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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建设技术要求  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检验检测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的分类、设计思想、设计流程、规划设计、系统

设计和深化设计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实验室的新建、改建和扩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J 133  民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4962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GB 6222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45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0  氧气站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JGJ 91-93  科学实验室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检验检测实验室  inspect and test laboratory 

对给定的产品、材料、设备、生物体、物理现象、工艺过程或服务，按规定的程序实施技术操作，

以确定一种或多种特性或性能的实验室。 

3.2  

灵活性  flexibility 

实验室要便于改扩建，能够迅速适应重新组合和其他变化，允许多种用途的能力。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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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  system engineering 

系统工程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总体协调的需要 ，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思想、理论、策略

和方法等从横的方面联系起来，应用现代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等工具 ，对系统的构成要素、组织结构、

信息交换和自动控制等功能进行分析研究，借以达到 优化设计， 优控制和 优管理的目标。 

3.4  

（绿色）可持续性  （green）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建筑关注对全球生态环境、地区生态环境及自身室内外环境的影响；关注建筑本身在整个

生命周期内(即从材料开采、加工运输、建造、使用维修、更新改造直到 后拆除)各个阶段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对外部的生态环境保护，对大自然 低干扰，对室内环境保护，增进居住人的

健康。 

3.5  

实验室业务信息管理系统  laboratory busines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为确保建筑物与外部信息通信网的互联及信息畅通，对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等各类信息予以

接收、交换、传输、存储、检索和显示等进行综合处理的多种类信息设备系统加以组合，以建筑物信息

设施系统和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等为基础，为满足建筑物各类业务和管理功能的多种类信息设备与应用软

件而组合，提供实现建筑物业务及管理等应用功能的信息通信基础，对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和公共安全系

统等实施综合管理的系统。 

3.6  

实验室办公自动化系统  laboratory office automation system 

可以满足该实验室检验检测工作的基本功能，对实验室内各类设施的资料、数据、运行和维护进行

管理，对各类实验室运行的计费管理、电子账务和人员管理等功能的系统。 

3.7  

安全预警系统  laboratory safety pre-warning system  

以实验室被防护对象的防护等级及安全防范管理工作的要求为依据，综合运用安全防范技术、电子

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等，构成的安全预警系统。 

4 实验室分类 

对应的行

业大类 
一级 二级 三级/暂时只作说明 

项目属

性 

农、林、牧、

渔、轻工食

品 

食品 

粮食加工品 常规理化和微生物指标的检测，包

括营养成分、重金属、微量元素、

激素、抗生素、农药兽药残留、真

菌毒素、食品添加剂、转基因成分

（大豆、玉米、鸡、牛、羊、肉）

生化类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调味品 

肉制品 

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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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行

业大类 
一级 二级 三级/暂时只作说明 

项目属

性 

饮料 

方便食品 

饼干 

罐头 

冷冻饮品 

速冻食品 

薯类和膨化食品 

糖果制品(含巧克力及制品) 

茶叶及相关制品 

酒类 

蔬菜制品 

水果制品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蛋制品 

可可及制品焙烤咖啡 

食糖 

水产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糕点食品 

豆制品 

蜂产品 

特殊膳食食品（如：婴儿、老人）

其它食品 

与食品有关的包装材料 成分、含量及有毒有害物质等 生化类

轻工 

化妆及日化

品 

盥洗用品或化妆品 

常规理化、微生物指标的检测及违

禁成分、防晒指数等项目 
生化类

洗涤剂和清洗制品 

一次性卫生用品 

儿童用清洁护理产品类 

清洁和上光用品 

皂类、各类消毒产品等保洁产品

纸业 

纸浆类制品 

定量、抗张强度、撕裂度、柔软度、

渗透性能、重金属及微生物等项目

物理、

化学 

机制纸及纸板 

纸制品 

造纸设备 

木材及制品 

木材、原木和锯材 
胶粘剂、胶合强度、甲醛释放量等

项目 

物理、

化学 
板材 

木制品及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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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行

业大类 
一级 二级 三级/暂时只作说明 

项目属

性 

家具配件 

竹、棕、藤、草制品 

文教用品 

文具及类似用品 

成分、含量及有毒有害物质等项目
物理、

化学 

笔及其零件 

教具及类似用具  

墨水 

墨汁及类似品 

体育用品 

乐器、乐器辅助用品及零件 

玩具 

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 

电气 
电气（含电子

和电气） 

电线电缆 

 机械安全、电气安全、雷击安全、

防火安全、声压安全、防辐射、能

效、EMC 

物理、

化学 

作为元器件的电容器 

器具开关及家用电器的自动控

制 

家用及类似用途设备 

安装附件及连接器 

信息技术及办公用电气设备 

低压大功率开关设备 

整机保护装置 

安全变压器及类似设备 

电动工具 

电子娱乐设备 

电池 

纺织 

纺织纤维 

棉花及制品 

成分、含量及有毒有害物质等项目

（7项） 

物理、

化学 

毛绒及制品 

麻及制品 

丝及制品 

化学纤维及制品 

其它制品 

纺织服装 

服装 

成分、含量及有毒有害物质等项目
物理、

化学 
配饰（帽子、衣扣） 

鞋袜 

皮革 

皮原料 
甲醛、缝合强度、拉链耐用度、耐

摩擦色牢度等项目（7 项） 

物理、

化学 
皮具制品 

鞋类 

信息 电信系统 
电信系统 

干扰、参数、波形、脉冲等项目 
物理类

为主 电信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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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行

业大类 
一级 二级 三级/暂时只作说明 

项目属

性 

综合业务数字网 

电信设备用部件和附件 

电信专用测量 

电视播放和无线电广播 

遥控、遥感、遥测 

信息技术 

软件测试及测评 

兼容性、开放性、可靠性等项目 
物理类

为主 

开放系统互连测试 

微处理机系统 

IT 终端和外围设备 

数据存储设备 

非金属矿

物制品 
玻离和陶瓷 

玻璃及其制品 

成分、含量、硬度、耐压、强度及

有毒有害物质等项目 

物理、

化学 

专用玻璃及制品 

玻璃光学制品 

陶瓷 

耐火材料 

交通 

铁路 

铁路工程材料和零件 

 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物理类

为主 

铁路车辆 

钢轨和线路构件 

铁路照明和信号系统 

铁路专用设备、配件及器材 

索道设备 

舰舶 

金属船舶 

 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物理类

为主 

非金属船舶 

娱乐船和运动船 

船用配套设备及器件（如：潜水

装置等） 

船标器件及相关装置 

航空航天 

航空、航天材料与工艺 

 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物理、

化学 

航空器与航天器零部件 

航空发动机及其附件 

航空器及其附件 

航空运输与地面设备 

航天器及其附件 

航天地面设备 

航空器与航天器制造用设备 

航空航天测量测控 

道路车辆 
汽车及其零配件 

 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物理类

为主 电动车及其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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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行

