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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技术规范（美加） 
• BMBL Biosafety in Micro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Laboratories, Centers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5th 
Edition 2007 

• 微生物学及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准则 

• Army Regulations and Pamphlet 385-69  

• 军队规则 

• Canadian Laboratory Biosafety Guidelines Health 
Canada – 3rd Edition 2004 加拿大实验室生物安全准
则（其中第九章：生物安全柜分类与要求） 

• CONTAINMENT STANDARDS FOR VETERINARY 
FACILITIES 加拿大兽用设施防护标准 

• Veterinary Laboratory Biosafety Guidelines 

    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范 

 



生物安全技术规范（欧盟） 

• EN 12 128 Laboratories fo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 TRBA 100 Technical guideline for biological agents  

• EN 1620 Large scale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 EN 1822 HEPA and ULPA filters  

• ISO 14 644-3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test methods   

• GenTG Gentechnik Gesetz 

 [Genetic Engineering Code]  

• GenTSV Gentechnische Schutzverordnung 

 [Genetic Engineering Protection Rules]  



我国部分规范和标准 
• 卫生部 

• 《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活动生物
安全审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50号）   

•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资格审批工作程序》，
（2007第162号）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 

办法》第32号令(2006.5.1)， 

• 建设部 

•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GB50346－2004) ，2004.9.1 

•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2008 

 

 



病原体按危害程度分为四类 

 

 

 

 

 

 

 

 

 

 

 

 

 

 

    国际分级 

         中国分类 
个体感染 
  危险性 

个体 
病症 

社会传播 
  危险性 

治疗预 
防能力 GB1948

9 

国务院 
条例 

一级 Ⅰ级 四类 无，很低 很轻 很低 / 

二级 Ⅱ级 三类 中 中 低 有效 

三级 Ⅲ级 二类 高 重 中 有效 

四级 Ⅳ级 一类 很高 很重 高 无效 



生物安全实验室种类，分级 

• 生物安全实验室 (BSL-1，BSL-2，BSL-3，BSL-4) 

• 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ABSL-1，ABSL-2，ABSL-3，
ABSL-4) 

• 移动式生物安全实验室 

 

• 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包括：特殊设计与建设要求 

• 实验室设施，安全装备，个体防护装置和措施 

• 严格的管理制度，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和规程 

 



微生物 
分类 

危害性 
实验室 

防护能力 

实验室 
分级 

动物实验
室分级 

实验室用途 

四类 无、很低 无、很低 BSL-1 ABSL-1 
基础教学、 
研究 

三类 中 有 BSL-2 ABSL-2 
一般健康服
务、诊断、
研究 

二类 高 较高 BSL-3 ABSL-3 
特殊的诊断、 
研究 

一类 很高 高 BSL-4 ABSL-4 危险病原体 

生物安全实验室分级依据  



实验室生物安全及对策 
• 定义 

• 用来描述那些用以防止发生病原体或毒素无意
中暴露及意外释放的防护原则、技术以及实践 

• 含义 

• 保护试验者不受实验对象侵染 

• 确保实验室其他工作人员不受实验对象侵染 

• 确保周围环境不受实验对象的污染 

• 对策 

• 针对防护隔离（separate，isolate，contain）
要求，采用适宜的对策，并具一定的冗余度 

 



关注实验室污染来源 

• 病原体培养物 

• 传染性因子保藏物 

• 生物材料 

• 人源病理污物 

• 血液及产品 

• 动物污物和尸体 

• 人和动物粪便 

• 受到污染的器材  

• 对策：依据污染风险控制要求，对污染源
散发进行多级围堵、污染有效消除并验证 

 



