器、消防水源

进行扑救。

(2) 火灾第一发现人应判断原因，立即切断火源、电源，撤离未着火物资。

(3)扑救要在确保人员不受伤害的前提下进行。

(4)不能自行灭火时，立即报火警(119)，应掌握的原则是边救火，边报警。

(5)在生命和财产之间，首先保全生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人员伤亡。

3.3 事故报警与报告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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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

学院负责人、公安处及值班人员；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警后立即通知应急指挥组

组长，应急指挥组副组长及相关成员。由应急指挥组组长或应急指挥组组长指派

人员负责通报事故信息。

学院应急指挥组成员及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电话见表 3.2-1、3.2-2。

公安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

中心校区：0531-88364110，兴隆山校区：0531-86358110，千佛山校区：

0531-88396110，趵突泉校区：0531-88380110，软件园校区：88391110，洪家楼

校区：88377110。

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地点、时间以及设备设施；事故类型；有无人员伤亡与

被困人员；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具体如下：。

①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②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③事故的简要经过；④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

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⑤已经采取的措施；

⑥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

情况。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

补报。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 7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

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4 注意事项

4.1 防护用品穿戴注意事项

(1)呼吸系统的防护：可能接触火灾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必须佩带防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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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或供气式头盔。

(2)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镜。

(3)防护服：穿防护服（耐火材料制作）。

(4)手防护：戴耐火手套。全部参加救护、救援人员必须按防护规定着装，

并注意风向。

4.2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救援人员必须认清火灾事故情况，在检查救援器材确认有效后方可使用，必

须按照规定正确使用现场配备的抢险救援器材。

4.3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现场救援根据救援指挥部的统一指挥部署实施救援，切勿盲目施救。

4.4 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1)自救：发生以下情况，指挥组、抢险人员可以先撤离事故现场再报告：

①事故已经失控；

②个体防护装备已经损坏，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③发生其他突发情况，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2)互救：参加救护、救援人员的以互助监护为主，按照必须在确保自身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救护的原则处理。在救援中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而导致队员受伤

的，其他救援人员发现时必须向相关领导报告，并做出是否申请支援的决定，若

申请支援时，由指挥组下达预备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参加救援的命令。

4.5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注意事项

由应急指挥组组织专家及现场救援人员研究分析，对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和人

员安全防护进行确认，当确认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或人员安全防护不到位的情



29

况，不得下达救援命令，避免救援人员伤亡。

4.6 指挥组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1)事故发生后，在事故处理期间，由警戒疏散人员组织警戒，禁止无关人

员进入；

(2)救援结束后，事故发生部门、岗位实行警戒，未经应急指挥组批准，所

有人员禁止进入事故现场；

(3)事故现场拍照、录像，除事故调查管理部门或人员外，其他人员需经总

指挥批准；

(4)事故现场的设备、设施等物件证据不得随意移动和清除，抢险必须移动

的需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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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压力容器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

故

特

征

危险性分析
实验室内的气瓶、压力锅等压力容器由于维护保养、使用不当，容

易造成设备缺陷、超压等故障，会发生容器爆炸事故。

事故可能发生的

区域、地点、装置

基础医学院实验室使用、存放压力容器特种设备的场所。

可能造成的伤害 发生爆炸事故后可能导致形成人员轻伤、重伤甚至死亡。

事故前可能出现

的征兆

设备维护保养不当，违规操作、误操作等。

应

急

指

挥

机

构

及

职

责

应急指挥组

1、职责：⑴接到事故报警后，立即启动预案迅速进入事故现场并

封闭危险区，按预案开展抢险施救，尽最大努力将事故损失降到最

低程度；

⑵根据事故情况，统一安排预案的实施，并立即向政府安监部门报

告；

⑶调动所需人员、设备物资及交通运输工具；

⑷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和安抚工作；

⑸积极配合上级部门的事故调查工作；

⑹组织预案演练；

⑺组织预案的修订。

2、组成：组长：事故现场职务最高者。

应急指挥组

⑴组长：组织全面指挥学院实验室内安全应急指挥组工作。

⑵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负责向上级报告事故，调度应急指挥组

专业技术预案，协调事故应急处置统一抢险，协助组长做好抢险施

救工作的现场指挥。

⑶各相关负责人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人员调动及组织工作。

预

防

措

1、购买的压力容器（气瓶、压力锅）应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要求，具有产品合格证、批

量检验质量证明书等。

2、在搬运气瓶时，应注意避免受到剧烈振动和冲击。气瓶必须带有瓶帽和防震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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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3、正确操作，合理使用。

4、定期检测各类气瓶、压力锅是否完好有效。在使用时，应远离高温、明火和易燃易

爆物质等。

现

场

处

置

1、压力容器爆炸着火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迅速关闭阀门。如邻近物质或可燃物

着火，应迅速搬移到安全地点。

2、如现场物质已着火，应立即组织扑灭初期火灾。

3、如已发生爆炸，应立即将现场的人员疏散到安全地点。

4、如有人员受伤，应立即抢救伤员，并将伤员搬离危险点；简单救治后，及时送往就

近的医院。

5、如有人员出现重伤或呼吸停止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20，同时通知校医院对其进

行紧急救助。

注

意

事

项

1、救援人员在施救前，应正确佩戴相关防护用品，做好自身防护措施后再进行施救；

2、当消防部门和应急管理局人员到场后，应听从他们的指挥，积极配合救援工作；

3、伤员和施救人员离场后，应对现场进行隔离，设置警示标识，并设专人把守现场，

严禁任何无关人员擅自进入隔离区。

报

告

与

电

话

现场发现者→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学院负责人→学校公安处

联系电话见附件。

急救：120

报警：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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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腐蚀性危险化学品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事故类型

腐蚀性物品根据其化学性质分为酸性腐蚀品、碱性腐蚀品和其他腐蚀品，其

危险特性主要体现在强烈的腐蚀性，极易造成对人体的伤害和对其他物品的破

坏。强酸、强碱等属于强腐蚀性危险化学品，其中盐酸、硫酸具有挥发性。腐蚀

性物品事故处置中，必须采取措施做全身性防护，严禁皮肤直接接触。

（2）事故可能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

学院部分实验室内存有的盐酸、过氧化氢、六亚甲基四胺等化学品以及酸碱

性废液等均为腐蚀性危险化学品，实验室内存在、使用腐蚀性危险化学品的区域、

设备设施等。

（3）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事故的危害严重程度及其影响范围

腐蚀性危险化学品伤害事故发生具有随机性，一旦发生伤害事故，可能造成

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

实验室等存有的硝酸、硫酸、盐酸等化学品具有一定腐蚀性等特点，以及有

腐蚀性的废液，当发生泄漏时，尤其是在常温常压下气态和易挥发的物质，其产

生的气体能迅速扩散到实验室以外的场所。酸碱液体的泄漏能造成泄漏区域内的

设备、地面腐蚀和损毁，对人体造成酸碱灼伤、烧伤，泄漏的液体和挥发的有害

气体会造成环境污染，引起人员受伤。

（4）事故发生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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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现场有异常气味，局部出现物料液体渗出或泄漏，实验室人员未正确

佩戴劳保用品，操作不规范，实验室空气不流畅。

（5）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造成人员灼伤、设备设施腐蚀的同时，可能因为现场处理不当，违章使用明

火、易发生火花工具、产生静电的物品，可引起火灾爆炸事故、触电事故、中毒

窒息事故。

2 应急工作职责

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立即拨打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学院负责

人、学校值班电话、公安处报警电话报告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可能导致事故的信息后，应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学院有关人员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事故发生；当确认事

故较大，有可能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要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部报告；由上级

应急指挥部及时研究应对方案，采取预警行动。

3 应急处置

3.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3.1.1 响应分级

一级（学校级）响应是指发生重特大事故，火灾爆炸情况超出院所的控制能

力，可能或已经波及到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一级响应。

二级（院所级）响应是指已经发生了较大事故，但事故后果严重性或影响范

围没有超出实验室的控制能力，未波及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二级响应。

三级（实验室级）响应是指危险源可能发生事故、事故发生的初期或发生一



34

般事故，学院做出三级响应。

3.1.2 响应程序

(1)事故信息接收

接警：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设置事故报警电话，接受事故报警。接到有关事故

报警后，应立即向应急指挥组汇报。

处警：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估，研究提出应对方

案，并下达应急救援指令，进行事故应急指挥。

(2)应急指挥

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根据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响应等级立即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调集应急人员，组织实施抢险救灾、救护等救援工作；密切

跟踪应急救援情况，向上级应急指挥部通报情况。

(3)扩大应急

事故抢险过程中，若事态扩大，抢救力量不足，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应

急指挥组要立即向上级应急指挥部汇报。

(4)应急结束

应急指挥组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情

况。遵循“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经有关领导批准，应急程序结束。

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3.2.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1)报警：实验室所有人员均应熟悉报警程序，发现事故征兆，如实验室现

场气味异常，局部出现物料液体渗出或泄漏等现象，现场第一发现人员应立即报

告实验室负责人，并按报警器报警，现场人员进行自救、立即组织撤离，并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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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警戒标识，禁止非抢救人员进入，防止事故扩大。

(2)接报：接报后立即到达事故现场了解情况，组织现场人员和受威胁地区

的人员安全撤离，迅速进行救援；并报告学院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做好现场抢

险救灾处置工作。

(3)抢险救灾工作结束，做好现场保护工作，待有关部门对事故情况调查后，

经同意，做好事故现场的清理工作。

3.2.2 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被强酸腐蚀：被腐蚀性化学品强酸灼伤，立即脱去被强酸类沾湿的衣物，迅

速用大量清水冲洗，然后用弱碱溶液如 5%小苏打溶液中和，最后再用清水冲洗干

净。

被浓碱腐蚀：强碱烧伤要比强酸对机体组织的破坏性大，因其渗透性强，可

以皂化脂肪组织，溶解组织蛋白，吸收大量细胞内水分，使烧伤逐渐加深，且疼

痛剧烈，现场处理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然后用弱酸溶液如淡醋或 5%氯化铵溶

液中和，最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3.2.3 自救互救原则

（1）人优先的原则

（2）防止事故扩大，缩小影响范围的原则

（3）保护救灾人员生命安全的原则

（4）利于恢复的原则

3.2.4 事故处理结束

事故处理结束后，注意保护好现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工作，并

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调查处理完毕后，经有关部门同意，立即组织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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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现场清理，尽快恢复工作。

3.3事故报警与报告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

学院负责人、公安处及值班人员；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警后立即通知应急指挥组

组长，应急指挥组副组长及相关成员。由应急指挥组组长或应急指挥组组长指派

人员负责通报事故信息。

学院应急指挥组成员及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电话见表 3.2-1、3.2-2。

公安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

中心校区：0531-88364110，兴隆山校区：0531-86358110，千佛山校区：

0531-88396110，趵突泉校区：0531-88380110，软件园校区：88391110，洪家楼

校区：88377110。

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地点、时间以及设备设施；事故类型；有无人员伤亡与

被困人员；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上报内容：①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②事故

