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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合理采用预防措施，防止本校实验室（实验室指：全校范围内开展科

研工作的各类实验场所，以下简称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或在安全事故发

生后能及时、有效地控制事故发展，指导和规范本校各相关部门、教职员工

的抢险救灾行为和本校学生有序疏散自救行动，最大程度地减少事故对本校

学生、教职员工及本校周边单位人员生命及财产安全的威胁，结合本校实际

情况，制订了本应急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主要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第 69 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 6 号） 

（3）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4）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5 号） 

（5）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第 79 次常务会议通过） 

（6） 《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2005 年 1 月 26 日经国务院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 

（7） 《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原国家教委令第 20 号）、 

（8） 《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28 号）、 

（9）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工作的通知》 （教技厅[2013]1 号） 

（10） 《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2010 年 6 月 2 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1） 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1.2.2 主要技术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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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2）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5） 《个体防护装备基本配备要求》（GB/T29510-2013） 

（6）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GB/T 31190） 

（7）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GBZ230-2010） 

（8） 《科学实验建筑设计规范》（JGJ 91-93） 

（9） 《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 1002） 

（10） 《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R0006） 

（11）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第 2 部分：普通高等学校》

（DB11/T 1191.2—2018） 

（12） 《实验室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11/T 1368） 

（13） 其他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1.2.3 主要相关应急预案 

（1） 《汕头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 《汕头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3） 《汕头市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4） 金平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相关预案 

（5）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6） 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校在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 241号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配

套的 6 个科学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的事故救援和应急管理，包括事故预防预

警、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事后恢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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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应急工作原则 

（1）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时，把保障本校学生、

教职员工生命安全作为应急工作首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 

（2） 居安思危，预防为主。树立防范胜于救灾观念，常抓不懈、防患

于未然。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安全事故

的各项准备工作。 

（3） 充分准备，科学救援。加强宣传和培训教育工作，提高本校学生、

教职员工自救、互救和应对实验室各类安全事故的综合素质。 

（4） 立足自救，寻找外界援助。遇到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迅速采取

正确措施，积极应对，立足自救，同时向当地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报告，以

调动相应应急力量及时、有效地处置，以防止事故的扩大、保护人民生命安

全和减少国家财产损失。 

（5） 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在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下，

各应急救援人员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负责本校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和

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必要时协助、配合上级其他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展开应急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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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风险描述 

2.1 学校概况 

2.1.1 基本情况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英文缩写 GTIIT）是由享誉全球的知名高等学府

以色列理工学院（英文缩写 Technion）与汕头大学（英文缩写 STU）合作办

学的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坐落于广东省汕头市。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由中国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

是我国第一所引进以色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

作大学，也是目前我国与以色列在教育领域合作的代表性项目。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将致力建设成为一所具有国际公认高水平教育、科

研和创新能力的研究型大学，全面引进全球知名的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优质教

育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创新，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全球视野和人文素养的卓

越工程师和科技人才。 

2.1.2 地理位置与总平面布置 

本校地处汕头市金平区位于汕头市中心城区西北部，涵盖整个汕头老城

区。西和揭东区毗邻，北与揭东区、潮安区接壤，东连龙湖区，南与濠江区

隔海相望。辖 17 个街道，下辖 160 个社区居委会。面积 108.71 平方公里。

金平区是汕头市政府所在地，也是汕头市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和重

要的工业、科技基地。更是汕头经济特区水陆交通枢纽的重要门户。金平区

包括解放初期整个汕头市区域（不含礐石）和原澄海县的鮀浦区、下蓬区的

部分区域。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校园选址位于汕头市大学路七日红公园南侧以及

汕头大学南面片区，共计占地约 623.45 亩（净用地），其中一期校区（北校

区）102.85 亩，二期校区（南校区）520.6 亩。一期校区位于汕头大学旁，

主要包括生活区、食堂区、教学区、实验区、办公区、地下室、连廊、及其

http://www.technion.ac.il/en/
http://www.stu.edu.c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81%E5%9F%8E%E5%8C%BA/10743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81%E5%9F%8E%E5%8C%BA/10743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F%AD%E4%B8%9C%E5%8C%BA/19546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AE%E5%AE%89%E5%8C%BA/88362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6%B9%96%E5%8C%BA/17367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F%A0%E6%B1%9F%E5%8C%BA/2114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F%A0%E6%B1%9F%E5%8C%BA/21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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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配套设施。 

地理位置与总平面布置详见图 2.1.1-1 及图 2.1.1-2。 

 

图 2.1.2-1  地理位置图 

 

图 2.1.2-2  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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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所在地区自然条件 

