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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开展生物安全相关研究的基础设施和重要平台，高等级生物安全实
验室是指生物安全防护等级为三级和四级的实验室，一般用于开展烈性传染病相关研究。
文章研究了国内外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梳理了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
室在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生物防范和极端微生物研究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了我
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建设力度、完善管理体
制、强化运行保障、优化人才队伍等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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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是指与生物有关的人为或非人为因素对国
家社会、经济、人民健康及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危害或潜在风险，以及对这些危害或风险进
行防范、管理的战略性、综合性措施[1]。生物安全实验室是指通过防护屏障和管理措施，能
够避免或控制被操作的有害生物因子危害，达到生物安全要求的生物实验室，主要用于开
展微生物学、生物医学、生物化学、动物实验室以及生物制品等领域的研究。按照防护等
级的不同，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 1—4 级；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包括生物安全防护等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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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和四级的实验室。
随着全球生物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生物安全已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特别是烈性传
染病所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和环境污染加剧、人
员频繁交往以及其他不明因素的影响，世界范围内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
近几十年发现了 30 多种新的烈性病原体，其中超过一半以上是新型病毒，如埃博拉病毒、
艾滋病病毒、西尼罗河病毒等；同时一些过去已经得到控制的烈性传染病死灰复燃，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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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过去发现的温和型病原正以新的传播方式在不同地

病房方面，越来越多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相继建立和投入

区大范围流行。国内外专家与学者都普遍认识到了生物

使用。截至 2014 年 12 月，全球已建成和在建的各类生物

安全领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开展了越来越多的生物安

安全四级（BSL-4）实验室共有 59 个，其中美国 15 个、

全相关研究，包括传染病的监测、预防、检测、治疗

英国 9 个，其他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均

等。传染性病原体的研究一般都要在生物安全实验室中

建有 2 个或以上。我国周边国家中，印度有 4 个，日本

进行，尤其是烈性传染病病原体需要在高等级生物安全

有 2 个，韩国、俄罗斯各有 1 个 BSL-4 实验室。中国台

实验室开展研究。因此，系统分析国外生物安全实验室

湾地区目前也已建成 2 个 BSL-4 实验室。生物安全三级

发展历史与现状，吸收和借鉴其先进经验，对于加强我

（BSL-3）实验室的发展更为迅速，截至 2008 年仅美国

国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已建成 1 362 个 BSL-3 实验室。总的来说，近年来，
全球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发展有几大特点：（1）各

1 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1.1 国外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国都将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作为提升国
家生物安全能力的重要手段，开展了系统全面的建设布

人们对生物安全问题的认识随着生命科学和技术

局，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2）绝大部分的实验室属

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生物安全实验室也随之不断发展。

于政府部门和国立研究机构，运行经费由国家财政经费

生物安全实验室经历了四个时期 [2] ，即：（1）萌芽期

予以保障，同时也有企业和私营机构独立运行和管理的

（1826—1949 年），其中标志性事件是 1826 年法国医

实验室。（3）各国都非常重视实验室之间的分工和合

生 Laennec 在实验室接触感染结核病，在此时期实验室

作，强调实验室之间资源和信息的共享，建立了以高等

获得性感染得到初步认识；（2）形成期（1949—1983

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为核心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4）

年），这个阶段的重要事件是 1949 年 Sulkin 和 Pike[3] 发

实验室的功能逐步多元化，实现了起初的病原体检测向

表第一份实验室相关感染调查报告；20 世纪 50—60 年

病原体检测、基础研究、产业开发、教育培训等一系列

代，美国率先建立了生物安全实验室，随后实验室分级

功能的转变，美国还出现了一家专门用于培训的 BSL-

制度和实验室操作规范相继出台[4,5]，生物安全实验室的

4 实验室。

硬件设施和软件保障初步形成；（3）成熟期（1984—

1.2 国内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2004 年），这一阶段发达国家建成并运行了一批生物

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起步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

安全实验室，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开始建设生物安全实验

后期，我国建成了首个初步具有 BSL-3 水平的实验室，配

室，实验室分级制度、实验室操作规范以及实验室设施

备了相应的设施设备，并制定了比较系统的操作规程[6]。

进一步完善，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体系的系统化和规范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引进和自建了一批接近 BSL-3 水平

化得到加强；（4）繁荣期（2004 年至今），这一阶段的

的实验室。但 20 世纪我国的生物安全实验室没有统一的

标志性事件是 2003 年暴发 SARS 疫情，中国和新加坡等

标准，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活动也没有统一的管理。

地发生 3 起 SARS 实验室感染事件，人们对生物危害的认

2003 年 SARS 疫情暴发前，我国约有 10 个 BSL-3 实

识加深，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发展得更为严格，

验室，主要分布在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医院、大学和企

保护性措施更加完善。

业[6]。SARS 疫情发生后，很多机构为开展相关研究，陆

随着生物、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在生物病

续开始新建、改建或扩建生物安全实验室。国家对生物

毒研究、生物技术开发、遗传基因工程、特殊医疗手术

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也越来越重视。2004 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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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国家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规划》[7]，明确

