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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 ” 建设背景下
高校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发展新思路
杨

旭，李书平

（ 厦门大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
摘

361005）

要： 高校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作为高校实验室、公共服务建设与管理的直接参与者，是教学、科研不可

缺少的重要技术支撑力量。探索高校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对于推进 “双一流” 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在厘清 “双一流” 建设内涵的基础上，面对队伍评价体系不完善，发展规划缺乏长效机制；
队伍结构不合理，“专技不专”； 队伍人员流动性差， “碎片化” 问题突出的现状，探讨了队伍的定位及发展
方案，包括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完善队伍的评价、流动、激励机制，使高校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成为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发展的高水平技术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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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insight of universities'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team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first － rate construction
YANG Xu，LI Shu － ping
（ College of Phys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Universities' experimental team as a university laboratory，public servic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direct participants，teaching，scientific research is an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c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team in the new situati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double first －class”construction，faced with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team，the lack of long －term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the irr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eam，the “poor specialization”； the poor mobility of the team and the “fragm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team，includ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improve the team evaluation，mobility，incentive mechanism，in order to build a world －class university and
first －class discipline development，to provide a high level of technical support an important force．
Key words： double first －rate； experiment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eam； new ideas for development
2015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

展的中心议题，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深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 以下简称

化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改革的首要任务。实验与工程

“双一流”建设方案 ） ，这是中国重点大学政策的最

技术队伍作为高校实验室、
公共服务建设与管理的直

新形态，新政策遵循“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统

接参与者，
是教学、科研不可缺少的重要技术支撑力

领，以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

量。然而，
相较于高校教师系列与行政管理系列，实

向，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

验与工程技术队伍存在重视程度低、规划方案滞后、

杆、以改革为动力，支持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

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成为高校人力资源发展的

［1］

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 。“双

“短板”，
已无法满足“双一流”建设对技术支撑队伍

一流”建设将是今后一段时间我们高等教育改革与发

的新要求，
队伍改革迫在眉睫。本文在厘清“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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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涵的基础上，
拓展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发展新

如何能够适应变革、把握机遇、取得长足发展，实验

思路，
更新观念，寻找改革突破口，完善推进机制，将
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建设成为专业化、高水平、高效

与工程技术队伍发展要有所突破，先需厘清队伍在
新时期的角色定位。 我们认为在“双一流 ”建设背

的技术力量，为实现“双一流”建设最终目标—我国
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奠定坚实基础。

景下，高校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定位应是 ： 为学科建

1 “双一流”建设内涵与遵循逻辑

程技术队伍的基本功能，而学科不仅是一个科学研

与之前“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工程
“双一流”建设将一流学科提到与一
的侧重有所不同，
流大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学科是大学的细胞，学科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国际地位与学术声誉，是
大学的核心技术领域，办大学就是办学科，建设世界
［2 － 3］
。综
一流大学必须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抓手
合世界三大学科排名体系（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
晤士报和上海交大） 可以发现一流学科的标准主要包
括： 一流的学者、一流的学生、一流的科学研究、一流
的学术声誉和一流的社会服务。因此根据国际化可
比指标建设一流学科，
强调学科逻辑在一流大学建设
中处于重要地位，
这是中国一流学科建设的“国际化”
［4］

设提供高水平技术支撑服务。服务是高校实验与工
究的平台，也是一个教学平台； 不仅是一个学者队伍
［4］

建设的平台，还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平台

。 因此，
实

验与工程技术队伍服务对象即是学科，一流学科需要
一流技术支撑服务
以一流专业技术支撑服务为基础，
水平的构建，
要以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的服务能力提
升和健全队伍的发展机制两个层面为突破。
提升服务能力的关键—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

3．2

我们认为提升服务能力的关键是加强实验与工
程技术队伍专业化建设，专业化建设的抓手是加强
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的科研 （ 学术 ） 能力。 对于是
否应鼓励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从事科研活动一直存
在争议，存在“去科研化 ”的声音，认为实验与工程
技术人员最重要的任务仍是管理仪器设备 、实验教

。然而，
世界一流大学正在兴起以问题导向和
应用导向为特征的跨学科特色学院，这些机构主要是

学辅助工作，而申请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意义

围绕重大社会问题而成立，
遵循社会需求逻辑。特色
学院的成果评价并非完全以学科知识创新为标准，政

能力非但不能“去”，而且要更加强化，它是与“双一

标准

［5］
实践意义也是成果评价的重要维度 。因此
策价值、
当代大学科研的主要形态是应用引起的基
我们认为，

础研究，
大学科研不应该只面向学术论文，而应面向
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
社会需求逻辑应在大学中处于
主导地位。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是中国一流学科建设的
“主体性”标准［3］。

