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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勤（团队）荣获盱眙县 2016 年度 

“十佳科技创新人才（团队）”称号 

2017 年 5 月 3 日，盱眙县聚力创

新（人才）行动大会召开。县委书记

梁三元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

县长朱海波出席会议并作全县聚力创

新（人才）工作部署。姚玉祥、胡启

新、顾强、章文风、孙彬等县四套班

子领导出席会议。各乡镇（街道）党

委（党工委）书记、乡镇长（办事处

主任），县级机关副科级以上单位行

政主要负责人，全县重点科技型企业

负责人，全县税收和技改投入 30 强

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落实全

市聚力创新行动大会精神，紧扣“十

三五”发力之年目标任务，进一步动员全县上下在创新发展上凝聚更大共识、汇

聚更强合力，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人才战略支撑，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县科

学跨越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会上，副县长章文风宣读了

《关于表彰 2016 年度十佳科技创

新人才（团队）及十佳科技创新企

业的决定》，中心王爱勤（团队）

荣获“十佳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称号。 （来源：中科院兰化所盱

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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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波研究员荣获第八届“盱眙县十大杰出青年” 

 

2017 年 5 月 2 日，第八届“盱眙县十大杰出青年”颁奖典礼暨纪念“五四”

运动 98 周年活动在盱眙县实验小学

新校区报告厅举行。盱眙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顾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傅维林，副县长雍梅，县政协副主

席殷建春出席活动。十位在盱眙县经

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业绩和重大

贡献的青年楷模在全场掌声中捧起

了奖杯和证书。 

本次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由团县委和县文明办、人才办、现代信息中心、

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开展，旨在激励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两聚一高”盱眙实践。

王文波研究员作为凹凸棒石学者，获此殊荣。（来源：中科院兰化所盱眙凹土应用

技术研发中心网站） 

 

淮安市委副书记蔡丽新

调研中科院盱眙凹土中心 

2017 年 5 月 8 日, 淮安市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蔡丽新到中心考察

调研。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

主任王苏君，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张伟参加调研。盱眙县委副书记、

县长朱海波、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副主任郑茂松、凹土管

委会书记孙霖等领导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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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丽新察看了中心实验场所和

研发的产品，听取了有关情况介绍,

对中心已初步形成的“优势互补、

利益共享、共同发展”产学研良性

发展模式和“应用研究—中试放大

—产品生产”上下游互动运行模式

给予了肯定,认为凹凸棒石应用范

围广泛、发展潜力巨大，希望盱眙县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推动

优势资源的产业化，构筑高效产业链，促进凹凸棒石产业突破式发展。（来源：中

科院兰化所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网站） 

 

"饲料霉菌毒素危害及控制技术研讨会"在盱眙举行 

2017 年 5 月 14-16 日，由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主办，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盱眙中心协办的“饲料霉菌毒素危害及控制技术

研讨会”在盱眙召开。来自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比利时 Innovad 公司、

江苏神力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

以及兰州化物所盱眙中心等 40 多位专家、学者、研究人员、企业家代表参加了此

次会议，会议由中心主任王爱勤研究员主持。  

研讨会旨在通过不同学科交叉，共同推进凹凸棒石霉菌毒素吸附剂的研发和

应用。会议邀请了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院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主任齐德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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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团队张妮娅博士介绍了华中农业大学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团队研究进展，邀请

团队高鑫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主任周岩民教授、比利时

Innovad 公司亚洲区负责人张奇博士以及中心主任王爱勤研究员分别做了题为《玉

米赤霉烯酮对大鼠生殖发育跨代毒性的研究》、《凹凸棒石玉米赤霉烯酮吸附剂

在动物饲料中的应用》、《霉菌毒素吸附剂技术和应用商讨》和《凹凸棒石霉菌

毒素吸附剂》等报告。并围绕霉菌毒素污染现状、解决措施、未来发展、特别是

凹凸棒石霉菌毒素吸附剂研发及推广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

讨。大家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为凹凸棒石霉菌毒素吸附剂未来研发方向及市

场营销模式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期间，在中心主任王爱勤研究员的陪同下，参会代表还参观了中国

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和江苏神力特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了盱眙凹凸棒石产业发展的现状、中心平台建设情况以及

凹凸棒石霉菌毒素吸附剂生产线建设情况。 （来源：中科院兰化所盱眙凹土应用

技术研发中心网站） 

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专家参观中心 

2017 年 5 月 19 日，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张中太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