实验室生物安全及对策 

•设施围堵策略： 

•气流一次性通过 

•气锁、负压与气密 

•多级防护（围堵） 

•人流、物流控制 

•送风、给水、物料 

•排风、排水、废物
有效处理、可验证 

•在线监测、可验证 

•安全维护与更换 



  个体防护装备（一级防护？）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 

• 依据人员个体受到生物性、化学性或物理性等危险因子伤害
风险，选择合适的防护器材和用品，手套，防护服，鞋套，呼
吸器，面罩，靴子，护目镜，疫苗等 



生物安全实验室正压服 



ISO气锁室设置与应用 
Airlock types include: Cascade, sink and bubble type 
•梯级气锁：从高净化级别房间到低净化级别房间或非净化
区压差依次降低Cascade ，这可以有效防止低级别或无级
别房间对高级别房间的影响 
•正压气锁：缓冲室对两边的房间均为正压bubble ，这样
可以有效防止两边房间的相互干扰 
•负压气锁：缓冲室对两边的房间均为负压sink ，这样也
可以有效防止两边的相互干扰 

•负压系统则反之  

Cascade 

Bubble 

Sink 



一般与生物安全设施系统 

• 一般实验室HVAC系统要求： 

• HVAC系统符合实验室实体分隔或隔离要求 

• 通风，确保必要的室外新风换气 

• 去除空气中的污染物和有害物质 

• 进行空调（加热，冷却，加湿和除湿）  

• BSL3与 BSL4实验室还要求HVAC系统： 

• HVAC系统确保一级围堵，并有助于加强生物实验室的二
级围堵，显著提高生物安全性 

• 确保必要的负压，维持整个区域有序梯度压差
（ pressure gradient ） 

• 送风和排风高效空气过滤器有效过滤 



生物安全柜（一级防护）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行业标准（YY0569-2005）

《生物安全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业行业
标准（JG 170- 2005）：分为 I、II、III级 

• I 级生物安全柜：提供人员和环境防护，不能提供
产品防护 

• II级生物安全柜：提供人员、环境和产品防护 

• II级又分为：A1，A2，B1，B2型 

• III级生物安全柜：气密型，对人员和环境提 供最
大的保护，用于4级防护水平的微生物操作，动物
解剖等操作 



 

生物安全柜、超净台与通风柜 
 • 生物安全柜是为操作原代培养物、菌毒株以及诊断性标

本等具有感染性的实验材料时，用来保护操作者本人、
实 验室环境以及实验材料，使其避免暴露于上述操作过
程中可能产生的感染性气溶胶和溅出物而设计的。 

• 生物安全柜的安全概念，提供了对样品、人、环境的保
护，更侧重于保护操作人员和环境，防止操作的病原微
生物扩散造成人员伤害和环境污染。 

• 超净台是做一般对人体没有直接伤害的常规细菌的操作
实验，正压送风，吹向样品以及实验人员的风是经过过
滤器过滤，达到局部百级，相当于一个缩小了的无菌室 

• 超净台的洁净概念仅提供对样品的保护。将过滤后的空
气以垂直或水平气流的状态送出，保证生产对环境洁净
度的要求。 

• 通风柜是为在化学实验过程中清除腐蚀性化学气体和有
毒烟雾而设计的 。 

 



 

超净台与通风柜 
 



生物安全柜分类 

Ⅰ级 可向室内排风 — 乱流 ≥0.40 使用者

A1型 可向室内排风 70 单向流 ≥0.38

A2型 可向室内排风 70 单向流 ≥0.50

B1型 不可向室内排风 30 单向流 ≥0.50

B2型 不可向室内排风 0 单向流 ≥0.50

Ⅲ级 不可向室内排风 0 乱流

无吸入口，当
一只手套筒取
下时，手套筒
风速≥0.70

首先是使
用者，有
时兼顾产
品

吸入口风速
（m/s）

防护对象

Ⅱ级
使用者和
产品

级别 类型 排风 柜内气流
循环排风
比例(%)



生物安全柜（示意图） 

I 级生物安全柜 

III级生物安全柜 



生物安全柜（示意图） 

II 级生物安全柜 



II级生物安全柜（示意图） 



生物安全柜 

I 级 III级 II级 



生物安全柜分级 

• 国际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行业标准YY0569-2005《生物
安全柜》等效采用）规定，安全柜可分为 I级、II级和III级三大
类，以满足不同的生物研究和防疫要求。 