2

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现状

［9］

不大

。而我们认为，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的科研

流”建设内涵精神相契合的。“双一流建设总体方
案”分别从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方面提出的建
设任务要求，即“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
究水平”、“着力推进成果转化 ”，均与实验与工程技
［1］

术队伍发展密切相关

。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重视教学方式方法变
革，科教融合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方式 。 在
科教融合的视域下，教师和学生都应投身于学术研
究，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则发挥教师与学生之间 、科

目前我国高校的实验设备等硬件设施不但数量
众多，而且仪器设备的档次也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 ，

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之间强力纽带作用 。参与实验教

然而，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的管理观念更新及评价

用方法，设计开发新实验等方面工作正是实验与工

体系改革的步伐却远落后于高校实验硬件的发展速

程技术人员增强纽带作用的方式，也是广义学术范

度。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突出存在以下几类问题 ：
评价体系不完善； 发展规划缺乏长效机制； 队伍人员

畴中的科研活动。

流动性差； “碎片化 ”问题 突 出； 队 伍 结 构 不 合 理，
［6－ 8］
“专技不专”
。

要从落实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权着手。PI （ Principal

学改革的课题研究、改进创新实验技术、创新仪器使

提升科学研究水平，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需
investigator） 制是当前国内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的
［10］

3 “双一流 ”建设背景下的实验与工程技术
队伍发展新思路
3．1

一种落实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权形式

。PI 制对实

验与工程技术队伍的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1） PI 对科研成果发表论文的层次要求高，对

新时期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定位

数据的精度要求高，需要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能够

随着“双一流”建设开局，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

最大限度的挖掘仪器设备性能，提供高质量、高精尖

杨旭，等：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发展新思路
的实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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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内部，应将高校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与科研机

（ 2） PI 均非常重视项目申报与在研项目的推

构、企业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纳入同一参照系 ，对标

进，产生大量仪器设备使用需求，实验与工程技术人

所属行业技术水平发展特点，引入社会化、市场化的

员必须确保科研技术服务的时效性，提供仪器设备

评价标准。

的全年全时开放并有能力保障仪器设备长时间处于
稳定工作状态；

突出评价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的业绩水平和实
际贡献。 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注重