汕头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濒临南海，自然条件优越，属南亚热带季风气

候，海洋性气候明显，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夏长冬短，无霜期长，日照充足，

雨量充沛，四季常青。冬季盛行东北风或北风，夏季由于受海洋气团的影响，

普通吹偏南风，且常受到热带风暴的影响，带来暴雨，雨日和雨量较多，降雨

强度大，容易造成洪涝灾害；热带风暴风速大，所造成的毁坏也十分巨大。热

带风暴的影响主要是在夏、秋季节，冬、春季出现热带风暴机会不多。 

（1）气温 

历年平均气温：21.4℃； 

极端最高气温：38.6℃； 

极端最低气温：0.3℃； 

（2）降水 

历年平均降水量：1583.6mm； 

日最大降水量：297.4mm； 

一小时最大降水量 83.0mm； 

历年平易雷暴日：47.6 天/年。 

（3）日照 

历年平均日照 2056.9 小时，日照百分率 46% 

（4）风况 

10 分钟平均最大风速 34.0m/s，风向：ENE 

瞬间极大风速 52.1m/s ，风向 ENE  

最大频率风向为 EN，其出现的频率为 18%；次常方向为 E，其出现的频

率为 9%。 

（5）雾况 

历年平均雾日：20.9 天。 

（6）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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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2％，极端最小为 8%。 

（7）气压 

历年平均气压：101.28kPa； 

历年极端最高气压：103.33kPa； 

历年极端最低气压：95.02kPa。 

（8）地震 

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局部修订稿》（GB 50011-2010 2016），本地区

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

组。 

2.2 危险源与风险分析 

实验室及化学品仓库作为一个高校技术单位，由于具有多种特殊性和复

杂性，从实验物品的使用及管理、到人员对设备的操作以及实验室资料的安

全等，每个环节出现异常则可能引发事故，对本校人员、设备，甚至学校周

边单位及人员均可能造成不良影响。 

2.2.1 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的原因分析 

1. 安全认识和意识不强，“安全第一”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还没有

真正树立起来，重科研成果，轻安全要求，安全工作存在要求不严、

质量不高的问题。 

2. 与实验室相配套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安全管理人员监管

力度不足，难以有效对实验室全方位、全天候及全过程进行安全监管。 

3. 实验室的使用人员忽视安全要求，没有即使采有效的安全措施，致使

事故多发并相对集中。 

4. 随着科研实验的的频繁使用，配套的实验装置、设备逐步老化，缺乏

本质安全。实验过程常伴有腐蚀性、感染类、易燃易爆等介质，实验

设备、装置长期与具有腐蚀性介质接触会加速老化，降低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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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维修和维护不及时不到位，很难实现本质安全。 

5. 专业化安全管理基础薄弱，现场安全管理松懈。专业管理人员设置不

足，违规违章操作现象存在未及时得到纠正，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规

章和制度被简化。 

2.2.2 实验室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实验过程中实验物品本身固有或反应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因素有以下几

方面： 

（1） 易燃性 

部分实验原料为甲乙类液体或固体，基于易燃易爆的化学属性品，此类

物质具有闪点低，极易燃，在空气中只需很小的点火能量即可点燃，燃

烧速率很快。 

（2） 易爆性 

部分实验原料为甲乙类气体，与空气混合后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若浓

度达到爆炸下限，遇点火源便会发生爆炸。 

（3） 易蒸发性 

液化石油气的沸点低，在常温下具有较大的蒸气压，容易通过蒸发形成

引起燃烧的最低蒸气量，从而增大火灾的危险性。而且，液化石油气的

蒸气压受温度影响较大，温度升高时，蒸气压将随之迅速增大，蒸气压

越大，危险性就越大。 

（4） 易扩散性 

部分甲乙类液态的危险化学品一旦泄漏，将迅速由液相变为气相，体积

急剧膨胀，并伴随空气流动向四周扩散，有可能形成较大范围的可燃、

可爆蒸气云团，在爆炸极限内遇点火源即发生爆炸。当泄漏的危险化学

品气体比空气重，如果通风不良，泄漏的气体容易积聚、滞留在实验室

地板、码排水沟或其他低洼处，如不及时处理将十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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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易积聚静电荷 

静电荷往往聚集在管壁、罐壁等位置，当实验装置上高速喷射的危险化

学品与周围空气磨擦将会可能产生高位静电。静电放电是导致火灾爆炸

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6） 热膨胀性 

部分危险化学品的热膨胀系数较大，随着实验加热过程中物品温度逐步

上升，其体积同时膨胀，如果容器充装时未预留足够容积，温度升高时，

液体膨胀可能造成容器破裂，危险化学品泄漏，进而引发次生灾害事故。 

（7） 毒害性 

大部分危险化学品含有毒物质，当其泄漏后在空气或水中浓度较高时，

接触人员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时，会导致昏迷、

甚至死亡。 

（8） 感染性 

部分致病菌操作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泄露或随操作设备仪器的损坏是

操作者完全暴露于危险中，可导致生物感染事故发生，使人员致病，严

重者可导致死亡。 

2.2.3 实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科研实验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主要由其工艺特点所决定的，同时和

有关防护设施、装备也有关。 

本校的实验室设计功能是供本校教职员工及学生进行教学及科研实验，

配套有国内外或行业内较为先进的实验器具，实验过程大部分采用自动化操

作，因此危险性不高。但由于人-机接触不可避免，而且由于管理上的缺陷，

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等因素存在，科研实验过程中发生事故还

是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在实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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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危险物质泄漏 

