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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告

第５５２号

关于发布«医学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建筑技术标准»的公告

为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工作,规范医学生物

安全二级实验室的建设,促进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科学指导,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批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等单位编制了«医学生物安

全二级实验室建筑技术标准»,经协会组织审查,现批准发布,编号

为 T/CECS６６２Ｇ２０２０,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起施行.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前　　言

在抗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人感染禽流感、中东呼

吸综合征(MERS)、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Ｇ１９)等疫情防治工

作中,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对于保护医学研究和检验人员的健康、
保护样本完整性和环境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大

部分医学实验室依照生物安全二级建设,因此,为提供更为详细的

技术标准促进医学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规范化建设,中国工程建

设标准化协会批准组织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国合格

评定国家认可中心等单位,在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近年国内外

医学生物安全实验设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医学生物安全

二级实验室建筑技术标准».
本标准共分１０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技术指标,

建筑、装修和结构,空调、通风和净化,给水排水和气体供应,电气,
消防,施工,检测和验收.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

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环境与节能专业委员

会归口管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

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解释单位(地址:北京

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３０号,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１３).
主 编 单 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参 编 单 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国家空调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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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医学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建筑的设计、施工以及验

收,满足生物安全防护要求,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医学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的设计、施工、检测与验收.其他相关实验设施也可按本标准执

行.

１０３　医学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的设计、施工、检测与验收除应

执行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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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biosafetylevel２laboratory
国家标准«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１９４８９—２００８所

规定生物安全防护水平为二级的实验室.

２０２　医学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biosafetylevel２laboratoＧ
ryinmedicalfacilities

医学检验、实验和研究领域使用的符合国家标准«实验室　生

物安全通用要求»GB１９４８９—２００８所规定生物安全防护水平为二

级的实验室,简称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２０３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enhancedbiosafetylevel２
laboratory

指在医学BSLＧ２实验室中,设置缓冲间、机械通风系统、排风

高效过滤等措施且有明确负压或压力梯度要求的实验室.其余为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２０４　移动式实验室　　mobilelaboratory
可变换地点使用的实验室.

２０５　一级屏障　　primarybarrier
操作者和被操作对象之间的隔离,也称一级隔离.

２０６　二级屏障　　secondarybarrier
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外部环境的隔离,也称二级隔离.

２０７　实验室防护区　　laboratorycontainmentarea
实验室的物理分区,该区域内生物风险相对较大,需对实验室

的平面设计、围护结构的密闭性、气流,以及人员进入、个体防护等

进行控制的区域.

２０８　核心工作间　　corearea
２



指防护区中从事病原微生物及样本操作的高风险区域.

２０９　辅助工作区　　nonＧcontaminationzone
指医学BSLＧ２实验室中除实验室防护区以外的区域.

２０１０　工效学　　ergonomics
研究人在工作环境中效率的学科.包括生物力学、劳动生理

学、模拟人体学和人Ｇ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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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技 术 指 标

３０１　医学BSLＧ２实验室应根据风险评估与实际需求识别并实

施一级屏障和二级屏障.

３０２　医学BSLＧ２实验室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应符合表３０２
的规定.

表３０２　实验室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

类型 通风方式 缓冲间

核心工作
间相对于
相邻区域
最小负压

(Pa)

高效过
滤排风

高效过
滤送风

温度
(℃)

相对
湿度
(％)

噪声
[dB(A)]

核心工
作间平
均照度
[lx]

普通型
医学

BSLＧ２
实验室

　 应 保 证
良好通风.
可 自 然 通
风,宜设机
械 通 风.
可 使 用 循
环风

根据需
要设置

— — — １８~
２６

— ≤６０ ≥３００

加强型
医学

BSLＧ２
实验室

　 机 械 通
风,不应自
然通风;且
不 宜 使 用
循环风

应设置
不宜小于

－１０Pa
有 宜设置 １８~

２６
宜３０
~７０ ≤６０ ≥３００

　　注　１普通型BSLＧ２实验室采用自然通风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５０７３６的有关要求.

２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核心工作间不应设可开启的外窗.
３可根据操作人员穿着防护设备适当调节医学BSLＧ２实验室温度.
４负压房间应在入口显著位置安装压力显示装置,并标识压力合格范围.
５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核心工作间应对大气保持负压状态.
６本表中的噪声不包括生物安全柜、通风柜等设备的噪声,当生物安全柜、通

风柜等设备开启时,最大不应超过６８dB(A).

