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小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清单

小学科学

编号 名称
规格、型

号、功能
单位

数量 配备要求

备注 分类 储存条件

72025 酒精
工业 千克

适量 基配 易燃品
低温、密封、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

剂、酸类、碱金属分开存放，不能用于人体消毒。

75003 高锰酸钾 千克 适量 基配 氧化剂
棕色玻璃瓶，避光阴凉保存。如遇浓硫酸、铵盐

能发生爆炸。

7701l 盐酸 试剂 千克 适量 基配 腐蚀品
用有内塞的玻璃瓶密封，存储于阴凉、干燥、通

风处，避免与皮肤接触。

初中物理

编号 名称
规格、型

号、功能
单位 数量 配备要求 备注 分类 储存条件



72025 酒精 工业 毫升 1000 选配 易燃品
低温、密封、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

剂、酸类、碱金属分开存放，不能用于人体消毒。

72027 煤油 千克 15 选配 易燃品
低温、通风，用玻璃塞的玻璃瓶密封，远离火种、

热源。

77004 硫酸 工业 毫升 1000 选配 腐蚀品
阴凉、通风、封闭。室温不超过 35℃，相对湿度
不超过 85%，避免与皮肤接触。

初中化学

编号 名称
规格、型

号、功能
单位 数量 配备要求 备注 储存条件

71 一般无机 1

70086 
硫酸铜

（蓝矾、胆矾）
工业 克 1000 基配

阴凉、干燥、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因遇水潮解应

特别注意保持容器密封。

71 一般无机 2

71020 硝酸银 试剂 克 25 基配
密封、干燥、避光保存，通常被保存在棕色试剂瓶中，

毒性较强。

71030 乙酸铅 试剂 克 50 基配 密封保存。

71041 氢氧化钡 试剂 克 50 选配 密封、干燥保存，防止潮解及变质，避免与皮肤接触。



71042 氨水 试剂 毫升 500 基配
[含氨
＞10%] 

阴凉、避光处，一般用带密封塞的棕色玻璃瓶存储。

71043 氧化钙 (生石灰 ) 克 500 基配 密封、干燥保存，防止潮解及变质。

71044 
氢氧化钙

(熟石灰 ) 
克 1000 基配 干燥、避光，一般用广口瓶密封存放。

71045 碱石灰 克 250 基配 干燥、避光，一般使用聚乙烯或聚丙烯塑料瓶密封。

72 一般有机

72025 酒精 0.95 千克 30 基配
低温、密封、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

酸类、碱金属分开存放，不能用于人体消毒。

72027 煤油 毫升 500 基配
低温、通风，用玻璃塞的玻璃瓶密封，远离火种、热

源。

73 易燃液体

低闪点

易燃液体

73003 汽油 毫升 250 基配 通风、阴凉、远离火种、热源，一般使用玻璃塞密封。

73005 丙酮 试剂 毫升 250 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宜

超过 29℃。



74 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

易燃固体

74001 红(赤 )磷 克 50 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可在试剂瓶中加入少量煤油

防止其与空气接触。

74011 硫粉 工业 克 25 基配 阴凉、通风、密闭保存，远离火种和热源。

74012 镁条 克 10 基配 密封保存，存放于不接触明火的干燥环境。

74013 铝粉 工业 克 10 基配 密封保存，存放于不接触明火的干燥环境。

自燃物品

74060 黄(白 )磷 克 5 基配 有毒
阴凉、通风，应保存在水中，且必须浸没在水下，隔

绝空气，避免用手接触。

遇湿易燃物品

75 氧化剂

75001 过氧化氢 试剂， 30% 毫升 1500 基配
阴凉、密封、避光保存，一般多用塑料瓶或棕色玻璃

瓶保存。

75002 氯酸钾 工业 克 500 基配
密封、阴凉保存，并防止与有机物和其他易氧化物接

触，特别不能与铵盐、浓硫酸混合，容易引起爆炸。

75003 高锰酸钾 试剂 克 1500 基配
棕色玻璃瓶，避光阴凉保存，如遇浓硫酸、铵盐能发

生爆炸。



75004 硝酸铵 试剂 克 250 基配

阴凉、通风，远离火种、热源，与易（可）燃物、还

原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放，禁止震动、撞

击和摩擦。

75005 硝酸钾 试剂 克 1500 基配
阴凉、干燥、通风，远离火种、热源，与易（可）燃

物、还原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放。

75006 硝酸钠 试剂 克 250 基配

阴凉、通风，远离火种、热源，与易（可）燃物、还

原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放，禁止震动、撞

击和摩擦。

75013 硝酸汞 试剂 克 25 选配 有毒
阴凉、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因易潮解所以密封保