危险化学品或生物菌种泄漏包括液体泄漏和气体泄漏两种形式，主要表

现为设备（包括实验设备上的软管、管道、器材等）泄漏，泄漏的原因主要

有： 

（1） 设备质量因素泄漏，如实验设备设计不合理、材料选材不当、厂家制造

误差、施工安装精度不高、设备设施长时间使用后未按规定进行检验检

修、管道或连接软管老化或受腐蚀，或在外力作用下发生损坏、破裂，

管道或连接软管的各种接头、阀门、法兰、仪表连接处密封失效，设备

附件质量差，未及时更换损坏的仪器设备、设备带病运转等原因导致设

备设施的质量变化，有可能造成设备设施的强度不足，承压、耐温、耐

腐蚀能力变差，从而导致实验设备泄漏。 

（2） 实验设备管道泄漏，如实验管道中长期实验使用腐蚀性介质，且当完成

实验后未及时进行清洗；或腐蚀介质流动时产生冲击与磨损；反复应力

的作用；长期在高温下工作发生蠕变；低温下操作材料冷脆断裂；老化

变质等。 

（3） 外来因素破坏，如外力破坏、实验设备长期处于震动状态；设备安装未

遵照设计要求；人员操作失误引起泄漏等。 

2.2.3.2 火灾 

引起火灾发生的基本条件是燃烧，燃烧的三要素为：可燃物质、助燃物

质（空气）、点火源。实验室使用的原材料、试剂等大部分属可燃物质，遇

到点火源就会被点燃着火燃烧，如果燃烧失去控制，便会酿成火灾事故。 

实验室可能存在的点火源有： 

（1） 明火：现场人员吸烟、违章使用动火、违章用电、外部焚烧可燃物产生

的飞火、实验过程中因物质化学反应产生的火星等。 

（2） 电气火花：如果电气设备的设计不当、选型不符合设计要求，质量不符

合要求或电气设备没有采取可靠的保护措施，用电线路老化、过载、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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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不良，在发生停送电、接触不良、短路、漏电等情况下易产生电火花、

电弧。使用对讲机、手机、手提电脑等电子设备也可能产生电气火花。 

（3） 机械火花：设备、装置使用、检修时发生机械碰撞、撞击，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金属器具，金属包装物的撞击，都可能产生机械火花。 

（4） 雷电火花：建（构）筑物、电气线路、电气设备没有采用防雷措施，或

者防雷措施不当、防雷设施缺陷，在雷雨天气就有受雷击或感应雷产生

雷电火花的可能。 

（5） 静电火花：在干燥季节或有湿度控制的环境中，人体穿脱化纤衣服等均

有可能产生静电积聚，如果静电得不到及时的导除，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就会发生静电放电，产生静电火花。 

（6） 其他火源：设备的异常高温表面、大功率灯具长时间通电照明以及由外

界火情引起的火源，或因管理疏忽，发生人为纵火等破坏活动等。 

2.2.3.3 爆炸 

引起爆炸事故的基本条件：化学物质的可燃蒸气与空气形成混合气体，

当达到爆炸极限范围内，遇明火或其他点火源便会导致爆炸事故。实验室内

泄漏具有可燃性且易挥发的液态化学品容易挥发形成蒸气，可能积聚达到爆

炸极限，存在爆炸危险性。引发爆炸的点火源分析与火灾类似，见上一小节。 

2.2.3.4 触电 

电气设备、设施接地或接零不良、实验室操作人员违规操作、带电作业

以及个体防护不当、监护不力都有可能造成触电伤害，造成人员伤亡。 

配电线路等生产设备、照明线路及照明器具、设备检维修时使用的临时

线路等都存在电伤、直接接触电击及间接接触电击的可能。检维修作业过程

中，如未对电缆进行放电或者验电，就冒然进行，就有电击的危险；在对电

气设备或线路的检维修作业过程中如果没有对正在检维修的电气设备或线

路挂临时接地线，可能因联系不周，突然送电而造成正在电气设备上检维修

的作业人员发生电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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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实验室可能存在作业环境潮湿、金属设备多等特点，如果电气线路、

设备漏电或电工违章作业（或无证人员违规操作），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2.2.3.5 中毒和窒息 

实验室使用的部分化学品具有一定毒害性，一旦泄漏后可能形成有毒蒸

气在空气中扩散，会直接影响实验室内人员，并有可能波及附近区域。 

另外，长期暴露于有毒有害蒸汽，可致健康问题，并造成不可逆损害。 

2.2.3.6 噪声危害 

噪声可对人体听觉系统造成暂时性或永久性听觉损伤，长期接触高强度

噪声会导致内耳耳蜗底部的感受器发生不可逆病变，或者永久性听觉损伤，

形成噪声性耳聋，且这种耳聋难以治愈。 

此外噪声还会对人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其主要表现为：听力下降、血压升高、消化功能紊乱、头晕、耳鸣等症状。

