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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预防和处置实验室化学品泄漏事故？ 
 

一、实验室化学品泄漏事故频发 
香港大学医学院李树芬楼一实验室，2002 年 3 月 7 日发生泄漏化学品意外，研究员不小心

打翻两桶酸性液体（已稀释的硫酸及硝酸），打翻后少量硫酸及硝酸溢出，发出刺鼻气味。 
2007 年 10 月 9 日，位于长春宽平大路与开运街交会处的某监测中心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

进行实验，不知何种原因该实验室内的排气通道突然起火，并导致一些强酸从器皿中泄漏， 
发生强酸泄漏事故。 
2007 年 10 月 11 日深夜，合肥市濉溪路中澳学院安徽新星药业公司的化学实验室发生毒气

（环氧乙烷）泄漏事件，至少造成 7 名学生中毒，数百人被紧急疏散。 
2008 年 6 月 2 日，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一处实验室内发生氢气外溢。 
2008 年 9 月 9 日，四川大学川大望江校区 “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303 室，发

生强腐蚀性化学品“三氯化磷”泄漏。 
2010 年 4 月 28 日，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一座大楼内的实验室因有化学物品泄

漏，而该化学品有爆炸可能。 
 

二、制订化学品泄漏处理应变计划 
实验室化学品复杂。在化学实验中，经常使用各种化学药品，多数化学药品都有不同程度的

毒性、腐蚀性、易燃性、爆炸性或自燃性等。有些实验室卫生情况较差，实验桌上东西很乱，

地上满是污渍，试剂架上化学试剂存放零乱且太多。发生化学品泄漏、溢溅的机会非常大。

加上很多师生化学品泄漏预防和控制概念非常淡薄甚至完全缺乏，因此化学品泄漏事故发生

不可避免。 

上海交大某实验室 

实验室 HSE 及安全管理人员应预先制订处理化学品泄漏措施，提供清理泄漏所需的物料及

个人防护装备，并将它们存放于可让工作人员方便取用的位置，而老师、学生、员工在接触、

使用或搬运化学品之前，亦应有适当训练，以了解该化学品的危害特性、安全要点和紧急应

变措施。 
1，应先进行巡查以确认实验室正在使用的化学品种类、数量、盛载容器和存放位置，以便

编写一份化学品清单。 
危害清单应定期更新，避免清单资料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并放置在发生泄漏化学品／灾害

机会 低的地方，以免事故发生时无法取用。  
2，联络化学品制造商和供应商，索取清单上化学品的物料安全资料表（MSDS）。 物料安

全资料表的内容载有处理该化学品的泄漏（小量及大量的泄漏均有）程序，执行清理人员所

油品化学品泄漏预防和控制行业全球领导者—ENPAC，网址：www.enpac-china.com，邮箱：enpac@126.com 



盈培科（中国）有限公司 

需佩戴的个人防护装备、围堵外泄物的物料和吸附棉等资料。  
实验室应该参考这些资料，编订化学品泄漏处理应变计划的反应程序、所需设施和人手、训

练、演习等事宜。 
3，应根据储存物品的特性进行储存，一般应保证储存处保持阴凉、干燥、无火源、热源，

通风良好，阳光不直射，不受水害，并能防止动物进入，分隔可靠，堆放稳固。 
（1）确保容器有自己合适的盖子并且密封好。 
（2）定期检查容器有没有腐蚀、凸起、缺陷、凹痕、和泄漏。把有缺陷的容器放在独立的

二次包装桶里或者 ENPAC 的泄漏应急桶里。 
（3）确保容器和内容物相容。比如，不要把酸放在一般的铁桶里或把溶剂放在塑料桶里。 
（4）准确标识废物容器。 
（5）易燃、可燃和强腐蚀性化学品要储存在 FM 认证的防火安全柜、安全储存罐中。 
（6）对化学容器采取二次围堵、防漏措施，施用防漏托盘、防漏围堤、有毒物质密封桶等