３０３　当移动实验室在高原、沙漠和严寒等特殊环境下开展工作

时,应能适应相应极端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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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建筑、装修和结构

４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４１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实验室的设计应保证对生物、化学、辐射和物理等危险源

的防护水平控制在经过评估的可接受程度,为关联的办公区和邻

近的公共空间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及防止危害环境;

２　实验室规模的评估与计算方法可按现行国家标准«临床实

验室设计总则»GB/T２０４６９的有关规定执行;

３　实验室应设可自动关闭的房门,除更衣室外的门体上应有

可视窗.门锁及门的开启方向不应妨碍室内人员逃生;

４　实验室核心工作间入口宜设置缓冲间,缓冲间可兼做个体

防护装备更换间;

５　实验室在入口处应有更衣的条件;

６　实验室防护区及辅助工作间的面积以及高度应满足实验

室设备、生物安全柜等的安装、使用、维护以及清洁要求,保证工作

流程顺畅并符合工效学的原则和要求,避免相互干扰、交叉污染,
并不应妨碍逃生和急救.实验室应满足大型仪器设备搬运的需

求,并为特殊需求设备设置局部隔离、防振、排热、排湿设施;

７　实验室应设计并明确标识紧急撤离路线,紧急出口应有明

显的标识.标识应能在黑暗中清晰可辨;

８　实验室应设有防止节肢动物和啮齿动物进入措施,当设有

可开启外窗时应设置防虫纱网;

９　实验室应配备对物体表面消毒的技术措施,并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１５９８２和«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

范»WS/T３６７的有关规定;
５



１０　实验室入口应有标识,明确说明生物防护级别、操作的致

病性生物因子、实验室负责人、紧急联系方式和国际通用的生物危

险符号;适用时,应同时注明其他危险;

１１　应在实验室所在建筑物内配备压力蒸汽灭菌器或其他适

用的消毒灭菌设备.移动式实验室内应配备便携的消毒灭菌设

备,需要时,应配置压力蒸汽灭菌器或其他适当消毒灭菌设备.

４１２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装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实验室墙壁、顶板和地板应光滑、易清洁、防渗漏并耐化学

品和消毒剂的腐蚀.地面应防滑,不应在实验室内铺设地毯及使

用织物窗帘等装饰品.对使用液氮的实验室,地面尚应耐受低温;

２　实验室台(桌)柜和座椅等应稳固和坚固,边角应圆滑.实

验台面应防水,并应耐受中等程度的热、有机溶剂、酸碱、消毒剂及

其他化学剂;

３　实验室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表面的贯穿件、墙体交接处Ｇ
阴阳角应可靠密封;

４　实验室的灯具、风管和水管等内部设施附件的设置应便于

清洁;

５　移动式实验室在移动时,应有可靠机制和措施固定仪器设

备、实验器材和座椅等物品.

４１３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实验室的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

设计统一标准»GB５００６８的有关规定;

２　实验室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防分

类标准»GB５０２２３的有关规定.对于测序仪、荧光定量PCR仪、
荧光显微镜等有特殊防震要求设备的实验室,应符合设备防震要

求;

３　实验室的地基基础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

础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的有关规定.

４１４　移动实验室刚性结构(方舱)性能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６

胡栋
Highlight

胡栋
Highlight



１　围护结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军用方舱通用规范»GJB
６１０９的有关规定,根据空间布局需要,可采用扩展舱结构,但应保

证结构安全、可靠;

２　方舱舱体设计、制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移动实验室实

验舱通用技术规范»GB/T２９４７７的有关规定,在满足移动特性的

基础上,合理布局,突出可操作性、可维护性,符合工效学原理;

３　方舱应具备可维修性,宜采用标准件、通用件,易损件应便

于维修与更换;

４　方舱的外廓尺寸及质量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汽车、
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１５８９或«军用方

舱通用规范»GJB６１０９的有关规定;

５　方舱应设置进舱和上舱顶的辅助设施,在承受１８kN 垂

直向下静载荷时,应无塑性变形或损坏,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军
用方舱通用试验方法»GJB２０９３的有关规定;

６　方舱应具备防雨密封性,在门、窗、孔口关闭,经强度为

５mm/min~７mm/min,方向与侧壁成４５０,历时３０min的淋雨试

验后,舱内顶蓬与侧壁无渗漏现象,门窗、孔口处不应有漏水现象.

４１５　移动实验室柔性结构实验室性能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帐篷支撑结构应满足在负压环境下的刚度、强度及稳定性

要求;

２　帐篷成型工艺应保证成型后的密封性能及连接面的力学

性能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塑料薄膜包装袋热合强度试验方法»QB/

T２３５８的有关要求.

４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４２１　加强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适用时

尚应符合本标准第４１节的有关规定.

４２２　核心工作间不应设置可开启外窗.

４２３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核心工作间入口应设置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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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当缓冲间的门设置互锁时,应在互锁门的附近设置紧急手动解

除互锁开关.

４２４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围护结构应能承受送风机或

排风机异常时导致的空气压力载荷.

