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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 

殷 凯 ，彭 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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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率低已成为高校的普遍问题，如何有效地提高实验室资源利用率已成为高 

校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在信息化时代，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是促进高校实验室资源使用率 的有 

效手段。该研究对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体系从理念、构架、分类等方面加以阐述，然后以用户登录模块 

为例介绍了共享平台构建过程，并从资金、人员、激励机制方面对共享平台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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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n sharing platform for large-scal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in Kai，Peng Tian 

(Assets Management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The low efficient use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has become a common probl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laboratory resources is the 

important issue fac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n the informationization age，the sharing platform for 

university large-scal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s the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laboratory resources．This research deals with the system of the sharing platform from the concept，structure， 

classification，etc．，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sharing platform by taking the user’S login 

module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es how to provide the guarantee to the sharing plat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funding，personnel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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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得高校大型仪 

器设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 

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不完善，存 

在着重复购置、使用不当、功能发挥不完全等现象，导 

致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利用率偏低。 

1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 2009--2014年期间大型仪 

器设备使用率进行了绩效评估(见表 1)。根据表 1，得 

益于教育科研经费的加大投入，学校可共享大型仪器 

设备逐年增加，也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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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体系。通过对大型仪器设备的教学科研服务、共 

享共用、功能开发、培训技术人员等方面进行考核评 

分，来反映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及共享情况。从逐年 

大型仪器设备考核评价的平均分以及合格率来看，使 

用效益考核评价优秀的设备所占比例并未明显提高， 

总体利用率和使用效益基本无变化，甚至在有些年份 

还出现倒退的情况，每年依旧有较多设备考核评价存 

在不合格现象，引起学校充分关注。 

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都已初步建 

立完成本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各高校分别从共享体系的构建机制、预约机制和 

监控机制方面加强建设 。但是现阶段的研究还仅仅是 

起步阶段，特别是研究的范围仅限于个别高校，需要各 

高校都要树立资源共享的观念，借鉴西方仪器设备共 

享机制的经验，积极探索符合高校特色的大型仪器设 

备共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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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O9— 2O10 60 

2010 2011 59 

2011— 2O12 77 

2O12— 2013 88 

20]3— 2014 128 

35．0 67．09 65．0 

20．3 69．54 79．7 

27．3 67．34 72．7 

28．4 67．51 71．6 

24．2 69．98 75．8 

2 共享平台建设理念 

共享平台的网络信息化是在信息时代开展大型仪 

器设备共享所采取的最便捷的形式和最先进的技术手 

段，是大型仪器设备资源共享工作应采取的最有效途 

径[1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能够有效提 

高仪器设备的使用水平和使用效率，对高校资源的有 

效集成和资源整合、解决共享信息不对称、服务师生都 

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科学的建设理念是建立设备共享平台的重要保 

障。高校须积极转变发展理念和设备使用理念，使服 

务师生的理念成为主导，使资源共享成为共识[3]。现 

阶段高校对大型设备的管理严格，一般没有特殊情况 

不允许学生使用，一方面学生得不到有效的锻炼机会；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设备的闲置。设备共享平台建设需 

要高校管理者转变当前观念 ，把学生和普通教师作为 

服务对象、发展对象，积极促进其各方面水平和能力的 

提高。高校管理者应该抛弃不作为、怕麻烦、惧责任等 

不正确理念，在共享、共建、共赢的理念指导下积极推 

进设备共享平台建设。 

3 共享平台建设构架 

完善的设备共享平台应由设备共享管理中心与设 

备控制管理系统 2大部分组成，其中设备控制管理系 

统由设备使用监控引擎与数据网构成，具体构架见 

图 1。 

该系统主要为 5大功能： 

(1)大型仪器设备静态信息管理。 

介、规章制度、办事程序等。 

(2)大型仪器设备动态信息管理：。 

图 l 大型仪器设 备共享平台构架图 

的核心内容，包括仪器管理、单位管理、预约管理等。 

包括平台简 (3)账户权限管理。主要包括添加、编辑、设置管 

理员的权限等。 

这是该平台 (4)数据统计管理。包括使用机时、绩效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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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分类统计管理，并根据机时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大型仪器设备相应的绩效分数，作为核拨仪器设备维 