业大类 
一级 二级 三级/暂时只作说明 

项目属

性 

摩托车及其零配件 

拖拉机及其零配件 

专用机动车及其零配件：工程车

等 

自行车及其零配件 

机械机电 

通用机械 

通用零部件 

原材料、成分含量、安全指标、几

何量指标等项目 

物理、

化学 

锅炉及原动器件 

金属加工机械 

小型物料搬运设备 

泵、阀门及流动机械 

压缩机及气动机械 

专用机械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机械 

原材料、成分含量、安全指标、几

何量指标等项目 

物理、

化学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机

械 

食品、饮料、烟草加工专用机械

印刷、制药、日化生产专用机械

纺织、服装、皮革加工专用机械

电子、电工机械专用机械 

农、林、牧、渔专用机械 

特种设备 

锅炉 

超声波、射线、磁粉、渗透等项目
物理、

化学 

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 

电梯 

起重机械 

客运索道 

大型游乐设施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仪器仪表 

通用仪器仪表 

性能、安全、可靠性等项目 
物理类

为主 

工业自动化仪表与控制装置 

电工仪器仪表 

光学仪器 

电影、照相、缩微、复印设备等

成像设备 

物质成分分析仪器与环境监测

仪器 

实验室仪器与真空仪器 

试验机与无损探伤仪器 

精密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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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行

业大类 
一级 二级 三级/暂时只作说明 

项目属

性 

钟表 

计量 计量 

流量表 

长度、角度、体积、质量、密度、

时间、压力、振动、光学、辐射、

温度等项目 

物理类

为主 

电能表 

液体流量连续和动态测量仪（水

除外） 

衡器 

出租车计价器 

材料测量仪器 

多尺寸测量仪器 

废气测量仪 

其它专用器具 

矿业/冶金 矿业/冶金 

煤 

成分、含量、腐蚀及相关特性等项

目（6 项） 

物理、

化学 

黑色金属矿及制品 

有色金属矿及制品 

非金属及制品 

石油化工 

石油 

原油 

成分、含量、腐蚀及相关特性等项

目 

化学类

为主 

天然气 

润滑剂、工业油及相关产品 

液压液 

石蜡、沥青材料及相关产品 

燃料 

化工 

无机化工原料 

成分、含量、腐蚀及相关特性等项

目 

化学类

为主 

有机化工原料 

化肥、农药 

合成材料 

化学试剂 

化学助剂、表面活性剂、催化剂、

水处理剂 

信息用化学品 

橡胶和塑料 

橡胶原料及制品 

成分、拉力、压力、耐老化、强度

及有毒有害物质等项目（13 项） 

物理、

化学 

塑料原料及制品 

泡沫材料 

轮胎 

粘合剂和胶粘产品 

其它专用制品 

橡胶和塑料工业设备 

涂料颜料 
涂料及配料 

成分、含量及有毒有害物质等项目
化学类

为主 清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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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行

业大类 
一级 二级 三级/暂时只作说明 

项目属

性 

墨水、油墨 

颜料 

染料及其它类似制品 

建筑 建筑建材 

建筑物安全检测 

技术、安全性指标等项目测量 
物理、

化学 

建筑材料 

建筑附件 

建筑物中的设施 

照明系统 

施工设备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地基及地下工程 

技术、安全性指标等项目测量 
物理、

化学 

污水排放系统 

桥梁工程 

隧道工程 

道路工程 

铁路工程 

架空索道 

飞机场工程 

航道和港口 

水利设施 

其它专用设施（油库等） 

医学 

制药 

化学药品原料 

成分、含量及有毒有害物质等项目
化学类

为主 

化学药品制剂 

中药饮片 

兽用药品 

生物药品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 

医学检验 

临床病理 

血液、体液、细胞等项目 生化 

基因诊断 

微量元素 

免疫学 

生化学检测 

微生物检测 

医学鉴定 

公安法检 
法证 

血液、体液、细胞等项目 生化 
法医（病理和尸体） 

疾病预防控

制 

传染病 

血液、体液、细胞等项目 生化 病毒病 

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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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行

业大类 
一级 二级 三级/暂时只作说明 

项目属

性 

寄生虫病 

慢性非传染病 

营养 

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 

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医学设备 

医疗器械/耗材 

材料、性能、安全等项目 

  

物理类

为主 

医学保健装置 

残疾人用设备 

家用医疗设备 

医院设施 

环境 环境保护 

空气质量 

环境保护采样、分析、污染物排放

等项目 

生化类

为主 

废物 

水质 

土质、土壤 

测绘 测绘 

大地测量 

长度、角度、体积等项目 物理 
摄影测量 

地图学 

地理空间测量 

气象 气象 

温度 

成分、含量及有毒有害物质等项目
物理、

化学 

降水 

大气污染 

风/云 

热带气旋 

大气光学现象 

检疫 检疫 

植物检疫 

成分、含量及有毒有害物质等项目 生化 动物检疫 

卫生检疫 

5 总则 

5.1 设计思想 

实验室设计宜以安全、绿色、人性化、智能化、可持续性为前提，以满足检测检验实验室的主要功

能及特殊要求为原则，构建规划合理、布局科学的检测检验实验室，从而降低运行风险、提高使用效率、

减少能耗损失，满足检验检测工作需求。 

5.2 设计流程 

实验室设计流程见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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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验室设计流程示意图 

 

a) 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是实验室设计的首要环节，其内容涵盖：实验室设计建设的目的任务、建设性质（如：新

建、改建、扩建）、法律依据、规模、工艺条件、环境适应性。 

b) 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是实验室设计中的重要环节。包括：选址、平面布局、建筑布局、实验室功能与空间标准、