科技发展处处长、教授徐龙军一行在中科

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郑

茂松研究员陪同下参观中心，郑茂松向专

家们介绍了中心概况、研究团队、研究方

向及取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随后专家们

参观了中心实验室及其产品展示并进行了

互动交流。（来源：中科院兰化所盱眙凹

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网站） 

 

南京分院系统人事干部参观中心 

2017 年 5 月 20 日，中科院南京分院系统人事干部一行二十余人在中科院盱眙

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郑茂松研究员陪同下参观中心。郑茂松代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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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家介绍了中心团队建设、研究方向及代表性研究成果，并带领大家参观了兰

州化物所盱眙凹土中心实验室及产品展示。随后在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

与产业化中心会议室观看了盱眙凹凸棒石 3D 宣传片，听取了郑茂松研究员做的题

为《凹凸棒石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 

 

（来源：中科院兰化所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网站） 

中欧产业园区创新和技术大会首次在淮举办 

 

6 月 18 日，中欧产业园区创新和技术大会（2017）暨欧洲园区考察洽谈对接

活动（淮安），圆满举行。淮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周毅出席活动并做重要讲话。

欧盟驻中国及蒙古国代表团农业

与卫生处参赞尼古拉斯参加了活动并致辞。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主办，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淮安合作中

心、南京农业大学淮安研究院、淮安区政府、盱眙县科技局共同承办。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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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淮安市科技局、淮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科教产业发展办公室

的大力支持。活动邀请了欧洲自

然资源利用效率集群（NATUREEF）

代表团，旨在通过开展中欧产业

集群的对接活动积极推进中欧企

业在现代农业和资源利用效率等

领域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并开展

国际技术转移和科技创新服务，促进苏北地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 

来自丹麦农业产业园、西班牙未来新兴现代农业集群、北京市和淮安市等中

欧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共计 150 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大会及相关活动。中国国际

技术转移中心淮安合作中心同时揭牌运营。 

本次活动围绕智能农场和可持续生产、垃圾废物能源化利用、水管理和废水

处理三议题，由丹麦农业产业园、丹麦生物质创新网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未来

新兴现代农业集群等 8家机构，及南京农业大学、淮安华电环保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江苏神力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中国的高

院、院所、企业、产业园区、民间协会等与外方进行了多层次多元化卓有成效的

合作洽谈。 

  本次活动促成 3个意向合作项目签约，分别由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教产业

发展办公室、欧洲 Natureef 产业集群、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淮安合作中心三方

签署“中欧创新园区建设规划”；江苏神力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丹麦农业

产业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江

苏龙飞湖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淮安合作中心、欧洲 Natureef

产业集群、丹麦农业产业园四

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欧洲园区代表团在淮深

入到区县企业，在盱眙龙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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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基地、化工区污水处理厂、国信生物质发电厂等单位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认真

的沟通并探讨了未来可能的合作方向。可以预期的是，中欧企业间的研发合作与

技术转移必将为淮安乃至苏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 

（来源：中国江苏网） 

 

南京分院召开中科院在苏共建机构 2017 年度工作会议 

 

6 月 2 日，为进一步加强对服务区域内的在苏院级非法人单元和所地、所企共

建的各类分支机构的服务、协调和监督，落实《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关于

请分院加强对所级分支机构统筹协调与指导监督的通知》的要求，中科院南京分

院召开中科院在苏共建机构 2017 年度工作会议，就党建工作、廉洁从业、财务管

理、安全工作等方面对中科院在苏共建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培训与交流，并

就加强建设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STS）江苏中心进行了动员。  

本次工作会共遴选了 40 多个在苏院所两级共建机构的负责人参加，其中选定

了 16 家机构负责人进行了工作交流，分别介绍了其在党建、廉洁从业、安全管理

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中心副主任郑茂松研究员在会上发言。 

 

（节选自：南京分院） 

2017 年绿色工业矿物产品创新与标准化论坛暨交流展示会在咸阳召开 

盱眙凹土协会及部分企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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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至 14 日，由中国建材集团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主办的

2017 年绿色工业矿物产品创新与标准化论坛暨交流展示会在启迪科技会展中心举

办，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全国

企业代表约 300 人参加。 

  本届论坛以“工业矿物、国

内外交流、应用创新、标准化”

