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源源圆窑

第 缘 期 总第 缘愿 期
20员3 年 员园 月

高校大型仪器的科学管理与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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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针对我国高校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从平台建设、制

度建设、
实验队伍建设以及保证仪器高效运行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为高校进一步提高大型仪器的
开放共享，
实现高效运行，
提高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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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仪器设备一般是指单台价值 员园 万元以上

的仪器设备袁 其拥有数量是衡量一所高校教学科
研水平的重要指标遥 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尧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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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购置袁造成资源浪费 咱圆暂遥
渊二冤仪器使用率偏低

员怨怨愿 年袁教育部叶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实验室

究 投 入 资金 的 加 大 袁特 别 是 野圆员员 工 程 冶和 野怨愿缘 工

评估标准表曳对单价 圆园 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的

件设施得到不断完善袁仪器设备拥有量急剧攀升遥

圆园园愿 年全国 圆源愿 所高校的统计数字显示袁其中机时

程冶的 实施 后袁高 校 的教 学 科 研 水 平 日 益 提高 袁硬

据科技部最新公布的 野圆园员员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
统计公报冶数据显示袁圆园员员 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实
验 发 展 经 费 愿 远愿苑 亿 元 袁 比 上 年 增 加 员 远圆源援源 亿

元袁增长 圆猿豫 咱员暂遥 但是袁高校大型仪器使用和管理

开机时数要求是院年使用时数不低于 源园园 学时遥然而

利用率合格的仅占 远愿豫 咱猿暂遥 也有报道袁我国对大型仪

器的平均使用率不到 圆缘豫袁而发达国家高达 员苑园豫耀
圆园园豫 咱源暂遥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大型仪器的使用率偏
低袁浪费现象严重遥

中出现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袁 例如存在仪器重复购

渊三冤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不完善

置袁功能开发不足袁开放程度差袁投资效益低下袁实

提高大型仪器开放与共享袁实现高效使用袁高水

验技术队伍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遥 实现对大型仪器

平的实验技术人才是关键遥 但高校普遍存在仪器实

的科学管理袁建设开放的仪器设备共享平台袁使其

验技术队伍不健全袁技术力量不足袁学校对实验技术

在教学科研尧社会服务中发挥出最大作用袁是当今

人员重视不够遥 实验技术人员在薪酬待遇尧 职称晋

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升尧学位进修等方面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袁导致缺乏工

一尧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渊一冤仪器设备购置不科学

作热情袁影响了工作积极性 咱缘暂遥

渊四冤仪器功能深度开发不够
我国高校拥有大量的大型仪器设备袁 其不仅要

随着国家对高校科研资金投入的增加袁高校的

满足本校的科研需求袁还要为其他院校尧企业提供服

科研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袁实验室建设也日趋完

务袁实现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遥 但是袁高校实验室大

善袁对大型仪器的需求愈来愈多遥 但是袁一些实验室

型仪器普遍采用教师或研究生代管的措施袁 缺乏理

只是片面地从眼前课题需求出发袁购置前缺乏充分

论素养高袁研发能力强的专业实验技术人才袁导致大

调研袁没有长远打算和宏观考虑遥 等课题结题以后袁

型仪器基本功能的实现与新功能的深度研发不足遥

大型仪器就被闲置袁处于无人使用管理的境况遥 也

使大型仪器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袁未能充分利用袁技

有院系之间尧实验室之间缺乏沟通袁导致大型仪器的

术贬值袁造成极大浪费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园苑原圆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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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型仪器的操作者尧 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承担

二尧 实现大型仪器的科学管理

者袁在人才培养尧科技创新以及提高高校整体竞争力

渊一冤建立大型仪器购置的专家论证制度
大型仪器的购置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袁在购置前
缺乏充分的市场调研及可行性分析袁易导致盲目购
置和重复购置 咱远暂遥 因此袁应制定大型仪器购置的专家