公害预防与处理、灵活性规划、绿色可持续性规划、信息化和智能化。 

c) 深化设计 

深化设计主要针对实验室设计中的布局，包括：房屋配件、实验室辅助设施、实验用房及辅助用房、

实验室系统工程、实验室建筑的规划细节。 

6 规划设计 

实验室规划设计首先需要进行目标需求分析，确定实验室建设的性质,结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

相关资料，编制规划设计任务书，以提升实验室内部环境质量，降低实验室外部环境污染与可能引起的

风险。主要内容如下： 

——目标需求分析：掌握实验室功能相关需求； 

——建设性质：新建、扩建或改建； 

——建设的目的依据及规模：根据检验检测任务，确定实验室功能及其发展规模； 

——建筑物要求及内容：如结构形式、层数、建筑标准以及各种工程管网的类型； 

——参考资料：参考同类型实验室建设方案和国内外文献资料，以及当地公用设施和环境状况等资

料； 

——抗震、防空措施：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公害预防：对废气、废水、废物、噪声、辐射、振动等的预防和处理； 

——建筑面积：新建实验室的总建筑面积；单项工程的建筑面积。 

7 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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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选址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实验室选址宜优先考虑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通讯良好的地区，

并满足发展用地的需求。同时根据实验室的功能，尽量避开化学、生物、噪声、振动、强电磁场等易对

试验结果造成影响的污染源及易燃易爆场所。对于在检测检验过程中，易对外界环境造成影响的实验室，

在选址时考虑尽量减少公害，如布置在下风方向及下游地段、绿化隔离、远离人群等措施。 

7.2 平面布局 

7.2.1 实验室用房 

对于实验室用房的总体布局，推荐采用的配置形式如下： 

——独立式：整个建筑配置集中在一栋楼内独立设置，适用于较小的分析实验室； 

——主楼式：以一栋实验楼为主配以附属建筑，建筑规划比较方整规则； 

——单元式：又称细胞式。用一个简单的单元或细胞组成多样的形式，形成各种不同的空间，有利

于推行建筑摸数和标准化，便于施工； 

——分散式：由不同功能的多栋实验楼、研究楼及辅助建筑灵活组合而成，采用较多。 

7.2.2 实验室区域 

实验室的总体布局主要包括实验室核心区域，辅助区域，公共设施区域，其中： 

——核心区域包括实验工作区、实验缓冲区、样品制备区、危险品贮存区、样品接收室、样品贮存

室等； 

——辅助区域包括业务接待室、资料档案存放室、设备配件室、办公室、会议室等； 

——公共设施区域包括暖通、空调、给排水、特殊气体、特种水、供配电、电信等用房。 

7.2.2.1 如实验室总体布局采用分散式，宜将实验区域与业务接待室、办公室、会议室等区分，设备

配件室和公共设施区域可置于二者之间 

7.2.2.2 如不同类型的实验室集中在一个楼宇时，应该综合考虑楼宇的垂直布局，如将振动实验室安

排在楼宇底层，将可能产生污染的实验室安排在楼宇的高层。如业务、实验及保障等区域集中在一个楼

宇时，实验区域宜置于楼宇上部。 

7.2.2.3 辅助区域中业务接待室的位置，应当设置在明显的位置，空间舒适，光照充足。设备室及材

料室，宜设置在整座建筑或每层的中央位置以节省时间。 

7.2.2.4 工艺性及性能实验室等宜采用大空间，或由二个至三个基本单元所组成的大房间；一般实验

室可根据不同功能的仪器，按中、小空间形式相结合的原则布置。 

7.2.3 平面规划 

由于实验室建筑工艺要求繁杂，工程管网较多，工程造价高，同时为了保持环境卫生，防止不同性

质的实验室相互干扰，保证检验检测工作顺利进行，并节约投资，实验建筑平面设计除了遵循一般建筑

物平面设计原则外，还需遵循： 

7.2.3.1 组合规划 

——将同类型实验室组合在一起 

——工程管网较多的实验室组合在一起 

——有隔振要求的实验室组合在一起，一般宜设于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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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洁净要求的实验室组合在一起 

——有防辐射要求的实验室组合在一起 

——有毒性物质产生的实验室组合在一起 

——有相同层高要求的特殊设备，宜尽量组合在设于同一层 

7.2.3.2 建筑物底层规划 

——大型或重型设备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底层 

——较大振动的设备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底层 

——噪声较大的设备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底层 

——对振动很敏感的精密测量仪器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底层 

——待测试件较重或较大的，或重复性试验项目频繁的实验室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底层 

——测试过程需大量酸碱液的实验室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底层 

——需做设备基础或防振基础的实验室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底层 

——需设置建筑防护设备的实验室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底层 

7.2.3.3 建筑物顶层规划 

——产生有害气体的实验室宜布置在建筑物的顶层，宜处于下风向位置； 

——产生粉尘物质的实验室宜布置在建筑物的顶层，宜处于下风向位置； 

——易燃或易爆物质的实验室宜布置在建筑物的顶层，宜处于下风向位置； 

——排风装置较多的实验室宜布置在建筑物的顶层，宜处于下风向位置。 

7.2.3.4 其他规划原则： 

——温、湿度精度要求高的或有温湿度要求的实验室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北侧； 

——需避免日光直射的实验室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北侧； 

——器皿药品贮存间、空调机房、配电间、精密仪器存放间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北侧。 

注：平面规划的原则主要是满足实验室工作流程的优化及日常管理等方面的需要，还应考虑实验室的工艺流程、特殊实

验室和功能间的位置选择。如：在符合工作流程的情况下，将进行样品处理、容量分析、离心、沉淀、过滤等常规

实验而需配备给排水的实验室安排在通风良好的位置；易爆实验间以及易爆物品贮存间宜远离机械振源及热发生

源；当 X射线、γ射线探伤室设在实验楼里时，宜布置在无地下室的底层一端，但不宜靠近人流多的地段或工作人

员多的办公室；当外部电磁干扰强度影响到电子仪器设备的正常工作时，宜做好屏蔽措施，等等。 

7.3 建筑布局 

7.3.1 单走廊设计 

单走廊设计为实验室建筑中 常见的平面形式，该形式体型简洁，便于施工，造价较低，易于布置

网管道，特别适宜于用自然通风、采光的普通实验室。但走道过长时，交通噪音会有一定的影响。因外

墙较多，故不宜于做空调、洁净要求较高的实验室。主要有如下设计模块： 

——模块 A 

主实验室和辅助实验室分别设置在通道的两旁，这样的设计可以避免因为辅助实验室的设置而影响

整体设计的灵活性。（见图 2a）） 
——模块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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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两旁分别设置主要实验室，一边只有主实验室，另一边设置了主要实验室和辅助实验室，主实