为主题进行论证，围绕产品应用

和标准化、非金属矿制品产业

链、技术进步与发展等内容，邀

请行业管理专家、基础理论及研

发专家、市场销售专家、信息

专家及行业工匠共同解读、探

讨，并举行企业产品展示和洽

谈活动。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中

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矿物学家

叶大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矿

产勘查专家汤中立，美国工程

院院士、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

授卜瑞吉·穆郅勒，俄罗斯圣彼得堡非金属矿设计研究院前院长维克多·彼得洛

维奇，韩国全北国立大学矿物资源与能源工程系教授金炫仲等国内外专家及企业

代表，作专题讲座二十余场次，

部分参会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 

据了解，本届论坛旨在紧抓

国家发展层面的历史性机遇，将

绿色植入工业矿物领域，搭建起

我国绿色工业矿物产业集群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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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集群综合体，以行业产品创新和标准化推动工业矿物的供给侧改革，努力织造

出一片中国工业矿物行业的锦绣春天。 

江苏省盱眙凹凸棒石粘土行业协会及部分盱眙凹土企业参会。 

（来源：咸阳新闻网） 

 

第十七届中国·盱眙(金诚)国际龙虾节——走进北京	

清华大学·盱眙新材料产业科技创新洽谈会召开	

6 月 19 日下午，第十七届中国·盱眙(金诚)国际龙虾节走进清华大学，在清

华大学材料学院召开清华大学·盱眙新材料产业科技创新洽谈会。清华大学材料

学院院长林元华，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副院长朱宏伟等出席洽谈会。副县长、凹土

科技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章文风主持洽谈会。清华大学材料学院部分专家教授、

重点实验室学生，盱眙部分新材料企业主要负责人，县科技局、经信委、人才办

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盱眙京津冀片区招商人员等参加活动。	

洽谈会上，朱宏伟介绍了清华大学材料学院特色优势学科、重点科研成果等

情况。参加洽谈会的企业、部门负责人与清华大学材料学院的专家教授进行了产

学研合作交流探讨，政院企三方对接活动富有成效。	



 

11 

章文风真诚邀请更多清华大学的专家学者到盱眙走一走、看一看，多角度领

略盱眙独特的自然风貌、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同时，也竭诚欢迎清华大学的学

子们来盱眙创新创业、一展抱负。盱眙将以 诚挚的热情、 优良的环境、 完

美的服务、 开放的胸襟迎接大家的

到来。	

活动中，县科技局负责人介绍了

盱眙新材料产业发展状况及科技创新

需求。	

（来源：盱眙政府网）	

	

凹土产业协会三届一次理事会暨产业发展推进会召开 

6 月 27 日下午，凹凸棒石粘土行业协会 2017 年度第三届一次理事会暨产业发

展推进会召开。副县长、凹土科技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章文风出席会议。盱眙凹

凸棒石粘土行业协会理事会成员参加会议。 

章文风说，凹土行业协会从 2005 年成立以来，在前两届理事会的共同努力下，

完成了行业的发展规划、标准制定、秩序整合;凹土行业理事会对当前和今后的凹

土产业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做好今后的工作，章文风要求，一是要珍惜机遇。凹土有“千土之王，万

用之土”之称，应用十分广泛，凹土的巨大储量是盱眙独有的资源;要充分挖掘“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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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之王”的功能，珍惜和把握好目前盱眙凹土产业资金充裕、领导重视、产业链

完整、人才密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二是要履职尽责。行业理事会要做到定位

不错位，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想法糅合在一起，形成整体合力;要做好企业服务工

作，形成凝聚力，绝不允许失误;要做到维权不越权，发挥好协调作用。三是要突

出重点。行业定位要有前瞻性，管理服务要有精密性，研发生产要有效益性。 

会议选举产生了凹凸棒石粘土行业协会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 

（来源：盱眙政府网） 

 