存，有剧毒。

75017 硝酸钡 试剂 克 25 选配 有毒
阴凉、通风，远离火种、热源，跟硫、磷、有机物接

触、摩擦或撞击能引起燃烧或爆炸，有毒。

76 有毒品

76001 草酸 试剂 毫升 100 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有毒。

76002 氯化钡 试剂 克 100 选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有毒。

77 腐蚀品

酸性腐蚀品

77001 硝酸 试剂 毫升 500 基配 氧化性
阴凉、干燥，用带玻璃塞的棕色瓶密封保存，注意避

光避震，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03 硫酸 试剂 毫升 1000 基配
阴凉、通风、封闭。室温不超过 35℃，相对湿度不超
过85%，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04 硫酸 工业 毫升 2000 基配
阴凉、通风、封闭。室温不超过 35℃，相对湿度不超
过85%，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11 盐酸 试剂 毫升 1500 基配
密封、干燥、避光保存用有内塞的玻璃瓶密封，存储

于阴凉、通风处，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12 盐酸 工业 毫升 3000 基配
密封、干燥、避光保存用有内塞的玻璃瓶密封，存储

于阴凉、通风处，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21 甲酸 试剂 毫升 250 基配 有毒
密封、干燥、避光保存用有内塞的玻璃瓶密封，存储

于阴凉、通风处，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26 乙酸 试剂 毫升 100 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存放，远离火种、热源，冬季温度

高于 16℃，以防凝固，避免与皮肤接触。

碱性腐蚀品

77031 氢氧化钾 试剂 克 100 选配

阴凉、干燥、通风，密封保存，防止潮解及变质，远

离火种、热源，应与易（可）燃物、酸类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

77032 氢氧化钠 试剂 克 100 基配
密封、干燥、避光，一般使用带橡胶塞的聚乙烯塑料

瓶，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33 氢氧化钠 工业 克 2000 基配
密封、干燥、避光，一般使用带橡胶塞的聚乙烯塑料

瓶，避免与皮肤接触。



初中生物

编号 名称
规格、型

号、功能
单位 数量 配备要求 备注 分类 储存条件

71020 硝酸银
化学纯，

250g 
瓶 1 选配 氧化剂

密封、干燥、避光保存，通常被保存在棕色试剂

瓶中，毒性较强。

75003 高锰酸钾
化学纯，

500g 
瓶 1 基配 氧化剂

棕色玻璃瓶，避光阴凉保存。如遇浓硫酸、铵盐

能发生爆炸。

71044 
氢氧化钙

(熟石灰 ) 

化学纯，

500g 
瓶 1 基配 腐蚀品

干燥、避光，一般用广口瓶密封存放，避免与皮

肤接触。

72025 工业酒精 瓶 适量 基配 易燃品
低温、密封、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

剂、酸类、碱金属分开存放，不能用于人体消毒。

75016 硝酸铅
化学纯，

250g 
瓶 1 选配 毒害品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毒性

较强。

76002 氯化钡
化学纯，

250g 
瓶 1 选配 毒害品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有毒。

77003 硫酸
化学纯，

500mL 
瓶 1 基配

酸性腐

蚀品

阴凉、通风、封闭。室温不超过 35℃，相对湿度
不超过 85%，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11 盐酸
化学纯，

500mL 
瓶 适量 基配

酸性腐

蚀品

密封、干燥、避光保存，用有内塞的玻璃瓶密封，

存储于阴凉、干燥、通风处，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26 
乙酸

(醋酸 ) 