验室设置在通道的外侧，辅助实验室设置在通道的内侧，辅助实验室的深度比主要实验室的深度浅。（见

图 2b）） 

——模块 C 

通道两旁分别设置了主实验室和辅助实验室，连在一起，主要实验室在外部，辅助实验室在内部，

辅助深度比主要实验室的深度浅。（见图 2c）） 

7.3.2 双走廊设计 

在主要实验室与实验室之间设置了两条通道，辅助实验室设置在两条通道之间，主要实验室设置在

两条通道的外侧，辅助实验室的深度比主要实验室的深度浅。其特点有利于空调面积较多的实验室，可

以节约能源，室内温度波动小。同时由于建筑物加大了进深，可以节约用地，建筑物内管网也易于集中，

各实验室间交通相对缩短。它的特殊形式是环形走廊，适宜于洁净要求高的高纯度实验室，同时也有利

于事故发生时人员疏散。（见图 2d）） 

 

       

 

     

 

       

 

     

     

 

a) 主实验室和辅助实验室 

分别设置通道两旁。 

b) 通道一边只有主实验室， 

一边设置了主要实验室和辅助实验室。 

       

     

 

     

     

 

       

 

     

 

     

 

c) 通道两旁分别设置了主实验室 

和辅助实验室，并将其连在一起。 

d) 两条通道分别设置在辅助实验室两侧， 

在两条通道外侧再分别设置主实验室。 

其中： 表示辅助实验室,  表示主实验室， 表示通道。  

图 2  实验室建筑布局 

 

7.3.3 单元组合平面 

单元组合平面是为了适应实验室扩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实验室建筑灵活性所采用的另一种布置形

式，它有利于实验室及其管网的相对集中。实验室扩建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若干单元，既可以单

向扩展，也可以多向扩展，而不影响建筑的完整体形。 

7.4 实验室功能与空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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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净高 

常规实验室的室内净高应符合JGJ 91的规定。当不设置空气调节时，不宜低于2.80m；设置空气调

节时，不宜低于2.40m。走道净高不宜低于2.20m。特殊功能的实验室室内净高按照实验室仪器设备尺

寸、安装及检修的要求确定，超高设备宜尽量统筹规划在同一楼层。 

7.4.2 开间 

常规实验室标准开间由实验台宽度、布置方式及间距决定，具体应符合JGJ 91的规定。实验台平行

布置的标准单元，其开间不宜小于6.60m。特殊功能的实验室开间按照实验室仪器设备尺寸、安装及检

修的要求确定。 

7.4.3 进深 

常规实验室标准单元进深由实验台长度、通风柜及实验仪器设备布置决定，且不宜小于6.60m。无

通风柜时，不宜小于5.70m，具体应符合JGJ 91的规定。 

7.5 公害预防与处理 

7.5.1 概述 

实验室公害预防与处理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对于使用有放射性、爆炸性、毒害性和污染性物质的实验室，在系统设计中的位置应符合有关

安全、防护、疏散、环境保护等规定。 

b) 实验区域宜与办公等其他功能用房分开设置，不同类型的实验室建筑宜独立设置，合理分区。

实验室建筑宜处于 小风频上风向。 

c) 公用设施区域在总平面中的位置应符合节能和环境保护等要求。如，变配电室、冷冻站等宜设

置在对周围环境干扰 少且靠近使用负荷中心处。当实验室工作有隔振要求时，可根据其防振距离要求

进行布置，在无法保证防振距离时，采取必要的隔振措施。 

d) 环境设计应符合当地主管部门的绿化要求，且宜适当提高绿化率。绿化植物品种的选用应有利

于净化空气、防止污染。 

7.5.2 实验室废水处理 

实验室废水的处理按其性质、成分等采取不同的方式。如：回收利用、直接排放、处理后排放等。

具体应符合GB 50015的规定。 

注1：一般设备冷却经使用后仅水温有所升高，这类废水不经处理就可排入水体或外部排水管网，有的经简单处理

还可重复使用，有的废水含有毒有害物质、放射性物质则需经适当处理或回收利用其有用物质后，符合国家

规定的排放标准，才可排入水体或外部排放管网。 

注2：废水的处理方法，尤其对于酸碱性废水处理方法，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建设水池，将酸性废水和碱性废水在池

中中和，调整废水 pH 值到微碱性，加入絮凝剂沉淀，上清废水可直接排放或进污水管网，沉淀物处理后按固

体废弃物处理。 

7.5.3 实验室废气处理 

实验室废气主要为两大类，酸雾和有机气体。产生两类污染的操作宜在不同的通风柜中进行，酸雾

气体用碱性水溶液吸收处理。有机废气可用高效吸收装置进行处理。 

实验室废气处理应符合GB 16297等国家相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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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实验室废渣、废物处理 

对于高毒性的可溶性废渣废物，实验室必须设专门容器分别加以收集，严禁埋入地下污染地面水体。

其他废渣、废物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具体应符合GB 18599等国家相关的规定。 

7.6 实验室灵活性规划 

灵活性 大化一直是实验室建筑设计或改造的重点，灵活性可以保证实验室具有良好的实用功能，

还可以在重大改造或新建中，保证建筑设施的重组使用率高，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 

7.6.1 设施的灵活性 

在设计与建设完成之后，实验室还会根据实际实验的需求进行重组和改造，按照工程量的划分，主

要方式有： 

——保留工作台面，更换人员和设备； 

——保留墙面，更换工作台，重新布置设备设施； 

——重建墙面和系统工程； 

——实验室整体新建或重建。 

为了减少重组与改造的工程量，在设计时，应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充分考虑各实验室墙体和工作

台的通用性，减少墙面及工作台更换产生的费用。 

7.6.2 系统工程的灵活性 

实验室的系统工程需要能够在墙和顶棚上进行方便的连接或断开，宜考虑快速、便利的连接。建议

采用能够调整的通风橱，选用尺寸能够适应实验室变化的管道系统，以及独立的专用通风管道。功能走

廊，顶棚和竖井的设计，应考虑未来采暖、通风、空调和电力的需要。公用设施区域的管网应综合布置，

并与室外环境设计相结合，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方便使用和维护，并留有发展余地。在总体设计