４２５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应在实验室内配备压力蒸汽灭

菌器以及其他适用的消毒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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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空调、通风和净化

５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５１１　普通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的空调、通风和净化系统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　实验室通风空调方式的设置应根据实验室所处气候区域,
操作对象的危害程度、平面布置、风险评估结果等情况经技术经济

比较后确定,并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污染和交叉污染.通风空调

方式的设置应有利于实验室消毒灭菌、自动控制系统的设置和节

能运行;

２　实验室应依据风险评估、依据所操作病原微生物样本及材

料的感染性及危害性选择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有明确负压设计

要求的房间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当采用机械通风系统时,应避

免气流流向导致的污染和避免污染气流在实验室之间或与其他区

域之间串通而造成交叉污染;

３　有负压要求的实验室其机械通风系统应独立于所在建筑

的通风系统,以防止空气传播的感染因子、气态污染物或气味向其

他工作区扩散.不同防护区应设置各自独立的通风系统;

４　实验室应在操作病原微生物及样本的实验间内配备生物

安全柜.应按产品的设计要求安装和使用生物安全柜.排风在室

内循环的生物安全柜,室内应具备通风换气的条件;需要管道排风

的生物安全柜,应通过独立于建筑物其他公共通风系统的管道排

出;

５　当涉及使用有毒、刺激性、挥发性物质时,应配备排风柜

(罩);

６　实验室机械通风系统的设计应保障生物安全柜、排风柜

９



(罩)等的正常使用条件;

７　移动实验室仪器设备应适应不同海拔低气压环境条件,按
现行国家标准«移动实验室仪器设备通用技术规范基本信息»GB/

T２９４７６要求至少应保证在气压值不低于８４kPa环境中正常工

作.

５１２　当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设有机械通风系统时,送风系统新

风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新风口应采取有效的防雨措施;

２　新风口处应安装防鼠、防昆虫、防挡绒毛等的保护网,且易

于拆装;

３　新风口应高于室外地面２５m 以上,且附近不应设置排风

口和其它污染源.

５１３　医学BSLＧ２实验室应根据所使用生物安全柜的类型以及

实验操作风险合理选择生物安全柜排风连接方式,当使用IIA２型

生物安全柜时,宜通过排风罩连接至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排风系

统.使用密闭排风管道时,安全柜排风管道应独立于建筑物其他

公共通风系统的管道.

５１４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内气流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避免对生物安全柜等设备的窗口气流流向产生干扰.
在生物安全柜操作面或其他有气溶胶产生地点应远离门窗、实验

室人员活动区域和其他可能干扰气流组织或实验活动位置,其上

方附近不应设送风口;

２　采用机械通风系统的实验室防护区内送风口和排风口的

布置应符合定向气流的原则,减少房间内的涡流和气流死角.排

风口应设在室内被污染风险最高的区域,其前方不应有障碍.采

用上送下排方式时,排风口下边沿高地面不宜低于０１m,且不宜

高于０１５m.排风口排风速度不宜大于１m/s.

５１５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通风空调系统的部件与材料应

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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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室通风空调系统所使用送、排风过滤器均不应使用木

制框架;

２　实验室通风空调系统中需要消毒的通风管道应采用耐腐

蚀、耐老化、不吸水、易消毒灭菌的材料制作;

３　排风机外侧的排风管上室外排风口处应安装保护网和防

雨罩.

５１６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空调设备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　不应采用淋水式空气处理机组.当采用表面冷却器时,通
过盘管所在截面的气流速度不宜大于２０m/s;

２　各级空气过滤器前后应安装压差计,测量接管应通畅,安
装严密;

３　宜选用干蒸汽加湿器;

４　加湿设备与其后的过滤段之间应有足够的距离;

５　在空调机组内保持１０００Pa的静压时,箱体漏风率不应大

于２％;

６　消声器或消声部件的材料应能耐腐蚀、不产尘和不易附着

灰尘;

７　送、排风系统中的中效、高效过滤器不应重复使用.

５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５２１　加强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适用时

尚应符合本标准第５１节的有关规定.

５２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排风应经高效空气过滤器过滤

后排出.

１１



６　给水排水和气体供应

６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６１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给水排水和气体供应系统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普通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应设洗手池,水嘴开关宜为非

手动式并设置在靠近出口处;

２　普通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工作区应配备洗眼装置,风险

较大时应设紧急喷淋装置;

３　给水排水干管、气体管道的干管,应敷设在技术夹层内.
实验室防护区应少敷设管道,与本区域无关管道不应穿越;

４　进出实验室防护区的给水排水和气体管道系统不应渗漏,
应耐压、耐温、耐腐蚀;

５　移动实验室仪器设备应适应不同海拔低气压环境条件,按
现行国家标准«移动实验室仪器设备通用技术规范基本信息»GB/

T２９４７６要求至少应保证在气压值不低于８４kPa环境中正常工

作.

６１２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给水系统室内给水管材宜采

用不锈钢管、铜管或无毒塑料管等,管道应可靠连接.

６１３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排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实验室防护区内水槽存水弯、地漏应保持畅通、装满水或

适当消毒剂.存水弯的水封高度不得小于５０mm,且不得大于

１００mm;

２　实验室防护区排水系统的通气管口应单独设置,不应接入

空调通风系统排风管道.

６１４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气体供应系统应符合下列规

２１



定:

１　实验室专用气体宜由高压气瓶供给,气瓶应有内容物的明

确标识以及颜色等区分措施,气瓶宜设置于辅助工作区,应有固定

措施,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用气点,并应对供气系统进行监测;

２　实验室用气点应根据工艺要求设置过滤器;

３　若使用高压气体和可燃气体,应有安全措施,应符合国家、
地方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６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６２１　加强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适用时

尚应符合本标准第６１节的有关规定.