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③事故的简要经过；④事故已经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⑤已经

采取的措施；⑥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

情况。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

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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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意事项

4.1 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穿戴酸碱类化学品防护服、耐酸碱防护面罩、耐酸碱防护手套、耐酸碱防护

靴等防护用品，并保证器材佩戴正确，切不可因干、热等不适感觉私自不带。撤

离现场时，要匀速行走，保持呼吸均匀，严禁狂奔。

4.2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1）各类救援器材严格按照标准存放，规定专人管理、定期保养维护，并

记录。

（2）各类防护器具必须经检测合格。

（3）所有人员必须能够正确使用指挥组器材。

4.3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现场救援根据指挥组的统一指挥部署实施救援，切勿盲目施救。

现场处于事故点的人员以及受威胁区域的人员，在发生事故后应根据灾情和

现场情况，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和措施进行自救和互

救。现场不具备抢救条件的应尽快组织撤离。

4.4 现场的自救和互救的注意事项

(1)自救：发生以下情况，指挥组、抢险人员可以先撤离事故现场再报告：

①事故已经失控；

②个体防护装备已经损坏，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③发生其他突发情况，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2)互救：参加救护、救援人员的以互助监护为主，按照必须在确保自身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救护的原则处理。在救援中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而导致队员受伤

https://www.so.com/link?m=aB3nhAWQPgr+nLUMhbeA3ks3DdEkSL0PprBuz96LLX219PoIxKKlp/koWBFDblAGfpY3qrYAUITOiqfKrc1t6y2uACOt/xMvZCE4ZkxKoctotK5hx2KsNJbi+N8Z9yNtrLeciRg6hfeNCv7EzG1RLMZe+WZvmcM80bM9ifIxw0slejQM1Avz8PfPXiJsPfBvT7yc+aCTh4v+9/v+G6DdoV9q8AkzJklPy
https://www.360kuai.com/pc/9ee700e04d7679fba?cota=4&kuai_so=1&tj_url=so_rec&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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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救援人员发现时必须向相关领导报告，并做出是否申请支援的决定，若

申请支援时，由应急指挥组下达预备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参加救援的命令。

4.5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注意事项

由应急指挥组组织专家及现场救援人员研究分析，对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和人

员安全防护进行确认，当确认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或人员安全防护不到位的情

况，不得下达救援命令，避免救援人员伤亡。

4.6 指挥组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1)事故发生后，在事故处理期间，由警戒疏散人员组织警戒，禁止无关人

员进入；

(2)救援结束后，事故发生部门、岗位实行警戒，未经指挥组批准，所有人

员禁止进入事故现场；

(3)事故现场拍照、录像，除事故调查管理部门或人员外，其他人员需经指

挥组组长批准；

(4)事故现场的设备、设施等物件证据不得随意移动和清除，抢险必须移动

的需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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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事故类型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指遇火、受热、受潮、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接触容易

燃爆的物质。按形态，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可分为气体、液体、固体、粉尘等四

类。

实验室内的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若泄露，遇明火、热源，可引发火灾爆炸,

会因为实验室内部灭火难以控制火势情形而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事故可能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

学院中存有的硫、乙二胺、六亚甲基四胺、乙醛、N,N-二甲基苯胺、异丙醇、

乙醚、甲苯、丙酮等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实验室，以及易燃的废液、可燃气体气

瓶引发的火灾爆炸。实验室存在、使用易燃、易爆化学品及可燃气体气瓶的区域、

设备设施等。

（3）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事故的危害严重程度及其影响范围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伤害事故发生具有随机性，一旦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可

能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

实验室等存有的钠、六亚甲基四胺等化学品为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以及易

燃的废液，当发生泄漏时，尤其是在常温常压下气态和易挥发的物质，其产生的

气体能迅速扩散，等空气中所含可燃物浓度达到爆炸极限，遇明火、热源，可引

发火灾爆炸,会因为实验室内部灭火难以控制火势情形而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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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4）事故发生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实验室现场有异常气味，局部出现物料液体渗出或泄漏，实验室人员未正确

佩戴劳保用品，操作不规范，实验室空气不流畅，可燃气体报警器、易燃易爆检

测仪报警。

（5）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火灾爆炸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初期火灾若得不到控制会衍生爆炸事故，同时

燃烧产生有毒有害气体会造成人员的中毒窒息，伴生的浓烟和泄漏的液体可造成

环境的污染。

2 应急工作职责

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立即拨打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学院负责

人、学校值班电话、公安处报警电话报告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可能导致事故的信息后，应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学院有关人员、学校公安处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事故发

生；当确认事故较大，有可能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要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部

报告；由上级应急指挥部及时研究应对方案，采取预警行动。

3 应急处置

3.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3.1.1 响应分级

一级（学校级）响应是指发生重特大事故，火灾爆炸情况超出院所的控制能

力，可能或已经波及到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一级响应。

http://e.so.com/search/eclk?p=408f5YISrMpE9jUXkrwfZTww7AC3z200z67i73b55QxxGwhGvyfAJXdqpgAyidLOK-8LrlkStzR1pd_z8BU4zFoWVnDqZttLdy6bpBk8ZBOwUwIkbkBh7ChvasYK04fhpYzEeiw7xMaMNWZtXWGezFEgkX_--zo9xnmm1Uxiq6UeL1P779xAV16UYKfE0DVqt9woPOIU_jRFAOmHp_eubkEP8PlkK4FR9KMHZN2on9-nfNwd9VSchUZ81AmoCo3MzUCXPmDyUA9OclOkwCzVjA5tFh39pO5G3uHoM6QP2yakNajw03VduAgtRWie0lCQ3bAieXGR0MElB-7W9SlnN3R-KtieJ9fA0n9IhnKSZDiKF589b6vmh-zk4ypamfuv6K8s-Hia2Hzm_88ECkpyJ0gHC4CqfQC3ZJ6IXXWK1zI_avN7MVdaRhRN0Q3DolKeWUg_owmYAwiOi35Oe3stVQ4z8Tza_5pB27bnOpnWvUxrmR3zs923aoDCFVW6rx216-Jh0zfKfE4cdI4qUVQjj0LSRuAUg69Aa8czCI3xU4Dq94Fyw3pMn0e20opHoL1t0VI6kw9gPH2K7_pADQJCJMCn8aL-zObc1Y8mrsOiAVvYep1Le2Sxp777Q-7aSTEWf5uOzHl48gqRB8g7VzD7cV9k9ZlqO6fT--rh1rury43OgNRz_WvhGr5aqDYXhcs8BC88S35AFM49CkZrsvjELtz2mhbm15bGx2xKxXsFC1_oRC1V1FAFunTIcoDDtY5j2f3wtoNeRTcuuusFrcq7HfZKlpUvbHXl6jqlX7o8mGBmYXWmoTw3Ox5069YhB_jDi8upuDHai_Vv1apfvr4fc7M8-AAKBsA-R71f9IhobmbSKKm7WD5G24P0pocY4VJqaQ&ns=0&v=2&at=5Y-v54eD5rCU5L2T5oql6K2m5ZmoIAHmmJPnh4PmmJPniIbmo4DmtYvku6oC&aurl=aHR0cHM6Ly93d3cuY2NlLWNoaW5hLmNvbS8_My4xN3hqYz8zNjA&sig=a323&bt=1
http://e.so.com/search/eclk?p=408f5YISrMpE9jUXkrwfZTww7AC3z200z67i73b55QxxGwhGvyfAJXdqpgAyidLOK-8LrlkStzR1pd_z8BU4zFoWVnDqZttLdy6bpBk8ZBOwUwIkbkBh7ChvasYK04fhpYzEeiw7xMaMNWZtXWGezFEgkX_--zo9xnmm1Uxiq6UeL1P779xAV16UYKfE0DVqt9woPOIU_jRFAOmHp_eubkEP8PlkK4FR9KMHZN2on9-nfNwd9VSchUZ81AmoCo3MzUCXPmDyUA9OclOkwCzVjA5tFh39pO5G3uHoM6QP2yakNajw03VduAgtRWie0lCQ3bAieXGR0MElB-7W9SlnN3R-KtieJ9fA0n9IhnKSZDiKF589b6vmh-zk4ypamfuv6K8s-Hia2Hzm_88ECkpyJ0gHC4CqfQC3ZJ6IXXWK1zI_avN7MVdaRhRN0Q3DolKeWUg_owmYAwiOi35Oe3stVQ4z8Tza_5pB27bnOpnWvUxrmR3zs923aoDCFVW6rx216-Jh0zfKfE4cdI4qUVQjj0LSRuAUg69Aa8czCI3xU4Dq94Fyw3pMn0e20opHoL1t0VI6kw9gPH2K7_pADQJCJMCn8aL-zObc1Y8mrsOiAVvYep1Le2Sxp777Q-7aSTEWf5uOzHl48gqRB8g7VzD7cV9k9ZlqO6fT--rh1rury43OgNRz_WvhGr5aqDYXhcs8BC88S35AFM49CkZrsvjELtz2mhbm15bGx2xKxXsFC1_oRC1V1FAFunTIcoDDtY5j2f3wtoNeRTcuuusFrcq7HfZKlpUvbHXl6jqlX7o8mGBmYXWmoTw3Ox5069YhB_jDi8upuDHai_Vv1apfvr4fc7M8-AAKBsA-R71f9IhobmbSKKm7WD5G24P0pocY4VJqaQ&ns=0&v=2&at=5Y-v54eD5rCU5L2T5oql6K2m5ZmoIAHmmJPnh4PmmJPniIbmo4DmtYvku6oC&aurl=aHR0cHM6Ly93d3cuY2NlLWNoaW5hLmNvbS8_My4xN3hqYz8zNjA&sig=a323&b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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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院所级）响应是指已经发生了较大事故，但事故后果严重性或影响范

围没有超出实验室的控制能力，未波及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二级响应。

三级（实验室级）响应是指危险源可能发生事故、事故发生的初期或发生一

般事故，学院做出三级响应。

3.1.2 响应程序

(1)事故信息接收

接警：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设置事故报警电话，接受事故报警。接到有关事故

报警后，应立即向应急指挥组汇报。

处警：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估，研究提出应对方

案，并下达应急救援指令，进行事故救援指挥。

(2)应急指挥

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根据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响应等级立即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调集应急人员，组织实施抢险救灾、救护等救援工作；密切

跟踪应急救援情况，向上级应急指挥部通报情况。

(3)扩大应急

事故抢险过程中，若事态扩大，抢救力量不足，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应

急指挥组要立即向上级应急指挥部汇报。

(4)应急结束

应急指挥组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情

况。遵循“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经有关领导批准，应急程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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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3.2.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1)报警：实验室所有人员均应熟悉报警程序，发现事故征兆，如实验室现

