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学院实验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施细则（试行初稿） 

一、实施总则 

依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教

技函【2019】36 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技术规范》

（江苏省地方标准 DB 32/T 3761.2-2020）、《高校开学期间疫

情防控常见问题处置工作指引》（苏校防组【2020】57 号）、

《高等学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3 月第 1 版）、《东南大学实验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实施细则》（校实设[2020]6 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特制

定学院实验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施细则，请各分中心实验

室遵照执行。各分中心可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加严格的防控实

施细则执行。 

二、学院实验室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组长：陈怡、陈峻  

副组长：钱振东、章定文 

成员：杜延军、樊华、丁红慧、胡晓健、王晓、宋晓东、邓

永锋、赵池航、耿艳芬、朱小华、胡靖、梁衡宏、王建伟、

沈恒、詹谦、眭华兴、徐飞、朱子超、娄筑琴、曹海林、陈

杰锋 

三、学院疫情防控物资储备情况说明 

疫情防控物资储备有普通洗手液、免洗消毒剂、消毒液、

过氧化氢消毒剂、消毒湿巾、医用口罩（应急）等。 

学院实验室数量庞大，各中心负责人应充分掌握疫情期



间学生对教学和科研实验需求，明确各阶段拟开放的实验室

数量及仪器设备使用情况，提前准备相关工作，经学院检查

合格后方可使用。对于疫情期间非开放实验室，应做好措施

杜绝实验者进入工作。 

四、实验室疫情防控实施细则 

1、储备防控物资，确保设施运行正常。 

（1）各分中心实验室要储备一定数量防疫物资，包括医

用口罩、一次性手套、洗手液、消毒剂等。 

（2）各分中心实验室要有流水洗手设施，备有洗手液、

肥皂等，配备免洗手消毒剂，有条件时可配备感应式流水洗

手设施，确保洗手方式规范、设施运行正常。 

（3）各分中心应在开展实验工作的实验室房间醒目位

置处张贴告知，提醒实验人员务必带口罩、洗手、每日消毒

（必要时可佩戴护目镜）、完成每日消毒日志和卫生清扫日

志等信息。  

2、确保各实验室通风换气达到防控要求。 

（1）各实验室实验时，尽量全程保证处于良好的通风状

态。 

（2）对于不适合通风的实验，实验室每日通风不少于3

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如有实验人员更替时必须通风。 

（3）实验室尽量采取开窗通风，也可采用机械排风。原

则上不使用空调，如必须使用，应当保证空调系统供风安全，

保证充足的新风输入，所有排风直接排到室外。 

3、严格做好实验室的日常清洁和消毒。 



（1）对于通风良好的实验室，地面每天用有效氯浓度

250mg/L-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喷洒消毒 1 次，作用 30 分

钟后用清水拖地。 

（2）对于封闭的实验室，用 1.5%-3%过氧化氢消毒液或

250mg/L-500mg/L 二氧化氯消毒液，采用超低容量喷雾进行

空气消毒，每天早、晚各消毒 1 次。 

（3）实验室内门把手、水龙头等频繁接触部位，每天要

早、中、晚各消毒 1 次，可用有效氯 250mg/L-500mg/L 的含

氯消毒剂擦拭，也可采用消毒湿巾擦拭，对不耐腐蚀的物品，

可采用 75%酒精擦试消毒，精密仪器实验室避免使用含氯消

毒剂消毒。 

（4）实验者在开始实验前和实验完成后，要对所使用的

仪器设备和设施表面、特别是其开关、旋钮等频繁接触的部

位和实验台面进行清洁消毒。 

（5）保持实验室环境整洁卫生，每次实验结束清理本次

实验所产生的垃圾，确保实验室及相关区域的卫生安全。 

（6）各分中心实验室要必需建立各实验室消毒和卫生

日志制度，并组织实施和考核。 

⚫ 实验室消毒日志可参考附件 1，包括消毒日期、每

次消毒时间、消毒人姓名及签字、消毒剂种类和浓

度等。 

⚫ 卫生日志可参考附件 2，包括卫生清扫日期、每次

清扫时间、清扫人姓名及签字等。 

⚫ 各分中心务必组织成立巡查小组，检查各实验室的每

日消毒日志、卫生清扫日志，并将巡视结果每日上报



试验中心办公室报备。对于实验室消毒和卫生日志制

度落实不到位的实验室，各分中心负责人有权停止该

实验室的开放且要求其整改直至达标，并及时向中心

办公室报备。 

4、严密做好实验室疫情联防、联控、联治。 

（1）学生到校后体温正常，健康人员方可进入实验室。

教职工身体健康、符合入校条件的，可以进入实验室。 

（2）各分中心应组织实施对进出实验室的人员进行严

格细致的信息登记(附件 3-1 和附件 3-2)，并要求进入实验室

的人员出示最新苏康码。只有在确保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才能

允许实验人员进入实验室开展工作。登记信息包括人员姓名、