化学纯，

500mL 
瓶 适量 基配

乙酸 [ 含量＞ 80%]
或者乙酸溶液 [10%
＜含量≤ 80%]均属

于危险品

酸性腐

蚀品

阴凉、通风、密封存放，远离火种、热源，冬季

温度高于 16℃，防凝固，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28 硼酸
化学纯，

500mL 
瓶 1 基配 腐蚀品 密封、干燥保存。

77032 氢氧化钠
化学纯，

500g 
瓶 1 基配

碱性腐

蚀品

密封、干燥、避光，一般使用带橡胶塞的聚乙烯

塑料瓶，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52 甲醛
化学纯，

500mL 
瓶 适量 基配

其他腐

蚀品
避光， 9℃以上密闭保存。

高中物理

编号 名称
规格、型

号、功能
单位 数量 配备要求 备注 分类 储存条件

72025 酒精 0.95 毫升
2000～

3000 
选修 2.3基配 易燃品

低温、密封、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

剂、酸类、碱金属分开存放，不能用于人体消毒。

72027 煤油 千克 1 必修选配 易燃品
低温、通风，用玻璃塞的玻璃瓶密封，远离火种、

热源。

77003 硫酸 分析纯 毫升 500 选修 3选配 腐蚀品
阴凉、通风、封闭。室温不超过 35℃，相对湿度
不超过 85%，避免与皮肤接触。



高中化学

编号 名称
规格、型

号、功能
单位 数量 配备要求 备注 储存条件

70 一般无机 1

70040 氯化铝 试剂 克 100 必修基配
无水氯化铝为

酸性腐蚀品

阴凉、干燥、通风，远离火种、热源。该品遇水蒸

气能水解，遇水爆炸，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

70047 三氯化铁 试剂 克 500 必修基配 密封、阴凉、干燥、避光保存。

70086 
硫酸铜

(蓝矾、胆矾 ) 
工业 克 2000 必修基配

阴凉、干燥、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因遇水潮解

应特别注意保持容器密封。

70086 
硫酸铜

(无水 ) 
试剂 克 500 必修基配

阴凉、干燥、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因遇水潮解

应特别注意保持容器密封。

71 一般无机 2

71020 硝酸银 试剂 克 100 必修基配
密封、干燥、避光保存，通常被保存在棕色试剂瓶

中，毒性较强。

71030 乙酸铅 试剂 克 50 
选修 1、5
基配

密封保存。

71039 硼酸 试剂 克 500 
选修 2、4、

6基配
密封、干燥保存。



71041 氢氧化钡 试剂 克 250 必修基配
密封、干燥保存，防止潮解及变质，避免于皮肤接

触。

71042 氨水 试剂 毫升 1000 必修基配 阴凉、避光处，一般用带密封塞的棕色玻璃瓶存储。

71043 
氧化钙

(生石灰 ) 
试剂 克 500 必修基配 密封、干燥保存，防止潮解及变质。

71044 
氢氧化钙

(熟石灰 ) 
试剂 克 1000 必修基配 干燥、避光，一般用广口瓶密封存放。

71045 碱石灰 试剂 克 500 必修基配
干燥、避光，一般使用聚乙烯或者聚丙烯塑料瓶密

封。

72 一般有机

72025 酒精 0.95 千克 50 必修基配
低温、密封、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

酸类、碱金属分开存放，不能用于人体消毒。

72027 煤油 毫升 1500 必修选配
低温、通风，用玻璃塞的玻璃瓶密封，远离火种、

热源。

73 易燃液体

低闪点

易燃液体

73003 汽油 毫升 500 必修基配 通风、阴凉、远离火种、热源，一般使用玻璃塞密



封。

73005 丙酮 试剂 毫升 100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宜超过 29℃。

73007 乙醛 试剂 毫升 500 
选修 5、6
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不可与空气接触，远离火

种、热源，室温不宜超过 25℃。

中闪点

易燃液体

73010 苯 试剂 毫升 100 必修基配 有毒
低温、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宜超过 30℃，
因易挥发所以密封保存，毒性较强。

73012 甲苯 试剂 毫升 100 
选修 5基
配

有毒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宜超过 30℃。

73016 无水乙醇 试剂 毫升 2000 必修基配
阴凉、密封、避光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宜超过 30℃，一般多用棕色玻璃瓶保存。