实验室用水知识大全 

水的基本性质 

1 个水分子(H2O)是由 1个氧原子和 2个氢原子弯曲键结而成。由于正、负电

荷的中心不一致，因此属于极性分子。当 2个水分子同时存在时，二者会由静电

交互作用与氢键结合，互相吸引并保持一定的距离。而 1个水分子可以同时与 4

个水分子结合，形成晶体般的整齐结构。 

水分子聚合体中，由于氢键键结的网状结构会部分断裂，而形成逐次移动变

化的状态，因此水在整体上呈现液态，而此结构变化每秒可达 1012 次。 

  一般而言，水若含有适量的钠、钾离子及硅酸盐等矿物质，就会觉得好喝，若

含有大量残留的盐类，如镁、钙等非酸碱中性盐类，就会觉得难喝。也就是说，

所谓的水除了 H2O 外，还含有许多其它的成分，而这些成分的种类和含量决定了

水的味道。 

水极易溶解盐类，即使阴阳离子经由静电的交互作用，很强的结合在一起，

在水中也很容易电解。这是因为，水分子可以和离子结合产生“水合离子”。离

子的半径很小，电荷大的离子会与水分子强力的交互作用，由水分子在离子的周

围紧密排列。这时候，阳离子会与带负极矩的氧原子相互作用，而阴离子则形成

相反的结构。 

水中存在的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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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无机物：无机盐类、溶解气体、重金属、硬度成分(钙、镁等)。 

可溶性有机物：木质素、单宁、腐植酸、内毒素、RNA 分解酶、农药。、三氯

甲烷、环境荷尔蒙物质、界面活性剂、有机溶剂。  

微粒子：铁锈、胶体、悬浮物、固体颗粒。 

微生物：细菌类、藻类。 

实验用水所要求的纯度 

所谓实验，是指对现象所推测的假设加以验证的动作。假设能否被证明为真

理，与假设能否具有再现性的结果至关重要。实验的再现性除了要有良好的技巧，

还受到所用化学试剂的纯度和分析仪器的精密度的影响。实验中用来配置溶液的

化学试剂，及所使用的水的纯度也非常重要。假设水中污染物对实验检测会造成

影响，就必须去除这些物质。此外，为了取得良好的再现性结果，使用能保持稳

定水质的纯水是必要的。 

随着实验用的分析系统灵敏度的提高，对水的纯度有了更高的要求。  

1ppm=1mg/L  

1ppb=1μg/L 

1ppt=1ng/L=1μg/ml  

在水中，将距离 1cm 的两片表面积为 1cm2 大小的电极加以通电，来监测两极

间的导电率，通过所加电压和测得的电流能够获知两极间的电阻值，这个数值在

水质分析中通常被称为电阻率或比电阻，其单位用 MΩ.cm(megaohm-centimeter)

来表示。电阻率的倒数称为导电率或电导率，用μ

s/cm(microSiemenspercentimeter)来表示。这两个参数是表示水的纯度的 常用

参数。  

将自来水中的离子去除，会使得电阻率值升高(导电率降低)，单并非无限制

的增加，这是因为部分水分子会电离为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其电阻率值极限值

18.248MΩ.cm(25℃)。此外，电阻率值会随着水的电离常数而改变，因而会受到

水温的影响。例如，25℃的超纯水，其电阻值为 18.2MΩ.cm,但在 0℃则为 84.2M

Ω.cm,100℃则为 1.3MΩ.cm。在 25℃附近，当温度上升 1℃，其电阻值将下降 0.84M

Ω.cm。因此，多使用补偿至 25℃的电阻率值来做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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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像总有机碳含量(TOC)，热源内毒素含量，细菌含量，颗粒含量，微生物

含量，总溶解固体含量(TDS)等也常常被用作补充说明水质的重要参数。因此，水

的纯度标准通常由以上这些参数的一项或几项来综合说明、分级。  

纯水的分级标准 

实验室纯水可分为 4个常规等级：纯水、去离子水、实验室Ⅱ级纯水和超纯

水。  

纯水：纯化水平 低，通常电导率在 1-50μs/cm 之间。它可经由单一弱碱性

阴离子交换树脂、反渗透或单次蒸馏制成。典型的应用包括玻璃器皿的清洗、高

压灭菌器、恒温恒湿实验箱和清洗机用水。 

  

