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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高校化学实验中心扁平化管理
唐仕明!，于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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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针对高校化学实验室现状与问题，提出了高校化学实验中心扁平化管理模式。该管理模式一方面着力保持
化学实验中心运行的相对独立性，在此前提下进行相关改革措施，主要包括由实验技术人员自主管理实验室、由化学实验
中心聘任实验教师等办法; 另一方面减少管理层级，对管理任务进行合理的分工并设置相应的兼职管理岗位，明确管理岗
位的目标和任务，在管理的关键环节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精细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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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Flat Management of College Chemical Experiment Center

TANG Shiming，YU Jianfeng
( College of Science，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Qingdao 266580，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according to the status and problems of chemical laborato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t puts for-
ward the flat management model of college chemical experiment center to solve these existing problems. On the one hand，relative inde-
pendence of the chemical experiment center is defended in the management model. Ｒelevant reform measures include the independent
management of laboratories by experimental technicians，and the appointment of experimental teachers by chemical experiment cen-
ters. On the other hand，reduce the management level，set the reasonable division of labor task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art－time man-
agement positions. Clear management of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put forward a more operational fine management approach in the key
links of th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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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化管理是现代企业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
意在减少管理层级、提升管理效率。扁平化管理结
构，有矩阵式结构、团队式结构、网络式结构等，
强调以工作流程为中心、企业信息的充分交流以及
企业资源与权力的适当授权。本文针对高校化学实
验中心 ( 以下简称 “中心” ) 普遍存在的实验教
学效果不佳、实验室管理不善［1－2］等问题，尝试将
扁平化管理的理念植入高校化学实验室和化学实验
教学管理当中，以期获得更高的管理效率，更好地
促进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1 化学实验中心扁平化管理模式下人事
安排

1. 1 专职人员组成
中心的专业人员组成如图 1所示。实验技术人

员隶属于中心，负责实验室物资、安全、卫生的管

理，承担化学教学实验的准备和支持，参与实验项
目的开发和改进工作。实验教师［3－5］隶属于化学
系，受聘于化学实验中心，承担基础实验的讲解、

指导与考核，参与实验项目的开发和改进工作，每
一聘用期为 3年。实验教师全员聘任制既维持了化
学实验课程与理论课程的天然联系，又在管理上保
证了中心的相对独立性。

图 1 化学实验中心专业人员架构

1. 2 兼职管理岗位设置
中心的兼职管理岗位设置如图 2所示。中心主

任是中心的总召集人，由具有丰富化学理论课教学
经验的实验教师担任，主要负责实验教学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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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实验室重大建设方案的制定、决定实验课程
组长、实验室主任的人员组成。实验课程组长由各
化学二级学科的实验室各一名实验教师共同组成，
主要职责包括实验项目的审核与选用、实验课安
排、实验教师的聘任等。实验室主任由实验技术人
员担任，包括信息联络员［6－7］、安全卫生督导
员［1］、实验物资采购员、化学药品协管员、中小
仪器协管员、大型仪器协管员、实验教学数据采集

图 2 化学实验中心兼职管理岗位设置

员各 1名。其中信息联络员负责中心对外联络和依
托校园网建设和维护中心网站［8－9］，安全卫生督导
员负责实验室废液废渣暂存管理与外运联络［10］、
对安全卫生问题核实与处理; 实验耗材采购员负责
教学实验一般耗材采购计划的审核与实施; 化学药
品协管员负责化学药品采购计划的审核与实施、化
学药品库房监管设施、化学药品数据库的维
护［11－12］; 中小仪器协管员负责中小仪器采购计划
的审核与上报、中小仪器数据库的维护、中小仪器
的调度; 大型仪器协管员负责大型仪器采购计划的
制定与上报、大型仪器的测试预约系统的维护和收
费事宜; 实验教学数据采集员负责统计综合型实验
的选做系统和评价系统 ( 以下简称选评系统 )