体温、进出时间等。各分中心可在参考附件 3-1，附件 3-2 的

基础之上制作更详细的人员进入实验室信息登记表格，并保

存好完整的登记记录，接应学院和学校的巡视检查。 

（3）各分中心所有实验室严格实行实验准入，禁止无实

验任务、或有实验任务但未经实验准入审核的人员进入实验

室（包括在实验室设置的学习工位）。 

（4）根据实验安全要求，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全程佩戴

口罩开展实验。确保实验全程实验者之间的距离大于 1 米。 

⚫ 科研实验和学生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等实验，每位实

验者实验面积不少于 5 平方米； 

⚫ 量大面广的课程教学实验，实行前后隔排、左右隔座

的方法安排； 

⚫ 不可避免、必须开展的多人协同的实验，实验前需要

做好协作和交互方案，确保同组实验者之间始终保持



安全距离；同一实验室开展实验的人员发生交互时，

注意相互防护，确保安全； 

⚫ 实验室要通过排班排队方式控制可同时开展实验的

人数，确保不超过每间实验室能容纳实验人数上限。 

⚫ 所有实验确保全程有人值守。实验完毕，需按照实验

室安全要求关闭门窗和水电，并检查实验室安全后方

可离开实验室。 

⚫ 严禁实验者在实验室饮食和留宿。实验室严格控制线

下参会人数和开会时间，参会人员需保持 1 米以上的

距离，并做好会前准备和信息登记。 

⚫ 校外人员原则上不得进入实验室，确需进入实验室的，

应按照学校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后方可进入。 

（5）各分中心应组织制定各实验室疫情防控概览表（简

称“概略表”），参照附件 4 制作，并提交学院试验中心办公

室报备校设备处。注意：未提交概略表的分中心实验室，按

学校要求一律不得开放实验室。 

5、实施基于疫情联防、联控、联治和实验室安全综合考

虑的实验室准入，具体要求如下： 

（1）实验者身体必需符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详见

上述第 4 条要求。 

（2）实验者必需通过学校的实验室安全网上考试； 

（3）实验者必需提供实验课题的《安全分析报告》（见

附件 5 中“所开展实验的安全分析报告”），明确可能会出现

的安全风险；阐明应采取的预防措施、紧急情况下的处置措

施等。 



（4）实验者必需填写《交通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报告

表》（见附件 5），经指导老师、实验室安全审核组（由各分

中心负责人以及该分中心全体实验室教师）、学院分管负责

人审核签字批准，并报备试验中心办公室后方可开展实验。

《交通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报告表》一式三份，实验室与

设备管理处、学院试验中心办公室、各分中心各保存一份。 

（5）各分中心务必结合各自实验室的特色、功能、安全

风险点及安全防护等，制作适合各自所有实验室房间的《实

验室安全告知书》，并张贴在各实验室房间醒目位置处，《实

验室安全告知书》的要求不得低于学校实验室安全的相关规

定。未张贴《实验室安全告知书》的实验室房间不得开放开

展实验工作，如有违反将视为安全责任事故，上报学院和学

校追责处理。 

（6）实验者应通晓所用实验室的《实验室安全告知书》，

明确实验室危险源种类、存储量、危险特性和应急预案； 

（7）各分中心负责人是各分中心实验室疫情防控的责

任人，达不到以上实验室准入要求的，或达不到前期每日实

验室消毒和卫生清扫及日志记录的，分中心负责人将有权停

止相关实验室房间的开放和准入。 

6、各分中心应优化实验方案，切实提高实验效率。 

（1）师生进入各分中心实验室之前，应明确具体的实验

任务、实验方案和实验步骤等，提前做好相关应急预案，经

过各分中心负责人和实验工作教师审核确认之后方可开展

实验，确保实验重要、安全、省时、有序、高效。 

（2）基础课程实验，理论讲授部分尽量提前通过线上安



排，部分实验可以通过在线实体实验提前开展，部分实验可

以通过增加晚上和周末时间来调整实验进程； 

（3）专业课程实验，依据课程教学进度灵活安排。部分

实验课程可以通过引入先进的虚拟仿真实验提前实施，拉近

科技和工程前沿与实验的距离，淘汰传统落后的验证性实验，

使实验教学内容实现变轨超车。 

（4）建议各分中心优先为本科和研究生的毕业班学生

安排实验资源，优先确保邻近毕业生的实验工作需求。 

7、做好实验技术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治。 

开学前，各分中心应完成危化品及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

查与整治，彻底消除实验室技术安全隐患与公共卫生安全隐

患的叠加、放大风险，确保师生教学科研环境安全。 

8、落实责任体系、巡察和日报告制度。 

（1）各分中心应每天组织 1 次实验室疫情防控和实验

室安全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学校将组织开展随机巡视。 

（2）对于疫情防控意识薄弱、消毒和自我防护等不到位

的实验室，学院将要求立整立改。对于拒不执行的实验室，

立即关停，并上报学校追责处理。 

（3）实行各分中心实验室疫情防控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各分中心应安排专人向试验中心办公室每日报备。对于异常