去离子水：电导率通常在 1.0-0.1μs/cm 之间。通过采用含强阴离子交换树

脂的混床离子交换制成，但它有相对较高的有机物和细菌污染水平，能满足多种

需求，如清洗、制备分析标准样、制备试剂和稀释样品等。 

实验室Ⅱ级纯水：电导率<1.0μs/cm，总有机碳(TOC)含量小于 50ppb 以及细

菌含量低于 1CFU/ml。其水质可适用于多种需求，从试剂制备和溶液稀释，到为细

胞培养配备营养液和微生物研究。这种纯水可双蒸而成，或整合RO和离子交换/EDI

多种技术制成，也可以再结合吸附介质和 UV 灯。 

超纯水：这种级别的纯水在电阻率、有机物含量、颗粒和细菌含量方面接近

理论上的纯度极限，通过离子交换、RO 膜或蒸馏手段预纯化，再经过核子级离子

交换精纯化得到超纯水。通常超纯水的电阻率可达 18.2MΩ-cm，TOC<10ppb，滤除

0.1μm 甚至更小的颗粒，细菌含量低于 1CFU/ml。超纯水适合多种精密分析实验

的需求，如高效液相色谱(HPLC)，离子色谱(IC)和离子捕获-质谱(ICP-MS)。少热

源超纯水适用于像真核细胞培养等生物应用，超滤技术通常用于去除大分子生物

活性物质，如热源(结果为<0.005IU/ml)以及无法检测到的核酸酶和蛋白酶。 

目前世界上比较通用的纯水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美

国临床病理学会(CAP)试药级用水标准，美国测试和材料实验社团组织(ASTM)，临

床试验标准国际委员会(NCCLS)，美国药学会(USP)等。同时，我国也有相应的纯

水标准：中国国家电子级超纯水规格 GB/T 11446-1997 和中国国家实验室用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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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GB/T 6682-2008 等。因此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纯水系统，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

的，都是依据这些标准来设计流程的。（来源：嘉峪检测网 ） 

	

实验室样品管理，这些都做到了吗？	

实验室样品的代表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直接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对样品

的管理要保证样品在整个检测过程中质量不变和保管期间不损坏、不丢失、不混

淆、不变质。从如下 9 个方面我们来分析实验室的样品管理。 

  

1、样品的采集 

 

样品应具有代表性。以样品的结果说明总体的情况，对总体作出结论。采样

遵循如下原则： 

a） 代表性 ： 

    采样时应特别注意克服和消除各种因素的影响，使样品 大限度地接近总体情

况，保证样品对总体有充分的代表性。 

b）可获性： 

    某些情况下，样品可能不具备代表性 ，而是由其可获性所决定。 

c）公证性： 

    采样必须保证公正 ，由具有资格的人员 (接受过采样培训且考核合格的人员 ) 

进行。必要时在现场与受检单位陪同人员一起签封 ，并做好现场采样记录 。填

写样品采集记录表 ，双方签字确认。  

2、样品的接收 

a）填写委托书 

    无论抽检还是送检样 品首先应由委托方填写 “样品检验委托书，一般委托书一

式二份 ，一份 留检验机构存档 ，一份交委托方作为领取报告凭证 。 

b）审核委托书 

    接收人员应审核 样品检验委托书填写是否规范，是否有空项 ，手续是否齐备，

资料是否完整 ，标准引用是否正确、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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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核查样品 

    样品应与 “ 样品检验委托书”填写内容一致 。样 品包装应完好 ，如不完好应

有文字记录。送检样品数量应符合检验 、复验 、仲裁 的要求 ，如送检样品仅

为检验样品应有文字说明。 

d）正式受理 

    样品接收人 员在 “ 样品检验委托书”上签字并承诺 出具报告日期。 

3、样品的编号 

为保证检验样品溯源 ，原则上一份样品给予一个唯一性编号（CNAS 的要求

是避免混淆，并不是要唯一性编号，当然唯一性编号肯定也满足要求）。对 于同

一事件的若干样品可视 为 一份 样品给予一个编号。样品编号可由年份 、样品

类别代码和样品序号组成（或者其他的适合实验室的编号） 。为保证样品编号的

唯一性 ，一般由样品接收部门负责统一编制，或者有 LIMS 的实验室可以由系统

生成。  

4、样品的识别 

样品的识别包括唯一性编号 (样品受理编号 ) 和样品不同试验状态 (未检 、

在检 、检毕 、留样 ) 标识 。对检毕样品应有“ 检 毕” 、  “ 合格 ” 、  “ 不合

格 ”标识 。对于多个包 装的同一样品应在样品受理编号后面加 横杠和数字加以

细分识别 ，以确保每个包装 的唯一性。样品管理员负责将样品 的识别标签逐一

贴在样品上 。 

5、 样品的流转 

样品受理后 ，由承办人根据客户“样品检验委托书中的要求 ，向检测部 门 

(人员 ) 下达 “ 样 品检验交接单 ” ，并通知检测室样 品管理员取待检样品。检

测室样品管理员在交 接时应核查样 品状况并在 “ 样 品检验交接单”上签收认

可 。样品传 递到检测室后由检测室样品管理员统一登 记 。未检、在检 、检毕

样品应分别存放 。检测员领取样 品作试 验时 ，样品识别号不得改变 。样品在

流转和检测过程中应加以防护 ．避免受 到非检测性损 坏或丢失。 

6、分包样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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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提供给分包实验室的样品 ，在交付前应检查样品完好性，交付分包实验

