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实验室是开展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实验室安全是高等

学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营造安全、 舒适、 健康的实验 

室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愿望，关系到学校的平安校园建设 和社会的

和谐稳定，关系到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和
“

我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始终坚持 
“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谁使用 、 谁负责，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则，在师生进入实验室工

作和学习前，要认真学习实验室安全知识，提高实验室安全意识，将安

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本《实验室安全教育手册》旨在提醒学校教职工、 学生以及其他工 

作人员在实验室从事各类工作时，自觉遵守学校和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

度，科学开展实验，规范实验操作，牢固树立安全意识，避免安全事故

发生，确保教学、 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本手册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主要危害、 事故及其

规避与排除的方法，使读者具备基本的安全知识、 安全意识及事故发生

后的应急处置能力。 更加专业化的安全教育由各学院、 实验室针对本实

验室的具体情况专门进行，或参考专业（行业）规范及相关专业手册。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手册可能存在纸漏和错误，敬

请各位老师、 同学批评指正。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

实验室安全教育手册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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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南 IMPORTANTGUIDE

事故发生时处置优先次序：

一-.1. 保护人身安全

一-.2. 保护公共财产

一•3. 保存学术资料

电话求助，请告知：

一•1. 事故地点

一-.2. 事故性质和程度

一•3. 求助者的姓名和所处位置

实验室安全事故，应同时向所在学院及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报告

常用电话：

一-.1. 火警电话： 119

一-.2. 匪警电话： 110

一•3. 医疗急救： 120

一•4. 交通事故： 122

实验室安全承诺书

我已认真学习了《实验室安全教育手册》， 并熟悉

实验室各项管理制度和要求。 本人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

实验室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不断加强安全知

识的学习， 了解所处实验室周边的应急设施及其正确使

用方法， 了解所处实验室和所涉实验项目中潜在的危险

源， 学习相应的防护和应急救援知识， 并做好警示和告

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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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字：

学
仁:::i • 

亏·

学校报警服务电话：

    校医院电话：65991120

     保卫处电话：68618110 

身份证号：

日 期：

实验室安全承诺书

我已认真学习了《实验室安全教育手册》， 并熟悉

实验室各项管理制度和要求。 本人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

实验室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不断加强安全知

识的学习， 了解所处实验室周边的应急设施及其正确使

用方法， 了解所处实验室和所涉实验项目中潜在的危险

源， 学习相应的防护和应急救援知识， 并做好警示和告

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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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字：

学
仁:::i • 

亏·

备注：本承诺书 一式两份，由所在学院和本人各留存一份。

身份证号：

日 期：

备注：本承诺书 一式两份，由所在学院和本人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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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
GENERAL SECURITY»> 

1. 实验室安全的基本要求

1.1实验室要指定专人负责本实验室安全与环保工作的日常管

理。定期对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1.2进入实验室工作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均要参加实验室安全知识

的培训，新进人员必须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工作，在实验中要

按规范操作并做好个人防护。

1.3实验室要根据本实验室的特点制定出安全和环保管理制度、

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安全注意事项等， 要张贴或悬挂

在显眼处并严格执行。

1.4实验室定期进行风险源评估，针对化学类、 辐射类、生物类、

特种设备类及高压气体等风险源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1.5有危险性的场所、设备、设施、物品及技术操作等要有警示标识。

1.6危险品【包括放射性同位素、剧毒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易燃易爆品、 易制毒品、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等】要严格按照

国家学校相关规定，从购买、储存、使用、处置全流程进行管理。

1. 7实验室内保持整洁卫生，保持安全通道畅通， 用水、 用电、 用

暖需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1.8实验室的消防器材应妥善管理和保管，并保持良好状态，工作

人员应掌握使用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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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见警示标识

梦
生物安全 易燃气体

遇湿易燃物品

腐蚀性

不燃气体

尘氧化剂

必当心石喜气体

当心有毒气体

公、
当心电离辐射

易燃固体

一级放射性物品

爆炸品

当心腐蚀

自燃物品

二级放射性物品

朵剧志品，

剧毒品

当心机械伤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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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室防火防爆安全

