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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危险废物“治管服”工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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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校“双一流”建设的不断发展与提高，实验室危险废物的产生量也在

日趋增长，成为了影响实验室管理与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因素。 实验室危险

废物既是污染源也是危险源，这决定着危险废物工作的难度很大。 通过分析实验

室危险废物工作主要问题与工作环节要点，探讨治理、管理与服务工作的密切关系

与重要意义，构建实验室危险废物“治管服”独立工作体系，针对问题症结，采取切

实的工作手段，做好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污染治理与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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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高校“双一流”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教学科研

项目不断深化，实验室化学试剂使用量也在不断增加。
实验室危险废物作为科学研究的附加产物，其产生的

量日趋增长，逐渐成为了制约实验室管理与高校“双
一流” 建设的重要因素。 根据 《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 ［１］，高校实验室危险废物普遍按照代码为 ９００⁃０４７⁃
４９，即“研究、开发和教学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

产生的废物”进行收集、贮存、运输与处置，也反映出

实验室危险废物具有来源分散、成分复杂、种类繁多的

特点，是高校污染防治工作的难点。
目前，实验室危险废物工作是实验室安全管理的

一环，且具有的污染性与危险性决定着这项工作难度

较大，仅仅依靠管理难以缓解与改善工作现状。 本文

通过分析实验室危险废物工作环节，结合学校工作实

际，实验室危险废物工作应围绕“治理、管理与服务”
构建独立工作体系，深入每一环节，针对问题症结，切
实做好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污染治理与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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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室危险废物工作主要问题

１． １　 实验室危险废物工作治理压力大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危险废物的处置活动，须
依托具备许可资质的单位进行。 由于地区内具有资质

的单位较少，跨省处理较难实现，导致危险废物的处理

能力有限，而高校产生量相较工业企业较少，但成分复

杂导致处理成本较高，使得高校的实验室危险废物难

以及时处置，容易产生堆积问题［２］。 此外，危险废物

贮存设施选址要求严格，部分高校难以建设，危险废物

只得暂存于实验室或不具备贮存条件的场所，具有一

定安全隐患，极易造成环境污染。
１． ２　 实验室危险废物工作管理水平低

在高校专项督查过程中，时常发现实验室存在随

意排放危险废物、危险废物与非危险废物混放、未设置

危险废物识别标识等违法行为，反映出实验室危险废

物管理问题较大，实验人员缺少废物鉴定与管理知识。
大多数高校虽制定了实验室危险废物的管理制度，但
制度多是宏观指导，对工作环节要求不细致。 加之危

险废物管理工作专业性较强，却缺乏必要的培训与监

督检查机制，实验人员难以形成有效记忆，使得危险废

物管理工作难以落实落细［３］。
１． ３　 实验室危险废物工作服务能力弱

危险废物产生于实验室，但受限于实验室投放容

器缺乏或不符要求，暂存场所设置困难，转运缺乏专用

工具等，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危险废物的安全隐患与环

境危害。 但高校危险废物处置组织架构不清晰，职能

部门政治站位不高，缺少服务意识与能力，往往从上至

下提出管理要求，不是协助实验室解决问题、规避风

险，导致安全隐患长期存在，也增加了管理工作难度。

２　 实验室危险废物“治管服”工作体系构建

２． １　 实验室危险废物工作环节

实验室危险废物“治管服”工作体系，建立在实验

室全程处理的基础上。 结合法律法规与高校实际情

况，分析工作环节的各要点，制定切实的工作手段，治
理、管理与服务相辅相成，有效解决危险废物问题。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工作环节包括分类、投放、暂
存、转运、贮存、处置、应急与监测。

（１） 分类。 ① 确定产生的废弃物是否属于危险

废物。 这需要把握危险废物的定义，结合《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与北京市地标 ＤＢ１１ １３６８ 规定［４］，实验室