噪声强度越大，接触时间越长，其危害越严重。 

部分实验室设备内部的机械结构在运行时会产生较大噪音，对长时间接

触的人员造成噪声危害。 

2.2.3.7 物体打击 

物体打击是指物体在重力或其它外力的作用下产生运动，打击人体造成

人身伤亡事故，不包括因机械设备、车辆、起重机械、塌陷等引发的物体打

击。如防止在高处的工具或硬质包装材料掉落、工具如果摆放不稳，可能掉

落伤人，造成物体打击事故。 

2.2.3.8 冻伤或灼烫 

人体直接接触到低温的液态物料，会引起冻伤伤害，严重时导致局部组

织坏死。实验室使用的部分液态化学品在常温高压泄漏可迅速气化，由于液

态迅速气化带走热量，会造成局部性低温。实验操作人员如果没有采取防护

措施，可导致低温冻伤。 

灼烫是指火焰烧伤、高温物体烫伤、化学灼伤（酸、碱、盐、有机物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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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体内外灼伤）、物理灼伤（光、入射性物质引起的体内外灼伤），不包括

电灼伤和火灾引起的烧伤。以腐蚀品为例，在实验使用过程中，具有强腐蚀

性和刺激性化学品若发生泄漏、飞溅事故，而实验人员又未戴防护用具，则

容易发生化学灼伤事故。 

2.2.3.9 生物感染 

实验过程中由于操作生物致病菌不当导致实验仪器破损、个人防护用品

破损，致实验人员暴露在致病菌环境的请况，引发人员感染致病。 

2.2.3.10 管制类化学品（易制毒、易制爆、剧毒化学品）失窃 

实验室或仓库管理存在缺陷导致管制类化学品失窃或被挪为他用，造成

社会治安问题危害问题，严重可导致社区恐慌、人员死亡和环境严重受到破

环等情况。 

 

2.2.4 事故影响范围 

（1）实验室内因实验设备引发的一般事故，可能造成单台的设备受损、或

小范围内操作人员受伤等，基本没有扩大趋势和风险，事故影响范围

仅限于事故发生的独立实验室单元内。 

（2）当独立实验室单元内发生火灾事故，火势可能沿发生事故实验室水平

方向及上部方向蔓延，可能会影响到其左右及上层的实验室，事故影

响范围有所扩大，但仍仅限于科研实验楼范围内。 

（3）实验室使用的部分危险物品因具有易燃易爆、有毒、腐蚀等的特性，

当发生泄漏时，会造成局部污染。当具有易燃易爆属性的化学品遇到

点火源，可能会发生火灾，同时泄漏的液态危险化学品会随着温度的

升高而发生蒸发，当蒸发气体与空气混合后达到爆炸浓度，遇点火源

后可发生爆炸，爆炸后不仅产生冲击波伤人，而且会损坏实验设备设

施甚至破坏建筑物。因此，此类事故若没有及时发现并进行处理，事

故影响范围将扩大至整个实验楼或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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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事故风险评估 

事故风险评估，是指针对不同事故种类及特点，识别存在的危险危害因

素，分析事故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及次生、衍生后果，评估各种后果的危

害程度和影响范围，提出防范和控制事故风险措施的过程。 

本校根据实验室的现状，对存在的危险源进行识别，采用“作业条件危

险性评价法”，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充分评估各类事故类型的危害

程度和影响范围，并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措施。 

实验室事故风险评估汇总如下表 2.2.5。 

表 2.2.5 实验室事故风险评估汇总表 

序

号 
事故类型 

初期影响范

围 
影响后果 危害程度 控制措施 

1 
危险物质

泄漏 
实验室内 

环境污染 

人员伤害 
显著危险 

1. 设置安全警示标示、 

2. 规范实验期间作业管理， 

3. 加强实验作业期间巡检。 

2 火灾 实验室内 

人员伤害 

设备损坏 

财产损失 

显著危险 

1. 设置安全警示标示、 

2. 规范实验期间作业管

理、 

3. 严格控制火源。 

3 爆炸 实验室内 

人员伤害 

设备损坏 

财产损失 

显著危险 

1. 设置安全警示标示、 

2. 规范实验期间作业管

理、 

3. 严格控制火源。 

4 触电 实验室内 人员伤害 一般危险 

1. 设置隔离装置、 

2. 设置安全警示标示、 

3. 配备完善的个体防护用

品。 

8 
中毒和窒

息 
实验室内 人员伤害 一般危险 

1. 设置安全警示标示、 

2. 配备完善的个体防护用

品。 

9 噪声危害 实验室内 人员伤害 一般危险 

1. 设置安全警示标示、 

2. 配备完善的个体防护用

品 

10 物体打击 实验室内 人员伤害 一般危险 

1. 设置安全警示标示、 

2. 配备完善的个体防护用

品 

12 
冻伤和灼

烫 
实验室内 人员伤害 一般危险 

1. 设置安全警示标示 

2. 配备完善的个体防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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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故类型 

初期影响范

围 
影响后果 危害程度 控制措施 

品 

13 生物感染 实验室内 人员伤害 一般危险 

1. 设置安全警示标示、 

2. 配备完善的个体防护用

品 

14 
管制类化

学品失窃 
学校内 

环境污染 

人员伤害 
显著危险 

1.严控管理； 

2.学校封闭，彻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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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3.1 应急组织体系 

