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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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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国家教育的创新发展，“985 工程”、“211 工程 ”的建设，给高校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4］
，如何管理和使用好这些仪器设备，使其
高校的仪器设备的档次、种类和整体数量均有大幅度提高
摘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各高校有各具特色的管理思路和办法。 现结合我校
仪器设备管理工作中实行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手段 ，不断提高仪器设备管理水平的做法和实践经验
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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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ing the Measures of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 of Equipment Management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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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985 project”，“211 project”，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so that the class of equipment，the types and the
number of whole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ach university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ideas
and measures in how to properly manage and use these instruments and bring them into full play in the talents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the equipment management
in Xiamen University，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informactionization level of equip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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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校园网作用、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随着学校仪器设备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办学理念
的创新，原有的仪器设备管理已不能满足新时期人才

在实际工作中，
传统的人工管理仪器设备的方式存
效率较低、
易发生错误，
仪器设备的资源
在着手续繁琐、

培养、科研和服务社会的要求。 为使学校仪器设备资
源配置更趋合理，提高利用率、发挥最佳使用效益，学

信息交流不畅，
仪器资源分布、
使用不均衡，
且易产生重
复购置等弊端。针对这种情况，
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对

校仪器设备管理部门立足仪器设备管理的现状及其发
展需求，致力于建立一整套适应新时期高校仪器设备

全校范围内的贵重仪器设备进行管理，建立起贵重仪器
设备开放共享信息管理系统，
形成信息共享平台。通过

管理需求、运行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手段 ，不断提升
［1-5］
。
仪器设备管理和使用的规范化、信息化水平

该平台及时公布全校贵重仪器设备的拥有、使用情况，
推动贵重仪器设备在校内外的共享使用。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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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信息查询

现将学校在用的所有 10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的
信息全部纳入该系统，用户可根据仪器名称、仪器型
号、仪器单价、购置日期等关键字段进行快速搜索查

第5 期

贲

毅，等： 更新管理手段

提高仪器设备管理水平

177

询，同时提供浏览查询功能，用户通过选择院系可逐条
浏览该院系的所有仪器设备。 该系统不设用户权限，

三级审批制度。根据专家的论证意见，结合学校建设
发展计划和经费投资计划，以资源共享为建设使用的

面向网络上的所有用户，为客户与我校贵重仪器设备
的对接提供了便捷的服务通道。

基本原则，审核确认贵重仪器设备购置的立项报告 。
2． 2 设立仪器设备维持费、运行费专项

1． 2

仪器设备信息管理

该系统负责提供全校贵重仪器设备的管理接口详
细信息。分用户权限等级管理分 3 个等级： ①系统管
理员； ②校级贵重仪器设备管理部门用户 ； ③各院系贵
重仪器设备管理人员用户。各院系贵重仪器设备管理
人员，通过该系统可以方便地实现各自的客户机与学
校贵重仪器设备管理部门的服务器交换数据 。该子系
统根据用户权限不同，可以进行贵重仪器设备相关信
息，如仪器规格、仪器性能、仪器存放地、仪器管理员、
使用机时等信息的在线远程录入 、查询、审核与修改工
作，实现贵重仪器设备的网络化管理，促进办公自动
化，提高贵重仪器设备的管理效率。
1． 3 用户仪器设备预约
该系统具有用户管理功能、仪器信息管理功能和
仪器预约功能。①用户管理功能： 用户等级分为三级，
即系统管理员，仪器管理员和普通用户。 系统管理员
拥有全部功能，包括对用户的管理、仪器信息管理、仪
器预约管理； 仪器管理员只对自己分管的仪器进行管
理，包括对本仪器信息的管理、预约管理； 普通用户经
过注册确认后，可以获取预约仪器的功能。 ②仪器信
息管理功能： 系统管理员可以增加、删减、修改仪器信
息（ 包括技术参数、分管老师、可预约时间 ） ； 仪器管理
员可以对自己分管的仪器进行管理 （ 包括技术参数、
可预约时间 ） ； 普通用户可以在平台上查询所有仪器
的信息和预约情况。 ③仪器预约功能： 普通用户通过
认证后，拥有对仪器的预约、退约功能，同时为避免恶
意预约，对预约可以做相关的限制 （ 如对预约次数的

对全校 104 台大型仪器设备运行情况进行了抽
查，其中有 22 台仪器报修或待换部件，占比 21% ，其
主要原因是仪器设备使用单位缺少维修经费 ，使得仪
器设备完好率得不到保证。 针对这种情况，及时向学
校领导及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设立了贵重仪器设备维
持费、开放运行费专款，用于贵重仪器设备的维修、升
级补贴，以及用于需要资助的教学、科研、科技开发项
目使用仪器设备费用的补贴。 同时，加强了仪器设备
购置前论证工作环节，对于仪器设备可修复而未修复
的单位不予批准购置同种类的新仪器设备 。采取上述
措施后，收到很好的效果，各仪器设备使用单位维修维
护工作及时到位，仪器设备的完好率得到保证，较好的
发挥出对教学科研工作的技术支撑作用 。
2． 3 重视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是仪器设备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仪
［13］
器设备发挥作用的前提 。因此，学校建立并健全了
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实行岗位安全责任制，进一步明
确了仪器设备安全责任人，每个实验室均设有安全员
和监督员，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监督。
每学期，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办公室会同各学院
分管院领导，对各院（ 系） 实验室及大型仪器设备联合
进行安全、环保检查，对不符合安全、环保要求的实验
室，当场记录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由校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办公室进行跟踪监督和验证整改效果 。
对可能产生人身伤亡、环境污染、自身损坏的仪器
设备，我们要求各仪器设备使用单位建立起安全作业
和环境保护管理程序，并制定出仪器设备事故预防措
施和应急处置措施。