• I 级生物安全柜可保护工作人员和环境而不保护样品。气流原理
和实验室通风橱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排气口安装有HEPA过滤
器。所有类型的生物安全柜都在排气和进气口使用HEPA过滤
器。一级生物安全柜本身无风机，依赖外接通风管中的风机带
动气流，由于不能保护柜内产品，目前较少使用。  

• II 级生物安全柜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柜型。按照美国
NSF49:2002的中的规定，II 级生物安全柜依照入口气流风速、
排气方式和循环方式可分4个级别：A1型，A2型，B1型和B2
型。所有的II级生物安全柜都可提供工作人员、环境和产品保护。 

• III 级生物安全柜是BSL3-4实验室生物安全等级而设计的，柜体
完全气密，工作人员通过连接在柜体的手套进行操作，俗称手
套箱(Glove box)，试验品通过双门的传递箱进出安全柜以确保
不受污染，适用于高风险的微生物操作，动物解剖等操作。 



生物安全实验室二级防护 



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 
• 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 

• 动物疫病预测预报、诊断、监测与防控。  

• 动物传染病、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病病原学、流行病学。  

• 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涉及 

• 1.高致病性病毒：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口蹄疫病毒、
小反刍兽疫病毒； 

• 2. 我国已宣布消灭的动物病原微生物：牛瘟病毒、牛
传染性胸膜肺炎丝状支原体等 ； 

• 3. 我国尚未发现的病原微生物：水泡病病毒、非洲猪
瘟病毒、非洲马瘟病毒、牛海绵状脑病病原和痒病病
原等。 

• 应在BSL3和ABSL3及更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 



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 
• 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研究： 

• 承担动物疫病防治和城市兽医公共卫生中的全局性、
关键性、基础性、方向性的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并提
出相关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解决与相关的重大科技问
题。 

• 为开展A类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病原快速确定、
病原分子生物学分析和鉴定、流行病学分析、诊断技
术培训及防治技术科学研究的主要基础条件。 

• 提高了动物疫病的可预知和预防和控制能力，实现我
国养殖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保证食品安全和公
共卫生安全。 



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 

• 病原分离培养：指实验材料中未知病原微生物 的选
择性培养增值，以及培养物进行的相关实验活动。 

• 动物感染实验：指用活的病原微生物或感染性材料
感染动物的实验活动。 

• 未经培养的感染性材料的实验：指用未经培养增值
的感染性材料进行的抗原检测、核酸检测、血清学
检测和理化分析等实验活动。 

• 灭活材料的实验：指活的病原微生物或感染性材料
在采用可靠的方法灭活后进行的抗原检测、核酸检
测、血清学检测和理化分析等实验活动。 

 



BSL-1实验室  

基础实验室 

• 适用于已经确定不会对于成年人立即造成任何疾病或
是对于实验人员及实验室的人员造成最小的危险 。 

• 生物危害性的措施是微乎其微的，带手套和面部防护。
设置洗手池；表面易于清洁；地面防滑不得铺地毯；
台面不透水，耐腐蚀、耐热；家俱应牢固，与设备之
间有间隙，易于清洁；有生物废弃物容器；纱窗。 

• 而在这类实验室中仅需要在开放实验台上依循微生物
学操作技术规范(GMT)即可。无需生物安全柜。 

• 这一类型的实验后洗净程序与与日常生活对于微生物
的预防措施皆相同（例如：用抗菌肥皂洗手，以消毒
剂清洗实验室的所有暴露表面等）。 

 

 

 



BSL-1实验室  



 
BSL-2实验室 

 
• 操作的病原体为中度对于人员和环境具有潜在危
险。 

• 按卫生部《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的
定义，目前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开展
的实验活动几乎全部要求在这一类实验室中进行。 

• 实验室中进行的操作都可在室内开放空间进行。 

• 设置各种消毒的设施，如高压灭菌锅、化学消毒
装置对废弃物进行处理；洗眼装置；实验室带锁、
自动关闭；具有生物危害警示标识；可通风换气。 



 
BSL-2实验室 

 



BSL-2实验室与 
BSL-3实验室  



 
BSL-3实验室 

 



 