室 的样品应有对方接收凭证 。分包管理部门应做好分包样品的登记工作。分包

方应有保护样品完整性的措施，做好样品的标记 和保管。 

7、样品的贮存 、保管 

样品贮存 、保管应设有专门的样品窒并配备合适的设施 。样品室由样品管

理员专人负责，限制出入。样品贮存环境应安全 ，无腐蚀 ，清洁干燥且通风良

好 ，有温湿度监控。对要求在特殊环境条件下贮存的样品 ，应严格控制环境条

件，环境条件应定期加以记录 。留样应按 照规定数量 、品种执行，以备复检 、

仲裁用 。腐蚀性 、易燃、易爆和有毒的危险样品应 隔离存放 ，做出明显标记。

样品管理员要对 留样样品认真进行验收登记 ，不同性质的样品分类保存。 

8、样品的处理 

报告发出后留样样品留样期不得少于报告投诉反馈时间 ，对超标样品和特殊

样品如有必要可重点延长留样期，检毕样品处理分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 

(1) 客户要求领回的样品，在留样期满后 ，客户可领回。客户领回样品时 ．领样

员需凭“ 样品检验委托书”到样品室 ，由样品管理员办理退样手续。客户需提前 

(留样期内) 领回样品时，应在样品检验委托书上签注“ 对本检测报告无异议”之

后 ，方可由样品管理员办理退样手续 

(2 ) 对留样期 已过的客户委托处理样品 ，应按客户填写的要求处理。必须监护

处理的样品，样品管理员必须按 规定办法监护处理 ，防止污染环境及造成危害 ，

监护处理应有记录。 

9、样品的保密 

对委托方的样品、数据 、资料和有关信 息进行严格的保密。 

 

 

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一、目的 

规范各类实验操作，保证化验员操作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和公司财产不受损失，确

保检测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并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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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实验室各类操作的安全管理。 

三、职责 

实验室负责人负责对安全操作的监督;化验员负责安全操作规范的贯彻实施。 

四、内容 

(一)一般要求 

1、严禁化验人员将与检验无关的物品带入化验室(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2、凡从事各种产品检验的工作人员，都应熟悉所使用的药品的性能，仪器、设备

的性能及操作方法和安全事项; 

3、进行检验时，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安全技术规程进行，掌握对各类事故的处

理方法; 

4、实验室内要有充足的照明和通风设施; 

5、进行检验时，劳动保护用具必须穿戴整齐; 

6、所有药品、样品必须贴有醒目的标签，注明名称、浓度、配制时间以及有效日

期等，标签字迹要清楚; 

7、禁止用手直接接触化学药品和危险性物质，禁止用口或鼻嗅的方法去鉴别物质。

如工作需要，必须嗅闻时，用右手微微扇风，头部应在侧面，并保持一定距离。

严禁用烧杯等器具作餐具或饮水，严禁在实验室内饮食; 

8、用移液管吸取有毒或腐蚀性液体时，管尖必须插入液面以下，防止夹带空气使

液体冲出，用橡皮吸球吸取，禁止用嘴代替吸球; 

9、易挥发性或易燃的液体储瓶，在温度较高的场所或当瓶的温度较高时，应经冷

却后方可开启; 

10、凡参加实验项目的人员，必须熟悉所使用物质的性质，操作规程、方法和安

全注意事项; 

11、在进行有危险性工作时，应采取安全措施，参加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12、在器具中放加热药品时，必须放置平稳，瓶口或管口禁止对着别人和自己; 

13、加热试管内的溶液时，管口不得对着面部，加热时要不停地摇晃，以防止因

上下温度不均发生沸腾而引起的烫伤，加热蒸馏结束后应先拿出冷凝管后移开酒

精灯以防产生倒吸使仪器破裂; 

14、在移动热的液体时，应使用隔热护具轻拿轻放，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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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工作服一旦被酸、碱、有毒物质及致病菌等玷污时必须及时处理; 

16、停电停水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关闭水阀; 