阶段，实验室系统工程的设计，在满足初始需求的前提下，宜设置足够的余量以适应预计的未来规划。 

7.6.3 实验室内部的灵活性 

7.6.3.1 在实验室内部，应配备有设备、可移动辅助设施、固定工作台或其中任意组合的活动设备区，

能够快速应对实验室功能的变化。同类型实验室应具有相同的尺寸，并且安装同样的系统工程和实验室

辅助设施。 

7.6.3.2 充分利用实验室内的空间，或采用灵活隔断进行布置。 

7.7 实验室绿色可持续性 

7.7.1 环境可持续性 

实验室经常承担长时间高强度实验，同时包含大量密封和排气的装置、高热量设备，自动防故障备

用系统以及紧急供电电源，导致其能耗较高，环境可持续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增加节能设备并提高能量效率； 

——减少或消除有害的物质或垃圾； 

——加强绿化，改善室内和室外环境； 

——有效利用材料和资源； 

——循环再利用并增加环保产品的使用。 

7.7.2 建筑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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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1 外窗的玻璃和框架宜选用隔热性好的材料。可开启的窗户虽然会增加能耗，但能增强室内环

境的质量，可根据实验室情况选用。 

7.7.2.2 外墙的穿线孔应注意密封，防止能源的浪费。 

7.7.2.3 墙和屋顶的隔热层根据气候和实验室类型设置。 

7.7.3 工程可持续性 

7.7.3.1 对热水、蒸汽和冷却水的管道应采用隔热处理。尽量避免被阳光直接照射。利用热回收系统

重新利用废热。在锅炉处安装节能装置。 

7.7.3.2 在保证实验室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减少能量的使用。如通过设计实现自然日光 大化；在不需

要长时间照明的区域，应安装声控的节能灯。 

7.7.4 其他可持续性问题 

在保证实验室工作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推荐采用更加节能、具有自动待机功能的设备设施，可有效

地减少实验室的能耗和运行成本。 

7.8 实验室信息化与智能化 

7.8.1 概述 

实验室智能化系统包括实验室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安全预警系统等，实现对各智

能化子系统的协同控制和对设施资源的综合管理。实验室应根据建筑物的规模和功能需求等实际情况，

选择配置相关的系统，同时还应配备远程通讯设施或预留接口。 

实验室智能化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满足检验检测要求的能源供应和实验室环境的控制及管理； 

——提供检验检测工作和实验室管理所需的信息通信的基础条件； 

——符合节能和降低成本的要求； 

——提供建筑物所需的信息化管理。 

7.8.2 实验室智能化集成系统 

7.8.2.1 概述 

智能化集成系统包括实验室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实验室办公自动化系统和安全预警系统等，其功能

应符合下列要求： 

——满足实验室的使用功能，确保对各类智能系统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优化管理； 

——以实验室的建设规模、业务性质和管理模式等为依据，建立实用、可靠和高效的信息化应用系

统，以实施综合管理功能。 

7.8.2.2 实验室业务信息管理系统 

实验室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为试验人员及管理者创造良好的信息应用环境，具有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及采用中文界面，能

够共享所需的公共安全等相关系统的数据信息等资源； 

——具有对实验室环境参数测量、监视和控制功能，确保试验设备运行稳定、安全和可靠，同时达

到节能和环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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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对实验室管理的需要，实现数据共享，以生成及优化实验室运行所需的各种相关信息分析

和统计表。 

7.8.2.3 实验室办公自动化系统 

办公自动化系统宜具备以下功能： 

——满足该实验室检验检测工作的基本功能； 

——对实验室内各类设施的资料、数据、运行和维护进行管理； 

——进行各类实验室运行的计费管理、电子账务和人员管理等功能； 

——具有识别身份与重要信息系统的密钥系统； 

——确保信息网络的运行保障和信息安全。 

7.8.2.4 安全预警系统 

安全预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以实验室被防护对象的防护等级及安全防范管理工作的要求为依据，综合运用安全防范技

术、电子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等，构成先进、可靠、经济、适用和配套的安全预警系统； 

——系统应以结构化、模块化和集成化的方式实现组合； 

——采用先进、成熟的技术和可靠、适用的设备，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 

——符合 GB 50348 等有关的规定。 

8 深化设计 

8.1 房屋配件、实验室辅助设施 

8.1.1 窗 

在设置采暖及空气调节的检验检测实验建筑，在满足采光要求的前提下，应减少外窗面积。设置空

气调节的实验室外窗应具有良好的密闭性及隔热性，且宜设不少于窗面积1/3的可开启窗扇。 

如果没有机械通风系统，应有窗户进行自然通风，并应有防虫纱窗。（一般情况下，应有机械通风

系统，否则，温湿度指标难以保证）。应有防昆虫、鼠等动物进入和外逃的措施。底层、半地下室及地

下室的外窗应采取防虫及防啮齿动物的措施 

实验室窗可应包括：固定窗，可开关的窗、双层窗、密闭窗、屏蔽窗、隔声窗。可根据不同的需求

选用。如实验室要求水平遮阳或垂直遮阳，需选用有遮阳功能的窗，如百叶窗。 

8.1.2 门 

由1/2个标准单元组成的实验室的门洞宽度不宜小于1m，高度不宜小于2.10m。由一个及以上标准

单元组成的实验室的门洞宽度不宜小于1.20m，高度不宜小于2.10m。 

实验室的门扇应设观察窗。有特殊要求的房间的门洞尺寸应按具体情况确定，如：经常进出大型试

件或设备的房间，可设置无门槛的卷帘门。在共用建筑物中建立的实验室，应设可自动关闭的带锁的门，

必要时，可设立缓冲区域，如缓冲间等。 

在爆炸危险的房间内应设置外开门，在有隔声、保温、屏蔽需求的实验室可选用具备相应功能的门，

还可视需求选用弹簧门，推拉门或自动门。 

8.1.3 墙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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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墙面总体要求为方便清洁，不得采用带有强反光性质的饰面材料，对于冷藏室墙面要求隔热；

