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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一）管理不严引发实验室事故：

（二）因操作不规范、多种病毒混合操作

引起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感染：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重要性



（三）安全隐患：
　
  如实验过程中气溶胶随时陪伴着实验人员。

0.001~100μm 



规程/设备

 规程/设备

个人防护装备

预防接种

医学监测



   存在的问题：

   1 人员培训不到位　　　　　4 人员配备不合理

   2 安全管理不重视　　 　　  5 健康监测不到位

   3 技术操作不规范　　　　　6 执行制度不严

   



ü 生物安全警钟长鸣，提高

意识。软件建设比硬件建设

更重要。

ü 加强实验室建设，是提高

各项工作的基础。

ü 加强实验室管理是完成各

项工作的保证。

 必要性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

基本要求



一、全面质量管理







1.  熟知生物安全的实验室管理者

2.  受过生物安全培训的实验室操作人员

     ① 有防范潜在生物危害的意识

     ② 熟悉生物安全规程，掌握生物安全技能

3.  实验室自己的生物安全指南

4.  生物安全级别（BSLs）评估

5.  实验室文件化的规程及方法（包括常规的和特

殊的）



6.  生物安全设备

7.  实验室结构和布局

8.   生物安全柜（BSC）
9.   个人防护装备

      ① 手套

      ② 隔离衣

      ③ 眼罩和面罩 
10. 机械移液器

11. 防泄漏的离心机盖和转头



实验室领导对实验室负有直接责任，他应确保：

v制定并实行生物安全管理计划；

v制定并实行安全手册或操作手册；

v提供实验室安全方面的常规培训。

 实验室人员应被告知实验室工作有特殊危险，而且

需阅读安全或操作手册并遵守标准的操作及规程。

实验室领导应该确保所有人员均理解这些规则.



  实验室主任或生物安全委员会要负

责确保实验室人员的健康状况得到足够

监测。这样做的目的是监控因职业暴露

而导致的疾病。可通过以下工作达到上

述目的：



  

n 根据需要，提供主动或被动免疫

n 为实验室获得性感染的早期检测提供便利

n 杜绝高度易感人群（如孕妇）从事高危险

性的实验室工作

n 提供有效的个体防护设施及规程 



        告知实验人员要认识和控制实验室的危险因

素是预防实验室获得性感染的关键，也是预防和

控制实验室事故和意外的关键。因此，在安全措

施方面的继续教育是必须的，一个有效的安全规

划起始于实验室领导者，他应确保安全的实验室

操作及规程已被融合到对员工的基本培训中。安

全措施的培训应该成为实验室新员工所不可缺少

的部分。 

  必需有培训证书或通过实验室安全考试 



    实验室员工的培训内容应该始终包括如何处理高危

的实验步骤，这些步骤是实验室人员常规会碰到的。

—吸入的危险（气溶胶的产生），比如说使用接种环，在琼脂

碟子上进行菌种划线，移液，涂片，开启培养瓶，取血液/血清标

本，离心

—摄入的危险，比如操作标本、涂片、培养

—经由皮肤的暴露危险，通过使用注射器和针的操作

—可能会导致咬伤或划伤的动物操作

—操作血液或其它的致病性材料的潜在的危险

—消毒和处理感染性的材料



























生物安全实验室操作技术规范







以上为对应而非绝对对等的关系，参见卫生部《人间传染的病原微

生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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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病原体可以使用免疫接种预防或用抗菌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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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按标准中危害评估程
序进行。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掌握的信
息不足以完成正确的危险评估，比如，对
于现场采集的临床标本或流行病学的样本
，在这种情况下，仍用以前的实验方法来
检定这些样品是草率的。 

信息有限的标本



 无论样品来源如何，我们应始终坚持全面防护的原
则，并使用屏障保护装备（手套、实验服、护目镜）。

基础防护—生物安全二级应是操作标本的最低要求。
标本的运输应遵循国家和（或）国际的规则及章程。

一些信息也许会有助于判定操作该标本的危险性：
ü 病人的病历
ü 流行病学资料（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可疑的传播
途径、其它的爆发监测数据）
ü 关于样品的地理来源的信息



危害

分级

生物安全

防护水平

实验室操作 安全设备

I级
四类

BSL-1 标准的微生物操作技术 开放式工作台、洗
手池

Ⅱ级

三类

BSL-2 1、标准微生物操作技术以及防护服、手套，
若需要则采取面部保护措施

2、限制进入、生物危险警告标志、“锐器”
安全措施、生物安全手册等

开放式工作台、洗
手池以及高压灭菌
器、I级或II级生物安
全柜、冲洗眼装置

Ⅲ级

二类

BSL-3 同BSL-2，加：

1、专用的防护服，若需要则采取呼吸保护措
施

2、受控的入口、定向的气流

3、出口淋浴室及专门的废弃物处理

II级或III级生物安全
柜，不排蒸汽的高
压蒸汽灭菌器、紧
急消毒淋浴装置

Ⅳ级

一类

BSL-4 同BSL-3，加：

入口有专用的气闸室

III级生物安全柜或II
级生物安全柜与正
压防护服配合





























 ① 产品的保护；

 ② 操作者保护；

 ③ 环境保护。

生物安全柜的作用



前窗气流
（m/s）

气流组分（%）

排气连接

循环气流 排出气流

Ⅰ级 >0.4 0 100 硬管式连接

A1型 >0.4 70 30 排入室内或套管（罩）式连接

A2型 >0.5 70 30 排入室内或套管（罩）式连接

B1型 >0.5 30 70 硬管式连接

B2型 >0.5 0 100 硬管式连接

III级 >0.7* 0 100 硬管式连接



A-前窗操作口 B-观察窗  
C-排气过滤器 D-负压排气系统

Ⅰ级安全柜结构和气流模式示意图

 Ⅰ级安全柜
• 操作者可通过前窗操作

口在安全柜内进行操作。

• 前窗操作口向内吸入的

负压气流保护人员的安全

• 污染气流经高效过滤器

过滤后排出，保护环境不

受污染。

• 不能对产品实施保护。





A：前开口；B：窗口；C：排风HEPA过滤器；
D：后面的压力排风系统；E：送风HEPA过滤器
；F：风机

Ⅱ级A1型安全柜结构和气流模式示意图（侧视图）













生物安全柜的放置

•  放置生物安全柜的实验室，电压必须稳定，电流大
于14A

•  远离门和窗

•  与墙壁有30cm的间距

•  预留出空间连接管道，外接的排气口要比楼层高2
米

•  A/B3型和 B2型安全柜要放置在专用房间

•  定好仪器后再确定施工方



注意保洁，每天做完实验后，清除所有废弃
物，再用75%酒精消毒

一般滤膜有5-10年使用寿命，在仪器压力
表显示压力为50%时候，需更换滤膜

安全柜使用注意事项





物品摆放与污染预防措施









干燥器 爆裂、瓶子碎片和感染性物质飞出

培养物搅拌器，混合器，搅拌
器

产生气溶胶、喷溅和溢出

皮下注射针头 意外接种
产生气溶胶或感染性物质溢出

离心机 产生气溶胶、溅出和管子破裂

超速离心机 管子破裂

高速搅拌器，组织匀浆器 飞沫、渗漏和容器破裂

超声波破碎机、超声波清洁器 产生气溶胶、听力受损、皮炎

冻干机（冷冻干燥机） 产生气溶胶、直接接触污染

水浴 微生物生长，叠氮化钠和一些金属
形成爆炸复合物









































实验室的废弃物管理总体原则

Ø 分类收集、存放

Ø 分别集中处理

Ø 安全处置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