场气味异常，局部出现物料液体渗出或泄漏，可燃气体报警器、易燃易爆检测仪

报警等现象，现场第一发现人员应立即报告实验室负责人，并按报警器报警，现

场人员进行自救、立即组织撤离，并设立临时警戒标识，禁止非抢救人员进入，

防止事故扩大。

(2)接报：接报后立即到达事故现场了解情况，组织现场人员和受威胁地区

的人员安全撤离，迅速进行救援；并报告应急指挥组、学院负责人，做好现场抢

险救灾处置工作。

(3)抢险救灾工作结束，做好现场保护工作，待有关部门对事故情况调查后，

经同意，做好事故现场的清理工作。

3.2.2 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现场人员首先应立即切断室内一切火源和电源。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正确地进

行抢救和灭火。应在保护自己人身安全并能安全撤离的情况下采取及时有效的措

施进行扑救。实验室内一旦发生了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切不可惊慌失措，

应保持镇静。常用方法如下：

1)可燃液体火灾爆炸：立即拿开着火区域内的一切可燃物质，关闭通风设施，

防止扩大燃烧。若着火面积较小，可用抹布、湿布、铁片或沙土覆盖，隔绝空气

使之熄灭。覆盖时动作要轻，避免碰坏或打翻盛装可燃溶剂的玻璃器皿，导致更

多的溶剂流出而扩大着火面。

2)酒精及他可溶于水的液体火灾：可用水灭火。

http://e.so.com/search/eclk?p=408f5YISrMpE9jUXkrwfZTww7AC3z200z67i73b55QxxGwhGvyfAJXdqpgAyidLOK-8LrlkStzR1pd_z8BU4zFoWVnDqZttLdy6bpBk8ZBOwUwIkbkBh7ChvasYK04fhpYzEeiw7xMaMNWZtXWGezFEgkX_--zo9xnmm1Uxiq6UeL1P779xAV16UYKfE0DVqt9woPOIU_jRFAOmHp_eubkEP8PlkK4FR9KMHZN2on9-nfNwd9VSchUZ81AmoCo3MzUCXPmDyUA9OclOkwCzVjA5tFh39pO5G3uHoM6QP2yakNajw03VduAgtRWie0lCQ3bAieXGR0MElB-7W9SlnN3R-KtieJ9fA0n9IhnKSZDiKF589b6vmh-zk4ypamfuv6K8s-Hia2Hzm_88ECkpyJ0gHC4CqfQC3ZJ6IXXWK1zI_avN7MVdaRhRN0Q3DolKeWUg_owmYAwiOi35Oe3stVQ4z8Tza_5pB27bnOpnWvUxrmR3zs923aoDCFVW6rx216-Jh0zfKfE4cdI4qUVQjj0LSRuAUg69Aa8czCI3xU4Dq94Fyw3pMn0e20opHoL1t0VI6kw9gPH2K7_pADQJCJMCn8aL-zObc1Y8mrsOiAVvYep1Le2Sxp777Q-7aSTEWf5uOzHl48gqRB8g7VzD7cV9k9ZlqO6fT--rh1rury43OgNRz_WvhGr5aqDYXhcs8BC88S35AFM49CkZrsvjELtz2mhbm15bGx2xKxXsFC1_oRC1V1FAFunTIcoDDtY5j2f3wtoNeRTcuuusFrcq7HfZKlpUvbHXl6jqlX7o8mGBmYXWmoTw3Ox5069YhB_jDi8upuDHai_Vv1apfvr4fc7M8-AAKBsA-R71f9IhobmbSKKm7WD5G24P0pocY4VJqaQ&ns=0&v=2&at=5Y-v54eD5rCU5L2T5oql6K2m5ZmoIAHmmJPnh4PmmJPniIbmo4DmtYvku6oC&aurl=aHR0cHM6Ly93d3cuY2NlLWNoaW5hLmNvbS8_My4xN3hqYz8zNjA&sig=a323&bt=1
http://e.so.com/search/eclk?p=408f5YISrMpE9jUXkrwfZTww7AC3z200z67i73b55QxxGwhGvyfAJXdqpgAyidLOK-8LrlkStzR1pd_z8BU4zFoWVnDqZttLdy6bpBk8ZBOwUwIkbkBh7ChvasYK04fhpYzEeiw7xMaMNWZtXWGezFEgkX_--zo9xnmm1Uxiq6UeL1P779xAV16UYKfE0DVqt9woPOIU_jRFAOmHp_eubkEP8PlkK4FR9KMHZN2on9-nfNwd9VSchUZ81AmoCo3MzUCXPmDyUA9OclOkwCzVjA5tFh39pO5G3uHoM6QP2yakNajw03VduAgtRWie0lCQ3bAieXGR0MElB-7W9SlnN3R-KtieJ9fA0n9IhnKSZDiKF589b6vmh-zk4ypamfuv6K8s-Hia2Hzm_88ECkpyJ0gHC4CqfQC3ZJ6IXXWK1zI_avN7MVdaRhRN0Q3DolKeWUg_owmYAwiOi35Oe3stVQ4z8Tza_5pB27bnOpnWvUxrmR3zs923aoDCFVW6rx216-Jh0zfKfE4cdI4qUVQjj0LSRuAUg69Aa8czCI3xU4Dq94Fyw3pMn0e20opHoL1t0VI6kw9gPH2K7_pADQJCJMCn8aL-zObc1Y8mrsOiAVvYep1Le2Sxp777Q-7aSTEWf5uOzHl48gqRB8g7VzD7cV9k9ZlqO6fT--rh1rury43OgNRz_WvhGr5aqDYXhcs8BC88S35AFM49CkZrsvjELtz2mhbm15bGx2xKxXsFC1_oRC1V1FAFunTIcoDDtY5j2f3wtoNeRTcuuusFrcq7HfZKlpUvbHXl6jqlX7o8mGBmYXWmoTw3Ox5069YhB_jDi8upuDHai_Vv1apfvr4fc7M8-AAKBsA-R71f9IhobmbSKKm7WD5G24P0pocY4VJqaQ&ns=0&v=2&at=5Y-v54eD5rCU5L2T5oql6K2m5ZmoIAHmmJPnh4PmmJPniIbmo4DmtYvku6oC&aurl=aHR0cHM6Ly93d3cuY2NlLWNoaW5hLmNvbS8_My4xN3hqYz8zNjA&sig=a323&b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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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醚、甲苯等有机溶剂着火：应用石棉布或砂土扑灭。绝对不能用水，否

则会扩大燃烧面积。

4)金属钠等着火：用砂土覆盖灭火。

5)导线和电器外壳火灾爆炸：不能用水及二氧化碳灭火器，应先切断电源，

再用干粉灭火器或覆盖法灭火。

6)衣服烧着时切忌奔走，可用衣服、大衣等包裹身体或躺在地上滚动灭火，

禁止向人体泼水。

易燃、液化气体类火灾爆炸，首先切断电源，查明火势情况，起火初期首先

控制气体泄漏，然后使用灭火毯遮盖扑灭，如无法控制气体泄漏，当容器内容物

储存量低于爆炸极限时，使用干粉灭火器扑救，火焰消失后使用灭火器对周边环

境降温至室温以免气体重新燃烧或爆炸，否则必须保持稳定燃烧，避免大量可燃

气体泄漏出来与空气混合后发生爆炸。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的灭火比较复杂，在选用时必须慎重考虑安全问题，

使用者务必熟知该类物品的安全操作知识和理化性质，以备险情发生时采适当措

施。一般应采取以下基本方法如下：

1)迅速查明着火或反应的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以及其它燃烧物的品名、数

量、主要危险特性、燃烧范围、火势蔓延途径、能否用水或泡沫扑救。

2)能用水或泡沫扑救时，应尽一切可能切断火势避免，使着火区孤立，限制

燃烧范围，同时应积极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

不能用水、泡沫、二氧化碳扑救时，应用干粉或用干燥的砂土覆盖。覆盖过

程应先从着火区域四周尤其是下风侧等火势主要蔓延方向掩盖起，形成孤立火势

的隔离带，然后逐步向着火点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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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火势难以控制和扑灭，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并同时疏导无关人员沿着疏

散通道进行疏散，撤离到应急疏散集合点。

3.2.3 自救互救原则

（1）人优先的原则

（2）防止事故扩大，缩小影响范围的原则

（3）保护救灾人员生命安全的原则

（4）利于恢复的原则

3.2.4 事故处理结束

事故处理结束后，注意保护好现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工作，并

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调查处理完毕后，经有关部门同意，立即组织人员进

行现场清理，尽快恢复工作。

3.3事故报警与报告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

学院负责人、公安处及值班人员；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警后立即通知应急指挥组

组长，应急指挥组副组长及相关成员。由应急指挥组组长或应急挥组组长指派人

员负责通报事故信息。

学院应急指挥组成员及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电话见表 3.2-1、3.2-2。

公安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

中心校区：0531-88364110，兴隆山校区：0531-86358110，千佛山校区：

0531-88396110，趵突泉校区：0531-88380110，软件园校区：88391110，洪家楼

校区：8837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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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地点、时间以及设备设施；事故类型；有无人员伤亡与

被困人员；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上报内容：①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②事故

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③事故的简要经过；④事故已经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⑤已经

采取的措施；⑥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

情况。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

补报。

4 注意事项

4.1 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1)呼吸系统的防护：可能接触火灾爆炸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必须佩带防

毒面具或供气式头盔。

(2)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镜。

(3)防护服：穿防护服（耐火材料制作）。

(4)手防护：戴耐火手套。全部参加救护、救援人员必须按防护规定着装，

并注意风向。

4.2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1）各类救援器材严格按照标准存放，规定专人管理、定期保养维护，并

记录。

（2）各类防护器具必须经检测合格。

（3）所有人员必须能够正确使用指挥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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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现场救援根据救援指挥组的统一指挥部署实施救援，切勿盲目施救。

现场处于事故点的人员以及受威胁区域的人员，在发生事故后应根据灾情和

现场情况，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和措施进行自救和互

救。现场不具备抢救条件的应尽快组织撤离。

4.4 现场的自救和互救的注意事项

(1)自救：发生以下情况，指挥组、抢险人员可以先撤离事故现场再报告：

①事故已经失控；

②个体防护装备已经损坏，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③发生其他突发情况，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2)互救：参加救护、救援人员的以互助监护为主，按照必须在确保自身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救护的原则处理。在救援中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而导致队员受伤

的，其他救援人员发现时必须向相关领导报告，并做出是否申请支援的决定，若

申请支援时，由指挥组下达预备救援队进入事故现场参加救援的命令。

4.5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注意事项

由应急指挥组组织专家及现场救援人员研究分析，对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和人

员安全防护进行确认，当确认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或人员安全防护不到位的情

况，不得下达救援命令，避免救援人员伤亡。

4.6 指挥组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1)事故发生后，在事故处理期间，由警戒疏散人员组织警戒，禁止无关人

员进入；

(2)救援结束后，事故发生部门、岗位实行警戒，未经应急指挥组批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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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员禁止进入事故现场；

(3)事故现场拍照、录像，除事故调查管理部门或人员外，其他人员需经指

挥组组长批准；

(4)事故现场的设备、设施等物件证据不得随意移动和清除，抢险必须移动

的需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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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事故类型