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咱员员暂遥 实验技术人员应具

有良好的主人翁意识和为科研服务的意识袁 包括爱
岗敬业尧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曰扎实的专
业理论基础知识和精湛的仪器操作技能曰 严谨的科

论证制度袁杜绝在仪器购置时的人为因素袁把好申购

学态度和创新性的科研能力曰 科学管理实验室的能

关遥 由科研尧教学尧实验技术及仪器管理的教授专家

力以及较强的发展自我尧更新知识的意识等遥这些素

组成专家组袁分析学校当前教学科研需求袁国内外仪

质可通过仪器操作维护培训尧实验室管理培训尧国内

器的新产品情况袁对购置计划进行科学论证袁增强决

外进修尧学位攻读等多条途径来培养咱员圆暂遥大型仪器实

策的正确性遥 专家组从全校宏观角度考虑教学科研

验技术人员可以与科研人员共同承担课题的研究工

需求尧学科发展尧经费来源尧设施条件尧技术队伍及仪

作袁这样不但减轻了课题的仪器检测费用负担袁还能

器的先进性尧实用性及经济性等因素袁严格审查袁避

调动大型仪器实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尧创造性袁更有

免购置利用率低下的仪器袁造成学校资源损失 遥 此
咱猿暂

外袁还需建立和坚持招标制度袁严格按照程序组织招
标袁以规范大型仪器的采购 咱苑暂遥

渊二冤整合资源袁建立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发展规划渊圆园员园原

利于仪器功能的深度开发遥 要建立正常高效运转的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袁 实验技术人才的培养建设是重
中之重咱员猿暂遥

渊四冤建立规范合理的仪器运行管理制度
规范合理的仪器运行管理制度袁 是大型仪器高

圆园圆园 年冤曳 对我国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明确

效运行的保障遥 岗位责任制尧仪器使用培训制尧有偿

的部署袁加强高校重点科研创新基地及科技创新平

使用制尧绩效考核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袁为仪器共享

台建设遥 建立大型仪器共享机制袁实现资源共享是

平台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保障遥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遥 高校实验
室没有专业实验技术人员袁大型仪器得不到定期保

三尧 实现大型仪器的高效运行

养维护遥 部分研究人员由于缺乏必要的仪器操作培

渊一冤应用网络技术实现大型仪器的数字化管理

训袁还经常造成设备的损坏遥 将多台大型仪器进行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袁利用现代通讯技术袁建设