工具进行防泄漏 
（7）采用防溢溅工具包括接酸盘、防溢溅分装漏斗来保证实验过程中无泄漏、无滴漏、无

溢漏 
 

防漏托盘 

实验室防漏平台（又叫接酸盘，防溢溅和泄漏） 

 

防漏围堤 

油品化学品泄漏预防和控制行业全球领导者—ENPAC，网址：www.enpac-china.com，邮箱：enpac@126.com 



盈培科（中国）有限公司 

 防溢溅分装漏斗 

有毒物质密封桶 

易燃液体安全储存罐 

易燃液体安全储存罐 

 

易燃液体安全储存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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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液体安全储存柜 

腐蚀性化学品安全储存柜 

 
4，安排有关工作人员适当训练，令他们懂得化学品的危害特性、紧急应变措施、正确使用

泄漏处理套件的方法等。  
5，定期进行化学品泄漏演习并作出评估，确保程序在执行时的成效。 
6，定期检查化学品的实际存量与记录中的存量有否出现差距，如发现化学品不翼而飞，应

彻底调查，以免化学品实际上是存放于其他不适当位置，造成危害。  
7，化学品泄漏处理应变计划需文件化和定期作出检讨，而化学品泄漏处理程序应制作单张

或告示，派发给有关工作人员并张贴于适当的位置，可发挥提醒的作用及方便他们查阅。  
  
三、配备实验室化学品泄漏处理器材工具 
1， 吸附棉 
吸附棉产品形式通常有吸附垫（吸附片）、吸附条（吸附索）、吸附卷、吸附枕、吸油围栏。 

          
吸附棉片适用于小面积范围的泄漏处理，使用时可直接把吸附棉片放在液体表面。泄漏液体

将会迅速被吸附，安全方便。 

        

吸附棉卷适用于室内地面的泄漏处理，发生泄漏时操作者可直接铺于地面进行吸附。 此外，

由于吸附棉卷均为撕取型自取式装，所以在需要时也可代替棉片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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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棉条适用于大面积或多容量的泄漏使用，可先使用吸附棉来圈定泄漏范围并逐渐缩小泄

漏范围。根据实际泄漏面积，选择适宜长度的吸附棉条，圈定时要确使棉条两端的接点重叠，

形成泄漏物的强大屏障。  

 
吸附棉枕单独使用或配合吸附棉条使用。使用时，操作者可直接把吸附棉枕放在较大面积的

（或已被吸附棉条圈定范围后的）泄漏液体上，直接、迅速吸附泄漏液体。 

 
2，化学品泄漏处理吸附剂 
选择一个安全可靠、没有选择性（或很少选择性、比较通用、对任何化学物质都管用）、吸

附量大、吸附快的吸附剂或吸收剂来处理复杂、危险的油品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理就显得非常

关键。 
2.1 Ensorb 超强吸附剂 
无论你有什么油品化学品泄漏，ENSORB 吸附剂都可以.... 
Ensorb 超强油品化学品泄漏处理吸附剂用途无限！之所以叫超强，是因为它可以吸附、吸

收、中和、固化所有的液体和半液态物质（氢氟酸除外），包括所有的动物、蔬菜、矿物质、

石油和化学液体（除草剂、杀虫剂、农药、丙酮、甲苯、硫酸、盐酸、碱、各种油漆、防冻

液、聚合物等）。它是一种安全、彻底、全面和容易的方式，轻轻一撒，搅拌，立刻，液体

和半液体变成灰尘粉末。 

油品化学品泄漏预防和控制行业全球领导者—ENPAC，网址：www.enpac-china.com，邮箱：enpac@126.com 



盈培科（中国）有限公司 

                 
Ensorb 用途无限！它是万能吸附剂！它可以吸收、固化任意粘度的液体，降低有毒化学品

的毒性，使地板永远保持干净和干燥，对任何物质都有有效性。不伤害土壤、水泥地板、沥

青、瓷砖、工厂、动物和人类。它不含有反应性化合物、没有毒性、不燃烧，但是生物降解，

环境友好和安全。简化危险废弃物质、泄漏液、废液的清理及处理流程，便于安全储存或焚

烧处理。 
ENSORB 超强油品化学品泄漏处理吸附剂基本可以称为万能泄漏处理吸附剂。除了 Ensorb
不能用于氢氟酸泄漏的吸附处理！其他都可以吸附和固化！Ensorb 可能会和氢氟酸发生化