维护［13］。

2 化学实验中心扁平化管理的关键措施

2. 1 设立激励基金
为了进一步调动中心教职员工投身实验教学与

管理的能动性和学生开展实验学习的积极性，中心
设立奖优基金和兼职岗位补贴基金，其来源为员工
岗位酬金预留和学院拨备，两部分各占 50%。中
心在实验教学与管理的关键环节设立评比项目，明
示各评比项目的评比方法，以奖优基金对评比的优
胜者适当奖励，以期达到以点带面的示范效果。兼
职岗位补贴基金则用于激励兼职管理工作，根据各
兼职岗位的实际情况设立适当的补贴发放基准额
度、浮动范围和考核办法，年终对各兼职岗位进行
考核并确定补贴的实际发放数目。其中对中心主任
的考核由学院执行，对实验课程组长、实验室主任

的考核由中心主任执行。
2. 2 实验教学量化管理
2. 2. 1 实验课程设置

将整个化学实验分为基础实验和中级实验［14］，

均为必修实验课程。
1) 基础实验课程的内容主要为基本实验技能

训练类实验和基本理论验证类实验，由各化学二级
学科的实验室分别开出，开课时间与理论课开课时
间基本同步。中心统筹审核基础实验项目，避免不
必要的重复，并且适当删减验证性实验，精选基本
操作训练实验［15］。基础实验的考核包括实验报告、

笔试、操作考试 3个方面，分别占比 30%、30%、
40%［16］。操作考试的清单在实验课开始时即行公
布，考核时由学生抽签决定具体内容。

2) 中级实验课程的内容为综合型实验，主要
目的是锻炼学生运用化学知识和实验技能解决相关
问题的能力。在现有综合型实验项目的基础上，适
当增加综合型实验项目的数量，适当拓展综合型实
验项目所涉猎的领域和深度。由各化学二级学科的
实验室分别开出一定数目的综合型实验项目，共同
组成一个中级实验项目库。每个综合型实验项目均
附注明所要求的主要前修实验技能和基本理论知
识、评定实验结果的标准。每个实验项目根据实际
接纳能力规定其当期最大接纳实验学生数目。所涉
及实验技术与仪器设备相近的综合型实验项目与基
础实验项目在同一实验室开设，开设时间根据实际
情况合理安排。学生分三阶段完成中级实验课程。

在每一阶段，学生从项目库中选择总学时数达到规
定区间的实验项目开展学习，完成实验并经考核合
格后获取本阶段中级实验课程的学分。项目库中实
验项目总学时数与学生中级实验课程应选实验学时
数之间比例约为 3 ∶ 2。综合型实验的考核包括实
验结果、小论文、笔试 3 个方面，分别占比 40%、
40%、20%。
2. 2. 2 建立综合型实验的选评系统

通过综合型实验的选评系统统计学生对综合型
实验的选做率 ( 选做学生数与应选学生总数的比
值) 和满意度 ( 学生对综合型实验学习效果的评
价) ，在此基础上建立激发实验工作人员实验教学
积极性的机制。

1) 依据选做率和满意度数据对综合型实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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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奖优汰劣。对入库综合型项目按加权满意度
( 满意度与选做率的乘积) 进行排序。近 2 年的加
权满意度均排在后 20%的项目被列为待淘汰项目，

以通过审核的新项目 ( 称为更新项目) 替代待淘
汰项目。当更新项目的年度加权满意度排名进入前
20%时，对其开发者或推荐者进行适当奖励。若有
人员对近 2年的加权满意度均排在 35%之后的任一
项目进行了明显的修改并获得审核通过后，该项目
再次转为更新项目，其开发者或推荐者变更为修
改者。

2) 将选做率和满意度数据计入综合型实验教
学的量化业绩。实验教师按上期指导的综合型实验
项目的满意度得分由高到低先后选择本期将指导的
综合型实验项目。每一个综合型实验项目的满意度
得分排名仅决定一个综合型实验项目选择权排序，

若初次选择综合型实验项目或按计划增选综合型实
验项目则以抽签方式确定综合型实验项目选择权排
序。在核算工作人员综合型实验教学的业绩时，先
计算工作量原值 ( 即计划学时数与分组系数的乘
积) ，工作量原值与加权满意度的乘积即为综合型
实验教学工作量化业绩。
2. 2. 3 举办综合型实验小论文评比