4. 1 火灾预防

石火灾咚

生四

i (电．， 火

，灭火

片化学品，

气体

氢气

乙烯

乙炊

苯

甲苯

对二甲苯

乙醇

一氧化碳

煤气

乙酸乙酣

子邓 手电 ， 防

与空气相混合的某些气体的

爆炸极限(20'C, 101 .325kPa) 

爆炸衱限{Vo/o)

4.0 — 74.2 

2.8 — 28.5 

2.5 — 80.0 

1. 4 — 8.8 

1. 3 — 7.8 

1. 1 — 7.0 

3.3 — 19.0 

12. 5 — 74.2 

5.3 — 32.0 

2.2-11.4 

····• .. 

米知识点

化学实验室火灾、爆炸预防：

＠严禁在开口容器或密闭体系中用明火加热有机溶剂。

注意：若用明火加热易燃有机溶剂时， 须有蒸气冷凝装置或合适的尾气排放装置。

＠废溶剂严禁倒入污物缸， 应收集于指定的回收瓶内， 再集中处理。

＠金属钠严禁与水接触， 废钠通常用乙醇销毁。

＠不得在烘箱内存放、 干燥、 烘焙有机物。

© 使用氧气钢瓶时， 不得让氧气大量溢入室内。

＠煤气开关应经常检查， 并保持宪好。

＠开启贮有易挥发液体的瓶盖时， 须先充分冷却， 然后开启， 开启时瓶口应指向无人处。

＠操作大量可燃性气体时， 应防止气体逸出， 保持室内通风良好， 严禁使用明火。

＠特别注意某些有机物遇氧化剂时会剧烈燃烧或爆炸，存放药品时应将有机药品和强氧化剂（如

氯酸钾、 浓硝酸、 过氧化物等）分开存放。

.
.
.
. 

5





【逃生自救】

t寸，团} ol

＼，
人心鱼

熟悉环境 出口易找 简易防护

火己及身 切勿惊跑

甸匐弯腰

发现火情报警要早

····• .. 

懊入电梯 改走楼道 保持镇定 有序外逃

.
.
.
. 





5. 用电安全

【危害】

当人体直接与带电体接触，或过分接近带电体，会导致电击伤害，

甚至死亡。 当电气设备绝缘老化， 造成内部带电部位漏电至外部非带

电金属部位时， 人体若与其接触， 会导致电击伤害， 甚至死亡。

©电源错接， 可能导致实验设备损坏及人体受伤。

©线路短路或过载会产生电火花， 可能导致火灾或爆炸。

【预防措施】

0实验室应定期检查电路， 包

括电线、 插座等， 发现老化及时报

修更换。

©实验前学生要清楚实验所用

电源的配置， 其电压、 频率应与实

验设备所要求的电源电压、 频率相

符。

0实验时， 应先接好线路， 再

插接电源。 实验结束时， 必须先切

断电源， 再拆除线路。

0实验设备所需的电源电流应

小于电源控制开关、 电源插座、 电

源接线端子板允许通过的电流。 如

有大功率实验设备， 应报请实验室

····• .. 

管理员协助解决。

©要求实验设备所用电线绝缘

完好无损， 电线通过的工作电流小

于电线允许通过的电流。

0实验设备的非带电金属外壳

应可靠接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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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CHEMICAL SAFETY »> 

1. 化学品购买

1. 1 危险化学品分为： 爆炸品、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易燃

液体、 易燃固体、 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

物、 有毒品和腐蚀品、 放射性同位素物品等。

1. 2 国家管控的危 险化学品（包括放 射 性 同 位 素、 剧毒

品 、 麻醉药品 、 精神药品 、 易制毒品）需通过相关部门审批

后方可购买。

1. 3 化学品应从具有化学品经营许可资质的公司购买。

1. 4 不得通过非法途径购买（获取）、 私下转让危险化学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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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分类存放】

