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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Analyze the causes of explosion and fire accidents in university laboratories 

and put forward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countermeasures. [Process]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explosion and fire accidents in university laboratorie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fully considering the disaster causing factors of 

explosion and fire accidents in university laboratories, then consider and analyze the disaster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Conclusion] The safety risk factors and mutual relationship model of 

university laboratories are constructe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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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的]旨在分析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的成因，提出科学、高效的高校实验室

爆炸与火灾事故处置对策。 [过程]结合近年来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的案例统计和实验

室安全管理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充分考虑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的致灾因素，对成灾原

因和处置对策进行思考和分析 [结论]构建了高校实验室安全风险因素及相互关系模型，进而

提出相应处置对策。 

1．引言 

高校实验室作为进行科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汇集着各领域优秀的科研专家和

青年学者，集中着各类精密仪器设备。但由于各类科研工作的多样性和科研实验的复杂性，

高校实验室潜伏着诸多安全隐患，威胁着教师和学生的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因此，系统地

研究高校实验室事故成因并提出处置安全事故的有效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2010-2015年国内外高校95起实验室事故的统计，发现高校实验室事故主要有爆炸

与火灾、生物安全事故、泄漏事故、中毒事故等几类，其中，爆炸与火灾是高校实验室事故

的主要形式。作为发生最为频繁的事故形式，爆炸与火灾的发生也往往伴随着巨大的能量释

放，其发生率之高，加之破坏性之大，对高校及师生造成的影响也因此倍增，因此，本文研

究对象主要针对于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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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类实验室事故占比扇形图 

2．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的危害 

2.1  威胁人员生命安全 

生命安全高于天，高校实验室作为科学实验的第一线，存放着角度的易燃易爆、有毒的

化学品，对相关实验主体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而在高校实验室进行工作的指导老师以

及各个学历层次的学生又难免会接触到这些风险源，同时，随着国家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力

推动, 实验室的建设规模以及实验规模也越来越大，然而，师生的安全防事故意识和逃生意

识的欠缺导致实验人员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中，受到了巨大的威胁[1]。 

2.2  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为吸引高水平科研人才，提高科研水平，满足科研需要，高校大多配备了功能完备的实

验环境，以及较多安规的高端实验仪器设备，这为科研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实验手

段，提升了科研水平，但也为实验室埋下安全隐患，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会造成实验

仪器和设备的严重破坏。尤其是一些高温高压实验中，若有操作不当，则会造成严重事故，

导致贵重仪器损坏，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2]。另外，在实验过程中使用的各类易燃易爆化学

品也具有较大的风险，在保存和使用的过程中稍有不当，都会引发实验室事故，导致国家财

产损失。 

2.3  影响正常科研进度 

国家的科技进步有赖于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大多集中在

实验室中，同时高校实验室也是学生进行科研实践的重要场所。然而，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

灾事故在破坏实验设施和其他财产的同时，也会造成科研成果的严重破坏，影响整体科学研

究进程。因此，安全的实验室环境, 是教学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 

3．近年来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统计分析 

3.1 统计数据 

本文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检索各类新闻网站数据，获得了近20年来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

事故的不完全统计数据，通过统计数据对事故发生频率，伤亡情况以及事故主要原因等情况

进行直观观察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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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近年来事故频数及伤亡人数统计 

 

图2  近年来事故频数及伤亡人数统计 

统计发现，近20年来我国高校实验室事故中均有人员伤亡，且伴随着近年来我国科研工

作的巨大进步，2008年后的事故频数更多，人员伤亡情况更为严重。科研工作的发展必然要

进行大量的科研实验，由此便增加了实验事故的风险，若预防措施不充分，处置措施不得当，

必然会造成事故频发以及事故后果严重[3]。 

3.1.2 近年来火灾事故情况统计 

表1  近年来火灾事故情况统计 

如表1所示，近年来我国高校火灾事故较多，事故发生单位多为理工类大学或综合类大学

理工学科，但单纯的实验室火灾事故中，人员受伤居多，或无人员伤亡，死亡情况较少。这

是由于相比较实验室爆炸事故而言，火灾事故有着相对更长的发展周期，留给人员逃生及救

援人员处置的时间更长。 

 时间 事发地点 简要经过 事故后果 

1 2005.1 中国某大学 
药学院一博士生制作环氧丙烷，操作不当引

起火灾 
1名工人重度烧伤 

2 2005.6 苏州大学 实验室甲苯事故 
1名老师和1名学生当场

被烫伤 

3 2005.8 首都师范大学 一女生碰翻乙醚引发大火 无人员伤亡 

4 2008.11 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学院实验室起火 无人员伤亡 

5 2009.7 浙江大学 化学系实验室中毒事故 1人身亡 

6 2010.5 浙江工业大学 化学实验室着火 无人员伤亡 

7 2011.10 中南大学 化工学院实验楼四层发生火灾 无人员伤亡 

8 2011.11 暨南大学 化学实验室起火 顶层发电机被波及 

9 2012.3 北京大学医学部 中心实验楼火灾 无人员伤亡 

10 2012.6 北京大学 实验楼起火 无人员伤亡 

11 2013.10 武汉大学 深夜做实验引发火灾。  

12 2015.2 南京理工大学 新化楼实验室失火 无人员伤亡 

13 2016 
北京化工大学科技

大厦 
实验室着火 无人员伤亡 

14 2019.2 南京工业大学 实验楼发生火灾 无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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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近年来爆炸事故情况统计 

