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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常规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基础上，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心进一步从硬件环境
建设到在线安全课程(慕课)设置、从反应绿色化到高危实验虚拟化、从大型仪器管理到药品管理等方
面，切实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安全教育与管理体系，以实现对学生安全意识和防
护意识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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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safet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s, a series of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were carried out in recent years. The safe environment in labora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for safety educ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chemistry in chemistry laboratory teaching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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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在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安全教育至关重要[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在常规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硬件环境，为教学实验室安全有序使用
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此外，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安全课程建设，以全面提升学生的
安全意识和防护意识；推进实验绿色化，强化学生的绿色化学理念；在对学生动手能力训练充足的前
提下，将一些高危实验虚拟化，作为实际教学的重要扩展和补充；对大型仪器与药品实行信息化管
理，以实现大型仪器的安全有序开放和药品的安全规范使用。本文介绍了中心在大学化学实验安全教
育和管理方面的一些探索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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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安全教育和管理

1.1

安全课程设置
化学实验安全知识是学生进入化学实验室前必须掌握的知识[2]，但是之前没有作为独立的课程开
设，相关知识点主要在每门实验课程的绪论课上，以集中授课的形式教学，或是在某个具体的实验项
目中，教师根据内容有针对性地强调相关安全知识点。但是，
“集中授课”和“课上强调”两种形式
很难开展全面系统的安全知识教育。
鉴于化学实验安全知识分散、复杂、多样，我们尝试通过新的授课方式，即借助互联网平台创新
安全教育模式。我们设置了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化学实验安全知识”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缩写为 MOOC) [3]，并与上述实际教学相结合，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模式，对学生
进行系统的安全教育。
“化学实验安全知识” 慕课将个人安全防护、公共安全、化学实验室安全设施及其使用、水电气
安全知识和操作常识、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化学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置、常见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等
在内的多个知识点，汇集成 36 个主题，展现形式包括教师讲课视频、PPT 课件、动画、采访视频、
实物展示视频和实验操作演示视频等。丰富的素材、多样的展现形式，是传统授课模式难以实现的。
此外，线上学习形式，更有利于学生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学习过程也由传统授课模式下的被动学习转
换为线上的主动学习。
该门慕课已在“易会学”平台(http://ehuixue.cn/，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和好大学在线
(http://www.cnmooc.org/home/index.mooc)上线(图 1、图 2)，2016 年底该课程被评为安徽省优秀慕课。