造成中毒的主要原因是操作不当、维护检修不及时发生易挥发有毒液体泄

漏，现场人员不慎，吸入有毒液体挥发的蒸气及皮肤接触有毒的液体，不及时处

理而造成中毒，偶然有误食有毒化学品情况。中毒是指人呼吸了有毒的气体后造

成的伤害后果；窒息是指人因缺氧而造成的伤害后果。中毒和窒息伤害多数是发

生在通风不良的地方，而在通风不良的地方，既存在着有毒有害气体，又缺乏氧

气的供应，因此，中毒和窒息伤害往往是同时发生的。

（2）事故可能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

学院内部分实验室存有的重铬酸钾、硝酸钾、2，4-二硝基苯酚、甲苯等化

学品，具有一定毒性，以及有毒的废液，实验室内的乙醚、三氯甲烷、盐酸、丙

酮、硫酸、高锰酸钾等易制毒化学品。实验室存在、使用有毒的危险化学品及可

引起窒息气体的气瓶的区域。

（3）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事故的危害严重程度及其影响范围

中毒、窒息事故发生具有随机性，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可能造成人身

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

实验室存有的重铬酸钾等化学品具有一定毒性，以及有毒的废液、可引起窒

息气体的气瓶，当发生泄漏时，尤其是在常温常压下气态和易挥发的物质，其产

生的有毒气体能迅速扩散到实验室以外的场所，造成人畜中毒、植物枯死等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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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故。

（4）事故发生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实验室现场气味加重，局部出现物料液体渗出或泄漏，有毒、有害气体报警

仪发出报警信号，实验室人员未正确佩戴劳保用品，实验室空气不流畅。

（5）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造成人员中毒的同时，可能因为现场处理不当，违章使用明火、易发生火花

工具、产生静电的物品，可引起火灾或爆炸事故。

2 应急工作职责

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立即拨打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学院负责

人、学校值班电话、公安处报警电话报告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可能导致事故的信息后，应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学院有关人员、学校公安处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事故发

生；当确认事故较大，有可能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要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部

报告；由上级应急指挥部及时研究应对方案，采取预警行动。

3 应急处置

3.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3.1.1 响应分级

一级（学校级）响应是指发生重特大事故，火灾爆炸情况超出院所的控制能

力，可能或已经波及到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一级响应。

二级（院所级）响应是指已经发生了较大事故，但事故后果严重性或影响范

围没有超出实验室的控制能力，未波及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二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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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实验室级）响应是指危险源可能发生事故、事故发生的初期或发生一

般事故，学院做出三级响应。

3.1.2 响应程序

(1)事故信息接收

接警：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设置事故报警电话，接受事故报警。接到有关事故

报警后，应立即向事故应急指挥组汇报。

处警：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估，研究提出应对方

案，并下达应急救援指令，进行事故救援指挥。

(2)应急指挥

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根据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响应等级立即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调集应急人员，组织实施抢险救灾、救护等救援工作；密切

跟踪应急救援情况，向上级应急指挥部通报情况。

(3)扩大应急

事故抢险过程中，若事态扩大，抢救力量不足，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应

急指挥组要立即向上级应急指挥部汇报。

(4)应急结束

应急指挥组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情

况。遵循“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经有关领导批准，应急程序结束。

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3.2.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1)报警：实验室所有人员均应熟悉报警程序，发现事故征兆，如实验室现

场气味加重，局部出现物料液体渗出或泄漏等现象，现场第一发现人员应立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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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实验室负责人、值班负责人，按报警器报警，现场人员进行自救、立即组织撤

离，并设立临时警戒标识，禁止非抢救人员进入，防止事故扩大。

(2)接报：接报后立即到达事故现场了解情况，组织现场人员和受威胁地区

的人员安全撤离，迅速进行救援；并报告应急指挥组、学院负责人，做好现场抢

险救灾处置工作。

(3)抢险救灾工作结束，做好现场保护工作，待有关部门对事故情况调查后，

经同意，做好事故现场的清理工作。

3.2.2 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事故发生后，迅速将伤者脱离现场送至空气清新处，若皮肤接触，立即脱去

污染的衣服，用大量流动清水清洗；若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

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若吸入，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若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中毒窒息事故发生后，由应急指挥组组织批准，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应

急指挥组应认真贯彻执行应急预案。当指挥组组长不在时，应按顺序由指挥副组

长负责组织指挥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1）抢救受害人员。事故发生后，及时、有序、有效地实施现场急救与安

全转移伤员，尽量大可能地降低人员伤亡率、减少事故损失。在中毒现场不能自

主行动时，不能盲目施救，应急指挥组应该迅速组织救援人员佩戴防毒面具，进

入现场救援。中毒者脱离现场后，加强对中毒者的抢救和护理。如果中毒症状十

分严重，应该迅速送往医院救治。如果不能送往医院时，应向 120 求救，求救时，

要保持冷静，吐字清楚，依次报告出：中毒的原因和物质的名称，便于由针对性

的施救；中毒者所在的准确地点，联系人的电话号码；中毒者的具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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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危险源，并对事故造成的危害进行检验、监测，对有毒有害介质

的事故，要测定事故的危害区域及危害程度。

（3）指导和组织群众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身防护，同时做好自救和互救工

作。

（4）做好现场清理，清除危害后果。

3.2.3 自救互救原则

（1）人优先的原则

（2）防止事故扩大，缩小影响范围的原则

（3）保护救灾人员生命安全的原则

（4）利于恢复的原则

3.2.4 事故处理结束

事故处理结束后，注意保护好现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工作，并

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调查处理完毕后，经有关部门同意，立即组织人员进

行现场清理，尽快恢复工作。

3.3事故报警与报告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

学院负责人、公安处及值班人员；接警后应急指挥组办公室立即通知应急指挥组

组长，应急指挥组副组长及相关成员。由应急指挥组组长或应急指挥组组长指派

人员负责通报事故信息。

学院应急指挥组成员及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电话见表 3.2-1、3.2-2。

公安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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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校区：0531-88364110，兴隆山校区：0531-86358110，千佛山校区：

0531-88396110，趵突泉校区：0531-88380110，软件园校区：88391110，洪家楼

校区：88377110。

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地点、时间以及设备设施；事故类型；有无人员伤亡与

被困人员；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上报内容：①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②事故

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③事故的简要经过；④事故已经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⑤已经

采取的措施；⑥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

情况。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

补报。

4 注意事项

4.1 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佩戴全面罩防毒面具、防毒服，并保证器材佩戴正确，切不可因干、热等不

适感觉私自不带。撤离现场时，要匀速行走，保持呼吸均匀，严禁狂奔。

4.2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1）各类救援器材严格按照标准存放，规定专人管理、定期保养维护，并

记录。

（2）各类防护器具必须经检测合格。

（3）所有人员必须能够正确使用指挥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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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现场救援根据应急指挥组的统一指挥部署实施救援，切勿盲目施救。

现场处于事故点的人员以及受威胁区域的人员，在发生事故后应根据灾情和

现场情况，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和措施进行自救和互

救。现场不具备抢救条件的应尽快组织撤离。

4.4 现场的自救和互救的注意事项

(1)自救：发生以下情况，应急指挥组人员、抢险人员可以先撤离事故现场

再报告：

①事故已经失控；

②个体防护装备已经损坏，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③发生其他突发情况，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2)互救：参加救护、救援人员的以互助监护为主，按照必须在确保自身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救护的原则处理。在救援中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而导致队员受伤

的，其他救援人员发现时必须向相关领导报告，并做出是否申请支援的决定，若

申请支援时，由应急指挥组下达预备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参加救援的命令。

4.5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注意事项

由应急指挥组组织专家及现场救援人员研究分析，对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和人

员安全防护进行确认，当确认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或人员安全防护不到位的情

况，不得下达救援命令，避免救援人员伤亡。

4.6 指挥组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1)事故发生后，在事故处理期间，由警戒疏散人员组织警戒，禁止无关人

员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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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救援结束后，事故发生部门、岗位实行警戒，未经应急指挥组批准，所

有人员禁止进入事故现场；

(3)事故现场拍照、录像，除事故调查管理部门或人员外，其他人员需经指

挥组组长批准；

(4)事故现场的设备、设施等物件证据不得随意移动和清除，抢险必须移动

的需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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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常用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常用腐蚀品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

故

特

征

危险性分析

实验室人员接触实验室内盐酸、硫酸、硝酸、冰醋酸、磷酸、次氯

酸钠、氨水、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等腐蚀性化学品造成严重损伤或

在渗漏时会严重损害甚至毁坏其他设备设施的物质。

事故可能发生的

区域、地点、装置

实验室存储、使用酸碱腐蚀性危险化学品的场所、设备设施、区域。

可能造成的伤害
强烈的腐蚀性，极易造成对人体的严重伤害和对其他物品的严重破

坏。

事故前可能出现

的征兆

现场有异常气味，局部出现物料液体渗出或泄漏，实验室人员未正

确佩戴劳保用品，操作不规范，实验室空气不流畅。

应

急

指

挥

机

构

及

职

责

应急指挥组

1、职责：⑴接到事故报警后，立即启动预案迅速进入事故现场并

封闭危险区，按预案开展抢险施救，尽最大努力将事故损失降到最

低程度；

⑵根据事故情况，统一安排预案的实施，并立即向政府安监部门报

告；

⑶调动所需人员、设备物资及交通运输工具；

⑷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和安抚工作；

⑸积极配合上级部门的事故调查工作；

⑹组织预案演练；

⑺组织预案的修订。

2、组成：组长：事故现场职务最高者。

应急指挥组

⑴组长：组织全面指挥学校实验室内安全应急指挥组工作。

⑵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负责向上级报告事故，调度应急指挥组

专业技术预案，协调事故应急处置统一抢险，协助组长做好抢险施

救工作的现场指挥。

⑶各相关负责人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人员调动及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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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防

措

施

1、定期检查，发现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及时处理；

2、实验室加强管理，防止危险化学品的跑、冒、滴、漏；

3、加强实验室内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场所的排风设施及监控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

正常有效；

4、实验室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操作规程操作；

5、实验室内通风装置等安全设施处于完好状态。

现

场

处

置

1、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时应停止一切实验操作，区域内无关人员立即撤离到室外迅速

通知相关人员到事故现场进行处置；

2、包装物破损发生泄漏时，应将泄漏口朝上，把包装物内的液体转移到其他空桶内并

盖上盖；

3、泄漏物处理：现场泄漏物要及时进行引流、覆盖、吸收、处理，使泄漏物得到安全

可靠的处置，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引流：对于四处蔓延扩散的液体，一时难以收集处