整合袁集中管理袁创造完善的仪器运行环境袁并配备

畅通尧便利尧专业的大型仪器共享网络管理系统袁对

一支高水平的实验技术及维护维修团队袁维持大型

大型仪器的科学管理及高效运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

仪器的完好状态袁保证教学科研的顺利进行 咱愿暂遥 大型

用遥本中心自 圆园员猿 年 猿 月开始上线运行大型仪器网

向全社会开放袁真正实现资源共享遥

络管理系统遥网络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以下模块院用户

仪器共享平台不仅要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袁更应该

络管理系统袁 将中心的十多台大型仪器全部接入网

建立大型仪器开放基金遥 要实现资源共享袁必

和费用管理模块尧设备管理模块尧查询预约模块尧用

须形成有效的投资机制 遥 建立仪器设备购置及运

户个人服务中心模块和统计模块遥 学生注册后可以

行维护基金袁对大型仪器实行有偿使用遥 仪器购置

自行通过网络进行仪器的查询和使用预约袁 取代了

基金全部或大部分来源于学校专项拨款袁用于大型

以往电话预约袁 大大缩短了送样到取得实验结果的

仪器的购置遥 运行维护基金来源于学校补贴尧仪器

等待时间遥特别是针对一些仪器袁经过培训的学生可

收费等方面袁主要用于仪器运行维护尧功能开发和升

以自己上机操作袁真正做到了 圆源 小时开放遥 以电镜

咱怨暂

级改造遥 只有经费有了保障袁大型仪器的开放共享尧
高效运行尧可持续发展才能有保障 遥
咱缘暂

渊三冤加强实验技术队伍建设

平台为例袁以往用户送来样品后袁需要管理人员与用
户打电话预约电镜观察时间袁一般 员 个月左右遥网络
管理系统将每天的电镜可预约时间按半小时分成若

随着我国高校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袁大型仪器

干时间段袁整合了时间袁每天可安排尽量多的用户进

设备实验技术队伍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遥 但是受传

行电镜观察遥用户送来样品后袁可以在网络系统中实

统观念限制袁高校对实验技术人员重使用尧轻培养遥

时查看样品的检测进程袁 自主选择时间进行电镜观

国外针对大型仪器的使用量尧使用难易及仪器的贵

察袁一般需 圆 周袁最长不超过 猿 周遥 电镜平台在 圆 个

重程度设置不同学历的实验技术人员渊部分具有博
士学历冤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遥 实验技术人员作

咱员园暂

月内共接收了 愿怨 份申请单袁 完成 缘远苑 份样品检测遥
网络管理系统运行几个月来袁 不但所有仪器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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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运转袁更简化了使用程序袁为用户提供了便捷袁

的开放共享袁不但能充分发挥仪器的作用袁实现其社

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遥 大型仪器网络管理系统袁将

会服务的功能袁 更能创造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

学校的仪器设备资源信息整合作为公共信息向全社

益袁利于仪器的可持续发展遥

会公开袁解决了仪器信息不通畅袁管理混乱的弊端袁

大型仪器是高校提高 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条

实现了大型仪器设备使用动态管理袁提高了其使用

件袁 只有实现对大型仪器的科学管理袁 使其高效运

效率和经济效益 咱源暂遥

行袁才能保证高校人才培养尧教学科研的质量遥 实现

渊二冤建立标准化的仪器测试平台

全社会的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

现在很多高校的大型仪器未经过国家的标准化

走袁只有先从高校出发袁不断加强大型仪器的开放共

认证袁实验技术人员也没有进行相关的培训遥 仪器的

享袁科学管理袁才能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和

状态校验和样品的测试方法未必都按照国家标准方

研究价值袁有利于高校的教学科研发展袁有利于为地

法执行袁导致相同标本在不同实验室使用相同仪器得

方经济发展服务遥

到的数据差距很大袁失去了仪器共享的意义咱员圆暂遥 现阶
段袁我国对实验室的评价制度主要有两类院实验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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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大学学报院社会科学版袁圆园员猿袁员猿渊源冤院猿圆怨原猿猿圆

咱愿暂 郑传明袁胡长文袁黄如丹袁等援 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开放
共享机制措施及效益咱允暂援 科教导刊袁圆园员猿渊圆冤院圆源圆原圆源源

咱怨暂

李光岩袁王一柏袁邵

强袁等援 加强管理袁提高大型设备

利用率充分实现资源共享 咱允暂援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袁
圆园园苑渊圆冤院苑愿原苑怨

咱员园暂 程敬丽袁楼建晴援 美国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的管理与
启示咱允暂援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袁圆园员猿渊圆冤院员远愿原员苑园

咱员员暂 廖小勇援 实验技术队伍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咱允暂援 科
技资讯袁圆园员园渊员怨冤院圆圆缘

咱员圆暂 徐

杰袁薛长湖袁林

洪袁等援 高校院级分析测试中心管

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咱允暂援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袁圆园员圆渊员园冤院
员缘愿原员远园

咱员猿暂 周金池袁王兰珍援 高校大型分析仪器共享平台建设中有关
问题的探讨咱允暂援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袁圆园员圆渊愿冤院员愿猿原员愿远

咱员源暂 俞琛捷援 高校分析测试中心的开放与共享咱允暂援 实验技
术与管理袁圆园员猿渊远冤院员苑源原员苑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