实验室负责人是本校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的负责人，本校应急指挥

中心负责领导、协调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2 指挥机构、各应急小组及职责 

本校成立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负责事故现场指挥、协调

和应急处置，主要职责为： 

 根据学科实验室类型及特点，制定和落实学科实验室事故应急预案； 

 加强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保证各项应急预案有效实施； 

 安全事故发生后，负责保护现场，并做好现场救援的协调、指挥工

作，确保安全事故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理； 

 及时、准确地上报实验室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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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故预防、预警及信息报告 

4.1 安全事故预防与危险源监控和管理 

4.1.1 安全事故预防 

本校各单位应做好实验室预防、预警工作，最大限度的防止事故发生。 

（1）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完善预防、预警机制，开展风险评估

分析，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2）加强应急反应机制的日常管理和实验人员的培训教育，经常开展实

验室事故演练，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实战能力。 

（3）各单位应对应急预案定期评估，并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不断完善和

修订。 

4.1.2 技术性预防措施 

本校对实验室采取了以下监测监控方式、方法及预防措施： 

设置工业监视系统（安保监视系统）。 

设置消防给水系统、手提式灭火器。 

4.1.3 管理措施 

（1）现场监控 

本校在实验室使用期间对现场实行管理人员全天候、全过程的检查监控，

检查各项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实验室操作人员（教职员工、学生、外部承包

商等）遵章守纪情况等，及时制止纠正“三违”行为，及时消除检查监控发现

事故隐患，保障实验室现场的安全。 

（2）安全检查 

本校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主要有年度、季度、月度安全检查，

岗位日检，设备设施、用电用气等专业安全检查，节假日期间安全检查，临

时性安全检查和夜间安全检查等，通过各种安全检查排查整改事故隐患。 

（3）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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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了具有

资质的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系统的安全生

产管理规章制度体系，制定了实验室各类工艺规程、安全操作规程，开展了

全员（教职员工、学生、外部承包商等）安全培训和教育。 

 

4.2 预警行动 

4.2.1 事故预警信息的类型 

本校应急组织各成员、相关职能部门接收或收集的事故预警信息主要包

括以下类型： 

（1）可能影响或波及到本校实验室安全的事故信息； 

（2）各种方式安全检查、现场监控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等信息。 

4.2.2 事故预警信息的获取途径 

本校应急组织各成员、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获取有关的事故

预警信息： 

（1）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发布的预警信息； 

（2）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发布或告知的预报信息； 

（3）各种方式安全检查、监控系统及安全信息系统获取的信息； 

（4）对已经发生的安全事故、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以及可

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经风险评估、分析、预测等得出的事故发展趋势报

告。 

4.2.3 事故预警级别的确定 

为快速、有效处置各类实验室安全事故，结合学校特性，根据事故的性

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影响范围等因素，以及根据接收到的事故预警信息

及有关评估、分析、预测结果，将事故预警级从轻到重依次分为一般事故（Ⅳ

级）、较大事故（Ⅲ级）、重大事故（Ⅱ级）和特别重大事故（Ⅰ级）四个等

级。见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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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集到的有关预警信息，本校应急组织各成员及相关职能部门应综

合评估、分析所掌握的事故预警信息及事件、事故类型、级别、性质、后果、

影响范围等相关信息，分析对本校可能产生的影响，拟定某一实验室发生安

全事故后的预警级别，在立即报本校应急指挥部，经批准后即为正式的事故

预警级别，由应急指挥部予以发布。 

事故预警信息发布后，应急指挥部应密切关注有关事件、事故的发展或

政府预警信息的变化等情况，根据事态变化或政府预警信息，适时调整预警

级别或解除预警，及时发出事故预警级别变更等信息。 

表 4.2.3  实验室安全事故预警级别 

  

预警 

级别 

级别 

描述 
判断标准 

（Ⅰ级） 
特别重大

事故 

指事态非常复杂，对学校的安全稳定带来严重危害或威胁，已经或可能造成特

别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或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和地级

市应急领导机构指导，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应急机构密切配合，整合社会应急

救援力量和资源才能应对的事件或事故。 

（Ⅱ级） 重大事故 

指事态复杂，对学校的安全稳定造成较为严重的危害或威胁，已经或可能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或破坏生态环境可能波及校外，需要校外应急救援

力量协助才能应对的事件或事故。 

（Ⅲ级） 较大事故 

指事态较为复杂，对学校的安全稳定造成一定危害或威胁，已经或可能造成人

员死亡、较大财产损失，或校园生态环境遭受到一定程度破坏，需要整合学校

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和资源进行处置的事件或事故。 

（Ⅳ级） 一般事故 

指事态比较简单，仅在较小范围内对学校的安全稳定造成危害或威胁，已经或

可能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生态环境局部受到影响，凭借事故单位的应急

救援力量和资源就可以处置的事件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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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事故预警信息的发布 

事故预警级别经应急指挥部批准、确认后，向本校各部门内部发布，发

布程序见图 4.2.4。 

事故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以电话、传真、手机短信、电子邮件、

局域办公网公告等方式进行。 

 