BSL-3实验室对策 
 • 所有涉及感染性材料的操作过程是在生物安全柜，专

门设计的通风柜，或备有其他物理抑制装置/穿着适当
的个人防护衣物和设备（一级防护）的人员进行。该
实验室具有特殊的工程和设计特点。 

• 在建筑物中自成一区；核心区含实验间及1/8面积缓冲
间；设两道连锁门，密闭观察窗。独立送排风空调 。 

• 适用于临床、诊断、教学、科研、或生产药物设施，
这类实验室专门处理本地或外来的病原体且这些病原
体可能会借由吸入而导致严重的或潜在的致命疾病。
这些病原体包括各种细菌，寄生虫和病毒可能导致人
类严重的致命性疾病，但目前已经有治疗法包含：炭
疽杆菌、结核杆菌、 利什曼原虫、鹦鹉热衣原体、 
SARS冠状病毒、黄热病毒。 



BSL-3实验室 



BSL3实验室布局 



ABSL-3实验室 

• ABSL依据的是所感染的生物因子的危害等

级。 

• ABSL增加了“三废”处理的难度和复杂性： 

“三废”的数量大、种类多。 

• 废气：感染动物产生的气溶胶；废液：粪

尿等排泄物、饮水；废物：动物尸体、饲

料、垫料等。 

• 动物饲养设施、动物实验设施、消毒设施

和清洗设施、废液、固废处理设备等。 

 

 



ABSL3实验室布局 



ABSL3实验室 



BSL-4实验室对策 
• 独立建筑物或在控制区域内的建筑物，且与该区域内

其他建筑物完全隔离。  

• 工作领域内的所有活动只限于III级生物安全柜（一级
防护），或II级生物安全柜且只有配有生命支持系统与
正压通风（一级防护）的人才能使用。由主实验室、
进入通道、外更衣室、淋浴室和内更衣室组成，门有
自动连锁装置； 独立送排风空调系统。 

• 处理危险且未知的病原体且该病原体可能造成经由气
溶胶传播之病原体或造成高度个人风险，且该病原体
至今仍无任何已知的疫苗或治疗法，如阿根廷出血热
与刚果出血热 、埃博拉病毒 ，马尔堡病毒 ，拉沙热，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 ，天花，以及其他各种出血性疾
病。当处理这类生物危害病原体时必须且具强制性地
使用独立供氧的正压防护衣。 



ABSL-4实验室 

• 在安全柜型ABSL－4实验室中，感染动物均

在Ⅲ级生物安全设备中（如手套箱型隔离

器）饲养，所有操作均在Ⅲ级生物安全柜

内进行。 

• 在防护服型ABSL－4实验室中，工作人员必

须穿正压防护服方可进入。感染动物可饲

养在局部物理防护系统中(如把开放的笼子

放在负压层流柜或负压隔离器中)，操作可

在Ⅱ级生物安全柜内进行。  

 

 



安全柜型BSL-4实验室 



 
安全柜型BSL-4实验室 

 



防护服型BSL-4实验室 

• 带有生命支持系统的正压

防护服 



防护服型ABSL4实验室 



 
防护服型ABSL-4实验室 

 



ABSL-4实验室平面 





BSL-4实验室 
人流流程 



BSL-4实验室 
环路围堵 



围堵系统对部件气密性要求 

部件 外部气密性要求 内部气密性要求 

风机 
10 l/ (h x m²) at p = 2,000 Pa 

壳体包括轴渗漏 

- 

阀门 
10 l/ (h x m²) at p = 2,000 Pa 

阀体包括轴渗漏 

10 l/ (h x m²) at p = 2,000 Pa 

(风阀叶片) 

 

安装HEPA 过滤器箱体 
在额定风量下< 3*10-5   

 at p = 2,000 Pa 
- 

过滤器安装气密性 

 

在额定风量下< 3*10-5   

 at p = 2,000 Pa 

焊接管道，箱体，围护结
构，门等 

10 l/ (h x m²) at p = 2,000 Pa 

本体包括轴渗漏 
 

- 



围堵防护只能采用高效过滤器（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s, HEPA）为末端净化装置。高效过滤器效率99.97% 
@0.3µm，钠焰法效率不低于99.9%的空气过滤器，其中效率不低于
99.9%为A类、不低99.99%为B类、不低于99.999%为C类高效过滤器。 