©易燃液体远离热源火源， 千避光阴凉处保存， 通风良好， 不能装满。

最好保存在防爆冰箱内。

0腐蚀性液体 放于药品柜下端， 选用抗腐蚀材料架。

©易发生有毒气体或烟雾的化学品 单独存放于带通风的药品柜中。

©剧毒品 与酸类隔离，专柜上锁。

©爆燃类固体 与易燃物、 氧化剂隔离， 宜存于20吃下， 选用防爆试

剂柜。

3. 化学品使用

女使用化学药品前， 要详细查阅有关该化学药品使用说明， 充

分了解化学品的物理和化学特性。

女严格遵照操作规程和使用方法进行使用， 避免对自己和他人

造成危害。

＊使用有毒、 易挥发性试剂时须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器具， 在

通风橱中操作实验。

＊实验中不得擅自离开岗位。

＊了解化学药品的使用、 保存、 安全

处理和废弃的程序。

＊化学危险品使用过程中 一 旦出现

事故， 应及时采取相应控制措施， 并及

时向有关老师和部门报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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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易燃易爆品使用安全

易燃易爆品， 系指以燃烧爆炸为主要特性的压缩气体、 液化气体、

易燃液体、易燃固体、 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

化物、 毒害品、 腐蚀品中部分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分 类 特

可燃性气体

分解爆炸性物质

爆炸品类物质

点

其爆炸界限的浓度：爆炸下限
在 10% 以下， 或者上下限之差
在 20% 以上的气体。

由于加热或撞击而引起着火、
爆炸的可燃性物质。

以其产生爆炸作用为目的的物
质。

©检查可燃性气体（如煤气、

氢气、 乙炊气）的管道、 阀门是否

漏气， 可用肥皂水进行检查。 禁止

在可燃气体附近使用明火。 高压筒

形钢瓶要放在室外通风良好的地

方， 要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使用可燃性气体时， 要打开

窗户， 保持使用地点通风良好。

©操作、倾倒易燃液体时，应远

离火源。加热易燃液体必须在水浴或

电热套中进行，严禁用明火直接加热。

©使用酒精灯时， 酒精切勿装

满，应不超过其容量的2/3, 灯内

示例的物质

如氢气、 乙块等。

如硝酸酣、硝基化合物等。

如火药、炸药、起爆器材等。

····• .. 

酒精不足1/3容量时， 应灭火后添

加酒精。

©乙炊和环氧乙院， 由于会发

生分解爆炸， 因此不可将其加热或

对其进行撞击。 当此类物质着火

时， 可采用通常的灭火方法进行灭

火。 泄漏气体量大时， 如果情况允

许， 可关掉气源 ，扑灭火焰， 并打

开窗户， 若情况紧急， 则要立刻离

开现场。

©蒸熘可燃液体时， 操作人不

能离开现场， 注意观察仪器的运行

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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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化学废弃物处置

6. 1 应及时清理化学废弃物， 遵循兼容相存的原则， 用原瓶或

25升小口方形废液桶分类收集， 做好标识， 并确保容器密闭可靠，

不破碎， 不泄露， 对未达到要求的不予接收、 处置。

6.2 实验废液要分类存放， 不得将实验废液倒入下水道中， 要

做好无害化处理和标识， 并置千安全的地点保存， 由学校定期收集，

统一处理。

6.3 废气排放前应先经过吸收、 分解净化处理， 才能排放。

6.4 下面所列的废液不能互相混合：

印过氧化物与有机物，＠氝化物、 硫化物、 次氯酸盐与酸 ＠盐酸、 氢

氪酸等挥发性酸与不挥发性酸，＠浓硫酸、 磺酸、 羚基酸、 聚磷酸等酸类与

其它的酸，＠铁盐、 挥发性胺与碱。

一伶对硫醇、 胺等会发出臭味的废液和会发生氝、 磷化氢等有毒气体的

废液， 以及易燃性大的二硫化碳、 乙酿之类废液， 要把它加以适当的处理，

防止泄漏，并应尽快进行处理。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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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