６２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洗手池水嘴应为非手动式.

６２３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防护区的给水管道应采取设置

倒流防止器或其他有效的防止回流污染的装置,并且这些装置应

设置在辅助工作区.

６２４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供气管穿越防护区处应安装

防回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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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电　　气

７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７１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电气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实验室应保证用电的可靠性,设计用电负荷不宜低于二

级;

２　实验室需要持续供电维持功能的温湿度监控设备、培养

箱、生物安全柜、冰箱等应设置备用电源.长时间运行且无断电记

忆的检测设备应设置不间断电源;

３　实验室应设专用配电箱,专用配电箱应设置于辅助工作区

内;

４　实验室内应设置足够数量的固定电源插座,避免多台设备

使用共同的电源插座.重要设备应单独回路配电,且应设置漏电

保护装置;

５　移动实验室仪器设备应适应不同海拔低气压环境条件,按
现行国家标准«移动实验室仪器设备通用技术规范基本信息»GB/

T２９４７６要求至少应保证在气压值不低于８４kPa环境中正常工

作.

７１２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实验室内的采光或人工照明应保证室内人员安全工作,避
免不必要的强光、反光和闪光;

２　实验室内应设应急照明装置,同时考虑合适的安装位置,
以保证人员安全离开实验室.

７１３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自动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空调机组设置电加热装置时应设置送风机有风检测装

置,并在电加热段设置监测温度的传感器,有风信号及温度信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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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加热连锁;

２　空调通风系统未运行时,防护区送风、排风管上的风阀应

处于常闭状态;

３　实验室有对温湿度敏感的设备时,应设置监测温湿度的传

感器,温湿度信号应与空调控制系统连锁.

７１４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安全防范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实验室的关键部位应设置监视器,需要时,可实时监视并

录制实验室活动情况和实验室周围情况.监视设备应有足够的分

辨率并保存影像数据;

２　实验室入口的门应有进入控制措施,进入实验室应仅限于

获得授权的人员.正在检验高风险样本时应有进入限制.存放高

风险样本、培养物、化学试剂或供应品还需采取可锁闭的门、可锁

闭的冷冻箱、特殊人员的进入限制等其他的安全措施.应评估生

物材料、样本、药品、化学品和机密资料被偷盗和被不正当使用的

危险,并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其发生.

７１５　普通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通信与信息化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　实验室应配备适用的通信与信息化设备,保证实验数据、
影像等资料安全传输;

２　实验室应配备适用的通讯设备,当安装对讲系统时,宜采

用向内通话受控、向外通话非受控的选择性通话方式.

７１６　移动实验室方舱应配备漏电保护装置及接地装置,当环境

温度１５℃~３５℃,相对湿度４５％~７５％时,电气回路间及对地的

冷态绝缘电阻不应小于２MΩ.

７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７２１　加强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适用时

尚应符合本标准第７１节的有关规定.

７２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空调净化自动控制系统应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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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验室压力和压力梯度稳定,并可对异常情况报警.

７２３　加强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送排风系统应设置连锁,排风

机先于送风机启动,后于送风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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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消　　防

８０１　医学BSLＧ２实验室耐火等级应与所在建筑相同且不宜低

于二级.

８０２　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所有疏散出口都应有消防疏散指示

标志和消防应急照明措施.

８０３　医学BSLＧ２实验室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合适的灭

火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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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施　　工

９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９１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以生物安全防护为核心,编制施工方案;

２　各道施工程序均应进行记录,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

序施工;

３　施工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单机试运转和系统的联合试运转

及调试,做好调试记录,并应编写调试报告.

９１２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建筑装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医学BSLＧ２实验室中各种台、架、设备应采取防倾倒措

施,相互之间应保持安全距离.当靠地靠墙放置时,应用密封胶将

靠地靠墙的边缘密封;

２　移动式实验室固定设备、台柜、壁柜应坚固并与舱体可靠

连接,连接处应圆滑,便于清洁.

９１３　普通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的空调、通风和净化系统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　空调机组安装时应调平,并作减振处理.各检查门应平

整,密封条应严密.表冷段的冷凝水排水管应设置水封和阀门;

２　送、排风管道的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加工前应进行清洁

处理,去掉表面油污和灰尘;

３　风管加工完毕后,应擦拭干净,并应采用薄膜把两端密封

住,安装前不得去掉或损坏;

４　技术夹层里的任何管道和设备穿过防护区时,贯穿部位应

可靠密封.灯具箱与吊顶之间的孔洞应密封不漏;

５　送、排风管道咬口连接的咬口缝均应用胶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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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各类调节装置应严密,调节灵活,操作方便.

９１４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实验室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生物安全柜背面、侧面与墙的距离不宜小于３００mm,顶部

与吊顶的距离不应小于３００mm;

２　传递窗、双扉压力蒸汽灭菌器等设施与实验室围护结构连

接时,应保证箱体的严密性;

３　传递窗、双扉压力蒸汽灭菌器等设备与轻体墙连接时,应
在连接部位采取加固措施;

４　具有消毒功能的传递窗和药液传递箱的内表面不宜使用

有机材料;

５　医学BSLＧ２实验室内配备的试验台面应光滑、不透水、耐
腐蚀、耐热和易于清洗;

６　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试验台、架、设备的边角应以圆弧过

渡,不应有突出的尖角、锐边、沟槽.