阻隔性净化末端装置 



生物安全对高效过滤器要求 

• HEPA filter elements undergo a leak and seal test 
inspection after installation. HEPA过滤器安装后泄漏
和密封检验。 

• It must be possible to inspect HEPA filters as 
installed (also series installed HEPA filters 
individually).必须能够检测HEPA过滤器安装（HEPA过
滤器的系列单独安装）状况。 

• Fumigation with formalin or hydrogen peroxide 
must be possible.必须有可能进行甲醛或过氧化氢的熏
蒸消毒。 

• It must be possible to exchange HEPA filters under 
conditions of very low contamination必须在非常低的
被污染条件下更换HEPA过滤器。 



HEPA过滤器 
密封测试环 

密封垫 

连接测试仪器 

生物安全实验室过滤器密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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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 

1.50 

l/mi
n 

0.01 

  - 

0.15 

l/mi
n 

buffer 

p 

Compressed HEPA filter 
element 

Sealing test 
rig 

Snaplock 
coupling 

 

Lead to 
measuring 
equipment 

(2) 

(3) 

(4) 

(5) 

过滤器密闭检测 

 

1.密闭检测装置（1）接到一个快速锁定接口（2） 

2. 用手压泵（3）将空气泵入测试槽直到达到试验压力（2000 Pa） 

3. 持续用手亚泵保持恒定的压力 

4. 泵入的体积流量就是维持恒定压力的泄漏体积流量 

Sealing test device, LTD ty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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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实验室过滤器密闭性 



生物安全实验室过滤器检漏 



measuring 
plane 

Aerosol charge 

Perforated plate 

生物安全实验室过滤器检漏 



H2O2过滤器消毒装备 



消毒效果验证 

嗜热脂肪杆菌 



高效过滤器袋进袋出更换 



气密性风阀 

型号 GD-C 

型号 GD-R ，GD-C 



0.15 

  - 

1.50 

l/mi
n 

0.01 

  - 

0.15 

l/mi
n 

buffer 

p 

1. Connection of leak test device (1) to fast acting coupling (2) at the damper blade seat 

2. Pumping air into the test groove by means of the hand pump (3) until the test pressure 
(2,000 Pa) is reached (readable at the pressure gauge (4)) 

3. Holding this pressure at a constant value by pressing the hand pump (3) smoothly 

4. The readable volume flow (5) has to be lower than the admissible leakage rate 

Portable leak test device, type 
LTD 

(2) (1) 

(3) 

(4) 

(5) 

气密性风阀- 气密性检测 

(1) 

1. 将泄漏检测装置（1）连接到阀门座上快速接口（2） 

2. 用手压泵（3）将空气泵入测试槽直到试验压力达到压力表（4）上（2,000 Pa） 

3.按手压泵（3）平稳地保持在一恒定值的压力 

4.可读的体积流量（5）显示低于允许的泄漏率 



轴转0° 

风阀叶片闭合
，夹紧（无需
辅助能源肘节
杆机构)  

轴转60° 

第一风阀叶片
被线性拉回  

密封无横向荷
载 

轴转120° 

风阀的叶片倾斜
运动 

轴转180° 

风阀叶片完全打
开夹紧杠杆机构 

气密性风阀 



生物安全实
验室装备 
（高危动物
排气） 

• 动物除臭气与生物
粒子装置 
• 配置活性炭和高效
过滤器 



生物安全实验室
密闭门 

气密门是人流、物流的关键部件 



生物安全实验室门气密要求 

• The most effective and simple test for the function  

of the door system is the constant pressure method. 

• To reach high efficiency the door seat has to be tight. 

• To test the door seat tightness doors are equipped with a special 

tightness test grooving. 