学反应，生产四氢呋喃有毒化学气体。 
 
2.3 ENPAC 油品化学品纳米中和固化剂 
ENPAC 油品化学品纳米中和固化剂是一类新型无毒、环境友好金属氧化物类纳米材料，可

以用 简便方法，就能够高度有效控制、中和、吸收和去除有毒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的毒

性。ENPAC 纳米中和固化剂阻燃、不腐蚀，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表面多孔，晶格尺寸小，

电子转化化学结构，所以能够高度减低有毒液体和气体的化学毒性。 
由于 ENPAC 中和固化剂干燥粉末能够立即中和有毒化学品，应急反应处理程序变得大为容

易，处理时间也大为缩短。 ENPAC 油品化学品纳米中和固化剂能够在不到 2 分钟内快速有

效地降低普通工业化学品包括酸（盐酸、硝酸、硫酸、磷酸）、酸性/腐蚀性气体（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氯气、氨气）、氧化剂（环氧乙烷）、有机化合物（乙醛、甲醛、乙醇、甲醇、柴

油、汽油、芳香类化合物等）、氮化合物、硫化物、磷化物、卤化物以及众多工业溶剂的毒

性和危险性。 
纳米创新技术保证了危险品和消毒剂表面化学偶联，极大程度减少气化。 
ENPAC 油品化学品纳米中和固化剂适合于任何液体和气体泄漏应急处理，这样应急处理人

员就可以用这一技术对付任何已知和未知危险化学品，这样就不会耽误时间，影响救援。

ENPAC 纳米中和固化剂在使用之前不需要摇匀、不需要专业培训，所有物品均可便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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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学品泄漏处理套件 
提供合适和足够的化学品泄漏处理套件，并放置在适当及当眼的位置，方便取用。 定期检

查，确保它们效能良好。 泄漏处理套件一般可包括： 
泄漏应急处理套件一般应包括：  
（1）适量的吸附、中和、固化各种化学品的吸附剂，吸附剂 好通用，对所有知名不知名

的化学品都有作用。 
（2）适量的吸附棉，尤其是吸附索，可以把泄漏的液体围起来形成吸附围栏 
（3）盛装泄漏处理废物的袋子，要确保不会发生二次泄漏 
（4）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如通常必须使用的防护手套、护目镜或面罩和适当的呼吸防护

器  
（5）一个能盛装上述所有物品的容器 
对于小规模化学品泄漏比如实验室、工厂车间、仓库发生的化学品泄漏，用化学品泄漏处理

套装，就非常合适。 
 

 

   

       
 
 
四、化学品泄漏处理程序和要求 
1，发生 
一旦泄漏发生，不要惊慌。尽量不要去摸它、从泄漏物上面走过或者去呼吸它。 
按照应急程序来处理。关键是要快和有效！首先你需要立即评估，这是不是个大的化学品泄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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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控制是个专业的工作。但除非很小的泄漏事故（通常小于 1 升的挥发物和可燃溶剂、腐

蚀性液体、酸或碱、小于 100 毫升的 OSHA 管制的高毒性化学物质）、而且你了解危险性并

且你有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防护衣/、防护手套），你应当才可以实施控制和清理。 
任何比较大的或大的泄漏事故并且/或者你不了解化学物质的毒性或正确的清理程序，你必

须报告公共安全或消防部门，都应交给受过专业培训和专业装备的专业人士来处理。除非你

是应急小组成员，你必须按照规定路线撤离到安全区域，警告和通知别人离开或站在安全区

域。应急反应人员和队伍会快速评估形势、参考 MSDS，了解他们对付的是什么物质、危险

是什么、需要怎么做来控制泄漏。他们会装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包括呼吸器、手套、眼镜或