埃博拉。而这些相关研究都需要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

了 10 年内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任务。截至

室中进行。

2015 年 1 月 31日，我国已建成一个 BSL-4 和一批 BSL-3

2.2 生物防范

实验室，并相继投入运行，其中包括中科院的 1 个 BSL-4
和 8 个 BSL-3 实验室。

当前世界的安全形势面临诸多问题的挑战，“恐
怖主义、环境灾难、气候变化、严重疫病、跨国犯罪、

为保障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运行，2004 年，

海盗等问题日益突出”，亚太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

国务院颁发《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8]

义、极端主义势力猖獗，重大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

并将其作为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运行的指导性文件，

题频发”。极端分子（包括恐怖组织）可能使用各种手

此后相继出台国家标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段，包括有害生物制剂，对全球生物安全甚至国家安全

[9]

（GB19489-2004） 和《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
范》（GB50346）

[10]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有力地推动了

造成威胁。这种威胁，无论是实际发生，还是潜在可
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各国的国防安全造成威胁。

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为微生物研究、传染病

从长远来看，国防安全在生物安全方面应该达到

疾病监测、进出口动植物疫病监测和医学研究提供了重

预警、处置充分的抗袭击能力，适当的威慑力，以及有

要支撑。

效的应对能力。因此，国防安全对于可靠的、实用的、
经济的和安全的生物技术预警、处置的需求是非常巨大

2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作用及功能
2.1 传染病预防和控制

和迫切的。开展生物恐怖制剂、新型有害生物制剂的监
测、控制和消除研究，建立相应的药物、补给品和新型

目前，传染病仍然是全球卫生和安全的重大威胁之

疫苗储备，发展生物背景消除设备和制剂以及可靠军民

一，尤其是烈性传染病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威胁巨

两用生物防护装备，将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国防安全

大。2014 年西非国家暴发的埃博拉疫情给人类的生命安

的需要。与这些相关的很多研究都需要在高等级生物安

全及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虽然目前疫情已得到

全实验室中进行。

控制，但仍有重新暴发的可能。诸如此类的烈性传染病

2.3 极端微生物研究

通常有危害大、疫情扩散快、难以控制等特点，因此针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冻土环境出现降水增加、日照

对这类传染性病原体的研究通常需要在安全防范措施较

增多等诸多变化，季节冻土层也因温度升高而变薄，呈

为完善、安全性较高的生物实验室开展。世界卫生组织

现冻结时间缩短等冻土退缩的趋势。同时，随着人类对

（WHO）在总结西非暴发埃博拉病毒后，提出包括埃

原油等资源的开发，极地、高原等地区社会、经济活动

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在

范围不断扩展，导致深层土壤过多挖掘，表层土壤逐渐

我国即为新疆出血热病毒，XHFV）以及中东呼吸综合

暴露。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极地永冻地区及高原冰川不

症（MERS）病毒等在内的 10 种烈性病原体名单，这些

断退缩，高寒极地和冻土快速演变，一些被冻土封存的

病毒的诊断及预防研究必须在 BSL-4 实验室内开展，才

病毒和病菌悄然释放。例如，近年相继发现了14 万年前

能满足生物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 [11]。各类烈性传染病的

的番茄病毒，7 000 年前的石藻病毒等。这引起了人们

预防和控制需要研发有效的诊断检测、疫苗药物治疗等

对冻土和极地环境中病毒种群生态的极大关注。这类原

方法，但目前很多传染病尚未研究出证实有效的治疗方

本被冻存病毒的重新出现，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威

法，例如长期威胁人类健康的艾滋病和 2014 年暴发的

胁。另外，还在近中性、低氧或厌氧等低温环境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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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花病毒、流感病毒等高致病性病毒的踪迹，从西伯

治和安全保障的整个系统，建立健全生物安全实验室体

利亚 3万年前永冻土样品中分离到新型的巨型 DNA 活病

系。（2）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修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及规

毒。这类病毒的重现，对全球人类健康都产生了潜在的

章制度等，建立严格管理制度和协调机制，加强实验室

巨大威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环流变化、生物迁

之间的交流沟通和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国家烈性传染病

徙规律紊乱、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等导致频繁发生的病

预防和控制、传染和免疫研究实验室网络。（3）加大高

毒生态圈深刻变化，要及时启动低温极端环境中病毒谱

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运行经费的投入，优化资源配置，

系调查及潜在的致病性风险评估，以确定有多少新、旧

实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对实验室运行经费实行

病毒可能会重返并扩散到人类生态圈，确定其中有多少

严格管理，不同方面的运行经费分别设定配套经费，实

病毒会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体健康。由于对这类的

行专款专用。（4）采取引进、引导和培养等方式建立和

生物危害因子的特性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尚不清楚，因此

优化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研究人才队伍，加强高等级生

需要在严格的防护条件下开展其生物学特性、风险评估

物安全实验室在职人员的生物安全培训，总体提升工作

和相关的控制和应用技术研究。

人员的安全意识及操作技能。

3 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方
面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我国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方面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在烈性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及生物防范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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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safety laboratory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and platform carrying out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biosafety. Fulmina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re researched in high-level biosafety laboratories, including biosafety level 3 and level 4 laboratories.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high-level biosafety laboratories was studi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high-level biosafety
laboratories i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iological defense, extremophiles research, and other aspects was summarized,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high-level biosafety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were analyzed. Finally, th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reinforce the security operation, and optimize the tale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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