• Admissible leakage rate is < 10 l / (h m²) at a constant test 

pressure of  Δp = 2000 Pa 

• 最有效，最简单的门系统性能测试方法是恒压法 

• 为了达到高效门座必须气密 
• 要测试门座密闭性，门都配备了一个特殊的气密性试验槽。 
• 在一个恒定的试验压力ΔP=2000Pa下容许泄漏率<10 l/(h m²)  



模块式BSL3实验室 



模块式BSL3实验室 



模块式BSL3实验室顶视图 



模块式BSL3实验室 



FLI 研究所 

弗里德里希-洛弗勒Friedrich 
Loeffler （1852年至1915年）
著名的卫生学家，任格赖夫斯
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教
授，于1898年首次描述口蹄疫
的病原体（FMD）。在1910年
创立世界上第一座病毒学研究
设施。 



FLI 研究所 



FLI 研究所 

• Friedrich Loeffler （1852年至1915年）格赖夫斯瓦尔
德大学的教授，于1898年首次描述口蹄疫的病原体。几次
来到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研究在周围地区传播
的口蹄疫病毒。在他要求下，普鲁士政府在1909年购买了
里姆斯（RIEMS），他于1910年成立第一座病毒学研究所。
当时动物栏厩只有12头牛和几头猪，约20m2大小的空间，
和几个小相邻的房间与实验室。 

• 目前FLI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属联邦食品、农业和消
费者保护部。主要探索传染病，家畜和相邻的农业科学
（包括分子生物学，病毒诊断，免疫学和流行病学）。共
有11个的研究机构。是德国最大、最高级别的动物研究所，
是欧洲最现代化的研究机构，也是在国际上最知名的研究
所之一。 



FLI 研究所 

所在地：里姆斯岛 



FLI 研究所大门 



FLI 研究所 



会见FLI 研究所领导 



FLI 研究所 
Friedrich Loeffler 研究所共设有： 

• 细菌感染和人畜共患病研究所 

• 流行病学研究所 

• 免疫学研究所 

• 感染医学研究所 

• 分子生物学研究所 

• 分子发病机制研究所 

• 奇特和新型传染病研究所 

• 农场动物遗传学研究所 

• 动物营养研究所 

• 动物福利和畜牧研究所 

• 诊断病毒学研究所 



FLI 研究所 
该机构还作为11个国家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 

• 牛沙门氏菌病国家参考实验室 

• 鼻疽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参考实验室 

• 牛、猪、绵羊和山羊布鲁氏菌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国
家参考实验室 

• 羊附睾炎国家参考实验室 

• 炭疽国家参考实验室 

• 蜱传疾病国家参考实验室 

• 黑胫病的国家参考实验室 

• 牛生殖器弯曲杆菌国家参考实验室（ BGC ） 

• 弯曲杆菌病国家参考实验室 

• 马传染性子宫炎国家参考实验室 

• 兔热病国家参考实验室 



FLI 研究所生活区 



FLI 研究所实验区 

1914年 1950年 2004年 



FLI 研究所新设施 
• 2010年10月10日弗里德里希洛弗勒学院诞辰100周年之际，
经联邦德国政府批准的两个新建的动物研究设施进行新建
筑奠基仪式。新建筑面积达78142 m²，是欧洲最大的设施。 

• 这设施代表了当代生物安全最新设计理念与设施系统。
新建筑落成典礼联邦德国农业部长亲自剪彩，总理默克尔
还为此访问该研究所。预计明年初将正式运行。 

• 100周年庆典开放日，有8000人访问该研究所。 



FLI 研究所 



FLI 研究所 

德国联邦政府发行研究所100周年纪念邮票 



FLI 研究所 

钢筋混凝土结构 



FLI 研究所 

全封闭箱中箱结构 

Box-in-Box-System 

Room-in-Room-System 

 



FLI 研究所 
• 实验建筑设计前，专门研究选址的地质报告，为
了防止BSL3和BSL4实验室建成后出现裂缝和泄漏，
要求建筑物的地基挖到岩石层。 
• 整体建筑混凝土结构，共50万m3。混凝土表面涂
环氧树脂，保证其气密性。 