 

 

 

 

 

 

 

 

 

 

 

图 4.2.4 事故预警信息发布程序 

 

4.2.5 事故预警期采取的措施 

应急指挥部事故预警级别及相关信息、预测结果等，应在事故预警期间

采取以下措施： 

（1） 应急指挥部发出启动对应事故类型的应急指令。 

（2） 现场指挥通知各职能部门进入预警状态。 

（3） 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态发展及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调集所需的应急

物资和设备。 

（4） 预警区域内启动相应的应急相应，应急队伍、人员和物资进入待命

状态，持续跟踪事态发展及预警信息的变化，及时向涉及区域发布

警告，转移、撤离或者疏散有关人员和重要物资、设备。 

事故预警信息 

应急指挥部 

评估、分析、预测、拟定预警级别 

批准、发布确认的预警级别 

学校内部各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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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保通讯、交通、供水、供电等设施的正常运行。 

（6） 在启动低级别应急响应的同时，应发布高一级的预警。 

 

4.3 信息报告与处置 

4.3.1 信息报告与通知 

1. 应急值守电话 

消防值班室设立 24 小时应急值守值班电话 0754-8807 7119 (24 hours)。 

2. 内部报告程序 

事故发生后，各级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应立即发布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

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同时按相关事故处置方案进行处置。 

（1）事故现场人员是事故报告的责任人，所在单位为事故报告的责任

单位。 

（2）报告责任人应在自救、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启动事故上报机制，

责任单位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初步判定事故情况，进行现场处

置，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各相关单位应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

协助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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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室安全事故上报机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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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信息上报 

4.3.2.1 事故信息报告内容及时限 

凡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必须上报，客观详实的报告事件，不得隐瞒。对

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事故的，根据相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

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实验室发生经确定的安全事故

后，应急指挥部应根据事故的类型、性质等，立即以电话形式向各相关上级

主管部门报告，并在 1 小时内报送书面形式的事故快报。 

上报的信息内容如下：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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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2 事故新情况的补报 

当事故发展、变化出现新情况时，事故发生部门（单元）应及时向应急

指挥部报告；应急指挥部再向应及时向各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补报。 

 

4.3.3 信息传递 

4.3.3.1 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部门（单元） 

现场指挥部根据事故性质、现状以及事态发展等，分析、预测可能受事

故影响并造成危害或损失的区域范围，并以专人通知、送达书面通知或电话、

传真等方式向事故影响范围内的其他外部单位或人员通告以下内容： 

（1） 事故发生时间； 

（2） 事故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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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故简要经过； 

（4） 现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5） 可能受事故影响的区域范围； 

（6） 可能造成的人员危害或其他损失； 

（7） 受影响单位应采取的防范措施等。 

4.3.3.2 外部支援单位 

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效果、事态发展趋势等因素，分析、

预测、判断现有应急资源是否满足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并做出是否请求外 

部单位支援的请示。请示经本校批准后，由对外公共关系部门以电话、传真

等方式向外部单位提出支援请求，内容包括： 

（1） 事故单位详细地址； 

（2） 事故性质、简要经过、已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 

（3） 事故现场现状及事态发展趋势； 

（4） 需要支援的内容及要求； 

（5） 负责与外部单位保持联系的具体人员及联系电话。 

4.3.3.3 新闻媒体单位 

应急指挥部批准向新闻媒体单位发布有关事故信息后，由应急指挥部协

调传媒部协调新闻媒体单位，向新闻媒体单位发新闻通稿，组织协调记者现

场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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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响应 

5.1 响应分级 

5.1.1 响应分级 

根据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影响范围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按照分级

负责的原则，本预案分为三级响应，见表 5.1.1。 

表 5.1.1  应急响应分级表 

5.2 应急结束 

安全事故应急结束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事故现场已得到控制。 

（2）事故现场及相关影响范围内的环境符合有关标准。 

（3）导致次生、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根据现场救援活动的情况，在确认“所有事故已得到

彻底解决、没有其他危险存在、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应急的条件，事故隐患

已被排除” 后，方能宣布救援工作活动结束。 

在应急工作结束后，本校各相关单位根据领导小组的指示，积极采取措

响应等级 
对应事故及预警级别 

说  明 
事故级别 预警级别 

Ⅰ级响应 Ⅰ Ⅰ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Ⅰ级）时，启动校级应急预案，组织实

施应急救助。同时向地市级应急管理机构和主管部门汇报情

况，请求指示和援助，并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应急机构通

报情况，寻求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和资源支持。 

Ⅱ级响应 Ⅱ Ⅱ 

发生重大事故（Ⅱ级）时，启动校级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

急救助，同时向主管部门汇报情况，请求指示，并与属地相

关政府部门和应急机构联系，寻求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和资源

支持，并及时跟进、了解应急处置进展及效果等情况，必要

时可转入（Ⅰ）级响应。 

Ⅲ级响应 Ⅲ Ⅲ 

发生较大事故（Ⅲ级）时，启动校级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

急救助，事故单位全力配合；学校须及时向主管部门汇报事

故和救援情况，并及时跟进、了解应急处置进展及效果等情

况，必要时可转入（Ⅱ）级响应。 

Ⅳ级响应 Ⅳ Ⅳ 

发生一般事故（Ⅳ级）时，事故单位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实

施应急救援，并及时将救援情况向学校应急指挥中心汇报，

并及时跟进、了解应急处置进展及效果等情况，必要时可转

入（Ⅲ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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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组织本校教职人员或委托外部专业机构对受损设备、设施进行检修、维

