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实〔2020〕6号 

 
 

关于 2020年学校实验室 

安全环保检查（第 8期）情况的通报 

 

各单位、各部门： 

为切实做好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有效保障实验室安全

平稳有序运行，2020年 9月，学校组织开展了多次实验室安全环

保检查，现将检查情况予以通报（附件 1）。 

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落实整改责

任，细化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到位。并于 9月 30日前将《实验室

安全环保隐患整改报告（第 8期）》（附件 2）经分管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后交至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联系人：李强，江浦校

区 明 正 楼 322 室 ， 联 系 电 话 ： 58139233 ， 邮 箱 ：

liqiang2014@njtech.edu.cn。） 

学校将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对于整改不及时或整改不到位

的，将依据《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环保奖惩管理办法（试行）》

（南工校实〔2019〕2 号）相关规定进行追责问责。 

 



附件：1.实验室安全环保检查情况通报（第 8期） 

2.实验室安全环保隐患整改报告（第 8期） 

 

 

 

南京工业大学 

2020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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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实验室安全环保检查情况通报（第 8期） 
 

1.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序号 地点 
实验室 

安全责任人 
存在问题与隐患 

1 笃行楼 625 何广科 

实验室卫生环境脏乱差。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王亚辉、何广科、田

杰生课题组）。 

实验室门外过道堆放泵、电风扇、废弃物等，

侵占消防通道。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无危

险废物产生、转移台账。 

2 笃行楼 612 姜耀甲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 

楼道堆放柜子、烘箱等，侵占消防通道。 

3 笃行楼 614 李玉峰 

电源插座未固定，直接放置在易制爆化学品

存储柜上。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 

4 笃行 613-2 王小辉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 

实验室卫生环境脏乱差，桌面物品摆放杂乱，

水池脏。 

5 笃行 613-1 冯超 实验室内消防通道不畅通，门口堆放烘箱。 

6 笃行楼 511 柳翔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无产

生、转移台账。 

7 笃行楼 413 毛建友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实验室门外过道摆放化学溶剂、废弃物，侵

占消防通道。 

仪器设备放在门外使用，且接线板串联。 

使用氢气瓶，但未安装氢气泄漏报警装置。 

闲置的六氟化硫气体钢瓶未及时处理。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无危

险废物产生、转移台账。 

8 笃行楼 409 任小明 

实验室卫生环境脏乱差。 

实验室安全值日记录不全。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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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笃行楼 407 周翼 

实验室卫生环境脏乱差。 

闲置二氧化硫气体钢瓶未及时处置。 

实验室安全值日记录不全。 

10 笃行楼 404 周翼 
实验室安全值日记录不全。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11 笃行楼 425 朱红军 
实验室安全值日记录不全。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 

12 笃行楼 227-2 王晓剑 

门口过道堆放柜子，侵占消防通道。 

实验室安全值日记录不全。（王晓剑课题组）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无产

生、转移台账。 

13 笃行楼 227-1 沈志良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 

门口过道堆放柜子，侵占消防通道。 

易燃易爆试剂超标（胡绪红课题组），室内

25L*2桶，室外 25L*2.5桶。 

14 笃学楼 503 于海洲 
实验室卫生环境脏乱差。 

电源插座未固定。 

15 笃学楼 104 沈志良 
实验室安全值日记录不全。 

楼梯口堆放有机溶剂。 

16 笃学楼 102 冯宇华 
实验室危险废物堆积，未及时清运，且未张

贴危险废物标签。 

 

2.数理科学学院 

序号 地点 
实验室安全

责任人 
存在问题与隐患 

1 笃行楼 106-2 张天佑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配电箱无盖子，且周边堆放可燃物。 

 

3.化工学院 

序号 地点 
实验室 

安全责任人 
存在问题与隐患 

1 沉毅北楼 415 刘定华 实验室环境脏乱差。 

2 沉毅北楼 431 任晓乾 
实验室未建立安全值日值班制度，无安全值

日记录。 

3 沉毅北楼 418 陈洪龄 

进入实验室未穿实验服，未穿戴合适个人防

护用品。 

废弃物包装容器上未张贴相应的危险废物标

签。 

4 沉毅北楼 528 万辉 

实验室未建立安全值日值班制度，无安全值

日记录。 

实验室内有躺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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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沉毅北楼 532 王晟 
实验室未建立安全值日值班制度，无安全值