FLI 研究所 



FLI 研究所 

实验区 

动物设施 

生活区 

动力区 



FLI 研究所 



FLI 研究所 

• 目前岛上Friedrich Loeffler研究所约240人，
其中包括约50名科学家。 

• 新建建筑共有89个实验室和163个大型和小型
动物的饲养单元，包括BSL4大动物实验室。耗
资150亿欧元。 

•  动物设施建筑面积48000 m²，长200m；实验
楼建筑面积22000 m²，长230m。其中实验室净
面积2440 m²， BSL2实验室面积为1200 m²， 
BSL3实验室面积为1000 m²， BSL4大动物实验
室面积为240 m²。 



FLI 研究所 



FLI 研究所 

BSL3** BSL3 BSL3+ 

BSL4 

BSL2 



FLI 研究所设施 



FLI 研究所 



FLI 研究所 

实验楼与动物设施的天廊 彩色玻璃门 



FLI 研究所 

BSL4实验室 



FLI 研究所 

地坪圆角的做法 



FLI 研究所平面布局 



FLI 研究所 

黄区 红区 



FLI 研究所动物设施 



FLI 研究所 
动物设施 

动物护栏设施与料槽 



FLI 研究所动物设施 



FLI 研究所 



FLI 研究所 



FLI 研究所 



FLI 研究所 



FLI 研究所 

  在设定的时间内将废水至少被加热到121℃，

在特殊情况下，到136 ℃。 



FLI 研究所污水处理厂 



FLI 研究所净化空调设施 

• 53 台特殊空调机组，风量1200000 m³/h 

• 1500 台风量控制器 

• 20000 m² 不锈钢风管 

• 20000 m² 镀锌钢板风管 

• 气密性达到DIN EN 1507标准中 C 与 D 级 

• 检测压力固定在2000 Pa, 最高达到3000 Pa 

• 12000 台内置机组 

• 450 台特殊HEPA过滤器 

• 特殊净化与检测设备 

• 实验室采用Novec 1230压力维持检测措施 



FLI 研究所空调设施 



FLI 研究所
机房层 



FLI 研究所BIBO 



BSL实验室 



Laboratory 1 

-70 Pa 

Laboratory 
2 

-70 Pa 

Laboratory 3 

-70 Pa 

Floor 

0 Pa 

Lock 

-30 Pa 

BSL3实验室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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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L4实验室 



BSL4实验室 



BSL4实验室风量/压力调节器 



BSL4实验室试压 



BSL4实验室 



    Room pressure control for 
containments 

 

Vacuum room: 

- Extract air > Supply air 1 + 
supply air 2 

 
- Supply air 1 = 0.08 to 0.12 of 

supply air 2  

Controller 

Reference 
point 

Room 
pressure 

measureme
nt 

Controller 

Material sluices 
-80 Pa 

Laboratory 
-130 Pa 

Disinfectant spray 
-110 Pa 

3rd sluice 
-80 Pa 

2nd sluice 
-50 Pa 

1st sluice 
-50 Pa 

Corridor 0 Pa 

BSL4实验室压力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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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 研究所防火设施 
• General tasks of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sin laboratories

灭火系统在实验室的常规任务 

• Fighting fire and smoke灭火和烟雾 

•Protect property and persons保护人员和财产 

•Facilitate the rescue of people and animals救援人与动物 

• Additional tasks of extinguishing systems in BSL3/4 labs   

3级和4级实验室灭火系统还需其他任务 

• Prevent disruption of negative pressure and pressure 

cascade in the lab 防止实验室梯度负压差被破坏 

•Avoid damage to containment 避免损坏围堵 

•Avoid smoke避烟 

•Avoid fire避火 



FLI 研究所设施 

• Unfavourable， Sprinkler systems & High pressure 

water mist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s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与
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不适用 

• Both types of extinguishers are unfavourable in BSL3 / 4, 

because large amounts of contaminated water should be 

disposed of after extinguishing这两种灭火方式会产生大量
污染水，在熄灭后须处理 

• Gas fire fighting systems based on inert gas unfavourable, 

because negative pressure is difficult to control惰性气体灭
火系统难以控制负压差 

• Oxygen reduction, cannot be used in systems with high 

outdoor air exchange减氧方法不能用于高新风换气实验室 



FLI 研究所防火设施 
• Extinguishing systems with Halon substitutes, e.g. with 

Novec 1230 必须找到高效灭火系统哈龙的替代品，例如： 

采用Novec 1230来灭火。 

•This type of extinguishers are used in the Riems building 

project because in total th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laboratory operation and negative pressure control are at 

the lowest 这种类型的灭火装置已在RIEMS岛上建筑项目

中使用，因为总体来说对实验室运行和负压控制的不利影
响降到最低。 

 