表2  近年来爆炸事故情况统计 

 时间 事发地点 简要经过 事故后果 原因分类 

1 2001.5 清华大学 
将置于手套箱中很久的金属锂放

在水池中清洗，引起爆炸 
一人轻伤 理化性质 

2 2001.11 广东工业大学 实验室玻璃容器忽然爆炸 
3名实验人员炸伤，其中1名

老师九级烧伤，1名烧伤60% 
实验仪器 

3 2004.2 清华大学 逸夫技术科学楼水热釜爆炸 无人员伤亡 实验仪器 

4 2006.3 复旦大学 
化学实验室内试管、容器发生连

锁爆炸 
无人员伤亡 实验仪器 

5 2006.12 
浙江大学玉泉

校区 

化学实验室调配氯苯和镁，引起

爆炸 
无人员伤亡 理化性质 

6 2008.7 云南大学 实验室发生化学爆炸 1名博士生严重受伤 理化性质 

7 2008.12 中国某大学 化学实验室爆炸 无人员伤亡 理化性质 

8 2009.1 北京理工大学 实验室发生爆炸 5人受伤 实验仪器 

9 2009.12 中国某大学 老旧冰箱起火爆炸 无人员伤亡 实验仪器 

10 2010.6 中国某大学 
1研究生给分析仪充氮气玻璃爆

裂 
该学生静脉割破 实验仪器 

11 2011.4 四川大学 
3名学生做常压流化床包衣实验，

意外爆炸 
3名学生受伤 实验仪器 

12 2011.6 济南大学 玻璃仪器爆炸事故 
一女生面部被炸伤，眼内碎

玻璃及时取出 
实验仪器 

13 2011.12 南开大学 做高压化学实验时发生爆炸 一博士生手部严重受伤 理化性质 

14 2013.4 南京理工大学 废弃10多年的实验室爆炸 房屋坍塌，施工人员1死3伤 实验仪器 

15 2014.12 常州工程学院 实验室发生爆炸 伤亡不详 理化性质 

16 2015.6 苏州大学 在物理楼实验室处理锂块时爆炸 无人员伤亡 理化性质 

17 2015.12 清华大学 使用氢气实验时发生爆炸 1名博士研究生死亡 理化性质 

18 2015.4 中国矿业大学 实验室发生爆炸 5人受伤，1人死亡 理化性质 

19 2016.9 
东华大学松江

校区 
实验室发生爆炸 3名研究生受伤 理化性质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18

355



20 2017.1 华东理工大学 实验室发生爆炸 1名研二学生身亡 理化性质 

21 2017.3 复旦大学 实验室发生爆炸 1名学生手被炸伤 实验仪器 

22 2018.11 
南京中医药大

学 
实验室发生爆炸 多名师生受伤  

23 2018.12 北京交通大学 实验室发生爆炸 3名学生遇难 理化性质 

如表2所示，近年来我国高校爆炸事故频发，事故发生单位也多为理工类大学或综合类大

学理工学科，且爆炸事故中的人员伤亡情况相对更为严重，有人员在场的事故中基本非死即

伤。这是由于爆炸事故具有突发性、瞬时性并且能量巨大，人员在爆炸发生瞬间没有反应和

逃生时间，并且受到爆炸巨大能量的直接破坏或间接伤害。 

3.2 致灾因素分析 

3.2.1 实验主体 

实验主体是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的核心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事故的发生与

否。实验主体主要包括实验学生、导师、学校及其他学生等4个层面。实践中，实验学生、导

师、学校及其他学生等实验主体在事故演化中的认知程度、防灾意识、专业素养以及实验规

范等都反映着各主体对实验安全的影响。其中，对于实验主体,其专业素养与事故意识的不足

以及实验操作的不规范会直接导致实验事故的发生；对于导师及学校，其指导的专业性不强

以及监督的疏忽则会间接诱发事故的发生；对于其他学生，过度的围观以及不实言论的传播

会扩大事故的衍生危害。这就要求各主体强化自身事故意识和专业素养, 同时也要求各主体

间的有效协调配合, 以整体降低主体因素对实验事故的影响。 

3.2.2 实验物质 

实验物质是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的物质基础，是客观上主要的风险来源，在针对

事故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具有危险性的化学物质。在化学实验室中的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物