信息，各分中心必须及时了解、处置，并及时上报给学院，

禁止瞒报、漏报、谎报信息。 

交通学院 

2020 年 4 月 21 日 



附件 1 交通学院实验室日常清洁消毒日志表 

实验室（课题组）名称：               实验室负责人：                  

房间号：                             房间安全责任人：                   

日期 

（年月

日） 

实验室消毒区域（在表格中打√） 消毒人

签字 地面 空气 门把手等频繁接

触部位 

实验 

仪器 

实验台桌 

         

         

         

         

         

         

         

         

         

         

         

         

         

         

         

         

         

         

         

         

         

         

         

         

注:各分中心可根据需求细化完善表格 

 

  



附件 2 交通学院实验室卫生清扫日志表 

实验室（课题组）名称：                实验室负责人：                  

房间号：                              房间安全责任人：                

       

清扫日期 

（  年 月   

日 点 分） 

实验室清扫区域（在表格中打√） 

清扫人签字 试验台桌

/橱柜 

试验仪器 地面及试验垃圾 

     

     

     

     

     

     

     

     

     

     

     

     

     

     

     

     

     

     

     

     

     

     

     

     

注:各分中心可根据需求细化完善表格 

 

  



附件 3-1 交通学院试验中心实验室人员进出登记表 

 

地点：                                  房间号：                                                 安全责任人： 

序号 姓名 学号 联系电话 进入实验室时间 

（年月日时） 

出实验室时间 

（年月日时） 

今日体温 导师姓名 

        

        

        

        

        

        

        

        

        

        

        

        

        

        

        

        

注：疫情期间请同学们注意相互防护，实验时全程佩戴口罩，减少交流，两人之间保持 1米以上距离，如有问题及时上报。各分中心可根据需求细化

完善表格.



附件 3-2 交通学院实验人员进入实验室登记信息表 

实验室（课题组）名称：                实验室负责人：                  

房间号：                              房间安全责任人：                

       

日期 

（  年 月   

日 点 分） 

实验室者信息 

实验人员签字 实验人员

姓名 

实验人员所

属分中心 

一卡通号 

（或学生学号） 

     

     

     

     

     

     

     

     

     

     

     

     

     

     

     

     

     

     

     

     

     

     

     

     

注:各分中心可根据需求细化完善表格 



附件 4 交通学院实验室      分中心各实验室疫情防控概览表 

建制实验室 

（或课题组） 

房间号 通风标准 消毒标准 消毒用品 

配备情况 

消毒及卫生日

志建立情况 

实验室安全告

知书制定情况 

同时容纳实验

人数 

最 多 可

开 展 实

验人数* 

房间安全 

负责人 

实验室（课题

组）负责人 

实验室 1 房间 1          

房间 2         

……         

实验室 2 ……          

…… ……          

*需同时满足：（1）实验全程实验者之间的距离大于 1 米；（2）每位实验者实验面积不少于 5 平方米；（3）量大面广的课程教学实验，须实行“前后隔排、左右隔座”的安排

方式；（4）校外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确需进入实验室的，应按照学校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后方可进入。 

注:各分中心可根据需求细化完善表格 



附件 5 交通学院学生实验室安全准入报告表 

实验室/课题组名称： 

学生姓名  手机号  

实验项目名称  

所在校区、楼宇及房间号  

房间安全责任人  手机号  

所开展实验的 

安全分析报告 

（每位实验者的实验安全分析报告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电子表

格可直接撰写，纸质表格可以另加附页） 

1、可能会出现的安全风险； 

2、阐明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3、紧急情况下的处置措施。 

在以下条款前□内画√： 

□我保证自身身体条件符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 

□我已经认真学习了《东南大学实验室安全手册》，《交通学院实验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施

细则（试行初稿）》，熟悉实验室各项管理制度和要求，通过了学校的安全准入制考试。 

□我已经阅读所在实验室的《实验室安全告知书》，掌握了所在实验室危险源种类、储存量、

理化危险特性以及相关的应急处置措施，承诺进入实验室将严格遵守各项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 

□我已掌握了所做实验可能会出现的安全风险、应采取的预防措施、紧急情况下的处置措施。 

□我已了解同一实验室其他人员的专业背景、目前开展实验的信息及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 

□如因自己违反规定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我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我已知晓以上实验内容与风险，愿意监督好学生，保障实验室安全，如因学生违反规定发生

安全事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我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及损失。 

 

                                       指导老师（签名）：           年    月    日                                                              

实验室安全准入审核组意见： 

① 实验项目风险评估（必填）：□无风险  □风险可控  □存在重大风险（不建议

开展实验） 

② 是否同意开展实验（必填）：□同意   □不同意 

实验室安全审核组（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二级单位）意见： 

是否批准进入实验室：□批准   □不批准 

                                                                   

学院分管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注：实验室安全审核组（由各分中心负责人以及该分中心全体实验室教师）。校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学院试验中心办公室、各分中心各保存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