17、废酸废碱，有机溶剂以及易燃物质，必须经过中和处理后，方可倾倒指定地

点，禁止直接倾入水槽中; 

18、化验工作结束后，所有仪器设备要清洗干净，切断电源，关闭水、电、气阀

门，溶液、试剂和仪器应放回规定地点; 

19、下班时，应检查电源是否切断，水、气阀门是否关闭; 

20、实验室内应设置砂箱、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当室内发生易燃易爆气体大量泄

露的危险情况时，应立即停止动用明火及能产生火花的工作，立即关闭阀门，打

开门窗，加快通风。 

(二)玻璃仪器的安全使用 

1、玻璃仪器在使用前要详细检查，有裂纹或损坏的不得使用; 

2、搬取有液体(1 升以上)的瓶子时，必须一手握住瓶颈部，一手托瓶底，不准单

独握住颈部以防负荷大、重而崩裂脱落，较大的瓶子宜放在瓶架上搬取; 

3、在常压下使用的玻璃器皿，温度不得超过 500℃(指硬玻璃)，下压或负压操作

时，不得超过 400℃，温度的升降应缓慢进行; 

4、装碱性溶液的瓶子，宜使用胶皮塞，以免腐蚀粘住; 

5、清洗装有腐蚀性、危险性物质的器具时，必须将危险物质除净后，再用水清洗

干净; 

6、非耐热器皿和广口瓶、量筒、表面皿、称量瓶等，禁止用明火直接加热，不得

在器皿内进行放热的操作，如器皿内有水珠应放在烘箱中烘干; 

7、注意勿使玻璃和瓷器局部受热、受冷。例如在加热、冷却设备的操作过程中，

防止器皿局部急剧的温度变化而破裂。 

(三)电器设备的安全使用 

1、严格遵守电器作业安全规定，非电工严禁从事电器作业。检修电器设备、线路、

开关照明、安装临时电源作业，均应由电工作业; 

2、电器设备，必须有可靠的安全接地，推上电闸时要扣紧，拉下电闸时要彻底，

推进必须快速; 

3、在同一电源上，不能同时使用过多仪器设备，以免造成负荷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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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电器设备时，要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与使用设备的电压相符; 

5、绝缘不合格，导线裸露或破裂，发现漏电的电器设备仪器，不准使用，要尽快

修理; 

6、如电器设备的线路一旦发热或温度超过规定，而发生故障，应立即切断电源，

由电工检修; 

7、电器设备应严防受潮，禁止用湿布擦拭电源开关。如有水珠附上，禁止拉、合

电闸; 

8、在加热电器附近，不得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当用电炉加热的容器破裂时，必须

切断电源，然后再进行处理; 

9、所有电热设备，必须放在石棉板上，发热量大的设备还应架空，并采取隔热措

施; 

10、当室内有易燃易爆气体和蒸汽时，必须确认合格后，方可给电器设备和仪器

送电; 

11、在有易燃易爆气体、粉尘的室内，所用的电器设备和照明应符合防爆要求; 

12、发现有人触电时，应先切断电源，并立即进行抢救。 

(四)有毒、有害物质的管理与使用 

A、管理 

1、盛装有毒物质的容器，在标签应注明“有毒”或“剧毒”字样和醒目的危险标

志; 

2、凡毒性化学品应分类贮存，不得与易燃易爆物品及气化腐蚀性等化学品贮存在

统一库房; 

3、凡剧毒化学品应用专门铁柜单独存放，坚持双人两锁两本帐制度; 

4、建立健全的毒药品管理制度，入库、发放时必须认真检查记录，定期清点，帐

物必须一致，发现数量不符时应立即认真追查原因，及时报告，毒品应配备两名

专人进行管理，坚持双人两锁两本帐制度; 

5、有毒药品库严禁非保管人员入库，保证有毒药品库绝对安全; 

6、各部门领取有毒药品必须由两名可靠的专人负责，并填写领料单，登记数量; 

7、有毒药品的发放与领取应加强计划管理，使用部门(单位)领导应严格履行有毒

药品领用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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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使用部门按生产、检验的需要定期编制计划送相应部门。 

B、使用 

1、有毒药品库贮存量不得过多，一般不许超过一个月的使用量; 

2、使用有毒药品时，必须当日使用，当日领取，用多少领多少，严加保管，不准

无关人员接触，如使用有剩余，必须立即退回有毒药品库，不准在使用地方存放; 

