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录 

1. 危险评估 

2. 个人保护设施 

3. 实验室设备使用 

4. 紧急情况处理 

5. 生物试剂的运输 

6. 潜在感染性生物试剂的使用 

7. 废弃物的处理 

8. 利器的使用和处理 

9. 重组基因或合成基因的相关事项 

10. 试剂泄露的处理 

 

 

 

 

 

 

 

 

 

 

 

 

 

 



2 
 

1、 危险评估 

评估因素包括： 

1）微生物方面： 

·微生物的致病性和感染性 

·暴露的潜在后果 

·实验室操作所导致的感染途径：包括从眼睛、口鼻、裸露皮肤等进入体内。比

如在实验室吃、喝，注射器刺破皮肤等。 

·微生物在环境中的稳定性 

·所适宜的寄主的存在：包括人、实验室模式生物 

·计划进行的实验室操作中包括潜在危险性微生物的部分，以及所操作的微生物

的浓度和浓缩标本的容量 

·出现突发情况时是否能得到及时的处理 

2）仪器使用方面： 

·离心机：可能出现气溶胶，液体溅出和离心管破裂。 

·培养物搅拌器、混合器、振荡器：可能出现气溶胶，液体溅出以及管内液体溢

出。 

·水浴锅：可能出现微生物生长，高温烫伤，某些遇水易燃试剂的爆炸等。 

·注射器：可能出现划伤、刺伤皮肤，内部液体溢出。 

·玻璃仪器、解剖刀等锋利工具：可能出现划伤或者刺伤皮肤。 

3）可能产生微生物气溶胶的实验操作： 

·混悬菌液 

·菌液滴落在不同的裸露表面上 

·用注射器从试管中抽出菌液 

·接种环接种培养皿、试管等 

·打开培养容器的盖子、打开装有干燥菌种的容器、拍打衣服、摔碎带有培养物

的平皿等 

4）超低温和高温： 

·超低温冰箱、液氮：可能出现冻伤 

·使用酒精灯、酒精喷灯、火柴可能出现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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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验试剂： 

·实验试剂的危险性，包括可燃性、毒性、挥发性等 

·实验试剂的选择：若有存在危险性的试剂，尽量使用安全的替代品 

·实验操作中是否会出现试剂泄露 

6）其他危险评估： 

·实验室消防设计和建筑材料应该符合国家要求 

·实验室内存放的可燃性气体和液体 

·紧急撤离通道是否通畅，熟悉消防设备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是否有噪音、电辐射危害 

·是否有强烈光线，如紫外灯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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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保护设施 

1）实验服： 

·进入实验室必须穿着实验服，实验服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多次使用的，但

是必须耐用且保护身体不接触有害物质。 

·实验服需要及时清洗，不可穿出实验室，需要单独放置和清洗，清洗时需要进

行性消毒。 

·如果出现实验服破损，需要及时进行更换。 

·在必要的时候，需要穿着连体服等保护等级更高的防护服。 

2）手套： 

·佩戴之前需要检查手套是否完整。 

·佩戴手套，手套需要大小合适，防止手腕和前臂皮肤暴露。根据实验需求，选

择合适的材料，以保证手套的韧性、强度适中，并保证手套的抗渗透性和抗尖锐

物体刺穿性良好。 

·避免手套被沾湿，因为沾湿的手套化学试剂容易渗透进去，如果手套出现破损

护着严重污染，要及时更换。 

·离开实验室前要摘下手套，摘下手套后要洗手，并将手套置于废弃生物危害垃

圾袋中，手套不要重复使用。摘除手套时注意不要触碰到手套的外侧。 

·当处理泄漏物的时候佩戴双层手套。 

·不要用手套触碰门把手、手机、电梯按钮、电脑或其他清洁的表面 

3）鞋子： 

·穿不漏脚趾的鞋子 

·在使用传染性物质是，建议佩戴鞋套 

4）裤子： 

·必须穿长裤，来保护皮肤不暴露在化学品中。 

5）面部保护： 

·在有可能出现液体、固体飞溅的情况下，要佩戴面罩或者护目镜，选择合适的

材料和大小以起到最佳的保护作用。 

·如果使用具有挥发性或者毒性的试剂，需要佩戴口罩，口罩的材料根据具体实

验操作进行选择，必要时需要佩戴两层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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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呼吸系统保护设备： 

