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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模式探索与实践

隋春晓， 赵 峰
( 吉林农业大学 国有资产管理处，吉林 长春 130118)

摘 要: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是学校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师生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保障。从仪器

设备的采购、使用、评价等一系列的管理工作中，如何做好大型仪器设备的采购前期论证，建设合理的管

理服务队伍，建立使用效益的评价体系，是节约事业经费，增强办学能力，提高教学科研工作水平的重要

环节，也是推进高等院校建设和改革，不断提高师生员工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保证。以吉林农业大学为

例，阐述如何构建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通过建立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网络中心及主要功能模块的展

示，分析其在共享管理模式下的实践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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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haring Mode of Larg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in University

SUI Chun-xiao， ZHAO Feng
( Office of State-Owned Assets Administration，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118，China)

Abstract: Larg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are essential material basis and guarantee for school teaching，research and
campus life． From the purchase，use and a series of management work for larg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to make the
prophase evaluation of procurement is important link to save the funds，enhance the running school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ll of which promot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universities and improve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 of staff and students ． This paper taking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example，explains how to
construct the large-scale equipment sharing platform，to display network center and main functional modules of large-
scal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analysis the working effect under the practice of sharing manage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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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1 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培养大批既懂现代

科技知识又掌握实践技术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成

为社会经济稳步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大型仪器设备

是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的

物质基础，大型仪器设备的数量和结构在高校教学和

科研的综合实力评估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1］，

也是衡量高校办学综合能力和水平的基础条件之一。

如何减轻管理人员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

量，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率，使得设备仪器在服务

于教学和科研的同时，能为社会提供服务，是高校设备

管理和实验室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2］。

1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现状

1． 1 仪器设备配置存在着盲目性

高校筹资来源的多元化，使高校实验教学仪器设

备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封闭式管理状态仍然存在，缺

乏资源共享观念［3］，导致高等院校重复购置仪器设备

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加重了学校的负担。仪器设备购

置前的调研论证工作不充分，没有从购置角度上为设

备的使用和共享把好关［4］，造成各单位之间的仪器设

备购置不均衡。多数高校没有成形的实验室仪器设备



第 4 期 隋春晓，等: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模式探索与实践

配置标准，致使学校在购置仪器设备时，在“配给谁、
怎么配”的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
1． 2 管理形式粗放，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一段时间以来，各高校不断加大仪器设备的购置

资金投入力度。尽管如此，仪器设备还是显得比较紧

缺，原因是传统的管理方式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再

则，实验室或院系各自拥有仪器设备的使用权。学院

各自为政，实行封闭式管理，并努力为学院争抢申购仪

器设备，造成学院间在仪器设备上分配的不均衡［5］。
1． 3 使用效益评价机制不健全

多数院校的仪器设备进校后，其使用情况基本上

没有进行过评价，或者说没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评价

标准，这样一来，不论仪器设备的利用率高还是低，在

仪器设备购买或实验建设中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也

就是说，管理者( 职能部门) 从管理的角度，对大型仪

器设备的利用的评价没有统筹性，各种衡量数据没有

可信度。

2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有效措施

2． 1 做好仪器设备采购前期论证工作

高校根据办学规模、实践教学和科研工作需求，依

据教学任务书和实验教学大纲，充分考虑相关学科及

实验项目的共性，深入了解专业使用、师生需求及同类

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情况，避免重建、多建、低效

率建设实验室。通过论证组的综合论证，可提高仪器

购买的科学性、合理性，对已通过评审的设备，应进行

后续的跟踪评价，提高管理的客观性，主动性，同时可

总结经验，提高论证工作质量［6］。
2． 2 改变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权限

高校急需在仪器设备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模式上进

行创新，提高仪器设备效益率［7］。大型仪器设备是教

学科研必不可少的高精尖仪器设备，由于设备的来源

不同，有些教师和单位不愿将自己所属的大型仪器设

备拿出来共享，导致在校本科生无法接近和使用大型

仪器设备的状况。要解决这一问题，要创新管理模式，

应实现大型仪器设备从封闭管理到开放管理，从无偿

使用到有偿使用的实质性转变，在运行机制上应以本

科教学为主，校内优先为原则，全天开放，极大满足本

科人才培养需求，并由此带来服务水平的提升。
2． 3 建设合理的管理服务队伍

设备技术队伍是保证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的关

键［8］。建设合理的实验人员管理队伍，是实现大型仪

器设备共享管理机制工作有序开展的前提条件。充分

认识到实验技术人员队伍的重要的地位，尤其值得强

调的是作为实验技术人员也要提高对本职工作的价值

认同感，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9］。①优化实

验人员的配置结构，实施一对多或一对一的管理形式，

即一个实验员管理一台仪器设备或一个实验员管理多

台仪器设备的形式。②建立健全激励奖惩制度，在共

享管理机制下，实验人员除承担本科教学工作外，还应

承接科研及校外服务等任务。对大型仪器管理规范、
利用率和使用率高、新功能开发成果多的机组或个人

进行表彰和奖励［10］。
据调查显示，有专业技术人员操作和维护的大型

仪器设备，可有效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寿命。例如透

射电子显微镜，它用于各种生物样品的超微结构等测

试工作，属于精密大型仪器设备，它的使用和维护需要

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提高其使用寿命，每周

必须开机维护一次，定期检查蒸馏水系统的水位情况。
2． 4 建立使用效益评价体系

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在共享模式下的运行状态如

何，需要一个评价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对仪器设备的利

用做出科学评估［11］。不仅促进办学资源的有效整合

和高效利用，杜绝人为因素，客观评估考核大型仪器设

备的利用率; 同时建立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评价体

系，还为合理购置大型仪器设备提供准确依据，防止设

备闲置或低效率运行，从而达到提高设备利用率的目

的，可节约资金更多地投入本科教学工作中。

3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体系实践

为加强对实验室的管理，提高仪器设备的利用率、
完好率和配套率，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科学地对