女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安全责任人要确保实验室的设施、 设备、

个人防护设备、 材料（含防护屏障）等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要求， 并对

其定期检查、 维护和更新；要根据本实验室的具体清况， 制定出生物

安全的操作程序；对操作有害材料的行为要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和记录，

并提供生物安全的指导；要负责评估实验室生物材料、 样品、 药品、

化学品以及机密资料丢失和被不正当使用等的危险， 并采取适当的预

防和应对措施。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的购置、领取、保存、使用、转移、

处置等各环节的管理要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 对高风险的被污染的材料应严密控制， 须严格按规定进行生

物安全操作以及废弃物处理等。

2. 实验动物安全

【实验动物购买】

实验动物必须从取得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的单位购买，且要符合生命科

学研究需要，野外捕获的野生动物不能直接用千动物实验，严禁购买不合格

的动物用于教学、 科研。

【实验动物饲养】

饲养实验动物必须取得实验动物生产或使用许可证， 实验动物管理应符

合国家标准。在实验动物饲养中，要密切观察动物的健康状况，定期检查，

做好记录，—旦发现动物发病，应立即隔离，并报单位主管领导或上级相关

部门。 按照国家规定，凡从事动物实验生产或动物实验研究的工作人员要经

过培训，取得实验动物从业人员资格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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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实验废弃物处置

O 禁止将生物废弃物与生活垃圾混存

O 分类收集

O 日产日清

丿
言

物废弃否

是

是否为一般生物废弃遠皂
物？

否

是否为特殊化学废液

密封存放

于冰箱专

门收集作

好登记

否

是否为感染性废弃物

（ 交无害化处理中心 ）

所有包装应符合国家标准， 并有警示标识

O 对有多种成分混和的废弃物，应按危害等级较高者处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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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放射性废源、 废弃物和废射线装置应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

做好分类和记录， 内容包括：种类 、 核素名称、 数呈、 活度、 购置日

期、状态（气态、液态、固态）、物理和化学性质（可燃性、不可燃性）

等。 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必须向学校主管部门申报， 并办理相关手续。

1. 10 一旦发生放射事故（放射源被盗、 丢失、 严噩污染、 超

剂虽照射或射线伤害事故等）必须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同时向学校主

管部门报告，由学校主管部门向当地公安、环保、卫生等行政部门报告。

2. 辐射防护原则

【时间防护】

减少接触时间。 每次受到辐射

剂量的大小与接触时间成正比， 接

触时间愈长， 受到辐射剂量愈大。

【距离防护】

增大与放射性物品源的距离。

辐射剂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屏蔽防护】

不同 的射线对屏蔽 的要求不

同。 cx射线只要一张纸就可以挡住，

B 射线用有机玻璃可以挡住，而y

射线则要求用混凝土、 铅砖、 铅屏

风等作防护层。 一 般在放射物品源

和人体之间放置7个半值层厚度的

屏蔽物， 就可使剂量率降低至1%。

23 

【防止进入人体】

放射性物质进入人体的途径包

括呼吸道吸入、 消化道进入、 皮肤

或黏膜（包括伤口）侵入。

【危害】

短时间大剂量的射线照射会导

致入体机体的病变。

长时间小剂量的射线照射有可

能产生遗传效应。

大量吸入放射性物质可能导致

人体内脏发生病变。

不论放射性物质从何种途径进

入人体内， 都会引起全身和紧要器

官的内照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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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设备安全
EQUIPMENT SAFETY»> 

1. 一般设备安全

【总则】

(1)只有经过培训和考核， 经

管理人员允许， 才可以使用仪器设

备做指定的实验。

(2)使用设备前， 需了解其操

作程序， 规范操作， 采取必要的防

护措施。

(3) 对千稍密仪器或贵重仪器，

【高速离心机】

应制定橾作规程， 配备稳压电源、

UPS不间断电源， 必要时可采用双

路供电。

(4)设备使用完毕须及时清理，

做好使用记录和维护工作。 设备如

出现故障应暂停使用，并及时报告、

维修。

(1)高速离心机必须安放在平稳、 坚固的台面上， 启动之前要扣紧盖子。

(2)离心管安放要间隔均匀，确保平衡。

(3)确保分离开关工作正常，不能在未切断电源时打开离心机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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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柜】