限制） ； 仪器管理员对自己分管的仪器在每学期开学
初就可以对预约时间进行设置，同时也可以对特殊时

2． 4

间进行屏蔽（ 如节假日） ，对普通用户的预约可以进行
［6-11］
。
查询和管理

为了有效提升我校仪器设备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经
过充分调研，
构建了校级公共检测平台，将在各学科平

2
2． 1

规范仪器设备管理
建立申购仪器设备的可行性论证

贵重仪器设备的购置前严格实行院系及学校的两
级专家论证制度。对申请购置单台 （ 套 ） 价格 10 万元
（ 含） 以上的贵重仪器设备严格实行院系及学校的两
级专家论证制度，分别由院系和学校仪器设备主管部
门组织进行，做到既考虑院系教学、科研的需要，又要
［12］
顾及学校仪器设备长远发展的需要 。
职能部门审批确认制度。为加强各单位申购设备
的责任感，我们建立了逐级审批制度，即单位 （ 学科 ）
负责人审批、校仪器设备主管部门审批、主管校长审批

实验室资质认定

台上运行的贵重仪器设备同时纳入校平台管理体系，
由
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办公室负责校平台的运行管理。
校平台管理体系是按照《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 》
（ 国认实函〔2006〕141 号） 、GB ∕ T 27025—2008《检测
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构建的。按照管理体系
的要求，
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检定、
校准或自校准，
完成
必要的期间核查，组织进行实验室间仪器比对实验、参
加国家认监委下达的能力验证等，使这些贵重仪器设备
处于良好的工作运行状态，也为教学、科研取得科学准
确的测试数据提供了可靠的质量保证。
以校平台为单位，申请参加了国家认监委实验室
资质认定并以优异成绩通过评审，获得了国家级实验

实

178

验

室

研

究

与

探

索

第 30 卷

室资质认定合格证书，这项工作得到了各学科平台上
教师们的支持，教师们利用校平台获得的资质，有力参

核合格者发放校继续教育证书并录入学时 ，作为职称
评聘等的参考依据。 对于新参加工作或换岗的教师，

与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竞标并成功中标 （ 如国家海洋局
“908”科研项目等） 。教师们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

组织进行岗前培训，对培训考核合格者发放上岗证书 。

同时，利用获得的资质对外开展测试服务 ，与资质认定
前相比测试量显著增加，不但有效提高了仪器设备的
使用效率，而且发挥出社会经济效益。
2． 5 开放共享
为使贵重仪器设备得到充分利用，努力减少闲置
和浪费，避免重复建设，使教育资源的有限投入获得最
［14］

大使用效益 ，我校采用“专管共用、资源共享 ”的管
理办法，对贵重仪器设备分级、分类管理，实行“校、院
（ 系） 、课题组三级”管理，价值在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
型测试仪器由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办公室直接管理 ，
放置在学校公共检测平台上，面向校内外实行开放共
享服务； 价值在 100 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按通用型和
研究型分类，原则上由各院 （ 系 ） 制定具体管理办法进
行管理，并鼓励其纳入学校公共检测平台。 对于纳入
公共检测平台的仪器设备，学校在运行费、维修费上给
予倾斜支持。
校仪器设备主管部门经过多次调研，制定了“厦
门大学贵重仪器设备开放使用收费暂行管理办法 ”、
“贵重仪器设备开放运行收费管理补充规定 ”等管理
制度，对贵重仪器设备实行开放共享、有偿使用、分类
收费的管理原则，财务管理上实行学校统一领导，校、
院两级管理、收支分离、集中核算。同时设立贵重仪器
设备开放运行预研基金，充分调动教学、科研及仪器设
备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效益。

3

加强仪器设备管理、技术队伍的建设

学校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工作提升了实验技术队
伍整体水平。目前全校纳入实验室资质认定管理体系
的仪器设备管理、技术人员已从 3 年前的 31 人发展为
84 人，
近 3 年来开展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宣贯培训
340 人次、
实验室资质认定内审员培训 43 人次、评审员
培训 4 人次、
测量不确定度培训 4 人次、实验室安全管
NTC 师资培训 1 人次、研究生上机操作
理培训 60 人次、
培训和新参加工作或换岗教师岗前培训 100 人次。

4

结

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的发布，
给高校实验室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学校仪器
设备管理部门经过 3 年的努力，构建了信息化共享平
台，更新管理手段，不断探索、总结仪器设备管理的新
思路和新经验，实现高校仪器设备管理工作的创新开
展和科学发展，为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提供技术支撑和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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