危险废物主要与实验过程（包括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

作）相关。 如无关，则按生活垃圾或生活污水分类投

放或排放，应避免非危险废物与危险废物混存。 ② 确

定实验室危险废物类别。 ＤＢ１１ １３６８ 根据物相状态、
处理方式、危害程度等将危险废物分成了 １２ 个类别。

在此基础上，应考虑废物性质是否相容，避免混合收集

后发生反应造成危险；还应尽量保证类别的唯一性，避
免混合收集导致处置成本的增加。

（２） 收集。 ① 降低废物危险性。 在常温常压下

易燃易爆、排放有毒气体以及反应不完全、不充分的危

险废物必须进行预处理，使之稳定；② 使用适用容器

收集。 收集容器应完好无损，可有效密封。 容器材质

满足相应强度要求并与所盛装的废物性质相容。 不同

类别的危险废物宜采用不同种类、规格与颜色的容器

分类收集；③ 明示废物危险信息。 收集容器上应粘贴

危险废物标签，有效填写危险废物信息。 收集容器还

宜随附收集登记表，记录每次收集的有害成分、数量、
日期、收集人等信息；④ 收集注意事项。 每次收集后

应及时密封容器，废物的收集量不得超过容器容量的

２ ／ ３，避免容器过度盛装［５］。
（３） 暂存。 ① 明确实验室内部暂存区域。 暂存

区域应阴凉通风，与实验区域间隔。 暂存区域应施划

实线明示，并在区域内张贴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② 采

取措施降低暂存风险。 暂存区域设置防溢容器等防撒

落、防渗漏措施，避免废物外溢。 由于暂存区域内安全

环保措施有限，应尽量减少危险废物的暂存时间，尽快

转移至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场所。
（４） 转运。 危险废物的转运可采取实验室转运与

专人转运两种形式。 实验室转运应明确转运时间与路

线，尽量避开上下课时间与人员易聚集场所。 双人进

行转运，并携带必要应急物资与个人防护用具。 接收

方应派专人，检查废物容器完整性与标识信息，做好交

接记录；专人转运则需具有专业人员能力，配置专用运

输工具。
（５） 贮存。 ①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建设。 贮存设

施应满足国标 ＧＢ １８ ５９７［６］ 相关要求，合理选址以满

足环评，严格设计与建设要求，根据废物性质考虑分区

设置，配置安全防护设施与应急处置物资等，确保贮存

设施具备安全环保贮存能力。 ②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的运行与管理。 贮存设施专人管理，制订危险废物收

贮流程、分类贮存指南、贮存设施管理办法，定期人员

培训、设施运行管理检查抽查与设施维修维护。
（６） 处置。 ① 签订处置协议。 由于实验室产生

的危险废物类别较多，签订处置协议应包括所有产生

废物类别，避免危险废物擅自处置与留置。 ② 降低处

置成本。 提倡采取措施对危险废物进行预处置或回收

再利用，以起到节约成本的作用。
（７） 应急。 ① 制订危险废物应急预案。 应急预

案应包含泄漏污染、火灾、人员伤害等环保与安全事故

类型，编制参照国标 ＧＢ ２９６３９ 要求；② 配备应急处置

人员与应急物资。 应急处置人员应具备专业知识技能

与身心素质，定期参与专业再培训。 配置必要的应急

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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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和物资，并定期更新和补充；③ 开展应急演练。
定期开展应急演练（专项预案 １ 年 １ 次，现场处置方案

半年 １ 次），并对演练效果评估，分析存在问题，对应

急预案及时修订更新，确保应急预案有效实用［７］。
（８） 监测。 高校实验室众多，实验项目复杂，实验

产生的污染如不达标排放，将对校园及周边环境造成

重大影响［８］。 污染排放监测主要有实验室尾气排放

监测、实验楼宇废水排放监测、贮存设施尾气排放监

测。 监测方式可采用委托监测、自行监测与在线监测，
监测频次视管理需要与治理设备运行情况而定。
２． ２　 “治管服”工作体系构建

危险废物的治理、管理与服务工作有着不同的地

位和作用，三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治理、管理、服务

三者关系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治理、管理、服务三者关系图

　 　 治理的核心在于缓解与解决问题，也是管理与服

务的落脚点。 由于高校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处置依赖于

有资质公司，受限于处置频次，治理工作需遵循“３Ｒ”
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考虑危险废物在各个