FLI 研究所防火设施 
•Relative density / Density = 1.6 (water = 1)； Vapour density: = 11.6 (air = 

1)相对密度/密度=1.6（水= 1）；蒸气密度：=11.6（空气= 1） 

•Heat of vaporisation at 49 ℃ = 88 kJ/kg，在49℃蒸发= 88 kJ/kg 

•During burning, CO2,CO and HF are released在燃烧中释放CO 2，CO

和HF 

•Necessary extinguishing gas concentration 5.8 vol%必要的灭火气体浓度
5.8％（体积） 

•Novec behaves thermodynamically like a refrigerant vapour and not like 

a gas, it is relieved with 50 bar nozzle pressure, evaporates and thereby 

extracts the room air heatNovec热力行为像制冷剂蒸气，不像气体，在
50Bar喷嘴压力释放，吸收室内空气热量 

•During the extinguishing process, a negative pressure occurs at first in the 

room by the cooling of the air and then an overpressure by the increase in 

mass 

•在灭火过程中，先在一个房间内冷却空气产生负压，然后在质量增加过
程中过压 



FLI 研究所火灾对策 

•The Novec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s are used in the FLI 

Riems building project: Novec灭火系统用在FLI该项目中 

•BSL4 laboratories (gas tight) BSL4实验室（气密） 

•BSL3 laboratories (relatively tight with air overflow)  

 BSL3实验室（在渗漏中相对气密） 

First approach was:首先步骤是： 

1. Closing the supply air flaps关闭送风风阀 

2. Introduction of extinguishing gas引入灭火气体 

3. Closing the exhaust air flaps关闭排风风阀  

Account for: too large negative and overpressure 

结果：负压大甚至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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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I，Pirbright, UK 

• 约250 工作人员 

• 16000m2 GIA 

• 120 m2 BSL4 

• 120 m2 BSL3+ 

• 240 m2 BSL3 

• 26 间独立的家禽 

和大动物BSL3设施 

• 2000 m2 SAPO4 



AHI，Pirbright,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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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for Animal Health, 

Pirbright, UK 



AHI，Pirbright, UK 



BSL实验室布局 



BSL 实验
室剖面 



 

BSL实验室布局 
 



BSL实验室布局 



Institute for Animal Health, 

Pirbright, UK 



Institute for Animal Health, 

Pirbright, UK 



Institute for Animal Health, 

Pirbright, UK 



AHI，Pirbright, UK 



SCHAH Canada 

• 建筑面积29300 m² ，BSL-3

和BSL-4实验室约3000 m² 



SCHAH Canada 

•共有3个4000L的高压灭菌罐,
废弃物采用了125℃30分钟的
高温高压灭菌方式 



Robert-Koch Institute Berlin 



Bernhard Nocht Institute, Hamburg 



Institute for Animal Health, 

Pirbright, UK 



Friedrich Loeffler Institute Riems 



CReSA Spain 

• 坐落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
总投资1420万欧元。1999年开
始设计，2004年投入使用。 



HEPA filter Double HEPA filtering 

Pneumatic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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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for Veterinary Biologics (CVB), APHIS  

National Animal Disease Center (NADC), ARS 

National Veterinary Services Laboratories (NVSL), 
APHIS 

 Together we meet the national needs for animal 
health research, diagnosis, and product evaluation.   

 

美国国家动物卫生中心 



Center for Veterinary Biologics, 
USA 



Center for Veterinary Biologics, 
USA 



Center for Veterinary Biologics, 
USA 



National Animal Disease Center 
Plum Island，USA 



National Animal Disease Center 
Plum Island，USA 



National Bio and Agro-Defense 

Facility，USA 



NBAF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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