·如果出现可能对呼吸系统有损害的物质需要做呼吸保护。实验需要在通风处或

者生物安全柜中进行，保证空气的净化。 

·如果对于呼吸的危害性较强，需要佩戴呼吸器。 

·如果使用具有挥发性的化学试剂，需要在通风橱中进行。 

7）防护帽： 

·佩戴防护帽可以防止危害性物质飞溅至头部造成污染 

8）听力防护设备： 

·如果实验室存在很强的噪音污染，需要佩戴耳罩或者耳塞防止听力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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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室设备使用 

1）生物安全柜： 

·生物安全柜在使用正确时，可以为研究人员提供清洁的工作环境。生物安全柜

可以通过高效的颗粒空气过滤器来除去其雾化的危险物质。 

·二级生物安全柜操作程序： 

关闭紫外灯，打开荧光灯和鼓风机 

用 70%的乙醇溶液或者合适的消毒剂将表面和内部进行消毒。 

将实验操作所需要的物品放入安全柜 

实验结束后，等待 2-3分钟，再将物品移出生物安全柜 

关闭荧光灯和鼓风机，打开紫外灯 

·杀菌紫外线灯的时间、距离、是否有灰尘都会影响紫外灯的杀菌效果。 

·紫外灯可能会损伤眼睛、皮肤、实验室设备。因此在实验空间使用时，需要关

闭紫外灯。 

2）离心设备 

·所有的离心机应进行密封转子。 

·使用离心机的人员需要进行培训，并在每次使用后进行登记。 

·使用前需要检查离心所使用的离心管是都有破裂、压痕。 

·不可过分填充离心管，最大的容量为 3/4 

·在离心机启动之前一定要盖上盖子 

·如果出现异常状况，比如震动或者噪音，需要立刻停止离心机 

·将离心管装入离心机之前，需要擦拭外壁 

·切勿超过最大的离心速度 

3）注射器和针头 

·避免手持针头或者注射器时进行快速的移动 

·所有使用注射器或者针头的操作需要佩戴乳胶手套 

·将注射器内剩余的气泡和液体垂直排出至含有适当消毒机的棉布中 

·如果需要对实验动物进行注射，需要保证动物被束缚 

·废弃的注射器需要丢弃到利器桶中 

·不要使用注射器强力将感染性流体流入开放的小瓶中以进行混合。仅当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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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尖端保持在管中的流体表面的下方时才能与注射器混合。 

·从橡胶塞瓶取出注射器和针头时，将针头和塞子包裹在用适当的消毒剂润湿的

棉布上。 

4）移液器 

·切勿使用口吸式移液器 

·吸取具有生物危害性试剂以及有毒化学试剂时，需要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 

·在吸取有传染性或者毒性的试剂时，需要及时更换吸头 

·从移液器中排除的液体需要沿着瓶子或者管子内壁流下，不要从高处流下。 

·用于吸取生物危害性的移液器需要有棉花堵塞 

·在生物安全柜中处受污染的理废弃的移液器，将受污染的移液器水平放置在含

有足够合适的消毒剂的盘子或者托盘中，完全浸泡。 

5）搅拌器，粉碎器 

·在混合搅拌和破碎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有害气溶胶 

·在使用超声搅拌机前，需要进行彻底的清洗 

·如果出现具有生物危害性的材料，需要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混合和破碎等操作，

并在使用后进行彻底的清洗和消毒。 

·玻璃搅拌器碗不适合与传染性材料一起使用，因为玻璃碗可能会破裂 

·两次使用之间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空余。 

6）杂项设备 

·用于灭活、孵育或者测试感染性生物试剂的水浴锅在使用后应该进行消毒 

·使用低温冰箱时需要佩戴防冻手套，防止冻伤。低温冰箱需要及时进行除霜和

清洁 

·使用震动设备时应仔细检查振动机器，以防止烧瓶或其他容易振动的容器发生

潜在的破裂危险。应使用螺旋盖的耐用塑料或重型玻璃烧瓶，并固定在振动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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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紧急情况处理 