有些实验室在实验时有酸碱气体逸出，要求设计耐酸碱的涂层墙面；对于会产生噪声的实验室，墙面应

布置吸声材料；有抗电磁波干扰的房间，墙面需做屏蔽处理。 

实验室墙裙高度应离地面1.2m～1.5m左右，便于清洁，如瓷砖墙裙、油漆墙裙等。 

8.1.4 地面要求 

实验室地面应坚实耐磨、不起尘、不积尘并能够防水、防滑、防放射性沾染、防静电。实验室防振

应考虑实验本身或精密仪器本身所提出的防振要求，以及实验所产生的振动。使用强酸强碱实验室所布

置地面应具有耐腐蚀性。用水量较多的实验室地面应设地漏。 

8.1.5 顶棚 

实验室一般不设置吊顶，对于某些具有有吊顶需求且无严格密封要求的空间，可采用活动板块式吊

顶。 

8.1.6 走道 

走道要直接通向出口的方向，以方便危险发生时人员的撤离，因此应尽量避免设计成无规则的形状。 

走道地面有高差时，当高差不足二级踏步时，不得设置台阶，应设坡道，其坡度不宜大于1:8。实

验实需设置供货运车辆通行的缓坡坡道。 

走道的宽度与高度设计时，应考虑在使用过程中具体情况确定，同时应特别注意回转余量。 

8.1.7 实验室辅助设施 

实验室中央台、书桌等实验室辅助设施的设置和设计必须保证出口的通畅和实验室内活动的方便，

设计人员应该根据中央台功能和主要固定设备的位置将实验室分区。 

8.1.8 实验台 

8.1.8.1 实验台分类 

——按结构形式分：固定实验台、悬挂实验台、分体实验台与移动实验台。 

——按布局结构分：一字型（见图3a））、L型（见图3b））、半岛式（见图3c））、岛型（见图

3d））。 

注1：一字型实验台适用于小型实验室或大型实验室边台。L型实验台与实验室的两相临墙壁平行布置且留维修通道。

中央实验室台可做岛型，便于工作人员活动并可以快速接近紧急设备或出口，当实验室两侧或两端有确定的出口时可采

用半岛形实验台。 

注2：自然采光的实验室，实验台与有采光窗的外墙不宜平行布置；对进深较大的实验室，宜采用与外墙成直角的

半岛式和墙式实验台结合使用的平面布置，并避免把墙式实验台设在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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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字型布置 b)L 型布置 

   

      

       

 

   

   

   

     

c)半岛型布置 d)岛型布置 

图示： 实验台,  

图 3  实验台布局 

 

8.1.8.2 实验台尺寸 

一般实验台的台面高宜为 800～900mm，单面实验台宽度宜为 650～800mm，双面实验台宽度宜为

1500mm，长度应按实验的具体要求确定。 

8.1.9 物品柜(架) 

通用实验室的内墙上宜设置嵌墙式或挂墙式物品柜(架)。物品柜(架)底距地面不应小于1.20m。物品

柜(架)自身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并应与墙体牢固连接，物品柜(架)横隔板应上下位置可移动。 

8.1.10 安全站 

需要时，实验室应有安全和应急装置，如：洗眼器、沐浴器、灭火器、保护手套、防护衣服等。安

全站在 佳位置是在实验室的主入口上，方便工作人员使用维护保养更换。 

8.1.11 楼梯与电梯 

楼梯设计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科研实验人员经常通行的楼梯，其踏步宽度不应小于0.28m，高度不应大于0.17m。 

四层及以上的实验室建筑宜设电梯。有条件的实验室可设货梯和客梯。 

8.2 实验用房及辅助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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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实验室仪器设备室 

根据实验室常用仪器设备对环境及安装的需求，采用先进成熟的设计方案，以适应实验室运行的需

要。常用实验室仪器设备安装及配置要求参见附录 1。 

8.2.2 业务受理室 

业务受理室应综合考虑业务流程，方便接收确认样品。一般宜布局在首层，采用开放式柜台办公，

柜台高度不高于0.80m。业务受理室宜设置受理、检验报告收发、检验样品收发、收费区域。业务受理

室宜设置供客户咨询、查询的设施。 

8.2.3 样品仓库 

样品仓库应根据样品特点进行布局，环境条件应符合样品存储规定；样品仓库应通风、防潮、防雨、

防鼠、防虫，对于特殊要求的样品仓库，如低温、防爆，建筑设计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样品仓库宜

设立在货梯附近，并便于样品出入库。必要时设立装卸货平台。样品仓库应配置相关安防和消防设施。 

8.3 实验室系统工程 

8.3.1 给排水 

水是实验室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之一，除极少数仪器设备房间外，检验检测实验室每个实验房间宜

有水供应，如有条件， 好安装蓄水装置，防止实验过程中突然停水。实验室的供水有城市自来水和实

验用纯水，应安装超纯水发生装置，尽可能增加取水终端便于超纯水的使用，满足精密仪器使用要求。 

给排水设计应根据房间的既定功能，确定大致位置和数量，选用不同材料的排水管道，例如大量使

用有机溶剂的化学实验室应安装耐有机溶剂的铸造铁排水管道、经常产生酸碱废水的实验室宜采用耐酸

减的排水管道等。化学实验对环境的影响和潜在危害是客观存在的，在建设实验室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

实验室产生的一般废水无须处理就可排入城市下水网道，有害废水在向室外排放前，必须对其进行净化

处理，使之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污标准。在设计时配备足够量的废液收集装置，便于收集实验过程中产生

的废液，定期交由相关部门处理。 

含菌污水应经高温高压消毒或化学消毒后才能排放至市政污水排放公用系统。  

酸、碱污水应进行中和处理。中和后达不到中性时，应采用反应池加药处理。 

实验室的地面或楼面应设置地漏，明敷给水管道应采取防冷凝水措施，不宜与其他无关的管道穿越。

必须穿越时，室内不得设置阀门。 

8.3.2 空调 

实验室通常可以采用带循环风的空调系统。如果涉及化学溶媒，感染性材料制作和动物实验，则应

采用全排风系统。散发有毒或者有害气体的实验室设置空调时，宜设置独立的直流系统；当与其他实验

室、办公室合用一个系统时，严禁从散发有毒或有害气体的实验室回风。 

当空调或制冷装置产生的振动靠自然衰减不能达到允许程度时，应设置隔振器或采取其他隔振措

施。当空调或制冷装置产生的噪声靠自然衰减不能达到允许程度时，应设置消声器或采取其他消声措施。 

空调设备节能运行设计应满足： 

——在满足室内空气质量要求的前提下，控制新风门的开度进行 小新风量运行。 

——条件许可时，可采用根据室内 CO2浓度变化自动控制新风、排风及回风阀门的动作，从而节省

冷量。 

——根据季节变化，充分利用自然冷源，过渡季节应尽量采用室外新风的自然冷却能力，节省人工

冷源的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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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通风和净化 