仪器设备进行评估考核，吉林农业大学于 2005 年 5 月

提出了资源共享的管理理念，并对此在国内进行了广

泛的调研。
3． 1 共享网络管理平台系统概况

根据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的需要，抓住机遇，充分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构建了高速、畅通、专业化的大型

精密仪器 设 备 网 络 共 享 平 台［12］。吉 林 农 业 大 学 于

2006 年 8 月成立了“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工作领导小

组”和工作办公室，全面、深入开展各项工作。2007 年

4 月建立吉林农业大学共享大型仪器设备网络管理中

心。目前学校拥有 10 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 323
台件，总价值 8 500 万元。截至到 2013 年 8 月，共有

700 多台套仪器设备纳入共享平台，其中 10 万元以上

的大型仪器设备为 100 台套。
大型仪器设备网络管理平台基于校园网和互联网

技术，利用信息采集系统，集成大型仪器设备日常管理

一体化的校级资源共享系统，实现虚拟集中形式管理

和维护。门户网站上建立仪器设备信息、专家信息、网
上预约、使用效益统计等模块，实现所有仪器设备的终

端管理和监控( 系统结构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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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结构图

3． 2 主要功能模块展示

( 1) 电子地图。电子地图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

引导设备预约者准确地找到设备; 二是方便管理者实

时地掌握设备的实时运行状况。如图示，每一个光标

代表一台仪器设备，闪烁红色光标的仪器设备代表待

机状态，闪烁白色光标的仪器设备代表工作状态，不闪

烁光标的代表关机状态。
( 2) 测试导航。测试导航功能是为方便测试者快

速查找仪器设备、专家信息或其他仪器设备相关资料

而设置的一个功能模块，采用模糊技术来进行智能查

询。
( 3) 预约服务。网上设备预约是设备预约的一个

重要窗口，只要能上网的地方都能方便快捷地预约设

备( 预约流程见图 2) 。

① 设备使用者使用计算机或手机进行预约，② 计算机或手机

将用户的预约提交给服务器，③ 服务器向短信平台提交一个

通知短信，④ 短信平台给设备管理员发送一条短信，通知设备

有预约了，⑤ 设备管理员对预约进行确认，⑥ 计算机或手机向

服务器提交预约确认的信息，⑦ 服务器向短信平台提交一个

通知短信，⑧ 短信平台给设备使用者发送一条短信，通知预约

确认的情况

图 2 预约流程示意图

( 4) 仪器设备运用及维护维修记录。仪器设备运

用及维护维修模块是为了提高仪器设备在维修保养方

面的管理水平而统一量身定制的模块，包括维护维修

申请、审批、维护维修结果登记等功能。
( 5) 仪器设备使用效率统计。参考教育部制定的

“高等学校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表”［13］，制定吉

林农业大学共享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评价标准。包括仪

器利用率、对外服务、维修保养、管理水平、科研成果、
人才培养、新功能开发等衡量参数。
3． 3 管理平台实践运行效果

( 1) 培养了一批实用性人才。吉林农业大学纳入

共享的仪器设备共有 100 台套，分别归属于 7 大类，聘

任了 10 名仪器专家和 64 名实验工程师。为了保证大

型共享仪器设备的良好运行，以校内和校外邀请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全面系统的技术培训。通过理论教学

和实际操作培训，使实验工程师达到了“一懂”、“四

会”的目的，即懂理论、会操作、会保养、会简单维修、
会解释测定结果，仪器专家在所负责仪器设备前沿领

域研究和新功能开发有了大幅提高，为大型共享仪器

设备的使用提供了人才保证。
( 2) 提高了利用率。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可

以实现客户多方式使用仪器设备的要求，盘活了现有

资源［14］，通过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机制的运行，一

方面，由于打破了管理的封闭壁垒，100 台套共享仪器

不在同程度上提高了利用率，同时使很多科研项目得

以在校内进行了终端测定，以前到校外作样的教师，多

数又都回到学校作样。另一方面，通过监测和评价，对

于共享后仍利用率不高的仪器设备，学校不会再投入

资金购买，为学校提供了科学的购置导向。
( 3) 节约了办学投资成本。以实验室配置标准为

申报原则，改变了单一学科独立申报、学院集体申报和

实验室单独申报购置大型仪器设备的混乱局面，与当

年全校申报的大型仪器设备采购金额比较，降低了

30%。实现投入与分配的合理化和科学化。
( 4) 提高了仪器设备的使用寿命。原有的管理体

制下，不管多贵重的仪器设备，做样人都可以自行操

作，且没有专管人员进行维护。而在共享专管的形式

下，持证上岗，防止了仪器设备的非正常损坏，进行了

科学的保养，延长了使用寿命。
( 5) 创造了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伴随着利用

率的提高，提高了其有效使用时间，也促进大型仪器设

备的功能开发，提高开放共享仪器设备的分析测试能

力［15］。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创

造了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 结 语

教学资源共享是一个全新的管理理念，很多高校

都在极力推行，共享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

决了高等院校仪器设备封闭、低效、闲置等问题，但我

们更要在实际工作中继续探索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等

方面的难题。伴随着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模式的推

出，仪器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将是以后的一项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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