工作环节的减量化、再利用与再循环。 治理需要积极

汲取先进经验，鼓励、支持与参与技术开发与处理设施

建设，在人财物方面保障治理的正常运行。
管理的目的在于规范人员行为，是治理与服务的

立足点。 通过设计和维持一种环境，使在这一环境中

的工作者能够运用准确的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 所

以，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应以责任落实为核心，制度建

设为基础，教育培训与检查整改为手段，奖惩追究为保

证，推动实验人员行为由“本能”转变至“自主”，避免

危险行为与违法行为发生。
服务的意义在于确保工作高质高效运转，是治理

与管理的突破点。 实验室功能与能力有限，需要高校

提升服务意识与能力，为实验室解决问题，而不是要求

实验室自行解决。 特别是对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处置，
应提供相应指导与支持。 在减轻实验室工作压力的同

时，也有助于资质公司顺利转运处置。

３　 实验室危险废物“治管服”工作应用与实践

３． １　 减少污染，着力提升治理能力

危险废物的治理需要学校顶层设计。 危险废物的

治理的难点在于设施建设，高校应结合实际制定专项

治理计划，明确组织领导，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工作

职责、任务分工、治理内容以及工作要求，保障资金投

入有效实施，完善工作机制体制。 治理方法主要有减

量、减途径两种。
（１） 减量。 危险废物的减量有无害化、再利用与

预处理。 实验室阶段，产生的成分简单、危险性质单一

的化学废液，如无机酸碱、有机溶剂等，可采取中和法、
蒸馏法、萃取法等方法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在确保达标

的情况下排放；产生的沾染物，如试管、吸管、手套、口
罩、培养皿等，可经过清水冲洗（化学类）与高温灭菌

（生物类）处理，在确保消除危险特性后重复使用或以

非危险废物处置。 学校实验室，收集的化学废液可采

取综合水处理系统处置后达标回用或排放［９］；有机化

学废液也可采取分级高温裂解的方式进行处理；废液

处理留下的具有重复使用的收集容器，还可使用自动

洗瓶装置清洗后重复使用［１０］。
（２） 减途径。 危险废物的污染途径有擅自排放或

处理不当造成的水污染、收集容器破损造成的土壤污

染、大量贮存时有害气体挥发造成的大气污染以及事

故造成的污染。 实验室水池处设置专用容器用于收集

废液与清洗废水，避免直排；危险废物暂存区域配置防

溢容器等防遗撒、防渗漏措施，避免废物外溢；配置危

险废物泄漏的应急处置物资，如吸附棉条、吸附枕、灭
火毯等，提升实验室应急处置能力。 学校在主要排污

实验楼宇的排水口设置综合废水处理设备，进一步减

低废水排放指标；根据国标 ＧＢ １８５９７ 要求，建设危险

废物集中贮存设施，特别关注基础与衬里防渗、浸出液

收集与尾气处理，还应考虑静电释放、可燃气体检测与

消防等安全设施配置。
３． ２　 完善管理，推进危废管理体系

管理的难点在人。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应围绕培

养“人”规范行为的根本目标，，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制

度约束，加强教育培训，落实检查整改，附以奖惩

追究［１１］。
（１） 责任落实。 危险废物管理工作在北京科技大

学实验室技术安全工作小组领导下开展，明确学校资

产管理处作为主管部门的职责，保卫保密处、后勤管理

处等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同时落实教学

科研二级单位与实验室职责。 “校⁃院” “院⁃室” “室⁃
人”三层管理关系，以签订安全责任书的形式告知彼

此责任，做到“横到边，纵到底”。
（２） 制度约束。 建立校院室 ３ 级文件体系。 其

中，校级文件也分为 ４ 级：一级纲领性文件为实验室技

术安全管理规定，规定实验室安全基本行为规范；二级

专项文件为危险废物安全管理办法与危险废物事故应

急预案，细化危险废物行为要求；三级实施细则包括实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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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危险废物处理流程手册、集中贮存设施操作准则、
处置设施操作规程、污染监测方法等，针对具体事项，
强化操作行为准则；四级表格标识包括危险废物标识