质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爆炸性药品（如迭氮钠、四硝化戊四醇(泰安)、硝化甘油混合炸

药(胶质炸药)、三硝基苯酚(苦味酸)、环三次甲基三硝胺(黑索金)等），二是易燃易爆气体(如

氢气、乙炔等烃类气体、煤气和有机蒸气等大量逸入空气， 可引起爆燃),三是遇火、水易发

生爆炸的物质（如（火）金属钾、钠、白磷（水）钾、钠、锂、氢化锂、氢化钠、四氢化锂

铝、氢化铝钠、磷化钙碳化钙(电石)、碳化铝、钾汞齐、钠汞齐、钾钠合金、镁铝粉等），

四是本身容易爆炸的化合物（如硝酸盐类、硝酸酯类、三碘化氮、芳香族多硝基化合物、乙

炔及其重金属盐、重氮盐、叠氮化物、有机过氧化物（如过氧乙醚和过氧酸）等，受热或被

敲击时会爆炸），五是强氧化剂与有机化合物接触（如强氧化剂与一些有机化合物接触，如

乙醇和浓硝酸混合时会发生猛烈的爆炸反应）。实验物质的风险通过两种方式起到作用：一

是实验主体危险实验物质的了解不够充分，二是对危险实验物质的管理不严格。 

3.2.3 实验环境 

实验环境是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的承载体，实验环境中孕育了发生爆炸与火灾事

故的各种风险，实验环境是软、硬环境的结合，主要包括实验仪器、实验室空间环境、实验

室制度环境、实验安全文化环境4个层面。实验环境的风险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

有安全隐患的实验仪器设备有发生爆炸或火灾的危险，二是实验室私拉乱接问题严重，造成

仪器故障或用电负荷过大，从而成灾；三是实验室安全制度不完善，对安全操作没有设计严

谨、操作性强的规范；四是实验室消防器材数量少、种类不全、针对性差、检修更换不及时，

导致火灾初期无法及时扑灭，导致损失扩大，五是实验室安全文化环境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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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事故成灾机制分析 

 

图3  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安全风险因素模型 

在实验室事故承载系统中，三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实验主体是高校

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的核心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事故的发生与否。其控制着实验物

质，影响并营造着实验环境；实验物质作为风险来源，受实验主体和实验环境的控制和制约，

同时又对二者产生破坏和危害；实验环境作为事故的承灾载体和孕灾环境，影响并制约着实

验主体和实验物质。这就要求控制各要素本身危险的同时, 也要求各要素间的整体协调和处

置, 以整体降低实验事故的影响和危害。 

4．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处置对策 

4.1 实施隔离警戒，管控实验环境 

在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发生后，针对于实验环境，首先应进行隔离警戒，保证实验事

故环境不受外界改变、干扰和破坏，同时避免实验事故环境中的风险对外界造成危险；其次，

在实施严格的警戒后，对实验环境的水、电、气进行切断，防止其产生新的灾害；随后，对

已受到破坏的实验事故环境进行清理，将救援路径附近的尖锐物、残片等进行确认和适当清

理。 

4.2 坚持救人第一，抢救实验主体 

在确保实验环境安全后，应坚持“救人第一，科学施救”的原则，首先对包括实验学生、

实验老师在内的实验主体进行搜救，简要判断其受伤情况，再确保其不受二次伤害的情况下

第一时间将其抢救出实验事故环境。在进入实验事故环境进行搜救时，救援人员应按照实验

事故的最严重情况进行个人防护，同时应携带简易呼吸保护器具，以备被救人员使用。与此

同时，对于其他学生及媒体，应对其进行舆论引导，适时由权威部门负责人进行信息发布，

确保舆论导向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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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事故成灾机制分析 

作为事故处置力量，应在日常做好辖区实验室的六熟悉工作，全面准确地掌握实验室内

危险物质的情况[4]。在事故处置中，结合掌握的实验物质情况，恰当选用灭火剂、洗消剂，

采取正确、高效的处置方式。在未掌握实验物质时，优先抢救人员，并采取保守的方式控制

事故，在向实验室负责人员及校方了解实验物质及实验过程、工艺等后，准确进行处置，消

灭灾情[5]。 

5．结语 

诚然，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离不开高危险性的科学实验，也就导致了实验事故的发生更

为容易。但是，恰当的预防措施和处置措施可以将事故发生概率和伤亡情况尽量降低。本文

主要针对于事故处置对策进行分析，首先对近年来高校实验室爆炸与火灾事故情况进行了统

计分析，得出事故的相关规律和特点。随后，提出实验事故中的三个致灾因素，并对其之间

的相互关系和致灾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三个致灾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处置对策，从

而对处置力量整体应对实验事故、进行事故处置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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