理，采用引流的方法将泄漏的液体引流到安全地点；覆盖、吸收：对于泄漏量不大的液

体，可采用消防沙覆盖吸收泄漏的液体；废弃物处理：在试验后、指挥组后，所产生的

的废弃物有专业公司处理。

4、被强酸腐蚀：被腐蚀性化学品强酸灼伤，立即脱去被强酸类沾湿的衣物，迅速用大

量清水冲洗，然后用弱碱溶液如 5%小苏打溶液中和，最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被浓碱腐蚀：强碱烧伤要比强酸对机体组织的破坏性大，因其渗透性强，可以皂化脂肪

组织，溶解组织蛋白，吸收大量细胞内水分，使烧伤逐渐加深，且疼痛剧烈，现场处理

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然后用弱酸溶液如淡醋或 5%氯化铵溶液中和，最后再用清水冲

洗干净。

5、简单救治后，及时送往就近的医院；

6、如有人员出现重伤或呼吸停止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20，同时通知校医院对其进

行紧急救助。

注

意

事

项

1、救援人员在施救前，应正确佩戴相关防护用品，做好自身防护措施后再进行施救；

2、当消防部门和应急管理局人员到场后，应听从他们的指挥，积极配合救援工作；

3、设置现场警戒线，对现场进行隔离，设置警示标识，并设专人把守现场，严禁任何

无关人员擅自进入隔离区；

4、危险化学品泄漏时，除受过特别应急训练的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得尝试处理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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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5、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等。

报

告

与

电

话

现场发现者→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学院负责人→学校公安处

联系电话见附件。

急救：120

报警：110

（2）常用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

故

特

征

危险性分析

实验室内氢气、乙炔、甲烷、甲苯、乙酸乙酯、丙酮、乙酸酐、吡

啶、甲醇、乙醇、三乙胺、环氧氯丙烷、硝基甲烷、正丁醇、异丙

醇、硫磺、铝粉、锂粉、镁粉等易燃易爆化学品，可能引起火灾爆

炸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设备设施毁坏。

事故可能发生的

区域、地点、装置

实验室存储、使用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场所、设备设施、区域。

可能造成的伤害
易燃易爆化学品若泄露，遇明火、热源，可引发火灾爆炸,而导致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事故前可能出现

的征兆

现场有异常气味，局部出现物料液体渗出或泄漏，实验室人员未正

确佩戴劳保用品，操作不规范，实验室空气不流畅，可燃气体报警

器、易燃易爆检测仪报警。

应

急

指

挥

机

构

及

职

责

应急指挥组

1、职责：⑴接到事故报警后，立即启动预案迅速进入事故现场并

封闭危险区，按预案开展抢险施救，尽最大努力将事故损失降到最

低程度；

⑵根据事故情况，统一安排预案的实施，并立即向政府安监部门报

告；

⑶调动所需人员、设备物资及交通运输工具；

⑷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和安抚工作；

⑸积极配合上级部门的事故调查工作；

⑹组织预案演练；

⑺组织预案的修订。

http://e.so.com/search/eclk?p=408f5YISrMpE9jUXkrwfZTww7AC3z200z67i73b55QxxGwhGvyfAJXdqpgAyidLOK-8LrlkStzR1pd_z8BU4zFoWVnDqZttLdy6bpBk8ZBOwUwIkbkBh7ChvasYK04fhpYzEeiw7xMaMNWZtXWGezFEgkX_--zo9xnmm1Uxiq6UeL1P779xAV16UYKfE0DVqt9woPOIU_jRFAOmHp_eubkEP8PlkK4FR9KMHZN2on9-nfNwd9VSchUZ81AmoCo3MzUCXPmDyUA9OclOkwCzVjA5tFh39pO5G3uHoM6QP2yakNajw03VduAgtRWie0lCQ3bAieXGR0MElB-7W9SlnN3R-KtieJ9fA0n9IhnKSZDiKF589b6vmh-zk4ypamfuv6K8s-Hia2Hzm_88ECkpyJ0gHC4CqfQC3ZJ6IXXWK1zI_avN7MVdaRhRN0Q3DolKeWUg_owmYAwiOi35Oe3stVQ4z8Tza_5pB27bnOpnWvUxrmR3zs923aoDCFVW6rx216-Jh0zfKfE4cdI4qUVQjj0LSRuAUg69Aa8czCI3xU4Dq94Fyw3pMn0e20opHoL1t0VI6kw9gPH2K7_pADQJCJMCn8aL-zObc1Y8mrsOiAVvYep1Le2Sxp777Q-7aSTEWf5uOzHl48gqRB8g7VzD7cV9k9ZlqO6fT--rh1rury43OgNRz_WvhGr5aqDYXhcs8BC88S35AFM49CkZrsvjELtz2mhbm15bGx2xKxXsFC1_oRC1V1FAFunTIcoDDtY5j2f3wtoNeRTcuuusFrcq7HfZKlpUvbHXl6jqlX7o8mGBmYXWmoTw3Ox5069YhB_jDi8upuDHai_Vv1apfvr4fc7M8-AAKBsA-R71f9IhobmbSKKm7WD5G24P0pocY4VJqaQ&ns=0&v=2&at=5Y-v54eD5rCU5L2T5oql6K2m5ZmoIAHmmJPnh4PmmJPniIbmo4DmtYvku6oC&aurl=aHR0cHM6Ly93d3cuY2NlLWNoaW5hLmNvbS8_My4xN3hqYz8zNjA&sig=a323&bt=1
http://e.so.com/search/eclk?p=408f5YISrMpE9jUXkrwfZTww7AC3z200z67i73b55QxxGwhGvyfAJXdqpgAyidLOK-8LrlkStzR1pd_z8BU4zFoWVnDqZttLdy6bpBk8ZBOwUwIkbkBh7ChvasYK04fhpYzEeiw7xMaMNWZtXWGezFEgkX_--zo9xnmm1Uxiq6UeL1P779xAV16UYKfE0DVqt9woPOIU_jRFAOmHp_eubkEP8PlkK4FR9KMHZN2on9-nfNwd9VSchUZ81AmoCo3MzUCXPmDyUA9OclOkwCzVjA5tFh39pO5G3uHoM6QP2yakNajw03VduAgtRWie0lCQ3bAieXGR0MElB-7W9SlnN3R-KtieJ9fA0n9IhnKSZDiKF589b6vmh-zk4ypamfuv6K8s-Hia2Hzm_88ECkpyJ0gHC4CqfQC3ZJ6IXXWK1zI_avN7MVdaRhRN0Q3DolKeWUg_owmYAwiOi35Oe3stVQ4z8Tza_5pB27bnOpnWvUxrmR3zs923aoDCFVW6rx216-Jh0zfKfE4cdI4qUVQjj0LSRuAUg69Aa8czCI3xU4Dq94Fyw3pMn0e20opHoL1t0VI6kw9gPH2K7_pADQJCJMCn8aL-zObc1Y8mrsOiAVvYep1Le2Sxp777Q-7aSTEWf5uOzHl48gqRB8g7VzD7cV9k9ZlqO6fT--rh1rury43OgNRz_WvhGr5aqDYXhcs8BC88S35AFM49CkZrsvjELtz2mhbm15bGx2xKxXsFC1_oRC1V1FAFunTIcoDDtY5j2f3wtoNeRTcuuusFrcq7HfZKlpUvbHXl6jqlX7o8mGBmYXWmoTw3Ox5069YhB_jDi8upuDHai_Vv1apfvr4fc7M8-AAKBsA-R71f9IhobmbSKKm7WD5G24P0pocY4VJqaQ&ns=0&v=2&at=5Y-v54eD5rCU5L2T5oql6K2m5ZmoIAHmmJPnh4PmmJPniIbmo4DmtYvku6oC&aurl=aHR0cHM6Ly93d3cuY2NlLWNoaW5hLmNvbS8_My4xN3hqYz8zNjA&sig=a323&bt=1


59

2、组成：组长：事故现场职务最高者。

应急指挥组

⑴组长：组织全面指挥学校实验室内安全应急指挥组工作。

⑵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负责向上级报告事故，调度应急指挥组

专业技术预案，协调事故应急处置统一抢险，协助组长做好抢险施

救工作的现场指挥。

⑶负责人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人员调动及组织工作。

预

防

措

施

1、定期检查，发现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及时处理；

2、实验室加强管理，防止危险化学品的跑、冒、滴、漏；

3、加强实验室内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场所的排风设施及监控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

正常有效；

4、实验室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操作规程操作；

5、实验室内严禁火种，使用不产生火花工具处理；

6、实验室内通风装置等安全设施处于完好状态。

现

场

处

置

1、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时应停止一切实验操作，区域内无关人员立即撤离到室外迅速

通知相关人员到事故现场进行处置；

2、包装物破损发生泄漏时，应将泄漏口朝上，把包装物内的液体转移到其他空桶内并

盖上盖；

3、泄漏物处理：现场泄漏物要及时进行引流、覆盖、吸收、处理，使泄漏物得到安全

可靠的处置，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引流：对于四处蔓延扩散的液体，一时难以收集处

理，采用引流的方法将泄漏的液体引流到安全地点；覆盖、吸收：对于泄漏量不大的液

体，可采用消防沙覆盖吸收泄漏的液体；废弃物处理：在试验后、指挥组后，所产生的

的废弃物有专业公司处理。

4、可燃液体火灾爆炸：立即拿开着火区域内的一切可燃物质，关闭通风设施，防止扩

大燃烧；若着火面积较小，可用抹布、湿布、铁片或沙土覆盖，隔绝空气使之熄灭；覆

盖时动作要轻，避免碰坏或打翻盛装可燃溶剂的玻璃器皿，导致更多的溶剂流出而扩大

着火面；

5、易燃、液化气体类火灾爆炸：首先切断电源，查明火势情况，起火初期首先控制气

体泄漏，然后使用灭火毯遮盖扑灭，如无法控制气体泄漏，当容器内容物储存量低于爆

炸极限时，使用干粉灭火器扑救，火焰消失后使用灭火器对周边环境降温至室温以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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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新燃烧或爆炸，否则必须保持稳定燃烧，避免大量可燃气体泄漏出来与空气混合后

发生爆炸；

6、金属钠等着火：用砂土覆盖灭火；

7、衣服烧着时切忌奔走，可用衣服、大衣等包裹身体或躺在地上滚动灭火，禁止向人

体泼水；

8、简单救治后，及时送往就近的医院；

9、如有人员出现重伤或呼吸停止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20，同时通知校医院对其进

行紧急救助；

10、不能用水、泡沫、二氧化碳扑救时，应用干粉或用干燥的砂土覆盖；覆盖过程应先

从着火区域四周尤其是下风侧等火势主要蔓延方向掩盖起，形成孤立火势的隔离带，然

后逐步向着火点进逼；

11、如果火势难以控制和扑灭，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并同时疏导无关人员沿着疏散通道

进行疏散，撤离到应急疏散集合点。

注

意

事

项

1、救援人员在施救前，应正确佩戴相关防护用品，做好自身防护措施后再进行施救；

2、当消防部门和应急管理局人员到场后，应听从他们的指挥，积极配合救援工作；

3、设置现场警戒线，对现场进行隔离，设置警示标识，并设专人把守现场，严禁任何

无关人员擅自进入隔离区；

4、危险化学品泄漏时，除受过特别应急训练的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得尝试处理泄漏