除了常规的考核之外，中心还采取综合型实验
小论文评比的方式来进一步提升师生对化学实验课
程的重视程度。

参评名额总数为本阶段当期学生人数 10%，

参评学生总数均摊到单个实验项目。先由指导教师
根据综合型实验小论文的综合水平推荐参评学生名
单 ( 被重复推荐的学生由学生本人选择其中一个
名额) ，被推荐的学生自愿报名后确定参评资格。

评比分展评和答辩两个环节，展评环节由评定教师
组对小论文进行审查并结合指导教师的评语进行打
分，答辩环节由评定教师组对参评学生的答辩效果
进行打分，两环节得分均占总成绩的 50%。中心
对总成绩前 6名学生及其指导教师和实验准备人员
给予适当奖励。
2. 3 实验室精细化管理
2. 3. 1 安全卫生

中心在安全卫生方面采取问题导向的管控方
案。在中心网站设置实验室安全卫生问题举报入
口，实验的师生均可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卫生问题

进行举报，安全卫生督导员根据举报线索到现场核
实后对责任人员发出警告并限期整改，整改结果由
责任人员拍照并在网站公布，问题实验室若在年内
再次遭到同类问题举报时，由安全卫生督导员根据
问题的严重程度作扣分处理。各实验室按用途分为
若干类别。中心对年度安全卫生检查平均得分排在
本类别前 30%的实验室的负责人员进行适当奖励。
2. 3. 2 实验室物资的购置

中心在实验室物资的购置方面采取分类管控的
办法。对于一般实验耗材的购置，由实验技术人员
提交购置计划，经实验耗材采购员备案后实施; 对
于化学药品的购置，由实验技术人员和当期实验教
师共同提交购置计划，交由化学药品协管员备案后
实施; 对于中小仪器的购置，由实验技术人员和当
期实验教师共同提交购置计划，经中小仪器协管员
备案并向上级报批; 对于大型仪器的购置，由大型
仪器协管员按照建设项目安排向实验技术人员和当
期实验教师发出征询，征询结论上报中心主任裁定
后进一步向上级报批。
2. 3. 3 化学药品的保管和使用

中心在化学药品的保管和使用方面采取可查
询、可追踪的管理原则，化学药品分类存放于化学
药品库房。库房设门禁、条形码扫描、称重三功能
联合系统［17］。化学药品的初次入库工作由提出购
置计划的实验技术人员负责，包括粘贴条形码、称
重和扫码录入等。在此基础上建立化学药品数据
库［18－20］。实验技术人员依据实验教学计划领用化
学药品。科研使用化学药品时按实际使用量收费，

收费标准为进价的 1. 1 倍，收费汇入中心耗材经
费。化学药品被领出使用期间的相关安全问题由领
用者负责。
2. 3. 4 中小型仪器的保管和使用

中小型仪器的申购者为中小型仪器的保管和使
用第一负责人。第一负责人应及时将中小型仪器的
保管和使用相关信息上传给中小仪器协管员进行备
案。中小型仪器若在教学使用过程中发生损坏，第
一负责人应先向中小仪器协管员登记损坏情况并提
出处置方案，处置方案得到中心主任批准后由第一
负责人负责实施。科研借用教学用中小型仪器以不
影响教学使用为前提，并且每月收取仪器原值的
2%作为仪器借用费，借用期间发生损坏时由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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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负责修复或按学校的仪器损坏赔偿制度进行赔
偿。仪器借用费用作为对保管人员保管维护工作的
激励。
2. 3. 5 大型通用仪器的维护和使用

中心在大型通用仪器的维护和使用方面实行专
人专管和有偿使用的管理制度［21］，实验教师可负
责大型仪器的维护和使用。仪器专管人员需排定开
放日期接受预约使用，并在指定的开放日到场进行
演示指导。有偿使用的范围是指中心课程计划以外
使用大型仪器进行的测试。中心针对各仪器的特点
制定适当的收费标准，收费上缴中心，抽取一定比
例返给专管人员作为激励。

3 结束语

高校化学实验中心扁平化管理减少了管理层
级，明晰了管理职责，实现了化学实验室和化学实
验教学的精细、高效的管理。然而，化学实验中心
扁平化管理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重大变革，必须
自上而下、有计划、有层次、分步骤地推行，方可
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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