实验室通风应符合GB 50019及国家其他相关规定。 

实验室内各种设备的位置应有利于气流由“清洁”空间向“污染”空间流动， 大限度减少室内回流与

漏流（污染源一般应置于室内气流 下游，即 远离送风口处）。设备的排风不能代替室内排风。  

实验室通风方式主要有通风柜、排气罩和排风管，其目的是为避免人员因长期在危险空气中工作而

伤害到身体健康。实验室通风柜的排风系统宜独立设置，采用每台或同房间的通风柜使用一套风机和管

路，每套系统在各房间独立控制，不共用风道，也不得借用消防风道。同一个房间若有两台以上的通风

柜，应划为一个系统，避免一台通风柜使用时，其它通风柜产生倒流污染室内。一个房间内宜装一套排

风设备。实验室的补风由新风机所送入的新风、通过门颖或预留百叶补风口渗入的新风和经中央空调送

入的新风组成。通风柜应布置在远离新风口的地方，避免新风刚进入就被排出。为避免实验室内的有害

气体污染其余房间和走廊，室内一般可通过调整排风量大小以及风机的开停顺序设计成负压状态，新风

可通过房间的门渗入到室内。实验室要有一定的换气次数，以保证室内挥发性有害物质及时排出室外，

换气次数与通风柜数量及每个通风柜换气量有关，通常实验室无人时换气次数为5～6次/h。 

实验室的噪声一般应小于55dB，故用于提供室内排风的风机应尽量放置于室外，必要时可设通风

机房。可将风机放置于楼顶，便于检修，歇于消声和减振，同时置于楼顶不占用使用面积，且使空内的

排风管道处于负压状态，以免有害物质由于管道的腐蚀或操作而渗入室内。 

8.3.4 采光 

通用实验室、研究工作室宜利用天然采光，房间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1:6。 

利用天然采光的阅览室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1:5。 

8.3.5 隔声 

通用实验室允许噪声级不宜大于55dB(A计权声压级)；阅览室允许噪声级不应大于50dB(A计权声压

级)。 

产生噪声的公用设施等用房不宜与实验室、阅览室等贴邻，否则应采取隔声及消声措施。 

8.3.6 隔振 

产生振动的公用设施等用房不宜与实验室、研究工作室、学术活动室及阅览室贴邻，且宜设在底层

或地下室内，其设备基础等应采取隔振措施。 

设在楼层或顶层的空调机房、排风机房等，其设备基础等应采取隔振措施。 

8.3.7 排毒柜 

实验室内危险的操作通常在实验室排风罩（万向排烟罩）和化学排毒柜内进行，出于安全考虑，排

毒柜的位置必须远离主实验室出口放置，可以减少工作人员经过它的机会，以及人员对设备的不利影响。 

8.3.8 气体管道 

实验室用气主要有燃气和设备用气两类。燃气主要有天然气、煤气、液化石油气以及酒精喷灯等，

分析实验使用燃气用于试样熔融分解和小型玻璃器皿制造。实验室不同种类和等级的气体装在钢瓶中放

置在专用区域。设备气体汇流排的区域 好是单独的房间，要严禁明火，远离火源，防暴晒，如使用易

燃易爆气体要赱有特殊的防护和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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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的排气系统应视废气的具体产生量而定，如果量少可直接排出室外，但应采用专门的排气管

从楼顶排放；对有毒、有害或量大的废气，可在风机排风口末端加装活性碳或其它吸咐装置进行处理后

排放。 

输送干燥气体的管道宜水平安装，输送潮湿气体的管道应有不小于0.3%的坡度，坡向冷凝液体收

集器。氧气管道与其它气体管道可同架敷设，其间距不得小于0.25m，氧气管道应处于除氢气管道外的

其它气体管道之上。体管道不得和电缆、导电线路同架敷设。 

8.3.9 供电 

在实验室内同时运行多台大功率设备，会使供电线路过载发热，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电线绝缘层

强度下降而燃烧，发引燃周围物品发生火灾。因此，必须重视电器设备的用电设计。 

首先考虑供电电压，有的设备需220V，而有的需380V，由于是新建实验室，多数仪器设备是在实

验室主体建成后进货，在给从而欲订货的仪器设备预留电容量的基础上，还要考虑电源负荷大小和今后

可能发展情况，应设置总电源控制开关，当实验室无人时能切断室内电源；对于24h运转的设备如烘箱、

恒温箱、冰箱、纯水发生系统等，应设有专用电源，不至于因切断实验室的总电源而影响其工作。建议

每个实验房间都设有独立的电控柜，以220V为主，留有380V供电，多个空气开关分别控制，保证使用

过程中如有漏电现象立刻自动切断电源。力学性能实验室的大功率设备供电，可预设1个40kW、2个

20kW、2个10kW的动力电源，每路均设有空气开关和接触器。根据实验台桌及仪器设备的安放位置，

要考虑到将来会逐渐增添新的仪器设备，在敷设电线、安装插座时应留有余量，配电导线应采用铜芯线，

好配合小型仪器布局电源插座，在实验室的墙壁上应安装多处单相和三相插座，方便临时使用。实验

室的安全关系到检测人员和设备的安全，为确保防止触电事故及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供电系统必须有