物；

5、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

6、切断火源，严禁火种，使用不产生火花工具处理，防止火灾和爆炸事故的发生。

报

告

与

电

话

现场发现者→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学院负责人→学校公安处

联系电话见附件。

急救：120

报警：110

（3）常用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

故
危险性分析

实验室人员接触实验室内五氯化磷、氟化钾、N,N-二甲基苯胺、邻

苯二胺、邻氯硝基苯、过氧化二异丙苯、2，4-二硝基苯酚、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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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征

氨、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化学品，当发生泄漏时，尤其

是在常温常压下气态和易挥发的物质，其产生的有毒气体能迅速扩

散到实验室以外的场所，造成人畜中毒、植物枯死等灾害性事故。

事故可能发生的

区域、地点、装置

实验室存储、使用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的场所、区域。

可能造成的伤害
实验室内外大量人员中毒伤亡事故，植物枯死，环境污染，造成严

重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事故前可能出现

的征兆

现场有异常气味，局部出现物料液体渗出或泄漏，实验室人员未正

确佩戴防护用品，操作不规范，实验室空气不流畅。

应

急

指

挥

机

构

及

职

责

应急指挥组

1、职责：⑴接到事故报警后，立即启动预案迅速进入事故现场并

封闭危险区，按预案开展抢险施救，尽最大努力将事故损失降到最

低程度；

⑵根据事故情况，统一安排预案的实施，并立即向政府安监部门报

告；

⑶调动所需人员、设备物资及交通运输工具；

⑷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和安抚工作；

⑸积极配合上级部门的事故调查工作；

⑹组织预案演练；

⑺组织预案的修订。

2、组成：组长：事故现场职务最高者。

应急指挥组

⑴组长：组织全面指挥学校实验室内安全应急指挥组工作。

⑵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负责向上级报告事故，调度应急指挥组

专业技术预案，协调事故应急处置统一抢险，协助组长做好抢险施

救工作的现场指挥。

⑶各相关负责人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人员调动及组织工作。

预

防

措

施

1、定期检查，发现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及时处理；

2、实验室加强管理，防止危险化学品的跑、冒、滴、漏；

3、加强实验室内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场所的排风设施及监控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

正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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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室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操作规程操作；

5、实验室内通风装置等安全设施处于完好状态。保持实验室空气流畅；

6、实验室人员均佩戴完好的安全防护用品（防毒面罩等）。

现

场

处

置

1、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时应停止一切实验操作，区域内无关人员立即撤离到室外迅速

通知相关人员到事故现场进行处置；

2、包装物破损发生泄漏时，应将泄漏口朝上，把包装物内的液体转移到其他空桶内并

盖上盖；

3、泄漏物处理：现场泄漏物要及时进行引流、覆盖、吸收、处理，使泄漏物得到安全

可靠的处置，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引流：对于四处蔓延扩散的液体，一时难以收集处

理，采用引流的方法将泄漏的液体引流到安全地点；覆盖、吸收：对于泄漏量不大的液

体，可采用消防沙覆盖吸收泄漏的液体；废弃物处理：在试验后、指挥组后，所产生的

的废弃物有专业公司处理。

4、事故发生后，迅速将伤者脱离现场送至空气清新处，若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

衣服，用大量流动清水清洗；若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

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若吸入，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

呼吸；若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5、简单救治后，及时送往就近的医院；

6、如有人员出现重伤或呼吸停止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20，同时通知校医院对其进

行紧急救助；

7、现场应设置隔离措施，专人维持现场秩序。

注

意

事

项

1、救援人员在施救前，应正确佩戴相关防护用品，做好自身防护措施后再进行施救；

2、当消防部门和应急管理局人员到场后，应听从他们的指挥，积极配合救援工作；

3、设置现场警戒线，对现场进行隔离，设置警示标识，并设专人把守现场，严禁任何

无关人员擅自进入隔离区；

4、危险化学品泄漏时，除受过特别应急训练的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得尝试处理泄漏

物；

5、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

6、救护人员应处于泄漏源的上风侧，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报 现场发现者→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学院负责人→学校公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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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与

电

话

联系电话见附件。

急救：120

报警：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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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辐射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事故类型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 2019 第 709

号）中辐射事故分级情况，结合我校辐射防护工作的具体情况，实验室辐射安全

事故分为以下四类：

①放射源丢失，包括放射源意外丢失和失窃；

②人员的意外放射性照射，指放射性工作人员或公众受到放射源或射线装置

的超剂量误照射；

③放射性核素污染，包括人员体表、体内意外受到放射性核素的污染和对环

境的污染；

④放射性实验室火灾。

（2）事故可能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

学院同位素实验室中存在放射源、同位素的区域。

（3）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事故的危害严重程度及其影响范围

辐射事故发生具有随机性，一旦发生辐射事故，会给设备设施、人员带来严

重的损失和伤害事故。

（4）事故发生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当射线设备出现故障等异常情况；放射源丢失；现场未采取防护措施，未设

置防护管理区，未设置警示标志；其他不可预见性征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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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放射源、射线对人体血液成分中的白细胞具有一定的杀伤力，使人体血液中

的白细胞数量减少，进而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使细菌容易侵入机体而发生疾

病。

2 应急工作职责

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立即拨打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学院负责

人、学校值班电话、公安处报警电话报告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可能导致事故的信息后，应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学院有关人员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事故发生；当确认事

故较大，有可能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要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部报告；由上级

应急指挥部及时研究应对方案，采取预警行动。

3 应急处置

3.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3.1.1 响应分级

一级（学校级）响应是指发生重特大事故，火灾爆炸情况超出院所的控制能

力，可能或已经波及到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一级响应。

二级（院所级）响应是指已经发生了较大事故，但事故后果严重性或影响范

围没有超出实验室的控制能力，未波及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二级响应。

三级（实验室级）响应是指危险源可能发生事故、事故发生的初期或发生一

般事故，学院做出三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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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响应程序

(1)事故信息接收

接警：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设置事故报警电话，接受事故报警。接到有关事故

报警后，应立即向事故应急指挥组汇报。

处警：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估，研究提出应对方

案，并下达应急救援指令，进行事故应急指挥。

(2)应急指挥

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根据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响应等级立即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调集应急人员，组织实施抢险救灾、救护等救援工作；密切

跟踪应急救援情况，向上级应急指挥部通报情况。

(3)扩大应急

事故抢险过程中，若事态扩大，抢救力量不足，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应

急指挥组要立即向上级应急指挥部汇报。

(4)应急结束

应急指挥组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情

况。遵循“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经有关领导批准，应急程序结束。

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3.2.1 应急处置程序

(1)报警：实验室所有人员均应熟悉报警程序，发现事故征兆，如射线设备

出现故障等异常情况等，现场第一发现人员要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同时立即报告

实验室负责人并按报警器报警。

(2)接报：接报后立即到达事故现场了解情况，组织相关人员实施必要的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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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措施，尽一切可能保护人身安全及设备资料的安全。

(3)抢险救灾工作结束，做好现场保护工作，待有关部门对事故情况调查后，

经同意，做好事故现场的清理工作。

3.2.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现场人员应熟悉放射性设备设施的性质；工作前要拟定详细的计划，

检测射线检测仪仪器设备等是否正常，个人防护用品铅服（防辐射服）、个人计

量剂是否齐备。

（2）发生人体受照事故时，学校应当迅速安排受照人员远离辐射源，并实

施医学检查或在指定的医院救治。同时，组织合格的持证人员关闭辐射源或检查

机器，并对现场进行保护，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3）发现放射同位素污染的，学校应立即撤离有关工作人员、封闭现场，

切断一切可能扩大污染的环节，严防对事物、水源造成污染，并保护现场。积极

配合环保部门进行检测及处理，为事故处理人员提供救援措施和物质支持。在采

取了有效个人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有序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污染现场尚未达

到安全水平之前，不得解除封锁。

（4）发现放射源丢失或被盗时，学校应当保护好现场，并提供相关的资料

及证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5）若放射性实验室发生火灾，现场人员在确保自身能安全撤离的情况下，

迅速切断电源、气源、移走放射源、压力容器等，并通知附近人员撤离。同时立

即向公安消防部门报告，同时向应急指组办公室和学校公安处报告。配合灭火和

救护工作，采取必要措施尽量防止出现放射性核素泄露。若发现已发生泄露，则

按放射性核素污染事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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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事故结束

事故结束后，注意保护好现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工作，并做好

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调查处理完毕后，经有关部门同意，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现

场清理，尽快恢复工作。

3.3 事故报警与报告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学院负责人、应急指

挥组办公室、公安处及值班人员；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警后立即通知应急指挥组

组长，应急指挥组组长及相关成员。由应急指挥组组长或应急指挥组组长指派人

员负责通报事故信息。

学院应急指挥组成员及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电话见表 3.2-1、3.2-2。

公安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

中心校区：0531-88364110，兴隆山校区：0531-86358110，千佛山校区：

0531-88396110，趵突泉校区：0531-88380110，软件园校区：88391110，洪家楼

校区：88377110。

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地点、时间以及设备设施；事故类型；有无人员伤亡与

被困人员；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上报内容：①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②事故

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③事故的简要经过；④事故已经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⑤已经

采取的措施；⑥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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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

补报。

4 注意事项

4.1 防护用品穿戴注意事项

全部参加救护、救援人员必须按防护规定着装，穿个人防护用品铅服（防辐

射服），带好个人计量剂，并注意检测自身防护用品是否完好。

4.2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救援人员必须认清辐射事故情况，在检查救援器材确认有效后方可使用，必

须按照规定正确使用现场配备的抢险救援器材。

4.3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现场救援根据应急指挥组的统一指挥部署实施救援，切勿盲目施救。

按照“先救人、后救物；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进行事故的指挥组处置。

4.4 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1)自救：发生以下情况，指挥组、抢险人员可以先撤离事故现场再报告：

①事故已经失控；

②个体防护装备已经损坏，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③发生其他突发情况，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2)互救：参加救护、救援人员的以互助监护为主，按照必须在确保自身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救护的原则处理。在救援中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而导致队员受伤

的，其他救援人员发现时必须向相关领导报告，并做出是否申请支援的决定，若

申请支援时，由指挥组下达预备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参加救援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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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注意事项

由应应急指挥组组织专家及现场救援人员研究分析，对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和

人员安全防护进行确认，当确认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或人员安全防护不到位的

情况，不得下达救援命令，避免救援人员伤亡。

4.6 指挥组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1)事故发生后，在事故处理期间，由警戒疏散人员组织警戒，禁止无关人

员进入；

(2)救援结束后，事故发生部门、岗位实行警戒，未经应急指挥组批准，所

有人员禁止进入事故现场；

(3)事故现场拍照、录像，除事故调查管理部门或人员外，其他人员需经指

挥组组长批准；

(4)事故现场的设备、设施等物件证据不得随意移动和清除，抢险必须移动

的需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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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生物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事故类型