９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９２１　加强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适用时

尚应符合本标准第９１节的有关规定.

９２２　加强型BSLＧ２实验室的排风高效过滤器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高效空气过滤器»GB/T１３５５４的有关规定.直到现场安装

时方可打开包装.排风高效过滤器的室内侧应有保护高效过滤器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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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检测和验收

１０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１０１１　工程验收的内容应包括建设与设计文件、施工文件和必

要的检测报告等.

１０１２　普通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防护区宜采用目测方法对围

护结构接缝、设施设备及管道穿越围护结构处、电气面板开关等的

密封情况进行检查,应无可见泄漏.

１０１３　工程验收应由具有资质的质检部门进行并出具工程验收

报告,并应根据下列规定作出验收结论:

１　对于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判定为合格;

２　对于存在问题,但经过整改后能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判定

为限期整改;

３　对于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又不具备整改条件的,判定为不

合格.

１０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１０２１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适用时

尚应符合本标准第１０１节的有关规定.

１０２２　加强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建设完成后应对室内环境控

制参数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检测方法和要求宜

按现行国家标准«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GB５０５９１的有关规定

执行.

１０２３　装备有生物安全柜、排风柜等对房间送、排风量平衡以及

压力梯度有影响设备的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首先应进行生

物安全柜等设备的现场检测,确认性能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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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１０２４　加强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宜采用发烟法对围护结构接

缝、设施设备及管道穿越围护结构处、电气面板开关等的密封严密

性进行检查,所有缝隙应无可见泄漏.

１０２５　当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有多个运行工况时,除应分

别对每个工况进行工程检测,并验证工况转换时系统的安全性,尚
应包括系统启停、备用机组切换、备用电源切换以及电气、自控和

故障报警系统的可靠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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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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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医学领域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的标准化建设为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SARS)、人感染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Ｇ１９)等疫情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如何参照国内、外相关标准,结合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指导我

国医学领域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建设,做到安全、标准、经济、实用

是制订本标准的根本目的.

１０２　本标准所规定的医学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主要包括医学

检验检疫实验室、病理实验室、血液实验室、生物治疗实验室、医学

研究实验室等.不包括动物实验室.

１０３　实验室工程建筑条件较复杂、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由于

国家有关部门对工程施工和验收制订了很多国家和行业标准,本
标准难以包括全部规定.因此在进行实验室建设时,要将本标准

和其他有关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配合使用.例如:国家现行标准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GB５０５９１、«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１６２９７、«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５０３００、«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１０、«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５００７３、«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８９、«建筑节能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４１１、«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GB
５０３３３、«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１５９８２、«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

一标准»GB５００６８、«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５０２２３、«建筑地

基基础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５、
«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４２、«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８９７８、«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１５９８２、«医疗机构

污水排放要求»GB１８４６６、«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２９、«通
９２



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４３、«采暖通风与空气调

节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９、«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５０３２５、«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３０３、«供配电

系统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５２、«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５４、«建筑

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５０３３９、«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５０２２２、«高层民用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５００４５、«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５００１６、«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１６、«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５０１４０、«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１９４８９、«高效空气过

滤器性能实验方法透过率和阻力»GB/T６１６５、«高效空气过滤器»

GB/T１３５５４、«空气过滤器»GB/T１４２９５、«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

范»JGJ/T１６、«医院中心吸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YY/T０１８６、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WS２３３、«医院医用气体

系统运行管理»WS４３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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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３　加强型医学BSL－２实验室核心工作间的送风口和排风

口的布置应符合定向气流的原则,应有明确负压或压力梯度要求,
核心工作间气压相对于相邻区域应为负压,压差宜不低于１０Pa,
加强型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也称为P２＋实验室.

２０７　防护区包括标本处理间、标本贮存间、主实验室、主实验室

的缓冲间等;辅助工作区包括自控室、洗消间、更衣间等.

２０８　本标准中的核心工作间相当于国家标准«实验室　生物安

全通用要求»GB１９４８９—２００８所规定核心工作间.

