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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的高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

张小蒙，王益民
( 天津中医药大学 资产设备处，天津 300193)

摘 要: 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是高校仪器设备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型仪器设备数量的增加使得其管理也越

来越复杂，问题层出不穷，影响大型仪器设备效益的发挥。本研究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对大型仪器

设备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水平的

几点建议，希望对充分发挥大型仪器设备的效益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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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equi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Life Cycle Theory

ZHANG Xiao－meng，WANG Yi－min
( Equipment Department，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0193，China)

Abstract: Large－scale equipment management is a top priority of University Equipment Management，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large－scale equipment makes its management become complex and more and
more problems emerge，which impacts the benefit of large－scale equipment． This study analyzes man-
agem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large－scale equipment's early，middle and late stages based on Life
Cycle Theory，then proposes suggestions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equipment，
hoping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large－scale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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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仪器设备是高校教师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

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近几年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

多促进了高校大型仪器设备购买量的增加，然而管

理工作也越来越复杂，问题层出不穷，影响了其效益

的发挥，如何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水平和使用效

益就成为各高校急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全生命

周期理论出发，探索了高校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工

作，旨在提高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仪器设备效益，更

好地为高校服务。

1 大型仪器设备前期管理现状和存在问题

1．1 购置前可行性论证不充分，导致重复购买、资

源浪费

如今有的高校在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前进行的可

行性论证程序都比较简单，实施细则不具体，没有对

大型仪器设备购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严格的把

关，导致可行性论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高

校在进行可行性论证时偏重院系单位、甚至课题组

的利益，缺乏大型仪器设备学科建设方面作用的科

学全面的论证，也很少考虑其开放共享程度，导致大

型仪器设备重复购买或者使用率低下，造成了国家

和学校资源的浪费［1］。

1．2 采购周期长，影响正常教学科研工作

我国高校大部分大型仪器设备依赖进口，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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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需要国际招投标，招标程序相对复杂［2］。另

外，大部分进口仪器设备还需办理免税，若免税工作

进行的不顺利，影响设备如期进口，导致送货时间延

长，耽误高校教师使用，会影响正常教学和科研工

作［3］。

2 大型仪器设备中期管理现状和存在问题

2．1 管理制度不健全，使用效率低

大多数高校在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方面制定了

相应的制度，如操作规程、维护保养制度等，但在实

施过程中，缺乏可行的管理制度，如严格的监督机

制、管理队伍考核制度以及配套的绩效考核评价体

系等，出现“重使用、轻管理”的现象。大型仪器的

管理队伍不专业，维护、保养不及时等问题层出不

穷，给设备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降低了设备的使用

效率［4］。

2．2 维修经费不足，功能未被充分利用

大型仪器设备操作复杂，价值昂贵，一旦损坏，

维修时间长且费用较高。目前很多高校未建立大型

仪器设备维修基金，维修经费一般从相关科研课题

经费支出，如果花费金额较大，挤占较多资金，势必

影响科研活动的进展和成果的产生［5］。所以很多

高校对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人员、使用时间和操作

范围等都有明确的限制，有的仪器设备购买后闲置

时间较多，很多功能未被充分开发利用，造成资源的

浪费。

2．3 开放共享程度低，影响使用效益

大型仪器设备一般价值较高，属高校的稀缺资

源，大部分高校仅允许其在本校内部使用，不允许其

他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借用［6］。有的高校实现了大

型仪器设备在本校和兄弟院校之间使用，只有少数

高校设立了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实现了仪器设

备向社会开放的目的，大幅度提高了仪器设备的使

用效率和效益，避免了资源浪费。

2．4 实验技术和管理队伍不足，影响教学和科研水

平的提高

我国高校实验室固定人员中技术和管理人员较

少，而在美国高校实验室中他们却占了较大的比例。
技术人员的缺乏可能会导致大型仪器设备维修不及

时，阻碍科研活动的顺利进行。管理人员的不足容

易滋生仪器设备协调紊乱、闲置浪费等现象［7］。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能够利用其专长发掘大型仪器设