生物安全事故是指突然的，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身体健康严重损害的传染性

生物样品溢出、群体性异常反应、潜在危害性气溶胶的释出、以及其他严重影响

人员身体健康的生物安全事故。

根据病原微生物(指够使人或者动物致病的微生物)的传染性、感染后对个体

或者群体的危害程度，将病原微生物分为四类:

第一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非常严重疾病的微生物，以

及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微生物。

第二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严重疾病，比较容易直接或

者间接在人与人、动物与人、动物与动物间传播的微生物。

第三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但一般情况下对人、

动物或者环境不构成严重危害，传播风险有限，实验室感染后很少引起严重疾病，

并且具备有效治疗和预防措施的微生物。

第四类病原微生物，是指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的微生

物。

（2）事故可能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

基础医学院病原微生物学系实验室的生物实验区域、细胞间、鼠房。

（3）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事故的危害严重程度及其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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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伤害事故发生具有随机性，一旦生物危险物质漏出，实验设备污染，废

弃物未进行灭菌等，人员可能受到病原微生物的感染或侵害。

（4）事故发生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生物危险物质漏出，实验设备污染，废弃物未进行灭菌，违反操作规程；现

场未采取防护措施，未设置防护管理区，未设置警示标志；其他不可预见性征兆

等。

（5）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生物危险物质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导致传染病暴发，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的严重后果。

2 应急工作职责

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立即拨打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学院负责

人、学校值班电话、公安处报警电话报告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可能导致事故的信息后，应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学院有关人员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事故发生；当确认事

故较大，有可能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要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部报告；由上级

应急指挥部及时研究应对方案，采取预警行动。

3 应急处置

3.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3.1.1 响应分级

一级（社会级）响应是指发生重特大事故，生物伤害事故情况超出山东大学

的控制能力，可能或已经波及到学校外的状态，而做出一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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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校级）响应是指已经发生了较大事故，但事故后果严重性或影响范

围没有超出山东大学的控制能力，未波及相邻单位的状态，而做出二级响应。

三级（院所级）响应是指危险源可能发生事故、事故发生的初期或发生一般

事故，学院做出三级响应。

3.1.2 响应程序

(1)事故信息接收

接警：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设置事故报警电话，接受事故报警。接到有关事故

报警后，应立即向应急指挥组汇报。

处警：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估，研究提出应对方

案，并下达应急救援指令，进行事故应急指挥。

(2)应急指挥

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根据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响应等级立即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调集应急人员，组织实施抢险救灾、救护等救援工作；密切

跟踪指挥组情况，向上级应急指挥部通报情况。

(3)扩大应急

事故抢险过程中，若事态扩大，抢救力量不足，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应

急指挥组要立即向上级应急指挥部汇报。

(4)应急结束

应急指挥组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情

况。遵循“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经有关领导批准，应急程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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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3.2.1 应急处置程序

(1)报警：实验室所有人员均应熟悉报警程序，发现事故征兆，如生物危险

物质漏出，实验设备污染，废弃物未进行灭菌，违反操作规程等异常情况等，现

场第一发现人员要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同时立即报告值班负责人按报警器报警。

(2)接报：接报后立即到达事故现场了解情况，组织相关人员实施必要的隔

离措施，尽一切可能保护人身安全及设备资料的安全。

(3)抢险救灾工作结束，做好现场保护工作，待有关部门对事故情况调查后，

经同意，做好事故现场的清理工作。

3.2.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现场人员应熟悉生物实验设备设施的性质；工作前要拟定详细的计划，

检查防护服、隔离衣、橡胶手套、鞋套、防护眼镜、医用防护口罩等是否齐备。

（2）发生人体生物伤害事故时，应当迅速安排受害人员远离病原，并实施

医学检查或在指定的医院救治。同时，对现场进行保护，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

调查处理。

（3）发现生物污染的，应立即撤离有关工作人员、封闭现场，切断一切可

能扩大污染的环节，严防对事物、水源造成污染，并保护现场。积极配合卫生行

政部门进行检测及处理，为事故处理人员提供救援措施和物质支持。在采取了有

效个人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有序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污染现场尚未达到安全

水平之前，不得解除封锁。

（4）应当保护好现场，并提供相关的资料及证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

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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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生物实验室发生火灾，现场人员在确保自身能安全撤离的情况下，

迅速切断电源、气源、移走生物危险物质、压力容器等，并通知附近人员撤离。

同时立即向公安消防部门报告，同时向学校公安处和应急指挥办公室报告。配合

灭火和救护工作。

3.2.3 事故结束

事故结束后，注意保护好现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工作，并做好

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调查处理完毕后，经有关部门同意，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现

场清理，尽快恢复工作。

3.3 事故报警与报告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实行 24 小时保持通讯

畅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

公室、学院负责人、公安处及值班人员；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警后立即通知应急

指挥组组长，应急指挥组副组长及相关成员。由应急指挥组组长或应急指挥组组

长指派人员负责通报事故信息。

学院应急指挥组成员及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电话见表 3.2-1、3.2-2。

公安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

中心校区：0531-88364110，兴隆山校区：0531-86358110，千佛山校区：

0531-88396110，趵突泉校区：0531-88380110，软件园校区：88391110，洪家楼

校区：88377110。

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地点、时间以及设备设施；事故类型；有无人员伤亡与

被困人员；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上报内容：①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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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③事故的简要经过；④事故已经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⑤已经

采取的措施；⑥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

情况。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

补报。

4 注意事项

4.1 防护用品穿戴注意事项

全部参加救护、救援人员必须按防护规定着装，戴好医用防护口罩，帽子、

防护眼镜、工作服、工作鞋、隔离服、橡胶手套、鞋套，必要时应穿上连体防护

服，头盔及防水围裙，并注意检测自身防护用品是否完好。

4.2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救援人员必须认清生物事故情况，在检查救援器材确认有效后方可使用，必

须按照规定正确使用现场配备的抢险救援器材。

4.3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现场救援根据救援指挥部的统一指挥部署实施救援，切勿盲目施救。

按照“先救人、后救物；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进行事故的指挥组处置。

4.4 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1)自救：发生以下情况，指挥组、抢险人员可以先撤离事故现场再报告：

①事故已经失控；

②个体防护装备已经损坏，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③发生其他突发情况，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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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救：参加救护、救援人员的以互助监护为主，按照必须在确保自身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救护的原则处理。在救援中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而导致队员受伤

的，其他救援人员发现时必须向相关领导报告，并做出是否申请支援的决定，若

申请支援时，由应急指挥组下达预备救援队进入事故现场参加救援的命令。

4.5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注意事项

由应急指挥组组织专家及现场救援人员研究分析，对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和人

员安全防护进行确认，当确认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或人员安全防护不到位的情

况，不得下达救援命令，避免救援人员伤亡。

4.6 指挥组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1)事故发生后，在事故处理期间，由警戒疏散人员组织警戒，禁止无关人

员进入；

(2)救援结束后，事故发生部门、岗位实行警戒，未经应急指挥部批准，所

有人员禁止进入事故现场；

(3)事故现场拍照、录像，除事故调查管理部门或人员外，其他人员需经总

指挥批准；

(4)事故现场的设备、设施等物件证据不得随意移动和清除，抢险必须移动

的需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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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机械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事故类型

机械伤害是机械能的非正常做功、流动或转化，导致对人员的接触性伤害。

机械伤害的主要伤害形式有夹挤、碾压、剪切、切割、缠绕或卷入、戳扎或刺伤、

摩擦或磨损、飞出物打击、高压流体喷射、碰撞和跌落等。

机械伤害的类型主要有：绞缠；卷入和碾压；挤压、剪切和冲撞；飞出物打

击；切割和擦伤；碰撞和刮蹭。

（2）事故可能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

实验室所有设备旋转或击打的部位，在运行或检修过程中，均可能造成机械

伤害事故。

（3）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事故的危害严重程度及其影响范围

机械伤害事故发生具有随机性，一旦发生机械伤害事故，可能造成人身伤亡

和财产损失的事故。

（4）事故发生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设备存在隐患，经常带病工作，设备发出异常声音;安全防护不健全或形同

虚设;修理、检查机械时，未断电检修，电源处未挂警示牌等;违章作业，随便进

入危险作业区;不熟悉操作规程，无证上岗，安全意识差等。

（5）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机械伤害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为触电事故，或在救援过程中产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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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员的各类伤害事故。

2 应急工作职责

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立即拨打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学院负责

人、学校值班电话、公安处报警电话报告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可能导致事故的信息后，应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学院有关人员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事故发生；当确认事

故较大，有可能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要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部报告；由上级

应急指挥部及时研究应对方案，采取预警行动。

3 应急处置

3.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3.1.1 响应分级

一级（学校级）响应是指发生重特大事故，火灾爆炸情况超出院所的控制能

力，可能或已经波及到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一级响应。

二级（院所级）响应是指已经发生了较大事故，但事故后果严重性或影响范

围没有超出实验室的控制能力，未波及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二级响应。

三级（实验室级）响应是指危险源可能发生事故、事故发生的初期或发生一

般事故，学院做出三级响应。

3.1.2 响应程序

(1)事故信息接收

接警：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设置事故报警电话，接受事故报警。接到有关事故

报警后，应立即向应急指挥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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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警：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估，研究提出应对方

案，并下达应急救援指令，进行事故救援指挥。

(2)应急指挥

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根据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响应等级立即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调集应急人员，组织实施抢险救灾、救护等救援工作；密切

跟踪应急救援情况，向上级应急指挥部通报情况。

(3)扩大应急

事故抢险过程中，若事态扩大，抢救力量不足，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应

急指挥组要立即向上级应急指挥部汇报。

(4)应急结束

应急指挥组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情

况。遵循“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经有关领导批准，应急程序结束。

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3.2.1 事故处置程序

(1)报警：实验室所有人员均应熟悉报警程序，发现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

员应立即报告实验室负责人，按报警器报警，现场人员进行自救、立即组织撤离，

并设立临时警戒标识，禁止非抢救人员进入，防止事故扩大。

(2)接报：接报后立即到达事故现场了解情况，组织现场人员和受威胁地区

的人员安全撤离，迅速进行救援；并报告学院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做好

现场抢险救灾处置工作。

(3)抢险救灾工作结束，做好现场保护工作，待有关部门对事故情况调查后，

经同意，做好事故现场的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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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当发现有人受伤后，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关闭机械设备电源，并立即