(1}使用前，检查通风柜内的抽

风系统和其他功能是否运作正常。

(2) 应 在距离通 风 柜 内至少

15cm的地方进行操作， 操作时应尽

量减少在通风柜内以及调节门前进行

大幅度动作，减少实验室内人员移动。

(3)切勿储存会伸出柜外或妨碍

玻璃视窗开合或者会阻挡导流板下

方开口处的物品或设备。

(4)切勿用物件阻挡通风柜口和

柜内后方的排气槽。 确需在柜内储

放必要物品时，应将其垫高置千左

右侧边上， 同通风柜台面隔空， 以

使气流能从其下方通过，且远离污

染产生源。

【冰箱】

(1}冰箱应放置在通风良好处，

周固不得有热源、 易燃易爆品、 气

瓶等，且保证—定的散热空间。

(2)存放危险化学药品的冰箱应

粘贴警示标识。 冰箱内各药品须粘

贴标签，并定期清理。

(3)危险化学品须贮存在防爆冰

箱或经过防爆改造的冰箱内。 存放

易挥发有机试剂的容器必须加盖密

封，避免试剂挥发至箱体内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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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切勿把纸张或较轻的物件堵

塞千排气出 口处。

(6)进行实验时 ， 入员头部以及

上半身绝不可伸进通风柜内。 操作

人员应将玻璃视窗调节至手肘处，

使胸部以上受玻璃视窗所屏护。

(7)人员不操作时，应确保玻璃

视窗处于关闭状态。

(8)若发现故障，切勿进行实验，

应立即关闭柜门并联系维修人员检

修。 定期检测通风柜的 抽风能力，

保持其通风效果。

(9)每次使用完毕，必须彻底清

理工作台和仪器。 对于被污染的通

风柜应挂上明显的警示牌，并告知

其他人员，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4)存放强酸、 强碱及腐蚀性的

物品必须选择耐腐蚀的容器，并且

存放千托盘内。

(5) 存 放 在 冰箱内的试剂瓶、

烧瓶 等重心较高的容器应加以固

定，防止因开关冰箱门时造成倒伏

或破裂。

(6)食品、 饮料严禁存放在实验

室冰箱内。

(7) 若冰箱停止工作，必须及时

转移化学药品并妥善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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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气体钢瓶的使用安全

【危害】

©压力气瓶 遇高温或强烈碰撞会引起爆炸。

©易燃气体在空气中泄漏达到 一定浓度时遇明火易发生爆炸。

0有毒气体泄漏会造成中毒和环境污染。

【防范措施】

0正确识别气体钢瓶， 不同种

类不同颜色标识。

0装减压器和压力表， 注意减

压器要分类专用。

©氧气瓶或氢气瓶等应配备专

用工具，并严禁与油类接触。

©操作人员不能穿戴沾有各种

油脂或易感应产生静电的服装、 手

29 

套等操作，以免引起燃烧或爆炸。

©使用后的气瓶， 应按规定留

0.05MPa以上的残余压力。 可燃性

气体应余0.2MPa-0.3MPa, 氢气应

保留2MPa, 切不可完全用尽瓶内气

体，以防重新充气时发生危险。

0各种气瓶须定期进行技术检

查。 充装 — 般气体的气瓶需每三年

...
.





匠实验室意外事故处理
LABORATORY ACCIDENT TREATMENT»> 

····• .. 

1. 日常准备

0人人有责

O 预防是关键

O 将准备做在平时

4
 

警
备

火为
准1

r

 

、

｀ 

．了解周围的安全通道

．了解火警警报及灭火器的位置，确保可以迅速使用

·学习使用灭火器具

·切勿乱动任何火警侦察或灭火装置

·切勿堵塞逃生通道

·保持所有防烟门关闭

2f气
... � 

·认识所使用的化学品，参考物品安全资料单(MSDS)

·熟知实验室内安全设施所在位置

·准备适当的急救物资

·谨慎操作或实验， 了解使用物品的潜在危险性

·接受适当培训

·采取保护做法 若对某种做法是否安全有怀疑，

最好采取保守做法（响起警报，离开实验室， 把

处置工作留给专业人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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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试剂泄溢的处置例举】