（暂存区域、收集容器）、暂存区域标线、收集登记表、
交接与处置记录本、污染监测记录表等，统一标识记录

制式。 学院与实验室依据学校制度，结合学科特色及

实验室特色制定操作规程、应急处置卡等规程性文件，
构建了完整制度体系。

（３） 教育培训。 学校开展分级分层次的教育培训

工作［１２］。 ① 全员准入，对全体学生实施安全准入考

试，合格后方可开展实验；② 重点授课，重点学科开设

实验室安全基础必修课程，不断优化课程内容；③ 专

项培训，管理人员参加全国、北京市实验室安全培训，
组织“实验室安全文化月”“安康杯”等专项培训，邀请

专家开展院级危险废物巡回培训；④ 加大宣传，制发

多种宣传材料，充分利用微信平台、校园广播、教育网

站等媒体加强宣传；⑤ 定期开展危险废物泄漏应急演

练，分步骤讲解应急流程，鼓励师生参与操作。
（４） 检查整改。 实行 ３ 级检查制度，即校级季查，

院级月查，实验室日查，并设立实验室安全督查小组进

行日常安全巡查与指导。 此外，邀请专家或专业公司

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发放“检
查隐患整改通知单”并在校内公示。 整改完成并复

核，形成隐患检查、公示、整改、复核的闭环管理。
（５） 奖惩追究。 学校每年组织开展“实验室安全

工作先进奖”评选，对取得先进、规范、示范性成绩（成
果）或表现突出的实验室、个人所进行的表彰与奖励。
与此同时，每年对隐患整改不力、违反实验室危险废物

管理相关规定的单位及个人，追究相应责任（包括书

面检查、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行政处分等），并在实验

室安全工作总结会上通报。
３． ３　 多方协作，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高校应是危险废物的服务主体，强化产废主体实

验室与处置主体资质公司两者联系。 提供服务的部门

不仅仅是高校危险废物的主管部门，还可包括后勤部

门、保卫部门、教学部门、科研部门以及专业服务公司。
多方可发挥自身职能优势，针对难点问题，对实验室提

供相应支持与帮助。
（１） 提供标准危险废物收集容器。 标准收集容器

包括 ５Ｌ 与 ２５Ｌ 废液桶、５Ｌ 固体粉末桶、专用防火垃圾

桶（含加厚垃圾袋）以及利器盒等。 学校提供并使用

标准收集容器可缓解实验室内废物堆积，减少暂存安

全隐患，也可以避免分拣包装时间浪费与处置经费

紧张［１３］。
（２） 专人分拣包装与转运。 高校建立专业回收人

员队伍，为回收人员提供专业的规范操作培训、回收工

具和防爆运输车辆。 北京大学等高校通过试剂平台申

请回收服务，由回收人员上门分拣包装并转运。 北京

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高校聘请第三方专

业服务公司，由公司对所有产废实验室进行上门分拣

包装并转运。
（３） 鼓励与支持实验室安全研究项目。 学校设立

教学科研研究课题，资助实验室安全环保管理、安全环

保技术创新、安全环保教育等方面立项研究并加以推

广。 同时提供师生参与学校事务平台，发挥基层力量。
例如，成立危险废物处置志愿小组，指导实验室合理分

类收集、张贴标识与收集登记；成立环境监测志愿小

组，定期进行水气污染排放检测。

４　 结　 语

实验室危险废物工作作为实验室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防治校园污染与保障师生安全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 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综合分析危险废物工作

各个环节要点，研究“治管服”工作体系，把握细节，直
击痛点难点，制定“治管服”工作措施，全面落地实施

并加以保障。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治管服”工作体系

的实施，需要全面推进、全员参与、全程压实，不断提升

危险废物工作质量，规范危险废物管理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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