护维修费用的参考和年度实验室工作量考核的依据。 

(5)信息交流平台管理。由投诉建议、技术交流、 

咨询解答等子论坛构成 ，及时处理相关事务 。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将统一安装在学校仪器设备管 

理服务器，接入互联网和校园网，供学校各学院使用。 

基于校园网络存在的威胁和不同区域对安全性的不同 

要求，将校园网络划分为校园开放网和校园办公网，校 

园开放网主要是提供学生和教师的 Internet等服务， 

校园办公网则负责校园的内部业务处理。校园办公网 

与校园开放网应保持物理隔离，以避免来 自于非可信 

网络的恶意访问请求，通过校园开放网数据中心渗透 

到校园办公网，但同时应能保证校园内外网间可控、安 

全高效的信息交换E4]。交换到校园办公网的信息通过 

外部网络提交到校园开放网的数据中心服务器，然后 

通过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系统快速传送到位于校园办 

公网的相应业务系统的服务器。通过安全隔离与信息 

交换系统可确保 2个安全等级不同的网络在链路层断 

开的前提下，实现灵活高效的数据交换，其中数据交换 

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文件交换、数据库同步、FTP访 

问及邮件访问等。大型仪器共享平台采用数据库、存 

储物理隔离，应用服务器采用负载均衡等措施实现数 

据的安全和可靠访问。 

4 共享平台建设分类 

根据服务对象和仪器设备使用状况的不同，可以 

把设备共享平台分为专管专用平台、专管共享平台、校 

管共享平台 3类，见表 2。专管专用平台的服务对象 

是各学科专家，管理的设备主要是实验专用设备或保 

密设备等。在专管专用模式下，由使用者 自筹经费购 

买，管理也由使用人员负责，相关的设备维修和费用支 

出都有专人负责。专管共享平台服务对象是整个学 

院，是由学院出资对设备进行购买，设备的维修和管理 

都由学院负责，对外服务纳入学校统一管理，学校根据 

其对外开放情况对设备维护费用予以配套。校管共享 

平台服务对象是学校师生，学校统一负责设备的管理、 

维修、借用情况，一般是公共分析测试仪器设备。 

表 2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分类表 

在共享理念的引导下，高校应从各方面加强设备 

共享平台建设，这既是高校内在发展的要求，又是适应 

社会发展趋势潮流的需要r5-6]。完善的设备共享平台 

应该通过实践、总结与借鉴，逐步完善运行机制与管理 

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体系 

(见图 2)。 

5 共享平台运行流程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的目的是提高设备的使用 

效率，优化高校资源配置，所以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 

平台应该发挥共享信息检索、动态信息检测、远程操作 

协助、身份认证管理、财务统计结算、地理信息监控等 

功能，为了保障共享平台功能的实现，要实现资源共享 

按照以下流程进行(见图 3)。 

以用户登录模块为例(见图 4)，介绍高校大型仪 

器设备共享平台的构建。 

建设理念 

共享 J I共建 J l共赢 

塑 坌查纛  嚣 l： 

服务教学 I f服务科研 f l服务社会 

图 2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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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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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技术保障 