２０１０　也称人因工程学或人机工程学,用以研究人、机械、环境

相互间合理关系,保证人员安全、健康、舒适地工作,并取得满意的

工作效果的机械工程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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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技 术 指 标

３０２　缓冲间功能是隔绝污染区域与清洁区域的直接空气交换,
因此技术保障措施一是需要有通风条件,二是希望人员能至少驻

留一段时间,目的是稀释因房门开启和人员走动带来的空气.
表中房间温度范围指夏季不应超过温度上限,冬季不应超过

温度下限.然而据实践表明,实验室操作人员身着多层防护服、佩
戴口罩护目镜时,即使室内温度低于１８℃,体感仍较舒适,因此建

议设计施工时应根据操作人员着装情况调整,留有裕量,根据需要

调整实验室温度.
表中相对湿度,因部分普通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为自然通

风,因此不作硬性要求.加强型 BLSＧ２实验室相对湿度建议在

３０％~７０％之间.
表中加强型实验室与相邻房间压差设计取值,考虑自控系统

压力波动特性,避免因压力梯度波动而出现压力逆转,设计或调试

时应考虑余量.
表中高效过滤送风,为保护实验室与生物安全柜高效排风过

滤器,提高使用寿命、减少因频繁更换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宜在

加强型实验室设置高效送风装置.在有负压控制要求的房间入口

的显著位置,安装压力显示装置(如数字式压差计等).目的是使

人员在进入房间前确认房间之间的压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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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建筑、装修和结构

４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４１１　实验室防护区包括污染风险最高的核心工作区、缓冲区

等.辅助工作区指生物安全实验室中防护区以外的区域,按照实

验室功能划分,实验室包括实验和办公设施,样品、材料、试剂耗材

等储存设施,员工设施以及样品采集设施等区域.

５　入口处设置更衣室或更衣柜是为了便于将个人服装和实

验室工作服分开;

８　昆虫、鼠等动物身上极易沾染和携带致病因子,应采取防

护措施,如窗户应设置纱窗,新风口、排风口处应设置保护网,门口

处也应采取措施.实验室门上应有可视窗,不必进入室内便可方

便地对实验进行观察.由于生物安全实验室非常封闭,风险大、安
全性要求高,设置可视窗可便于外界随时了解室内各种情况,同时

也有助于提高实验操作人员的心里安全感;

１０　实验室的操作对象都不同程度地对人员和环境有危害

性,因此根据国际相关标准,实验室入口处必须明确标示出国际通

用生物危险符号.生物危险符号可参照图１绘制.在生物危险符

号的下方应同时标明实验室级别、名称、操作的病原体、实验室负

责人及联系电话,可参照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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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尺寸 A B C D E F G H

以A 为基冷的长度 １ ３⅟ ４ ６ １１ １５ ２１ ３０

图１　生物危险符号的绘制方法

生物危险

非工作人员严禁入内

实验室名称

操作致病性生物因子名称 实验室负责人

生物危害等级 紧急联络方式

图２　生物危险符号及实验室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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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装修进行了规定:

１　实验室墙面、顶棚常用的材料有彩钢板、钢板、铝板、各种

非金属板等.为保证实验室地面防滑、无缝隙、耐压、易清洁,常用

的材料有:橡胶卷材、环氧自流坪、水磨石现浇等.地面应采用无

缝的防滑耐腐蚀材料,保证人员不被滑倒.踢脚宜与墙面齐平或

略缩进,围护结构的相交位置采取圆弧处理,减少卫生死角,便于

清洁和消毒处理;

５　方法包括安全带、挂钩、锁扣等.

４１３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结构进行了规定:

２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５０２２３的

有关规定,研究、中试生产和存放剧毒生物制品和天然人工细菌与

病毒的建筑,其抗震设防类别应按特殊设防类.

４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４２４　当送风系统出现故障时,如无避免实验室负压值过大的措

施,实验室的负压值将显著增大,甚至会使围护结构开裂,破坏围

护结构的完整性,因此需保证实验室围护结构承受异常时的负压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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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空调、通风和净化

５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５１１　对普通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的空调、通风和净化系统进

行了规定:

１　空调净化系统的划分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实验对象的

危害程度、自动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系统的节能运行、防止各个房

间交叉污染、实验室密闭消毒等问题;

２　实验室适用机械通风时要求运行可靠,空调净化系统在启

动备用风机的过程中,应可保持实验室的压力梯度有序,不影响定

向气流.

５１４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内气流组织进行了规定:

１　实验室内的“污染”空间,主要在生物安全柜、动物隔离设

备等操作位置,而“清洁”空间主要在靠门一侧,一般把房间的排风

口布置在生物安全柜及其他排风设备同一侧;

２　理论及实验研究结果均表明上送下排气流组织对污染物

的控制远优于上送上排气流组织形式,因此在进行实验室防护区

气流组织设计时仍应优先采用上送下排方式,当不具备条件时可

采用上送上排.在进行通风空调系统设计时,对送风口和排风口

的位置要精心布置,使室内气流合理,有利于室内可能被污染空气

的排出.

５１５　对普通型BSLＧ２实验室通风空调系统的部件与材料进行

了规定:

１　不允许用木框过滤器原因为防止腐朽与霉菌滋生;

２　排风管道是负压管道,有可能被致病因子污染,需要定期

进行消毒处理,室内也要常消毒排风,因此需要具有耐腐蚀、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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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吸水特性.对强度也应有一定要求.

５１６　对实验室空调设备的选用进行了规定.