73020 乙酸乙酯 试剂 毫升 1000 必修基配 密封、避光保存，远离火种、热源。

73025 原油 毫升 100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保存，远离火种、热源。

74 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

易燃固体

74011 硫粉 工业 克 25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密闭保存，远离火种和热源。



74012 镁条 克 500 必修基配 密封保存，存放于不接触明火的干燥环境。

74013 铝粉 工业 克 100 必修基配 密封保存，存放于不接触明火的干燥环境。

自燃物品

74065 硫化钠 试剂 克 100 选修 4基配
阴凉、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因易潮解所以需密

封保存，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

遇湿易燃物品

74080 钾 试剂 克 25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处，因极易与水、空气反应，一般存储

在煤油中。

74082 钠 试剂 克 10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处，因极易与水、空气反应，一般存储

在煤油中。

74084 锌粉 克 100 必修基配
阴凉、干燥、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超过 25℃，相对湿度不超过 75%。

74086 碳化钙 克 500 选修 5基配
因与水反应易引起燃烧，所以防潮、干燥、密封保

存，也可以存储在煤油中。

75 氧化剂

75001 过氧化氢 试剂， 30% 毫升 100 必修基配
[ 含量＞

8%] 
阴凉、密封、避光保存，一般多用塑料瓶或棕色玻

璃瓶保存。

75002 氯酸钾 工业 克 500 必修基配 密封、阴凉保存，并防止与有机物和其他易氧化物

接触，特别不能与铵盐、浓硫酸混合，容易引起爆



炸。

75003 高锰酸钾 试剂 克 500 必修基配
棕色玻璃瓶，避光阴凉保存。如遇浓硫酸、铵盐能

发生爆炸。

75005 硝酸钾 试剂 克 100 选修 4基配
阴凉、干燥、通风，远离火种、热源，与易（可）

燃物、还原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放。

75007 过氧化钠 试剂 克 100 必修基配 腐蚀性 易潮解、有腐蚀性，应密封保存，一般使用蜡封。

75020 亚硝酸钠 试剂 克 50 选修 1、2基配 密封、阴凉、干燥保存，远离火种、热源，有毒。

75025 重铬酸钾 试剂 克 100 
选修 4、5、6
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超过 30℃。

76 有毒品

76001 草酸 试剂 克 10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有毒。

76002 氯化钡 试剂 克 10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有毒。

76013 四氯化碳 试剂 毫升 1500 必修基配 因有毒性、易挥发，一般密封或水封保存。

76020 溴乙烷 试剂 毫升 100 选修 5基配 易燃 因易挥发，切记封闭避光保存，远离火种、热源。

76030 苯酚 试剂 克 250 选修 5、6基配 腐蚀性
阴凉通风，低温避光，密封保存，一般保存在棕色

瓶中，避免与皮肤接触。



77 腐蚀品

酸性腐蚀品

77001 硝酸 试剂 毫升 1000 必修基配 氧化性
阴凉、干燥，用带玻璃塞的棕色瓶密封保存，注意

避光避震，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03 硫酸 试剂 毫升 300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封闭。室温不超过 35℃，相对湿度不
超过 85%，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03 硫酸 工业 毫升 300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封闭。室温不超过 35℃，相对湿度不
超过 85%，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11 盐酸 试剂 毫升 10000 必修基配
密封、干燥、避光保存用有内塞的玻璃瓶密封，存

储于阴凉、通风处，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11 盐酸 工业 毫升 10000 必修基配
密封、干燥、避光保存用有内塞的玻璃瓶密封，存

储于阴凉、通风处，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26 乙酸 试剂， 36% 毫升 200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存放，远离火种、热源，冬季温

度高于 16℃，以防凝固，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26 乙酸 试剂， 100% 毫升 500 必修基配 易燃
阴凉、通风、密封存放，远离火种、热源，冬季温

度高于 16℃，以防凝固，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30 溴 试剂 毫升 100 必修基配 有毒
阴凉、通风保存，因有毒性易挥发需要密封保存，

一般保存在棕色瓶中，避免与皮肤接触。

碱性腐蚀品



77031 氢氧化钾 试剂 克 1500 选修 1必配
阴凉、干燥、通风，密封保存，防止潮解及变质，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易（可）燃物、酸类等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