其他防护脸部工具）和泄漏控制设备投入工作。控制越早开始，效果就越好。 
只要满足下面一个或多个条件，就可视为大的泄漏： 
(1) 需要医学观察的受伤 
(2) 起火或有起火的危险 
(3) 超出涉及到人员的清理能力之外 
(4) 没有后备人员来支持清理 
(5) 没有需要的专业防护设备 
(6) 不知道泄漏是什么物质 
(7) 泄漏可能导致伤亡 
(8) 泄漏的物质进入周围环境（土壤和下水道、雨水口） 
 
2，化学品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理 
化学品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理过程一般包括报警、紧急疏散、现场急救、泄漏的处理和控制（包

括火灾控制）几方面。一个成功的泄漏控制包括以下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快速发生也经常

相互重叠。 
2.1 报警 
在美国，如果有 4.5 公斤苯泄漏，就必须立即通知美国环境保护署。可见美国非常重视化学

品泄漏事故以及处理。 
所有的泄漏必须立即报告，这是必要的和强迫的。及时传递事故信息、通报事故状态，是使

事故损失降低到 低水平的关键环节，这个环节处理得当会使可能形成灾难性事故变成灾害

性事故。而一些小事故处理不当，延误时间，也能形成灭顶之灾。 
要训练员工无论何时发现泄漏，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泄漏，都要向他的上级和学校实验室管

理调度室或紧急协调员汇报。当发生突发性危险化学品泄漏造成严重的受伤、着火或爆炸，

首先拨打消防 119 电话然后是 EHS 部门。如果是在运输途中应向当地应急救援部门或“119”
报警。 
报警内容应包括：事故单位、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化学品名称和泄漏量以及泄漏的速度、

事故性质(外溢、爆炸、火灾)、危险程度、有无人员伤亡以及报警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上级和紧急协调员立即通知员工是否马上独自处理这些非常小的泄漏还是马上撤出，让专业

的泄漏处理队伍或消防来控制和清理。 
如果事故要求紧急撤离，必须拉响警报，离开建筑物。 
只是一味等待急救队或外界的援助会使微小事故变成大灾难，因此每个在现场的人都应按应

急计划采取正确的行动。 
2.2 紧急疏散 
2.2.1 建立警戒区域 
事故发生后，应根据化学品泄漏的扩散情况或火焰辐射热所涉及到范围建立警戒区，并在通

往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警戒区域的边界应设警示标志并有专人警戒。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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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及应急处理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进入警戒区。泄漏溢出的化学品为易燃品时，区域内应

严禁火种。 
2.2.2 紧急疏散 
迅速将警戒区内与事故应急处理无关的人员撤离，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紧急疏散时应

注意：如事故物质有毒时，需要佩戴个体防护用品，并有相应的监护措施；应向上风方向转

移；明确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并在疏散或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指明方向；

不要在低洼处滞留；要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和着火区。为使疏散工作顺利进行，每个车

间应至少有两个畅通无阻的紧急出口，并有明显标志。 
2.3 现场急救 
在任何紧急事件中，人命救助是 高优先原則。 
在事故现场，化学品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为：中毒、窒息、冻伤、化学灼伤、烧伤等，进

行急救时，不论患者还是救援人员都需要进行适当的防护。 
当现场有人受到化学品伤害时，应立即进行以下处理：迅速将患者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呼吸困难时给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心脏骤停，立即进行心脏按摩；皮肤污染

时，脱去污染的衣服，用流动清水冲洗，冲洗要及时、彻底、反复多次；头面部灼伤时，要

注意眼、耳、鼻、口腔的清洗；当人员发生冻伤时，应迅速复温。复温的方法是采用 40°C
—42°C 恒温热水浸泡，使其温度提高至接近正常；在对冻伤的部位进行轻柔按摩时，应注