图1

1.2

易会学平台

图2

好大学在线

反应绿色化、减少或消除废弃物排放
在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我们要求学生应该学会并做到如下几点[4] ：
(1) 熟知化学药品的性质，理解化学反应原理；
(2) 充分了解废弃物的组成和特性；
(3) 培养良好的自主回收废弃物的意识和习惯；
(4) 掌握废弃物的常规处理方法；
(5)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规。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学生了解绿色化学概念，增强化学绿色化的意识[5]。通过一些实验内容
的改进或关联性实验项目的设置，让学生亲身体会到只有把废弃物的末端处理变为从源头预防，实现
废弃物的少排放甚至零排放，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化学废弃物的方式，这样化学就成为了真正的环境友
好化学。下面举几个实例来说明。
实验小量化是实现化学实验教学绿色化的有效手段之一。我校的“有机化学实验”课程[6]项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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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规的操作方法，但尽可能减少试剂的用量。如，
“乙酰二茂铁的合成”是一个经典实验项目，我
们将二茂铁的用量从常量的 1 克减少到 0.1 克，主要药品用量节约 90%，也有效减少了化学废弃物的
排放和处理。
然而，因准确度要求，化学定量分析很难做到小量化，否则会造成实验操作误差大、终点变色不
灵敏、甚至无法确认终点出现等问题。但“绿色分析化学实验的整体构建”这种教学体系的出现，为
解决有害物质的处理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例如经典的分析化学实验涉及的有害物质主要包括
三大类：强酸(碱)、重金属离子(如 Pb2+、Cr(III、VI)、Cu2+ )、有机溶剂(如苯、氯仿)。这些物质的使
用在教学过程中难以避免，关键问题是如何进行后期处理。我们采取了尽可能回收再利用的策略，这
样大大降低了污染物对外排放，同时也有效地降低了实验成本，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绿色化学”
的意识[7]。具体的方法如下：
(1) 强酸(碱)回收，作为下一年度“定量分析化学基本操作练习”的样品；
(2) 含铬废液的回收，作为同年度“含铬废液的回收处理及分析评价”的样品；
(3) 含铅废液的回收，作为下一年度“海藻酸盐微胶囊的制备及分析应用”的样品。因为微胶囊
既可作为药物载体，也可用于重金属离子(特别是 Pb2+)吸附。
溶剂萃取是化学实验中经典的分离方法之一，但有机溶剂(苯、氯仿等)危害大，为解决这一问
题，我们设计了“聚乙二醇-盐水体系分离富集和测定钴离子”实验替代了传统的溶剂萃取实验，两
者均为液液萃取，分离原理均是利用在两相分配的差别。
1.3 高危实验虚拟化
虽然中心开设的实验教学项目已逐步推行绿色化，但是化学实验有时候会涉及到特别有毒有害试
剂的使用，或反应过程中产生特别有毒有害的物质，而这些实验对于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点、完善知识
体系又是必要的。为了提高这部分实验的效果，我们制作了高危条件下的虚拟仿真实验[8]，由教师演
示整个实验操作，突出展示实验重点、难点和关键技术手段，并将整个实验过程制作成视频，发布在
中心化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网站上，供学生学习，作为实际教学的重要扩展和补充。
如，
“柠檬酸法制备固体燃料电池 SDC 粉体”项目(图 3)，用到少量稀土金属，且产品自燃后会
带来一定程度的粉尘污染。基于对学生健康以及实验室安全的考虑，该实验并不适合在教学实验室大
面积地开展。我们让教师完成整个实验过程，并拍成视频，学生通过视频学习，可以直观地了解
SDC 粉体的详细制备过程，观察反应体系形成溶胶、凝胶最后发生自燃的化学现象。最后粉体在马
弗炉里煅烧后检测，利用视频向学生展示产品理化性能的表征图谱，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产品性能的
了解。

图3

高危条件下的虚拟仿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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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仪器与药品的安全有序管理
“仪器分析实验”是一门基础化学实验课程，在前期的学习中，通过 12 个实验项目，学生可以学
习十多种仪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常规测试操作，在后期的设计性实验教学阶段，则由学生自行组合、
自由选题，学生通过预约使用平台上的所有仪器，在教师的指导下一步步完成实验项目。在其他课程
的教学环节，也增加了研究型化学实验课程和较多的开放式、自主设计性实验项目的训练。
为了确保实验教学资源的最大限度共享，为学生顺利完成自主设计性实验项目和各类科研实践活
动提供有力的保障，中心对大型仪器实行信息化管理，实现大型仪器的安全有序开放。此外，对药品
也实行信息化管理，以实现药品的安全规范使用。
(1) 硬件条件保障。
教学实验室均采取智能门禁管理，实行 24 小时实时监控。集中供应实验气体和纯水至实验台
面，统一管理。从硬件条件上确保实验室的有序开放、大型仪器和化学用品的安全管理和使用。
(2) 大型仪器安全有序管理。
中心建设了大型仪器共享管理信息系统(图 4)，对仪器分析教学平台实行开放式管理。教学时间
段外，平台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开放，学生通过培训考核获得系统授权后，经网上预约，在授权时间段
内，通过门禁进入实验室使用所预约的仪器，系统自动生成使用记录等相关信息。
(3) 药品信息化管理。
中心还建立了化学药品信息化管理平台(图 5)，实现对化学药品的购入、使用、销毁等各个阶段
的动态掌握、安全使用和管理。

图4

大型仪器共享管理信息系统示意图

图5

药品信息化管理平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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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安全教学与管理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所有实验和虚拟实验的教学资源已经全部完成建
设并对外开放，实现资源共享。自实施以来，实验室安全教育实现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
取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的安全知识、环保意识和可持续
发展意识的教育更加系统和深入。相关经验已得到同行的充分肯定，在中国化学会学术年会等全国性
学术会议和教学研讨会上做分会邀请报告或口头报告，产生了良好的示范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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