 熟知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求助的实验室安全人员的联系方式，在事故发生后

及时进行记录并与安全人员报告。 

1）意外泄漏清除血液、有害试剂或 OPIM 

 1、隔离泄漏区域 

 2、戴上一次性手套和其他 PPE做安全防护 

 3、将纸巾放在溢出物上 

 4、小量溢出：用消毒剂（例如 10％新鲜漂白溶液）使纸巾饱和 10分钟以上 

 5、大量溢出物：浓缩漂白剂使毛巾饱和 15-30分钟 

 6、收集所有废物并扔到生物危险品垃圾袋中 

 7、再次用 10％漂白剂，肥皂和水清洁区域 

 8、将生物危害袋高压灭菌 

2）如果皮肤接触到了血液、有害试剂或者 OPIM： 

 1、用肥皂和水清洁所有暴露的皮肤 15分钟 

 2、用水冲洗粘膜或眼睛 15分钟 

 3、记录事件的位置和时间 

 4、将事件报告给负责老师 

 5、在暴露的 2小时内寻求评估 

 6、及时就医 

 7、填写事故报告 

3）刺伤、切伤或者划伤： 

 脱下防护服，清洗双手和受伤部位，使用适当的皮肤消毒剂，必要时进行医

学处理，记录受伤原因和相关的微生物。 

4）潜在危害性的气溶胶泄露： 

 所有人员立刻撤离，做好相关记录，在门上贴上禁止入内的标志。 

5）离心时发生管子破裂： 

 立即切断电源，如果机器停止后发现破裂，立即盖上盖子密闭，通知实验安

全管理员。 

 所有的操作需要戴手套进行，对于已经破碎的玻璃、离心管应放在相应的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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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桶内用。 用适当的消毒剂进行消毒和擦拭，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6）火灾或者自然灾害： 

 需要提前让消防人员以及救护人员知道实验室中潜在的感染性物质，布局以

及设备。 

 发生自然灾害时，及时进行撤离，救护人员只有在经过训练的实验人员的陪

同下，才能进入实验室。 

 感染性物质应手收集在防泄漏的盒子或者一次性袋子中，由生物安全人员根

据当地的规定决定继续利用或者最终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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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物试剂的运输 

·必须有两个防漏容器：密封的主容器和密封的第二容器 

·需要适用于运输量的主容器和次容器之间的吸收剂（纸巾） 

·在辅助容器外侧的生物危害标志和试剂名称 

·二次容器外面标记实验室地址和电话号码 

·尽可能利用塑料容器，避免玻璃。密封塑料（不是玻璃）的装饰及的小瓶可以

在密封的标签塑料袋中运输。如果必须使用玻璃主容器，请将容器放在密封的刚

性塑料容器中，并带有吸收和填充物，以在运输过程中缓冲小瓶。 

·在放入辅助容器之前，将主容器的外部净化掉。 

·在离开实验室之前对辅助容器进行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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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潜在感染性生物试剂的使用 

1）避免感染性物质的扩散 

·为了避免被接种物洒落,微生物接种环的直径应为 2-3 mm并完全封闭,柄的长

度应小于 6cm以减小抖动。 

·使用封闭式微型电加热器消毒接种环，能够避免在酒精灯的明火上加热所引起

的感染性物质爆溅，最好使用不需要再进行消毒的一次性接种环。 

·干燥痰液标本时要注意避免生成气溶胶。 

·准备高压灭菌和/或将被处理的废弃标本和培养物应当放置在防漏的容器内（如

实验室废弃物袋）。在丢弃到废弃物盛器中以前，顶部要固定好（如采用高压灭

菌胶带）。 

·在每一阶段工作结束后，必须采用适当的消毒剂清除工作区的污染。  

2）避免感染性物质的食入以及与皮肤和眼睛的接触 

·微生物操作中释放的较大粒子和液滴会迅速沉降到工作台面和操作者的手上。

实验室人员在操作时应戴一次性手套，并避免触摸口、眼及面部。 

·不能在实验室内饮食和储存食品, 

·在实验室里时嘴里不应有东西，如钢笔、铅笔、口香糖。 

·不应在实验室化妆。 

·在所有可能产生潜在感染性物质喷溅的操作过程中，操作人员应将面部、口和

眼遮住或采取其他防护措施, 

·如果遇到潜在感染性物质吸入事件，应脱下受害人的防护服并进行医学处理。

要报告食入材料的鉴定和事故发生的细节，并保留完整适当的医疗记录。 

3）避免感染性物质的注入 

·通过认真练习和仔细操作，可以避免破损玻璃器皿的刺伤所引起的接种感染。

应尽可能用塑料制品代替玻璃制品。 

·锐器损伤（如通过皮下注射针头、巴斯德玻璃吸管以及破碎的玻璃）可能引起

意外注入感染性物质。  

4）未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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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机器正在运行时发生破裂或怀疑发生破裂，应关闭机器电源，让机器密闭