日记录。 

6 沉毅北楼 510 陈献 

进入实验室未穿实验服，未穿戴合适个人防

护用品。 

加热设备周围有易燃品。 

实验室未建立安全值日值班制度，无安全值

日记录。 

7 沉毅北楼 608 朱敦如 

进入实验室未穿实验服，未穿戴合适个人防

护用品。 

实验室环境脏乱差。 

8 沉毅北楼 620 桂霞 

进入实验室未穿实验服，未穿戴合适个人防

护用品。 

实验室未建立安全值日值班制度，无安全值

日记录。 

9 化工楼 103 梅华 

实验室卫生环境脏乱差。 

实验室内氢气（易燃易爆气体）钢瓶超标存

放（4瓶），且无氢气泄漏报警装置。 

氢气（易燃易爆气体）钢瓶旁堆放易燃溶剂。 

10 化工楼 421 汪效祖 

易制爆化学品（硝酸银、硫）无专用存储柜，

未落实双人双锁。 

易制爆化学品无视频监控。 

无易制爆化学品使用台账。 

实验过程中无人值守。（9月 1日下午检查） 

 

4.药学院 

序号 地点 
实验室 

安全责任人 
存在问题与隐患 

1 沉毅南楼 410 杨文革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2 沉毅南楼 507 李学明 
门未锁，实验室内无人值守。（9月 18日下

午 2:20、2:35各检查一次，均无人值守。） 

3 沉毅南楼 601 王德才 
实验室安全值日记录不全。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 

4 沉毅南楼 608 胡燚 
实验室卫生环境脏乱差。 

气瓶管线连接不合理，漏气。 

 

5.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序号 地点 
实验室 

安全责任人 
存在问题与隐患 

1 尚德楼 A1-607 信丰学 
实验室疏散门堵住。 

实验室危险废物无产生、转移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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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包装容器上未张贴相应的危险废物标

签。 

2 尚德楼 A1-510 严明 

插头插座与用电设备功率不匹配。 

实验室未指定专门位置存放危险废物，未设

置警戒线。 

冰箱内不同性质化合物混放、试剂叠放。 

3 尚德楼 A1-503 李霜 

电气设备使用完未及时拔插头。 

配电箱被遮挡。 

实验室未指定专门位置存放危险废物，未设

置警戒线。 

4 尚德楼 B1-509 陈英文 
管控化学品未落实双人双锁管理。 

电气设备使用完未及时拔插头。 

5 尚德楼 B1-403 江凌 

插头插座与用电设备功率不匹配。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危险

废物无产生、转移台账。 

加热设备周边堆放可燃物品。 

6 尚德楼 B1-103 耿文华 

实验室未指定专门位置存放危险废物，未设

置警戒线；危险废物无产生、转移台账。 

冰箱内的化学品标识不明确，未定期清理。 

7 尚德楼 B1-104 邱江凯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实验室环境脏乱差。 

实验室未指定专门位置存放危险废物，未设

置警戒线，实验室危险废物无产生、转移台

账。 

烘箱旁堆放可燃物品。 

8 尚德楼 C1-603 周国春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插头插座与用电设备功率不匹配。 

实验室内洗眼器未定期维护，不能正常使用。 

9 尚德楼 C1-610 曹飞 

电源插座未固定。 

实验室危险废物无产生、转移台账。 

实验室未指定专门位置存放危险废物，未设

置警戒线。 

10 尚德楼 C1-611 洪厚胜 

实验室无人值守。（9月 18日 11：20左右检

查）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存储柜敞开，未落实

双人双锁管理。 

实验室危险废物无产生、转移台账。 

实验室未指定专门位置存放危险废物，未设

置警戒线。 

 

6.食品与轻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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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点 
实验室 

安全责任人 
存在问题与隐患 

1 尚德楼 A2-105 郑春玲 实验室内洗眼器未定期维护，不能正常使用。 

2 尚德楼 A2-109 汪海波 

管控化学品未落实双人双锁管理、未双人签

字，盐酸（易制毒化学品）账目不符。 

实验室危险废物无产生、转移台账。 

3 尚德楼 A2-201 王海英 
电气设备使用完，未及时拔插头。 

实验室危险废物无产生、转移台账。 

4 尚德楼 A2-301 熊强 

管控化学品台账未双人签字，易制毒化学品

（乙醚、硫酸、盐酸）账目不符。 

实验室未指定专门位置存放危险废物，未设

置警戒线。 

5 尚德楼 A2-411 李莎 
配电箱被挡住。 

实验室内洗眼器未定期维护，不能正常使用。 

 

7.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序号 地点 
实验室 

安全责任人 
存在问题与隐患 

1 尚德楼 B2-604 丁竹红 易制爆化学品（过氧化氢）账物不符。 

 