3、使用过的设备工具一定要清洗干净，使用过的废水一定要进行处理，并定期取

样化验分析，沉淀的废渣要埋在指定的地点; 

4、凡装放有毒药品的工具如铁罐、麻袋、玻璃瓶、塑料袋等不许乱放、随意处理，

必须经过消毒，化验无毒才能使用或处理; 

5、在使用有腐蚀性、刺激性及剧毒物品时，如：强酸、强碱、浓氨水、氢化物、

三氧化二砷、碘等必须戴胶皮手套和防护眼镜，且须有人监护; 

6、禁止将有毒物质或致病菌擅自挪用或带出实验室，发现丢失或被盗窃，应及时

报告; 

7、从事微生物检验的人员，工作结束后应洗手消毒，下班时应脱下工作服。 

(五)易燃易爆物质的安全使用 

1、凡使用与空气混合后能形成爆炸的混合物时，必须在通风橱内进行操作; 

2、严禁在火源附近进行易燃易爆物质的操作。酸、苯、甲苯、丙酮、汽油等易燃

物质，其附近不得有明火; 

3、进行有爆炸性的操作，所用的玻璃容器，必须使用软木或胶皮塞，禁止使用磨

口瓶塞; 

4、禁止将易燃物质(如苯、甲醇、乙醇等)进行明火蒸馏或加热。其沸点低于 100℃

者，应在水浴上加热，沸点高于 100℃者，应在油浴上加热。水浴和油浴应使用闭

式电炉，禁止油浴加热到接近油的着火温度; 

5、加热易燃液体时，必须在冷却回流器的烧瓶中进行; 

6、蒸发可燃液体时，禁止将蒸汽直接排在室内空间; 

7、熔融石蜡时，应放在砂浴上进行，切莫过热，以免着火; 

8、禁止将氧化剂与可燃物品一起研磨，不能在纸上称量氢氧化钠; 

9、使用爆炸性物品(如：高氯酸、过氧化氢等)禁止振动、碰撞和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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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易发生爆炸危险的操作，应采取安全隔离措施，具有特别危险的操作(如使用

放射性物质)应采取特殊防护措施，并在符合规定的隔离室内进行; 

11、加热操作或实验过程中，如发生着火爆炸，应立即切断电源，热源和汽源进

行灭火; 

12、取用钾、钠、钙、黄磷时必须使用专用钳子，禁止用手接触。钾、钠、钙存

放在煤油中，禁止与水或蒸汽接触，黄磷应放在水中，均应浸没于液体下面与空

气隔离; 

13、挥发性有机药品，应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冰箱或铁柜内，低燃点的易燃品，

不能放在火源附近，若室温过高时，应备有冷却装置。 

(六)腐蚀性、刺激性物质的安全使用 

1、稀释浓酸时，必须将酸注放水中，用玻璃棒缓慢不停地进行搅拌，禁止将水直

接注入酸中，稀释时，应缓慢进行，若温度过高应待冷却后再进行; 

2、溶解化学物品和稀释浓溶液时，必须在耐热容器和硬质玻璃器具中进行; 

3、在处理发烟酸和强腐蚀性物品时，要特别谨慎，防止中毒或灼伤; 

4、当酸、碱溶液、化学试剂灼伤皮肤或溅入眼睛时，应立即用清水冲洗、救护，

情节严重的急送医院; 

5、开启盛溴、过氧化氢、盐酸、氢氟酸、发烟酸等物质的瓶塞时，瓶口不得对着

人; 

6、溶解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时，要严防沸腾溅出，酸碱中和时应缓慢进行，严禁

液体飞溅; 

7、禁止浓硝酸与可燃物接触; 

8、如需将浓酸或碱中和时，应先行稀释，绝不许将浓酸、浓碱直接中和。 

(七)防火安全 

1、实验室内严禁抽烟，不准乱抛火柴或其它火种; 

2、实验室必须设置防火设备，由专人负责保管和补充，灭火器材应放在固定地点。

化验人员每人都必须熟悉防火知识，并能操作; 

3、使用易燃挥易挥发试剂时，附近必须没有火源或远离火种; 

4、酒精灯或喷灯必须在火种熄灭的情况下，才能添加酒精; 

5、加热可燃液体时，不能直接用火加热，必须在水浴上加热或加垫石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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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经常检查电线是否有漏电现象; 

7、实验室里，可燃试剂的贮存不宜超过规定量(一个月的使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