（例如 30 min）使气溶胶沉积。如果机器停止后发现破裂，应立即将盖子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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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密闭（例如 30 min）。发生这两种情况时都应通知生物安全官员。 

·随后的所有操作都应戴结实的手套（如厚橡胶手套），必要时可在外面戴适当

的一次性手套。当清理玻璃碎片时应当使用镊子，或用镊子夹着的棉花来进行。 

·所有破碎的离心管、玻璃碎片、离心桶、十字轴和转子都应放在无腐蚀性的、

已知对相关微生物具有杀灭活性的消毒剂内。未破损的带盖离心管应放在另一个

有消毒剂的容器中，然后回收。 

·离心机内腔应用适当浓度的同种消毒剂擦拭，并再次擦拭，然后用水冲洗并干

燥。清理时所使用的全部材料都应按感染性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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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废弃物的处理 

1）废弃物的分类 

·可重复或再使用,或按普通“家庭”废弃物丢弃的非污染（非感染性）废弃物 

·污染（感染性）锐器一皮下注射用针头、手术刀、刀子及破碎玻璃;这些废弃

物应收集在带盖的不易刺破的容器内,并按感染性物质处理 

·通过高压灭菌和清洗来清除污染后重复或再使用的污染材料 

·高压灭菌后丢弃的污染材料 

·直接焚烧的污染材料 

2）高压灭菌后重复使用的污染（有潜在感染性）的材料 

任何高压灭菌后重复使用的污染（有潜在感染性）材料不应事先清洗，任何必要

的清洗、修复必须在高压灭菌或消毒后进行, 

3）废弃的污染（有潜在感染性）的材料 

·除了锐器按上面的方法进行处理以外，所有其他污染（有潜在感染性）材料在

丢弃前应放置在防渗漏的容器（如有颜色标记的可高压灭菌塑料袋）中高压灭菌。 

·高压灭菌后，物品可以放在运输容器中运送至焚烧炉。如果可能，即使在清除

污染后，卫生保健单位的废弃物也不应丢弃到垃圾场。 

·如果实验室中配有焚烧炉，则可以免去高压灭菌:污染材料应放在指定的容器

〔如有颜色标记的袋子）内直接运送到焚烧炉中, 

·可重复使用的运输容器应是防渗漏的，有密闭的盖子。这些容器在送回实验室

再次使用前,应进行消毒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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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利器的使用和处理 

1）皮下注射针头用过后不应再重复使用，包括不能从注射器上取下、回套针头

护套、截断等，应将其完整地置于盛放锐器的一次性容器中,单独使用或带针头

使用的一次性注射器应放在盛放锐器的一次性容器内焚烧，如需要可先高压灭菌。

不能将皮下注射针作为移液管使用。 

2）以下两点可以减少针刺损伤; 

（a）减少使用注射器和针头（可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来打开瓶塞，然后使用吸管

取样而不用注射器和针头）; 

（b）在必须使用注射器和针头时,采用锐器安全装置。一次性物品应丢弃在防/

耐穿透的带盖容器中。 

3）盛放锐器的一次性容器必须是不易刺破的，而且不能将容器装得过满。当达

到容量的四分之三时,应将其放入“感染性废弃物”的容器中进行焚烧，如果实

验室规程需要，可以先进行高压灭菌处理。盛放锐器的一次性容器绝对不能丢弃

于垃圾场。 

4）尽可能用塑料制品代替玻璃制品，如用巴斯德塑料吸管代替玻璃吸管。只能

用实验室级别（硼硅酸盐）的玻璃，任何破碎或有裂痕的玻璃制品均应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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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组基因或合成基因的相关事项 