(1)数据加密技术应用。用户登录模块可用 SSL 

体系进行用户信息登录，保障平台数据传送的安全性。 

SSL体系在网络连接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数据的完 

整性、服务器认证、数据电文安全传输以及合理的客户 

端认证，确保用户信息安全完整不被改变。SSL体系 

通过握手协议完成钥匙和认证的信息互通，这个交换 

过程主要通过公钥加密算法(RSA)和认证标准 X．509 

来实现加密密钥和认证的信息传输，在此对服务器和 

客户端的信息进行合法的认证，从而开启信息交互的 

道路。 

(2)Web Service技术应用。Web Service技术主 

要功能是信息和信号的传递，使用 UDDI进行身份的 

验证，利用 WSDL文件进行解释表达，使用 SOAP在 

网络上提供的程序支持。简单来说，Web Service是 

资源共享的一种，用户可根据 Web Service来实现资 

源查询。Web Service体系中存在着中介者、请求者、 

提供者 3个角色，请求者提出资源申请；提供者负责本 

身拥有资源的发布；中介者把二者的信息和资源进行 

整合，并进行管理和分配，正符合了高校大型仪器设备 

共享的搜索、申请和准许过程。 

(3)数据接口技术应用。数据接口是保障共享平 

台标准有序的主要手段，在用户登录模块中，数据接口 

主要作用是连接用户个人与高校数据，使得两者数据 

呈现连接状态，具有用户信息导人导出功能。采用 

XML技术和其他系统实时通信，参照 XML数据交换 

格式和标准，通过数据库级联进行数据交换，系统将部 

分数据接口作为 web Service对外开放，在与学校各 

部门使用的其他管理系统进行相互的信息传递时，也 

可方便快捷地在校园门户信息平台上实现。 

6．2 资金保障 

国家和高校应该设立专 门的资源共享基金，用 

于高校设备和仪器共享方面的工程。首先 ，要有高 

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基金，这是建构完善 

共享平台的根本保障，只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才能保 

障共享平台顺利完成[7 ；其次，在共享平台建设完成 

后需要专项资金保障平台系统的定时定期维护，以 

保障用户信息和高校资源的安全性，保证共享平台 

有序运行；最后，在设备维修方面，对于校管的设备 

高校要及时维护，对专管设备高校也要进行一定程 

度的资金支持。 

6．3 人员保障 

选聘高素质、高水平的技术人员管理大型仪器设 

备。积极引入高层次技术人员对各种设备进行管理。 

首先高层次技术人员能对设备进行及时维护，对有问 

题的设备进行维修，时刻保障各种设备处于最佳状态， 

为设备共享做好技术支撑；其次高层技术人员对于设 

备借用人员的培训也是至关重要的，良好的培训和指 

导能够有效减少设备在外借过程中被损坏的概率。 

6．4 激励机制保障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有序运行需要各部 

门之间的积极参与，激励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8]。建 

立大型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考核机制，综合运用奖 

惩手段，规范、约束、引导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工作走上 

良性发展道路。对于积极参与设备共享平台的部分给 

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引导各部门对设备共享的积 

极性。 

7 结语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的使用，实现了 

整个预约过程的自动化管理，提高了大型仪器设备使 

用过程的透明度和使用效益_9。。。。同时所提供的多种 

即时统计和查询功能，可全面掌握仪器设备使用情况， 

充分挖掘了大型仪器的潜力，使其充分发挥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提高高校教学和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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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其使用效率和效益。三是建立绩效评价反馈并进行 

科学改良的良好循环机制口 。 

4．3 展开仪器设备购置专项资金使用的跟踪审计 

对高校专项资金进行跟踪审计是内部控制体系的关 

键组成部分，它在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发现风险和提高经 

济效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需要明确审 

计仪器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管理的哪些方面，保证审计管 

理覆盖到购置活动的全过程。其次，掌握每个阶段仪器 

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管理的审计重点、是否专款专用和专 

项管理、有无挪用、突击使用专项资金的情况等。最后， 

应用审阅测评法辅助内部审计_1 。 

4．4 使用仪器设备购置管理系统。实时关注购置进度 

自行研发或者由软件公司代为开发一套适合本高校 

实际情况的采购管理系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仪器 

设备采购工作的效率，而且准确性也会得到很大提高。 

采购管理系统的使用能够使设备管理部门的每个人了解 

到仪器设备的购置进度，负责人也能够实时关注，结合专 

项资金的使用期限及时督促购置计划的进行。 

4．5 加强设备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的沟通交流 

设备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可以选择通过定期会议 

的方式及时进行沟通交流，参会人员可以就仪器设备 

购置进度、采购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验收和付款过程中 

碰到的问题以及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等及时沟通，及时 

解决相关问题，保证仪器设备购置计划的顺利进行，提 

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5 结语 

高校实验室建设是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的领域之 

一

，仪器设备购置是实验室建设的主要部分。随着专 

项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用于仪器设备购置的资金也 

越来越多，其管理也日益复杂，如何对这部分专项资金 

进行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益并充分发挥其对实验室建 

设的作用就成为各高校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以CO— 

SO框架为理论基础，分析了高校仪器设备购置专项 

资金管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 

案，希望对提高专项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提供有 

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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