意不要将伤处的皮肤擦破，以防感染；当人员发生烧伤时，应迅速将患者衣服脱去，用水冲

洗降温，用清洁布覆盖创伤面，避免伤面污染；不要任意把水疱弄破。患者口渴时，可适量

饮水或含盐饮料；口服者，可根据物料性质，对症处理；经现场处理后，应迅速护送至医院

救治。 
2.4 泄漏的处理和控制 
易燃化学品泄漏处理不当，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火灾爆炸事故，而火灾爆炸事故又常因泄漏

事故蔓延而扩大。因此，要成功地控制化学品泄漏，必须事先进行计划，并且对化学品的化

学性质和反应特性有充分的了解。 
实验室存储的化学品量一般较少，由于意外出现化学品泄漏，可以按以下基本指南操作如下：  
（1）首先，迅速从化学品泄漏应急组合套装内取出配戴的防化手套和防护眼镜，戴好;  
（2）在泄漏液体的流动前锋，抛洒 Ensorb 超强吸附剂，并用扫帚等工具翻动搅拌，液体逐

渐变成粘稠直至固体，油品和化学品毒性大大降低；  
（3）同时快速取出吸附条，依次相连将漏油或化学品围拦阻住，以防进一步扩散污染大面

积环境；  
（4）取出吸附垫，放置到围住的油面和化学品液体表面上，依靠吸附垫的超强吸附力对油

和化学品进行快速吸收，以减少大量油污和化学品长时间的暴露在工作环境中，产生挥发而

引起危险；  
（5）取出擦拭纸，将吸附垫、吸附条粗吸收处理后残留油污进行 后完全吸收处理； 
（6） 后，取出防化垃圾袋，将所有用过吸附片、吸附条、粘稠的液体或固体及其它杂质，

一起清理到垃圾袋里，扎好袋口，贴上有害废物标签。标签中必须注明有害废物的名称、产

生区域和产生日期，放到泄漏应急处理桶（有毒物质密封桶套装）内运走，交由专业的废弃

物处理公司来处理。泄漏应急处理桶可以在处理干净后，重新使用。 
 
五、泄漏废物的处置和洗消 
1，有害废物的产生、转移、贮存和 终处理须有记录，以便于追踪。记录必须保存。 
储存有害废物的区域必须张贴明显标志和有害废物的 MSDS，需要根据有害废物的性质，准

备通风、防二次泄漏、防雨淋、防爆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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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废物贮存区域需要定期检查，并作记录。 
进行有害废物收集、转移等操作的员工必须经过培训，并保存记录。 
在处理有害废物过程中，必须根据废物的种类佩戴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如防毒面具、手套、

防化服、防护眼镜、橡胶靴等。 
有害废物须交由资质的有害废物处理单位处理，不能当作生活垃圾或工业垃圾来处理。 

实验室废液收集桶（耐强酸强碱） 

油类垃圾罐 

2，不管是泄漏是大还是小，防止被污染的物质包括水、土壤流入学校、工厂或其他干净区

域、社区和地小水尤为关键。有的化学物质，哪怕是非常微量（鞋子上粘了点），也会污染

整个水源。 
3，所有的防护设备、救援工具、衣服、眼镜、人员都要充分的洗消，防止二次污染。洗消

水也必须放入有毒物质密封桶等待处理。所有的设备工具不能够洗消干净的话，就全部销毁。

用消防水冲洗剩下的少量物料，冲洗水排入含油污水系统处理。 
 
六、化学品泄漏事故的评估和汇报 
OSHA 规定所有泄漏事故必须评估和汇报。你可以和你的同事讨论如何在今后，避免泄漏的

发生和正确处理泄漏的步骤。从泄漏事故中学习，你能够预防事故。在所有情况下，报告只

应包含事实的陈述。 
泄漏事故 MEMO（备忘录）文件应当包括： 
（1）化学品名称 
（2）数量 
（3）报告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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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安全支持（应急队、政府机构、消防队称等） 
（5）接到信息、采取行动、清理的时间 
（6）MSDS 评估 
（7）化学废物的处理和清除 
（8）人员伤亡情况 
（9）清理程序和清理过程中用的物质 
（10）泄漏原因的分析和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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