©氧化钠、氮化钾的污染将硫代硫酸钠（高猛酸钾、次氯酸钠、硫酸亚铁）

溶液浇在污染处后， 用热水冲，再用冷水冲。

©对硫、 磷及其他有机磷剧毒农药， 如苯硫磷、 敌死通污染， 可先用石

灰将撒泼的药液吸去，继而用碱液透湿污染处，然后用热水及冷水冲洗干净。

©硫酸二甲酷撒漏后， 先用氨水洒在污染处， 使其起中和作用， 也可用

漂白粉加五倍水后浸湿污染处，再用碱水浸湿，最后用热水和冷水各冲—遍。

©甲醒撒漏后， 可用漂白粉加五倍水后浸湿污染处， 使甲醒遇漂白粉氧

化成甲酸，再用水冲洗干净。

©采撒漏后， 可先行收集， 尽可能不使其泻入地下缝隙， 并用硫磺粉盖

在洒落的地方， 使采转变成不挥发的硫化采。

©苯胺撒漏后， 可用稀盐酸溶液浸湿污染处， 再用水冲洗。 因为苯胺呈

碱性， 能与盐酸反应生成盐酸盐， 如用硫酸溶液， 可生成硫酸盐。

©盛磷容器破裂， 一旦脱水将产生自燃， 故切勿直接接触， 应用工具将

磷迅速移入盛水容器中。 污染处先用石灰乳浸湿，再用水冲。被黄磷污染过

的工具可用5%硫酸铜溶液冲洗。

©碑撒漏， 可用碱水和氯氧化铁解毒， 再用水冲洗。

©淏撒漏， 可用氨水使之生成按盐， 再用水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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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酸碱腐蚀

首先用多量水冲洗， 然后， 酸腐蚀用碳酸氢钠饱和溶液冲洗， 碱

腐蚀用1%杅檬酸或绷酸溶液冲洗， 再用清水冲洗， 涂上凡士林。 若

受氢氛酸腐伤， 应用水冲洗后再以稀苏打溶液冲洗， 然后浸泡在冰冷

的饱和硫酸镁溶液中半小时，最后再敷以20%硫酸镁、18%甘油、1.2% 

盐酸普鲁卡因和水配成的药膏。 若酸、 碱液溅入眼内， 应立即用多量

水冲洗， 然后再分别用稀的碳酸氢钠溶液或绷酸饱和溶液冲洗， 最后

滴入葩麻油。

2.5 中毒急救

对中毒者的急救主要在千把患者送往医院或医生到达之前， 尽

快将患者从中毒物质区域中移出， 并尽晕弄清致毒物质， 以便协助医

生排除中毒者体内毒物。 如遇中毒者呼吸停止， 心脏停跳时， 应立即

施行人工呼吸、 心脏按摩， 直至医生到达或送到医院为止。

2.6 触电急救

首先拉开电闸切断电源，或尽快用绝缘物（干燥的木棒、竹竿等）

将触电者与电源隔开， 必要时再进行人工呼吸。

2. 7 起火急救

有机物着火应立即用湿布或沙扑灭， 火势太大则用泡沫灭火器

扑灭。 电气设备着火， 首先切断电源， 再用四颌化碳或二氧化碳灭火

器扑灭， 不能用泡沫灭火器。

35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页 11
	页 12
	页 13
	页 14
	页 15
	页 16
	页 17
	页 18
	页 19
	页 20
	页 21
	页 22
	页 23
	页 24
	页 25
	页 26
	页 27
	页 28
	页 29
	页 30
	页 31
	页 32
	页 33
	页 34
	页 35
	页 36
	页 37
	页 38
	安全教育手册
	页 1
	页 2

	山东师范大学安全教育手册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页 11
	页 12
	页 13
	页 14
	页 15
	页 16
	页 17
	页 18
	页 19
	页 20
	页 21
	页 22
	页 23
	页 24
	页 25
	页 26
	页 27
	页 28
	页 29
	页 30
	页 31
	页 32
	页 33
	页 34
	页 35
	页 36
	页 37
	页 38
	安全教育手册
	页 1
	页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