1）需要较高的生物安全水平情况 

·来源于病原生物体的 DNA序列的表达可能增加 GMO的毒性 

·插入的 DNA序列性质不确定，例如在制备病原微生物基因组 DNA库的过程中 

·基因产物具有潜在的药理学活性 

·毒素的基因产物编码。 

2）用于基因转移的病毒载体 

·病毒载体（腺病毒载体）可以用于将基因有效地转移到其他细胞。这样的载体

缺少病毒复制的某些基因，可以在能够补充这些缺陷的细胞株内繁殖。 

·这类病毒载体的贮存液中可能污染了可复制病毒，它们是由繁殖细胞株中极少

发生的自发性重组产生的。这些载体操作时应采用与用于获得这些载体的母体腺

病毒相同的生物安全水平。  

3）转基因动物和‘,基因敲除”动物 

·携带外源性遗传信息的动物（转基因动物）应当在适合外源性基因产物特性的

防护水平下进行操作。特定基因被有目的地删除的动物（“基因敲除”动物）一

般不表现特殊的生物危害。 

·包括那些表达病毒受体的转基因动物一般不会感染该种系病毒。如果这种动物

从实验室逃离并将转移基因传给野生动物群体，那么理论上可以产生储存这些病

毒的动物宿主。   

4）转基因植物 

·那些表达了能够耐受除草剂或抵抗昆虫能力等基因的转基因植物，目前在世界

许多地区都引起相当的争议。这些争议的焦点是这类植物作为食物的安全性，以

及种植后的长期生态后果。 

·表达动物或人源性基因的转基因植物用于研发医学产品和营养物品。通过危险

度评估可以确定这些转基因植物产品所需的生物安全水平。  

5）插人基因 （供体生物）所直接引起的危害 

当已经知道插入基因产物具有可能造成危害的生物学或药理学活性时，则必须进

行危险度评估，例如: 

·毒素 



16 
 

·细胞因子 

·激素 

·基因表达调节剂 

·毒力因子或增强子 

·致瘤基因序列 

·抗生素耐药性 

·变态反应原。 

 

 

 

 

 

 

 

 

 

 

 

 

 

 

 

 

 

 

 

 

 

 



17 
 

10、试剂泄露的处理 

1）生物安全一级（BL1）泄漏 

·通知该地区的其他人员，防止额外的人员和环境受到污染。 

·脱去所有被污染的衣服，并用消毒剂清洗暴露的皮肤。 

·清理 BL1溢出物： 

-戴上手套和脸部保护，穿上实验室外套，用纸巾盖上溢出物，在溢出物

周围倾倒浓缩消毒剂。  

-用镊子拿起碎玻璃碎片，放在锐器容器中。  

-丢弃清理废弃物的所有一次性物料。 

-用肥皂和洗手消毒剂洗手。 

2）生物安全二级（BL2）泄漏 

·避免吸入空气中的物质，同时快速离开房间。通知其他人离开并关上门，贴上

警告信号。 

·脱去被污染的衣服，将暴露的区域向内转动，然后放在生物危害袋中。用肥皂

水清洗所有暴露的皮肤。 

·清理 BL2溢出物： 

-让气溶胶分散至少 30 分钟，然后重新进入实验室。穿上防护服（长袍，

手术口罩或 HEPA过滤的呼吸器，手套和鞋套）。 

-用消毒剂浸泡的毛巾覆盖该区域，并在溢出物周围小心地倒入消毒剂。

用消毒剂浸泡的毛巾覆盖该区域，然后在泄漏物周围小心地倒入消毒剂。 

-用镊子拾起任何锋利的物体，并丢弃在锐器容器中。使用可高压灭菌的

扫帚和簸箕等机械手段吸收消毒剂和溢出物。用镊子夹持的棉花或纸巾可

以收集较小的玻璃片。如果溢出物中没有锐器，将溢出物放入高压灭菌袋

中。 

-用消毒剂擦拭周围地区（溢出物可能溅出）。吸收消毒剂和溢出物，并将

其放入生物危害袋中。 

-用 10％的家用漂白溶液喷洒该区域，并风干（或在 10 分钟后用消毒剂

浸湿的毛巾擦拭）。 

-将所有被污染的纸巾和防护服放入生物危害袋和高压灭菌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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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毒剂或防腐肥皂和水清洗手和暴露的皮肤区域。 

3）血液溢出 

·对于具有高有机含量和低浓度感染性微生物的血液或其他物质：戴手套，防护

眼镜，穿上实验服。 

·用纸巾吸收血液并置于生物危害袋中。  

·用镊子或其他机械装置收集锋利的物品，并放置在锐器容器中。 

·使用洗涤剂溶液清洁所有可见血液的溢出部位。用 10％的家用漂白剂喷洒溢

出物，并风干 15分钟，再用消毒剂浸泡的纸巾擦拭溢出部位。 

·将被溢出物污染的个人防护装备和所有一次性材料丢弃到生物危害袋中，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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