１　淋水式空气处理因其有繁殖微生物的条件,不能用在生物

洁净室系统,实验室更是如此.由于盘管表面有水滴,风速太大易

使气流带水;

２　为了随时监测过滤器阻力,应设压差计;

３　从湿度控制和不给微生物创造孳生的条件方面考虑,如果

有条件,推荐使用干蒸汽加湿装置加湿,如干蒸汽加湿器、电极式

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等;

４　为防止过滤器受潮滋生细菌、保证加湿效果,加湿设备应

和过滤段保持足够距离;

７　由于清洗、再生会影响过滤器的阻力和过滤效率,所以对

于实验室的空调通风系统送风用过滤器用完后不应清洗、再生和

再用,而应按有关规定直接处理.对于北方地区,春天飞絮很多,
考虑到实际的使用,对于新风口处设置的新风过滤网采用可清洗

材料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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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给水排水和气体供应

６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６１１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给水排水和气体供应系统

进行了规定:

１　实验人员在离开实验室前应洗手,从合理布局的角度考

虑,宜将洗手设施设置在实验室的出口处.如有条件尽可能采用

流动水洗手,洗手装置应采用非手动开关,如:感应式、肘开式或脚

踏式,这样可使实验人员不和水嘴直接接触;

２　本条是考虑到实验室中有酸、苛性碱、腐蚀性、刺激性等危

险化学品溅到眼中的可能性,如发生意外能就近、及时进行紧急救

治,故在以上区域的实验室内应设紧急冲眼装置;

３　为了便于维护管理、检修,干管应敷设在上下技术夹层内,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防护区内管道.若实验室台柜较多,水平管

道可敷设在实验台柜内,立管可暗装布置在墙板、管槽、壁柜或管

道井内.暗装敷设管道可使实验室使用方便、清洁美观;

４　管道泄漏是实验室最可能发生的风险之一,须特别重视.
管道材料可分为金属和非金属两类.常用的非金属管道包括无规

共聚聚丙烯(PPＧR)、耐冲击共聚聚丙烯(PPＧB)、氯化聚氯乙烯

(CPVC)等,非金属管道一般可以耐消毒剂的腐蚀,但其耐热性不

如金属管道.常用的金属管道包括３０４不锈钢管,３１６L不锈钢管

道等,３０４不锈钢管不耐氯和腐蚀性消毒剂,３１６L不锈钢的耐腐

蚀能力较强.

６１２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给水系统室内给水管的材

质进行了规定:管道泄漏是实验室最可能出现的问题之一,应特别

重视.管道材料可分为金属和非金属两类,设计时需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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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的壁厚、承压能力、工作温度、膨胀系数、耐腐蚀性等参数.从

生物安全的角度考虑,对管道连接有更高的要求,除了要求连接方

便,还应该要求连接的严密性和耐久性.

６１３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排水系统进行了规定:

２　为防止排水系统和空调通风系统互相影响,排风系统的负

压会破坏排水系统的水封,排水系统的气体也有可能污染排风系

统.通气管应配备与排风高效过滤器相当的高效过滤器,且耐水

性能好.高效过滤器可实现原位消毒,其设置位置应便于操作及

检修,宜与管道垂直对接,便于冷凝液回流.

６１４　对普通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的气体供应系统进行了规

定:

１　气瓶设置于辅助工作区便于维护管理,避免了放在防护区

时搬出要消毒的麻烦.

６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６２３　本条是为了防止实验室在给水供应时可能对其他区域造

成回流污染.防回流装置是在给水、热水、纯水供水系统中能自动

防止因背压回流或虹吸回流而产生的不期望的水流倒流的装置.
防回流污染产生的技术措施一般可采用空气隔断、倒流防止器、真
空破坏器等措施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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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电　　气

７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７１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电气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实验室保证用电的可靠性对防止致病因子的扩散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本标准涉及实验室供电的情况较多,应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用电负荷,本条未作太严格的要求;

３　配电箱是电力供应系统的关键节点,对保障电力供应的安

全至关重要.实验室的配电箱应专用,应设置在实验室防护区外,
其放置位置应考虑人员误操作的风险、恶意破坏的风险及受潮湿、
水灾侵害等的风险,可参照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５００５２—２００９的相关要求;

４　实验室内固定电源插座数量应多于使用设备,避免多台设

备共用１个电源插座.

７１３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自动控制进行了规定:

１　本条要求是对使用电加热的双重保护,当送风机无风时或

温度超出设定值时均应立即切断电加热电源,保证设备安全性;

２　未运行时要求密闭阀处于关闭状态时为了维持防护屏障

的完整,防止室内空气可能的外泄、保持房间的洁净以及方便房间

的消毒作业;

３　温湿度信号应与空调控制系统连锁,环境温湿度达不到设

备温湿度要求时自动转入相应处理程序,保护实验设备.

７１４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安全防范进行了规定:

１　实验室活动的数据及影像资料是实验室的重要档案资料,
实验室应及时转存、分析和整理录制的实验室活动的数据及影像

资料,并归档报存.实验室关键部位一般包括核心工作间、样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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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间、实验室出入口,以及加强型 BSLＧ２实验室压力蒸汽灭菌器

操作位置等,监视设备的性能和数据存储容量应满足要求.实验

档案保存时间可按我国«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
定的不得少于２０年保存期.