备潜在的功能，为高校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贡献力

量，他们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校教学和科研

水平的提高［8］。

2．5 档案管理不完善，影响使用寿命

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为学校购买到质优价廉

的设备提供依据，也为售后服务的顺利执行提供有

力保障。很多高校大型仪器设备档案管理人一般只

对说明书、装箱单、合格证等加以关注，不注重收集

可行性论证报告、相关负责人的批示、合同等材料，

没有做好对仪器设备真实使用情况的记录，所以在

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相关原始资料和产生问题的原

因，影响了大型仪器设备的正常使用，缩短了其使用

寿命［9］。

3 大型仪器设备后期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

大型仪器设备后期管理指的是在处置设备阶段

的全部管理工作，主要指报废管理，严格把好报废这

一关，对于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效率和使用效

益，预防国有资产的无形流失，防止设备的堆积闲置

和提高报废设备的余值有着关键作用［10］。

3．1 财务账与实物账不符

有的高校在对大型仪器设备进行报废管理时，

发现财务账和实物账不符，出现盘亏或者盘盈的情

况，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二级

部门结构的调整、使用和管理人的变动; 资产正常和

非正常损坏; 设备管理部门固定资产相关负责人和

财务处相关负责人在核对账务过程中态度不认真，

未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11］。

3．2 闲置

在高校资产清查工作中，有些被闲置的资产虽

然不符合报废条件，但是已经不能满足教学和科研

需要，一直被闲置在实验室，待达到报废年限再申请

报废，对高校人力和物力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这种

情况主要是由大型仪器设备的可行性论证工作不够

严格和充分导致的［12］。

3．3 调剂与报废管理脱节

很多高校大型仪器设备的调剂需要由事先协商

好的两个部门一起向设备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而设

备的报废是由报废设备所在部门提出申请，调剂和

报废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环节。在一个部门符合报废

条件的设备，可能在其它部门还能发挥作用，而由于

信息不对称，往往对这种能够通过降档使用发挥余

热的大型仪器设备做报废处理，造成了不必要的资

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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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水平的几点建议

4．1 加强购置前的可行性论证，对于进口设备慎重

选择外贸代理商

由高校设备管理部门负责设计大型仪器设备可

行性论证表，主要涉及申购理由( 购置的必要性，效

益的预测等) 、开放共享、使用和维护设备人员配备

情况以及所购仪器设备的适用性和先进性等，申购

人认真填写表格，相关领域专家审核其可行性和合

理性，使可行性论证有章可循。对于进口设备要慎

重选择外贸代理商，保证其有能力在规定时间内协

助高校办理完招标和免税工作，不耽误高校教师使

用进口仪器设备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

4．2 建立大型仪器设备相关管理制度，提高使用效率

针对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工作中经常出现的问

题，制定相关管理制度，使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

可依，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管理的规范性，

提高使用效率。如制定管理队伍考核制度以及配套

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档案管理制度、报废管理制

度、监督制度等，细化档案管理、绩效考核和奖惩、报
废管理工作等，提高管理水平。

4．3 设立大型仪器设备维护维修基金，提高使用效益

为了保证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顺利高效的进

行，鼓励教师和学生使用大型仪器设备从事自主创

新活动，各高校应拨款或者通过仪器设备对外开放

收取的费用设立“大型仪器设备维护维修基金”，这

部分基金优先支持管理水平高、开放好、使用效益突

出的仪器设备。另外，为保证专款专用，基金由设备

管理部门管理，各部门需要时需向设备管理部门提

出申请，经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

4．4 建立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提高使用效益，

避免浪费

有的高校存在闲置的大型仪器设备，而有的高

校或科研机构由于资金限制等原因无法购买到所需

的仪器设备，影响国家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由教

委或者教学仪器设备协会牵头建立区域性或者全国

性的共享平台，各高校将参与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

的信息公布在共享平台上，可以通过共享平台预约

使用暂时闲置的设备，实现仪器设备向社会真正的

开放，使其效益得到充分的发挥，避免资源的浪费。

4．5 加强实验技术和管理队伍建设，提高高校教学

和科研水平

相比科研人员，高校实验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

管理人员在工资待遇、职称评定和职位晋升等方面

均处于劣势，导致他们在高校实验室中数量较少，工

作积极性不高，影响了大型仪器设备效益的发挥。
各高校应针对实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制定专门的

岗位聘任制度、晋升制度和奖励机制，提高他们岗位

的稳定性。另外，各高校还应为他们提供必需的学

习和培训机会，增强其为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服务

的能力。

5 结语

高校是进行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

大型仪器设备是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要物质保

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所高校的办学水平。大

型仪器设备数量的日益增多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和

难度，只有提高管理水平才能保证大型仪器设备效

益的充分发挥，更好地为高校服务。本研究基于全

生命周期理论对大型仪器设备前中后期的管理现状

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提高大型仪器设备

管理水平的几点建议，希望对充分发挥大型仪器设

备的效益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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