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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高校缺少对实验室安全管理的重视性,同时缺少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本文基于此展开
研究,分析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所面临的新形势,主要讲述我国教育部门针对高校实验室安全问题所发
布的新要求,并且在这基础上提出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的创建,从根本上解决高校实验室所面临的
问题,解决高校的安全责任,完善高校实验室的安全健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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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ack the importance of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and perfect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is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situation faced by university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mainly describes the new requirements issued by China's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university laboratory safety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ity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on this basis, which fundamentally solv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university laboratories,
solves the safety responsibilit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mproves university experiments Safety and
health construction of th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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