７１５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通信与信息化进行了规定:

１　实验室应逐步推进信息化、智能化、检测自动化等,尽量避

免人员进出及资料传递带来的潜在生物安全风险;

２　在实验室内从事的实验是一项复杂、精细、高风险和高压

力的活动,需要工作人员高度集中精神,通常处于紧张状态.为尽

量减少外部因素对实验室内工作人员的影响,监控室内的通话器

宜为开关式.在实验间内宜采用免接触式通话器,使实验操作人

员随时可方便地与监控室人员通话.

７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７２２　自动控制系统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需要任何时刻均能自动

调节以保证实验室关键参数的正确性,实验室进行的实验都有危

险,因此无论控制系统采用何种设备,何种控制方式,前提是要保

证实验环境不会威胁到实验人员,不会将病原微生物泄漏到外部

环境中.

７２３　实验室出现正压和气流反向是严重的故障,将可能导致实

验室内有害气溶胶的外溢,危害人员健康及环境.应合理安排送

排风机启动和关闭时的顺序和时差,同时考虑生物安全柜等安全

隔离装置及密闭阀的启、关顺序,有效避免实验室和安全隔离装置

内出现正压和倒流的情况发生.为避免人员误操作,应建立自动

连锁控制机制,尽量避免完全采取手动方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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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消　　防

８０１　实验室内的设备、仪器一般比较贵重,但实验室不仅仅是

考虑仪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保护实验人员免受感染和防止致病

因子的外泄.根据实验室致病因子的危害程度,同时考虑实验设

备的贵重程度,作了规定.

８０３　本条中所称的合适的灭火器材,是指对实验室不会造成大

的损坏,不会导致致病因子扩散的灭火器材,如气体灭火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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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施　　工

９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９１１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施工进行了规定:

１　实验室施工应根据不同的专业编制详细的施工方案,特别

注意生物安全的特殊要求,如高压灭菌锅、排风高效过滤器等涉及

生物安全的施工方案;

２　各道施工程序均进行记录并验收合格后再进行下道工序

施工,可有效的保证整体工程的质量.如出现问题,也便于查找原

因;

３　实验室高压灭菌锅、排风高效过滤器等设备的特殊性决定

了各种设备单机试运转和系统的联合试运转及调试的重要性.

９１２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建筑装修进行了规定:

１　靠地靠墙放置时,用密封胶将靠地靠墙的边缝密封可有效

防止边缝处不能清洁消毒.

２　应以严密、易于清洁为主要目的.采用水磨石现浇地面

时,应按国家标准«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GB５０５９１—２０１０中的

施工规定;

９１３　对普通型医学 BSLＧ２实验室的空调、通风和净化进行了

规定:

１　基础对地面的高度最低要不低于２００mm,以保证冷凝水

管所需要的存水弯高度,防止空调机组内空气泄漏;正压段的门宜

向内开,负压段的门宜向外开,压差越大,严密性越好.表冷段的

冷凝水排水管上设置水封和阀门,夏季用水封密封,冬季阀门关

闭,保证空调机组内空气不泄漏;

４　管道穿过顶棚和灯具箱与吊顶之间的缝隙是容易产生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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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的地方,对负压房间,泄漏是对保持负压的重大威胁,在此加以

强调.

９１４　对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的实验室设备安装进行了规

定:

１　生物安全柜背面、侧面与墙体表面之间应有一定的检修距

离,顶部与吊顶之间也应有检测和检修空间,这样也有利于卫生清

洁工作;

２　传递窗、双扉压力蒸汽灭菌器等设施应按照厂家提供的安

装方法操作.不宜在设备箱体上钻孔等破坏箱体结构的操作,当
必须进行钻孔等操作时,对操作的部位应采取可靠的措施进行密

封;

３　传递窗、双扉压力蒸汽灭菌器等设备与轻体墙连接时,在
轻体墙上开洞较大,一般可采用加方钢或加铝型材等措施;

４　具有熏蒸消毒功能的传递窗和药液传递箱的内表面,经常

要接触消毒剂,这些消毒剂会加快有机密封材料的老化,因此传递

窗的内表面宜尽量避免使用有机密封材料.

４４



１０　检测和验收

１０１　普通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１０１１　工程验收涉及的内容广泛,应包括各个专业,综合性能的

检测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此外还包括工程前期、施工过程中的

相关文件和过程的审核验收.

１０２　加强型医学BSLＧ２实验室

１０２２　实验室在投入使用之前,必须进行综合性能全面检测和

评定,应由建设方组织委托,施工方配合.检测前,施工方应提供

合格的竣工调试报告.

１０２３　生物安全柜、排风柜等设备是保证生物安全的一级屏障,
其安全作用高于实验室建筑的二级屏障,应首先检测,严格对待.
另外其运行状态也会影响实验室通风系统,因此应首先确认其运

行状态符合要求后,再进行实验室系统的检测.

１０２５　实验室为节能可采用分区运行、值班风机、生物安全柜分

时运行等方式,除在各个运行方式下应保证系统运行符合要求外,
还应最大程度的保证各工况切换过程中防护区房间不出现正压,
房间间气流流向无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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