良好的地线。实验室应根据实际 大用电负荷并考虑一定余量进行配电设计，以保证用电的可靠性，需

要进行长时间连续试验的设备，可设置备用电源。 

8.3.10 承重 

实验室的承重要求一般为350kg/m2。应考虑重型设备的承重要求，必要时进行局部加固。除考虑设

备本身重量外，还应考虑试验 大样品重量、缓冲块重量、试验力等因素;防水试验区一般设有若干水

箱、贮水罐，建筑承重应考虑容器装满水时的重量因素。 

8.3.11 采暖 

采暖地区实验室的冬季采暖室内计算温度应为18～20℃。采暖系统宜按南北朝向分开环路设置。采

暖系统的散热器宜按每个自然开间的采暖热负荷进行设置。 

采暖系统的散热器其散热量宜有调节的可能性，但布置在更衣间、淋浴间以及热媒有冻结危险场所

的散热器除外。采暖系统应在每个环路回水干管末端和每根立管上设带短管的阀门。立管的阀门和泄水

用的带短管阀门不宜安装在地沟内。 

8.3.12 照明 

照明负荷宜由单独变压器、单独配电装置或单独回路供电，应设单独开关和保护电器。照明配电箱

宜分层或分区设置。大面积照明场所宜分段、分区设置灯控开关。管道技术层内应设照明并由单独支路

或专用配电箱(盘)供电。 

实验室内表面及室内设备表面为无光泽表面。重要实验场所应设置应急照明，应急照明的设置应符

合现行的GBJ 133-90《民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45《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 

8.4 实验室建筑的其他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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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设备放置 

危险操作和相关设备远离主入口，低危险和无危险的操作和相关设备可以靠近主入口 

要了解每间实验室的主要装备的数量，尺寸和重量，是否桌上型、落地型还是其它安置方式，永久

性固定在墙上或地上，移动式便于连接，需要的供给：水；纯净水、冷水、热水、循环用水、其它特殊

要求 

8.4.2 室内装修 

实验用房、走道的地面及楼梯面层，应坚实耐磨、防水防滑、不起尘、不积尘；墙面应光洁、无眩

光、防潮、不起尘、不积尘；顶棚应光洁、无眩光、不起尘、不积尘。 

使用强酸、强碱的实验室地面应具有耐酸、碱腐蚀的性能；用水量较多的实验室地面应设地漏。 

需要定期清洗、消毒或防尘要求高的实验室，其地面、墙面和顶棚应做整体式防水饰面。墙面与墙

面之间，墙面与地面之间、墙面与顶棚之间宜做成半径不小于0.05m的半圆角。室内应减少突出的建筑

构配件及明露管道。 

8.4.3 标志 

实验室标志是保证实验人员安全的重要措施，起到安全防范警示等作用，避免或减少实验室安全事

故的发生，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建设时，必须根据实验室实际情况布置实验室标志。 

常见的实验室标志主要包括： 

警告标志：如警告有毒物、腐蚀、激光、生化危害、高温、冻伤、辐射等的标志 

禁止标志：禁止不安全行为的标志，例如禁止入内、禁止吸烟、禁止明火、禁止饮用等标志 

指令标志：强制必须做出某种动作或采用防范措施的标志，例如必须穿工作服、戴防护手套、戴防

毒面具等 

提示标志：向人们提供某种信息（如标明安全设施或场所等）的图形标志。例如紧急出口、疏散通

道方向、灭火器、火警电话等 

 

8.4.4 安全和防护 

实验室建筑设计必须执行国家现行有关安全、卫生、辐射防护、环境保护法规和规定，建筑底层的

门、窗宜采取安全防盗措施。对限制人员进入的实验区或室应在其明显部位或门上设置警告装置或标志。 

实验室应设置安防措施，避免无授权人员进入，如门禁系统。安防系统设计应优先考虑消防、应急

要求。实验室的关键部位(如有人值守和无人值守需长期试验的实验室、试验人员无法接近观察测试过

程的部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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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存储介质应有足够的数据存储容量。 

实验室应根据活动类型设置相应安全标志，包括：通用安全标志、消防标志、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

警示标志、工业管道标志、气瓶标志、设备标志等。紧急通道和出入口应设置醒目标志。实验室应定期

检查和维护安全标志和警告。应在建筑物内部以及外墙上放置适当的安全警示牌，列出应急方法，并强

调所有的特殊危险。 

8.4.5 消防 

实验室建筑的防火设计除须符合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外，还应符合以下规定：由一个

以上标准单元组成的通用实验室的安全出口不宜少于两个。易发生火灾、爆炸、化学品伤害等事故的实

验室的门宜向疏散方向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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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施、火灾监测和报警设施应定期检查，适当维护和保养。某些情况下宜提供多种保护措施。

易燃液体储存间宜配置自动监测报警装置、自动灭火系统，必要时还应有防爆装置。大型电子机房、重

要资料、记录储存区域尽量不使用传统水喷淋。 

实验室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对于重要的实验室，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主机宜设有热备份，当系统的主用主机出现故障时，

备份主机能及时投入运行，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 

——宜与安全预警系统实现互联，可实现安全预警系统作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有效的辅助手段；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45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等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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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用实验室仪器设备安装及配置要求 

 

产品名称 环境要求 电力要求 承重要求（楼层） 空间要求 其他 

光学仪器 

光学计量仪器      

长度计量仪器 ●     

工具显微镜 ●  ○ ○  

三坐标测量机   ○ ○  

投影仪 ●     

物理光学仪器      

看谱镜   ○ ○  

其它光学仪器      

光电直读光谱仪 ●     

分析仪器 

电化学式分析仪器 ○    防水、防爆、酸雾

色谱仪器     防爆、污染 

射线分析仪器   ○ ○ 辐射 

物理特性分析仪器 ○    水冷、防爆 

环境仪器及成套系统 ○    噪音、通风 

氧分析仪器      

试验机  ○    

金属材料试验机  ○ ○ ○  

非金属材料试验机  ○ ○ ○  风冷、水冷 

反射率测定仪 ● ○ ○ ○  

工艺试验机  ○ ○ ○  

力与变形检测机  ○ ○ ○  

无损检测仪器  ○ ○ ○  

专用实验设备  ○ ○ ○  

实验室仪器与装置      

天平仪器      

动力测试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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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箱及气候环境 

实验设备 
 ○ ○ ○  

离心机  ○ ○ ○ 有毒有害气体 

应变测量仪器  ○    

振动检测仪器  ○ ○ ○ 噪音、振动 

注： 

① “○”项为设计时需要考虑注意事项。（环境列表示仪器有温度、湿度的特殊要求；电力要

求列表示仪器有 380V 供电的要求；承重要求列表示仪器可能会对楼层承重能力要求较高；空间列表

示仪器占用较大空间） 

② “●”项为设计时对该仪器有严格的温度控制的考虑。 

③ 上述所列项中，只考虑了实验室仪器本身注意事项，在实际设计中还需注意受试样品对于

实验室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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