77032 氢氧化钠 试剂 克 3000 必修基配
密封、干燥、避光，一般使用带橡胶塞的聚乙烯塑

料瓶，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32 氢氧化钠 工业 克 4000 必修基配
密封、干燥、避光，一般使用带橡胶塞的聚乙烯塑

料瓶，避免与皮肤接触。

其他腐蚀品

77044 苯酚钠 试剂 克 500 选修 5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与氧化

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77052 甲醛 试剂 毫升 250 必修基配 有毒 避光， 9℃以上密闭保存。

高中生物

编号 名称
规格、型

号、功能
单位 数量 配备要求 备注 储存条件

71 一般无机 1

70047 三氯化铁 试剂 克 500 必修基配 密封、阴凉、干燥、避光保存。

70086 
硫酸铜

（蓝矾、胆矾）
工业 克 500 必修基配

阴凉、干燥、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因遇水潮解

应特别注意保持容器密封。



71020 硝酸银 试剂 克 25 选修 1基配
密封、干燥、避光保存，通常被保存在棕色试剂瓶

中，毒性较强。

71044 氢氧化钙 试剂 克 500 选修 1基配 干燥、避光，一般用广口瓶密封存放。

71056 氯化镉 试剂 克 100 选修 1选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

72 一般有机

72093 对氨基苯磺酸 试剂 克 10 选修 1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

72096 二苯胺 试剂 克 100 选修 1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

73 易燃液体

73005 丙酮 试剂 毫升 100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宜超过 29℃。

73007 乙醛 试剂 毫升 500 选修 1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不可与空气接触，远离火

种、热源，室温不宜超过 25℃。

73012 甲苯 试剂 毫升 500 选修 1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宜超过 30℃。

73016 无水乙醇 试剂 毫升 2500 必修基配
阴凉、密封、避光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宜超过 30℃，一般多用棕色玻璃瓶保存。

73020 乙酸乙酯 试剂 毫升 500 选修 1基配 密封、避光保存，远离火种、热源。

73023 石油醚 试剂 毫升 2000 选修 1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宜超过 25℃。

73010 苯 试剂 毫升 100 必修基配 有毒
低温、通风，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宜超过 30℃，
因易挥发所以密封保存，毒性较强。

73003 
汽油

（93号汽油）
试剂 毫升 250 必修基配 通风、阴凉 ,远离火种、 热源，一般使用玻璃塞密封。

75 氧化剂

75001 过氧化氢 试剂 毫升 500 必修基配
阴凉、密封、避光保存，一般多用塑料瓶或棕色玻

璃瓶保存。

75003 高锰酸钾 试剂 克 1500 选修 1选配
棕色玻璃瓶，避光阴凉保存。如遇浓硫酸、铵盐能

发生爆炸。

75020 亚硝酸钠 试剂 克 500 选修 1基配 密封、阴凉、干燥保存，有毒。

75025 重铬酸钾 试剂 克 500 选修 1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超过 30℃。

75027 高氯酸 试剂 克 500 选修 1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超过 30℃，避免与皮肤接触。

76 有毒品

76002 氯化钡 试剂 克 500 选修 1选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有毒。

76030 苯酚 试剂 克 250 选修 1选配 腐蚀性 阴凉通风，低温避光，密封保存，避免与皮肤接触。



盐酸 -1- 

萘乙二胺
试剂 克 10 选修 1基配 通风、低温、干燥，与食品原料分开储运。

77 腐蚀品

77003 硫酸 试剂 毫升 50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封闭。室温不超过 35℃，相对湿度不
超过 85%，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11 盐酸 试剂 毫升 1000 必修基配
用有内塞的玻璃瓶密封，存储于阴凉、干燥、通风

处，避免与皮肤接触。

77026 
乙酸

(醋酸 ) 
试剂， 100% 毫升 500 必修基配

阴凉、通风、密封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冬季室

温应高于 16℃，以防凝固。

77032 氢氧化钠 试剂 克 500 必修基配
密封、干燥保存，防止潮解及变质，避免与皮肤接

触。

77040 次氯酸钠 试剂 克 500 选修 1基配
避光、避热、密闭保存，远离火种、热源，室温不

宜超过 30℃。

77052 甲醛 试剂 毫升 250 选修 1选配 有毒 避光， 9℃以上密闭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