向周围人员呼救，同时向实验室负责人、学院负责人、应急指挥组报告。

（2）对创伤出血者迅速送往医院救治，立即对伤者进行包扎、止血、止痛、

消毒、固定临时措施，防止伤情恶化。

（3）如有断肢情况，及时用干净毛巾、手绢、布片包好，放在无裂缝的塑

料袋或胶皮袋内，袋口扎紧，在口袋周围放置冰块、雪糕等降温物品，不得在断

肢处涂酒精、碘酒及其他消毒液。同时立即拨打 120 与医院取得联系，详细说明

事故地点、严重程度、联系电话，并派人到路口接应。断肢随伤员一起运送。

（4）如受伤人员有骨折、休克或昏迷状况，应采取临时包扎止血措施，进

行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尽量努力抢救伤员。

（5）受伤者伤势较重或无法现场处置时，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

3.2.3 自救互救原则

（1）人优先的原则

（2）防止事故扩大，缩小影响范围的原则

（3）保护救灾人员生命安全的原则

（4）利于恢复的原则

3.2.4 事故处理结束

事故处理结束后，注意保护好现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工作，并

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调查处理完毕后，经有关部门同意，立即组织人员进

行现场清理，尽快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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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事故报警与报告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实行 24 小时保持通讯

畅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

公室、学院负责人、公安处及值班人员；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警后立即通知应急

指挥组组长，应急指挥副组长及相关成员。由应急指挥组组长或应急指挥组组长

指派人员负责通报事故信息。

学院应急指挥组成员及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电话见表 3.2-1、3.2-2。

公安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

中心校区：0531-88364110，兴隆山校区：0531-86358110，千佛山校区：

0531-88396110，趵突泉校区：0531-88380110，软件园校区：88391110，洪家楼

校区：88377110。

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地点、时间以及设备设施；事故类型；有无人员伤亡与

被困人员；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上报内容：①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②事故

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③事故的简要经过；④事故已经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⑤已经

采取的措施；⑥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

情况。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

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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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意事项

4.1 防护用品穿戴注意事项

全部参加救护、救援人员必须按防护（安全帽、防护服、防滑鞋）规定着装，

并注意防护用品是否有受损或超过有效期限的情况。

4.2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救援人员必须认清机械伤害事故情况，在检查救援器材确认有效后方可使

用，必须按照规定正确使用现场配备的抢险救援器材。

4.3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现场救援根据救援指挥部的统一指挥部署实施救援，切勿盲目施救。

4.4 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1)自救：发生以下情况，指挥组、抢险人员可以先撤离事故现场再报告：

①事故已经失控；

②个体防护装备已经损坏，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③发生其他突发情况，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2)互救：参加救护、救援人员的以互助监护为主，按照必须在确保自身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救护的原则处理。在救援中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而导致队员受伤

的，其他救援人员发现时必须向相关领导报告，并做出是否申请支援的决定，若

申请支援时，由应急指挥组下达预备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参加救援的命令。

4.5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注意事项

由应急指挥组组织专家及现场救援人员研究分析，对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和人

员安全防护进行确认，当确认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或人员安全防护不到位的情

况，不得下达救援命令，避免救援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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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指挥组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1)事故发生后，在事故处理期间，由警戒疏散人员组织警戒，禁止无关人

员进入；

(2)救援结束后，事故发生部门、岗位实行警戒，未经应急指挥组批准，所

有人员禁止进入事故现场；

(3)事故现场拍照、录像，除事故调查管理部门或人员外，其他人员需经指

挥组组长批准；

(4)事故现场的设备、设施等物件证据不得随意移动和清除，抢险必须移动

的需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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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事故类型

触电事故是电流通过人体或带电体与人体间发生放电而引起人体的病理、生

理效应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触电事故类型可分为电击事故和电伤事故。

当流经人体电流大于 10mA 时，人体将会产生危险的病理生理效应，并随着

电流的增大、时间的增长将会产生心室纤维性颤动，在瞬间或在三分钟内就夺去

人的生命。

当人体触电时，人体与带电体接触不良部分发生的电弧灼伤、电烙印，会引

起皮肤金属化。这此伤害会给人体留下伤痕，严重时也可能致人死亡。

（2）事故可能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

实验室使用用电设备、设施、电气线路、变压器等均有可能发生触电伤害事

故。

（3）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事故的危害严重程度及其影响范围

触电事故事故发生具有随机性，触电事故主要发生在接触用电设备、设施、

线路或带电作业时，发生触电后，可引起人员轻伤、重伤，甚至人身死亡事故。

（4）事故发生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实验室出现触电事故主要有以下情况：用电设备及用电装置未按照国家规范

进行设计、安装及使用；设备的金属外壳未采用保护接地措施；漏电保护装置没

有定期进行检查；供电系统没有正确采用接地系统以及避雷装置；人员未正确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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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全防护用品等，征兆主要表现为电压不稳，间隔出现电火花。

（5）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

触电事故可能导致学校大面积停电，或着火，或造成电器电路损坏。

2 应急工作职责

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立即拨打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学院负责

人、学校值班、公安处报警电话报告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到可能导致事故的信息后，应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学院有关人员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事故发生；当确认事

故较大，有可能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要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部报告；由上级

应急指挥部及时研究应对方案，采取预警行动。

3 应急处置

3.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3.1.1 响应分级

一级（学校级）响应是指发生重特大事故，火灾爆炸情况超出院所的控制能

力，可能或已经波及到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一级响应。

二级（院所级）响应是指已经发生了较大事故，但事故后果严重性或影响范

围没有超出实验室的控制能力，未波及相邻实验室的状态，而做出二级响应。

三级（实验室级）响应是指危险源可能发生事故、事故发生的初期或发生一

般事故，学院做出三级响应。

3.1.2 响应程序

(1)事故信息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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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警：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设置事故报警电话，接受事故报警。接到有关事故

报警后，应立即向事故应急指挥组汇报。

处警：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及时进行分析评估，研究提出应对方

案，并下达应急救援指令，进行事故救援指挥。

(2)应急指挥

应急指挥组接到事故报警后，应根据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响应等级立即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调集应急人员，组织实施抢险救灾、救护等救援工作；密切

跟踪应急救援情况，向上级应急指挥部通报情况。

(3)扩大应急

事故抢险过程中，若事态扩大，抢救力量不足，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事

故应急指挥组要立即向上级应急指挥部汇报。

(4)应急结束

应急指挥组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情

况。遵循“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经有关领导批准，应急程序结束。

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3.2.1 应急处置措施

(1)低压触电事故脱离电源方法：立即拉掉开关、拔出插肖，切断电源；如

电源开关距离太远，用有绝缘把的钳子或用木柄的斧子断开电源线；用木板等绝

缘物插入触电者身下，以隔断流经人体的电流；用干燥的衣服、手套、绳索、木

板等绝缘物作为工具，拉开触电者及挑开电线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2)高压触电事故脱离电源方法：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停电；戴上绝缘手套，

穿上绝缘鞋用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拉开开关；抛掷一端可靠接地的裸金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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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线路接地；迫使保护装置动作，断开电源。

3.2.2 现场急救措施

(1)当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根据触电者的具体情况，迅速采取对症救护。

(2)触电者伤势不重，应使触电者安静休息，不要走动，严密观察并请医生

前来诊治或送往医院。

(3)触电者失去知觉，但心脏跳动和呼吸还存在，应使触电者安静地平卧，

周围不要围人，使空气流通，解开他的衣服以利呼吸。同时，要速请医生救治或

送往医院。

(4)触电者呼吸困难、稀少，或发生痉挛，应准备心跳或呼吸停止后立即作

进一步的抢救。

(5)如果触电者伤势严重，呼吸及心脏停止，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和胸外挤

压，并速请医生诊治或送往医院。在送往医院途中，不能终止急救。

3.2.3 现场急救注意事项

(1)救护人不可直接用手或其它金属及潮湿的构件作为救护工具，而必须使

用适当的绝缘工具。救护人要用一只手操作，以防自己触电。

(2)防止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可能的摔伤。特别是当触电者在高处的情况下，

应考虑防摔措施。即使触电者在平地，也要注意触电者倒下的方向，注意防摔。

(3)如事故发生在夜间，应迅速解决临时照明，以利于抢救，并避免扩大事

故。

(4)救护人员应在确认触电者已与电源隔离，且救护人员本身所涉环境安全

距离内无危险电源时，方能接触伤员进行抢救。

(5)在抢救过程中，不要为方便而随意移动伤员，如确需移动，应使伤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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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担架上并在其背部垫以平硬阔木板，不可让伤员身体蜷曲着进行搬运。移动

过程中应继续抢救。

(6)任何药物都不能代替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对触电者用药或注射针

剂，应由有经验的医生诊断确定，慎重使用。

(7)在抢救过程中，要每隔数分钟再判定一次，每次判定时间均不得超过 5～

7秒。做人工呼吸要有耐心，尽可能坚持抢救 4 小时以上，直到把人救活，或者

一直抢救到确诊死亡时为止；如需送医院抢救，在途中也不能中断急救措施。

(8)在医务人员未接替抢救前，现场救护人员不得放弃现场抢救，只有医生

有权做出伤员死亡的诊断。

3.3 事故报警与报告

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应急指挥组办公室、

学院负责人、公安处及值班人员；应急指挥组办公室接警后立即通知应急指挥组

组长，应急指挥组副组长及相关成员。由应急指挥组组长或应急指挥组组长指派

人员负责通报事故信息。

学院应急指挥组成员及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电话见表 3.2-1、3.2-2。

公安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

中心校区：0531-88364110，兴隆山校区：0531-86358110，千佛山校区：

0531-88396110，趵突泉校区：0531-88380110，软件园校区：88391110，洪家楼

校区：88377110。

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地点、时间以及设备设施；事故类型；有无人员伤亡与

被困人员；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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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紧急时上报内容：①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

况；②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③事故的简要经过；④事故已

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

损失；⑤已经采取的措施；⑥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

情况。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

补报。

4 注意事项

4.1 防护用品穿戴注意事项

电工作业和救援人员都要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特别是绝缘工器具和防护

用品的正确使用，救援现场配备足量的防护用品和安全防护设施。

4.2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救援人员必须认清事故情况，在检查救援器材确认有效后方可使用，必须按

照规定正确使用现场配备的抢险救援器材。

4.3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现场救援根据指挥组的统一指挥部署实施救援，切勿盲目施救。

4.4 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1)自救：发生以下情况，指挥组、抢险人员可以先撤离事故现场再报告：

①事故已经失控；

②个体防护装备已经损坏，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③发生其他突发情况，危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2)互救：参加救护、救援人员的以互助监护为主，按照必须在确保自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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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前提下进行救护的原则处理。在救援中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而导致队员受伤

的，其他救援人员发现时必须向相关领导报告，并做出是否申请支援的决定，若

申请支援时，由应急指挥组下达预备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参加救援的命令。

4.5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注意事项

由应急指挥组组织专家及现场救援人员研究分析，对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和人

员安全防护进行确认，当确认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或人员安全防护不到位的情

况，不得下达救援命令，避免救援人员伤亡。

4.6 指挥组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1)事故发生后，在事故处理期间，由警戒疏散人员组织警戒，禁止无关人

员进入；

(2)救援结束后，事故发生部门、岗位实行警戒，未经应急指挥组批准，所

有人员禁止进入事故现场；

(3)事故现场拍照、录像，除事故调查管理部门或人员外，其他人员需经指

挥组组长批准；

(4)事故现场的设备、设施等物件证据不得随意移动和清除，抢险必须移动

的需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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