护，经检测合格后方能恢复实验室继续使用，保证本校教学、科研、生态环

境恢复到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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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发布 

对于事故的情况和采取的应急行动，应本着“真实及时、信息公开、统

一发布”的原则向社会各界公布事故信息，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向公众

发布，避免引起公众质疑，引起群体性恐慌行为或影响企业声誉和救援行动

的言论。 

（1）向新闻媒体发布信息必须由政府相关部门统一发布，也可由政府

相关部门指定专人向外发布信息，一般根据事故处置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

向外发布信息，除现场指挥经公司应急指挥部授权发布正式信息外，任何人

不得擅自发布与事故和救援相关的言论。 

（2）向周边单位通报，应由经本校主要负责人指定专人，通报时应说

明清楚：事故类别、规模、影响范围、发生地点、本校采取的措施及事故的

救援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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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障措施 

8.1 应急资源调查 

本校距离汕头市金平区公安消防支队约 5.1 公里，距离汕头市消防支队

战勤保障基地约 6.2 公里。一旦发生事故，救援队伍能迅速赶至现场进行灭

火作业。 

学校距离金平区第三医院约 2.0 公里，距离广东省中毒应急救助医院市

第二人民医院 10.1 公里，距离汕大医学院新校区约 1.1 公里。 

同时，学校配套有医务室和值班护士防、医疗、应急救援体系较为完善，

能够满足事故应急救援的需要。 

8.2 应急保障措施 

8.2.1 通信与信息保障 

针对本校实验室的日常工作与应急通信实际情况，应急通信有以下两种

保障方式：固定电话通信（应急值守电话）和移动电话通信（手机）。 

固定电话通信（应急值守电话）由值班人员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出现故

障应马上报通讯部门修复，保障线路随时畅通。 

移动电话通信（手机）由各持有人保证信号情况良好，各应急人员手机

号码如有更换，应马上报告应急管理员做好登记变更，保障应急通信随时良

好、畅。 

实验室设有火灾自动探测系统及消防报警按钮，能在发生事故时及时发

出警报。 

8.2.2 应急队伍保障 

本校安全生产管理小组在发生事故及应急演练时临时成立应急指挥部，

下设现场指挥及各应急小组，应急小组在应急指挥部的领导下。日常按计划

进行学习培训，根据应急预案要求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外部应急队伍主要包括当地公安、应急消防队伍、医疗救护队伍和通信、

电力、供水等专业抢险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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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队伍名单及联系电话号码见附件。 

8.2.3 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实验室依托本校的消防设施，设有消防给水系统。 

为保障应急需要，本校在实验室各适当部位设置应急器材，所有应急救

援设备设施和物资定点定量存放，并实行专人管理，并定期对所有应急设施

器材进行检查，及时补充和维修维护，确保各处应急器材物资的数量和性能

满足随时使用的需要。 

应急救援物资器材一览表见附件 3。 

8.2.4 经费保障 

本校应急物资器材更新补充和维修维护等费用列入年度预算，确保应急

物资日常更新补充和维修等费用落实，以及其他相关保障措施的有效展开。 

8.2.5 交通保障 

应急情况下可调用的交通运输工具由本校行政部门予以落实。日常应与

注意交通运输工具的维护保养，确保应急状态下应急物资、人员的运输和撤

离人员疏运任务的完成。 

8.2.6 治安保障 

应急救援过程中，本校保安部门应加强门禁及应急通道的值守，疏导校

内交通，维护人员撤离时的治安秩序，加强应急救援物资的防范守护。 

8.2.7 医疗保障 

应急医疗人员应具备熟练的医护知识，并配备用于包扎、消毒、消炎、

减轻心脏病急性发作症状等常用急救药品，在专业医护人员到场前，对伤员

先行施救。 

熟悉附近各主要医疗机构的地址，交通路线及联系方法，当情况紧急时，

可调用交通工具直接将伤员送院抢救。 

8.2.8 其他保障 

外部响应时，本校应急指挥部及各应急队伍成员应协助政府部门执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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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预案，配合其他专业救援队伍开展交通运输保障、治安保障、技术保障、

医疗保障、后勤保障等应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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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急预案管理 