2 
尚德楼 B2-606 张宇峰 摄像头安装位置不合理，未对准危化品柜子。 

3 
尚德楼

B2-605-2 
王海玲 

管控化学品台账未双人签字，盐酸（易制毒

化学品）账目不符。 

4 尚德楼 B2-601 刘家扬 插头插座与用电设备功率不匹配。 

5 尚德楼 B2-609 

邓风(环境学

院)、吴慧芳

(城建学院) 

实验室内洗眼器未定期维护，不能正常使用。 

6 尚德楼 B2-608 连州洋 
硫酸（易制毒化学品）账目不符。 

实验室内洗眼器未定期维护，不能正常使用。 

7 尚德楼 B2-409 徐海涛 
加热设备周边未张贴高温警示标识和安全操

作规程。 

 

8.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序号 地点 
实验室 

安全责任人 
存在问题与隐患 

1 润德楼 A230 陈双俊 
冰箱有异味，化学品无标识，试剂未清理。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2 润德楼 A222 江国栋 
实验室安全值日记录不全。 

接线板直接置于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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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润德楼 A218 黄健 

实验室安全值日记录提前填写。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实验室未指定专门位置存放危险废物，未设

置警戒线。 

冰箱内试剂无标识。 

4 润德楼 A310 杨猛 
电源插座未固定。 

气体钢瓶靠近高温炉。 

5 润德楼 B420 朱海奎 

气体管路使用软管。 

化学污染物内混入生活垃圾。 

烘箱内有易燃物品（纸张）。 

6 润德楼 B323 曾燕伟 危化品柜未落实双人双锁管理。 

7 润德楼 B224 杨浩 冰箱内试剂无标识。 

8 润德楼 B212 朱承飞 实验室安全值日记录提前写。 

9 润德楼 B202  郑益锋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甲烷（易燃易爆气体）钢瓶过检测有效期。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 

10 
丁家桥教学楼

103 
郭露村 

实验室门外过道长期堆放大量实验设备和材

料，严重堵塞消防通道。 

 

9.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序号 地点 
实验室 

安全责任人 
存在问题与隐患 

1 
厚德楼

319/321 
倪磊 实验人员未穿实验服。 

2 厚德楼 318 张彬 

值日表未更新。 

接线板串接，且置于地面。 

金属锂（易制爆化学品）放在手套箱里，未

专柜存放。 

3 厚德楼 B210 王志荣 

实验室危险废物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 

仪器摆放乱。 

无实验室安全值日记录。 

 

10.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序号 地点 
实验室 

安全责任人 
存在问题与隐患 

1 弘毅楼 B310 李卫星 气体管路未使用金属软管或抗压硅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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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弘毅楼 B414 周浩力 
电气、加热设备使用完后，未及时拔除电源

插头。 

3 弘毅楼 A414 顾学红 
电气、加热设备使用完后，未及时拔除电源

插头。 

4 弘毅楼 A306 张峰 
甲苯(易制毒化学品)用完未及时放回专用存

储柜内。 

5 弘毅楼 C214 余子夷 实验室内饮食。 

6 弘毅楼 D213 李海青 

值日记录本只记到 8月 28日。 

易制毒化学品柜门未上锁，且监控无法拍到。 

易制爆化学品使用后未及时记录。 

7 弘毅楼 D217 陈宇辉 
进入实验室未穿实验服，未穿戴合适个人防

护用品。 

8 弘毅楼 D312 段金贵 值日记录本只记到 8月 26日。 

9 弘毅楼 D319 周幸福 
实验室未建立安全值日值班制度，无安全值

日记录。 

 

11.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序号 地点 
实验室 

安全责任人 
存在问题与隐患 

1 
生化中心科研

楼 101 
杨朋朋 

 接线板串接。 

一个接线板接 5个插头（3处）。      
 

12.先进材料研究院 

序号 地点 
实验室 

安全责任人 
存在问题 

1 
化工实验楼

一楼大厅 
单位负责人 堆放仪器设备，侵占消防通道。 

2 
丁家桥教学

楼一楼大厅 
单位负责人 堆放仪器设备，侵占消防通道。 

3 教学楼 205 杭晓春 

丙酮放置在冰箱内，未专柜存放。 

乌洛托品、镁、锌粉放置在手套箱内，未专

柜存放。 

4 教学楼 207 陈永华 甲胺放在冰箱内，未专柜存放 

5 教学楼 409-1 刘杰 易燃易爆有机溶剂超标。 

6 
化工实验楼

206 
高德青 无易制爆化学品专用存储柜。 

7 
化工实验楼

312 
房贞兰 堵塞消防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