9.1 应急预案培训 

为确保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实施快速有效，本校采取多种形式对应急救援

人员、现场操作人员进行相应应急知识或应急技能培训。 

对相关人员的教育、培训做好相应记录，并做好培训结果的评估和考核

记录。 

9.1.1 应急救援人员的教育、培训内容 

（1）了解应急预案的内容及其修正和变动的情况。 

（2）明确各自在应急行动中的任务、应急方式和行动措施。 

（3）熟知实验室危险目标的位置、危险品的特性及应急处理方案。  

（4）熟悉各种应急设备、安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和维护。 

（5）熟知紧急事故的报警方法和报警程序。 

（6）基本防护知识。 

（7）自救与互救的基本常识。 

（8）如何安全疏散人群等。 

9.1.2 应急培训计划、方式和要求 

学校根据教学和科研实验的开展情况，制定年度演习演练计划，并根据

计划落实每一次演习，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发现问题进行应急小组自我能力提

升。学校采取内部培训或委托有资质培训单位对全体教职员工、学生和外包

单位员工进行培训。 

应急培训可采取课堂教授应急预案、座谈讨论、现场操作培训、开展消

防安全活动、沙盘推演等方式开展。 

9.1.3 应急培训的评估 

每次培训完成后，本校组织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并对考核结果进行记

录、存档。对于关键应急岗位的人员，如果考核不合格，可对其单独加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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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以保证此岗位人员有能力应对事故。 

9.2 应急预案演练 

9.2.1 演练组织与准备 

每次演练前，学校根据实际演习内容，由校内应急响应小组组织各相关

单位和部门参与，原则上由应急指挥部的成员组成，并可外聘专业应急管理

专家指导。 

校内应急响应小组是演习演练的领导机构，作为准备与实施的指挥部门，

对演练实施全面控制。各项演练活动的开展由小组规划，并实施具体的演练

方案，组织相关部门、人员按职能分工做好相关应急物资器材和人员调配。 

9.2.2 演练频次与范围 

本校计划每年至少组织进行 1 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和 2 次现场处置方案

演练。也可以增加一些沙盘推演方式进行模拟练习。演练内容和参与人员范

围如下： 

（1） 参与人员包括（根据方案需要及实际情况选择，但不限于）： 

① 应急救援人员 

② 教职员工 

③ 本校学生 

④ 外来承包商 

（2） 演习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 

① 综合应急预案。 

② 现场处置方案。 

③ 人员紧急疏散。 

9.2.3 演练评估和总结 

根据演习演练计划制定进程控制一览表和记录表，设置专人对各个演练

进程实施情况进行观察，记录进度和处置实施情况，及时发现演练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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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结束后，参加演练的人员和监督人员应对整个过程进行总结评估，

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改善意见，设定相应的跟进人员和到期时间，做到持续性

有效改善。评估和总结情况还需要形成演练评价总结记录。 

 

9.3 应急预案修订 

由校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制定与解释，并进行档案管理、

维护与更新。 

本预案正常情况下至少每 3 年进行一次应急预案评估。应急预案评估可

以邀请相关专业机构或者有关专家、有实际应急救援工作经验的人员参加，

必要时可以委托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实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急预案应当及时修订并归档： 

（1） 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

大变化的； 

（2） 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3） 面临的事故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 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 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 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问题需要修订的； 

（7） 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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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故调查与处理 

事故现场处理完后，在本校安全事故调查组带领下，学校、事故单元负

责人要会同有关部门及人员，对事故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和

善后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整改措施，完善管理制度，并形成总结报告，

本校主要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事故调查应明确： 

（1）事故情况上报事项。 

（2）需向事故调查处理组移交的相关事项。 

（3）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总结报告。 

（4）工伤、财产等保险理赔工作。 

根据调查结果，对人为原因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单位或人员，将根据

情节轻重和后果严肃处理，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追究有关当事人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可参照校 EHS 程序“GTIIT_EHS_06_09_Incidnet Report and 

Inspection Procedure 事故汇报及调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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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附件 

应急领导小组成员联系方式  

EXTERNAL & INTERNAL CONTACT LIST 校内外主要机构联系方式 

NO.

序号 

RESPONSIBLE 

DEPARTMENT 

负责部门 

CONTACT PERSON 

负责人 

CONTACT NUMBER 

联系电话 

LAB EMERGENCY CONTACT OF GTIIT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实验室应急联系人 

1 LAB DEPARTMENT  

实验室所属部门 

LAB MANAGER 

实验室负责人 

RINA ARAD 138 0967 0245 

2 FIREFIGHTING 

DEPARTMENT 

消防部门 

ON DUTY PERSON 

消防负责人 

8807 7119 (24 HOURS) 

138 0829 8282 (XIAO YUAN) 

3 FIRST AID  

医疗救助部门 

ON DUTY NURSE 

当值护士 

8807 7120 

136 1238 2947 (RAINBOW HUANG) 

135 5641 7395 (JIEYU CHEN) 

4 CAMPUS SECURITY 

校园安保部 

ON DUTY SECURITY 

安保部当值人员 

8807 7110 (24 HOURS) 

5 CAMPUS 

CONSTRUCTION & 

PHYSICAL 

校园建设部 

EHS OFFICER 

EHS 主管 

8807 7079 

135 0298 2239 (SAMUEL XU) 

EXTERNAL RESOURCES CONTRACT LIST 校外紧急联络电话方式 

1. POLICE  警察  (24-HOUR) 110 

2. FIRE  火警  (24-HOUR) 119    

3. AMBULANCE 紧急救护  (24-HOUR)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