（ 3） 不同 PI 课题组对仪器设备的使用、实验运

考核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绩

行技术参数存在“个性化 ”需求，要求实验与工程技

效、创新成果，包括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实验教学改

术人员要对科研课题具有一定深度的领悟 ，以充分

革与创新、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管理与功能开发 、技术

发挥研究人员与技术人员协同创新作用 。

改造、解决关键性技术和问题的能力等与实验室工

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的科研能力是实现上述对

作相关的业绩，增加技术创新、专利、成果转化、技术

PI 课题组创新工作“精准服务”的重要基础，也是提

推广、公共社会服务等推动成果转化相关业绩评价

高学科科学研究水平的有力保障 。

指标的权重，将服务对象评价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

着力推进成果转化，必须弥补科技成果转化过

内容。

程中的“中试空白”。由于实验室技术 （ 样品、样机 ）

促进评价考核与人才培养使用相结合 。推进评

既有创新又不完备，只能经过中试发展成为生产技

价考核与专业技术支撑人员继续教育制度相衔接 ，

术系统中的产品技术或制造技术或相关技术 ，因此，

加快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知识更新 。在高校运行体

中试环节是高校成熟科技成果大规模应用于企业生

制中，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仍是实验与工程技术人

产和工程应用领域的核心步骤。 然而，由于开发研

员提升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最有效途经，学校应开

究中试阶段的投入大、风险高，使得高校和企业在中

辟针对中青年实验技术人员攻读与岗位工作密切相

试环节的研发资金投入也非常有限，造成了“中试

关的专业研究生学位（ 含在职硕士、博士学位 ） 培养

［11］

空白”的尴尬局面

。 一般来说，不可能由一项实

［7］

通道

。实行培训学分制，在职称晋升和聘岗考核

验室技术开发出全套生产技术，需改造已有生产技

中体现学分要求，建立终身学习制度

术、改造引进技术、改造实验室技术，使三者在更高

针对性地对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分门别类制定在职

水平上整合成一个完整、先进、适用的生产系统。作

培训计划，以专业技能培训和国内外研修为载体 ，有

为在高校中以实践性与应用性为突出特点的实验与

序选派实验技术骨干人员参加学术会议、到国内外

工程技术队伍，也应具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

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学习深造，或到工程

与能力。将待转化的实验技术进行改造，用于匹配

现场、大型设备生产维修企业学习和实践

与联结已有生产技术和引进技术的能力，是高校实

考核评价制度与用人制度的有效衔接，健全考核制

验与工程技术人员在成果转化领域一项重要的科研

度，加强聘后管理，打破专业技术职称终身制，在岗

能力。

位聘用中实行人员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

3．3

［12］

。 高校应有

［8］

［13］

健全队伍的发展机制—完善评价、流动与激

管理模式

励机制

3．3．2

。 促进

。

健全流动机制

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专业化建设需要学校、院

强化岗位聘用，实行固定与流动并举。 在实验

（ 系） 、实验室三级层面建立科学、合理、可持续的队

与工程技术队伍中，全面实行岗位聘用制度，所有岗

伍发展机制，完善队伍的评价、流动、激励机制，通过

位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考核流动，“新人 ”若聘期考

激励“老人”、提质“新人”的方式，在高校形成与“双

核不合格直接终止聘用合同，拥有事业编制的“老

一流”建设相适应、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

人”有一次竞聘其他岗位的机会，若竞聘不成功或

机制体系与环境氛围。

新岗位考核不合格，则解除聘用

3．3．1

创新评价机制

科学评价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能

［14］

。 岗位设置应体

现多元化用工需要，根据学校师资队伍发展实际情
［6，
12］

况，设立流动编制岗位

。 建立在校研究生从事

力。以职业属性和岗位需求为基础，建立科学合理

助教、助研和助管工作的机制，协助对实验室和仪器

的评价标准，实行国家标准、地区标准和学校标准相

进行管理

结合，衡量专业技术能力水平的参照系不应局限于

［15］

。

科学设置人才准入条件。 人才引进过程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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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唯学历 ”进人的现状，综合考虑职业道德、学习

支撑的领域，设置实验与工程技术关键技术岗位 。

能力和实践能力等因素。 在进人标准方面，要注重

关键技术岗位更加注重评价实验技术人员为教学科

引进具有技术能力强的人才，特别是在开发大型仪

研技术提供支撑的能力、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在国内

器设备功能作出特殊贡献、实验技能强、实验教学水

同行中的影响力和实验技能水平等

［20］

［6］

。

。 建立弹性聘任制度，实

设立研究项目。认知科学通过大量实证材料证

行开放式管理，引进急需人才，吸收领军人才。制定

明，认知经历的多样性与创造能力呈正相关。 高校

具体措施吸引高学历人员和部分教师走上实验与工

应通过设立项目机制，来驱动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

程技术系列，既可采取“面向国际，公开招聘 ”的方

创新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以项目资助的方式鼓励实

式，吸引高层次、高水平的教师和工程实验室技术人

验与工程技术人员根据教学科研需要开展研制改造

员； 也可采用引进培养方式，吸收有创新实践经验的

各类仪器设备、大型应用系统或开发大型仪器设备

企业及社会组织科技人才兼职，建立一支精干高效、

功能等工作； 鼓励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开展实验室

平高的高层次技术人才

［16－18］

专兼相结合的开放性实验室人才队伍

。

［7，
21］

改革与管理建设方面的研究

。实验与工程技术

加大人力资源共享力度。当前高校在运行与管

人员参与项目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样化的认知经

理科研平台时，更多聚焦于仪器设备的共享机制设

历，诸如分析、综合、评价、批判、创造等，认知经历的

计，而在此基础上，应激发科研仪器设备管理主体—

多样性促进产生创造思维，提高实验与工程技术人

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能动性，推动人力资源共享，最

员的创新能力。
荣誉计划激励。要在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中提

大限度的发挥科研平台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支撑作
用。建立“一人多岗 ”与“一岗多能 ”的岗位职责机

倡“工匠精神 ”，使技术支撑人员热爱所做的工作，

制。例如，一台贵重仪器设备由多人协同管理与维

胜过爱工作所带来的待遇，深耕专业，对事业精益求

护，同时一名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多台贵重仪

精，精雕细琢，追求完美。设立基于专业技术岗位等

器的运行管理与维护工作，使技术人员与设备实现

级的荣誉计划，不同级别赋予特定荣誉称号，如“首

双向流动，不再一一对应。 目的是通过仪器作为纽

席高工”、“主任高工”、“主管工程师”、“创新技术

带，将不同岗位的技术人员紧密的连接起来 ，使其逐

支撑团队 ”等。 荣誉激励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在队

步形成整体与合力，同时实行科研平台支撑与实验

伍建设中发挥着目标导引和成效检验的作用 ，为实

教学支撑岗位轮岗制度，实现跨实验室、跨平台的流

验技术队伍建设工作注入正能量 。

动。优化整合学科 （ 学院 ） 各科研平台与实验室人
力物力资源，成立学科 （ 学院 ） 一级工程技术机构，

4

结语

负责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的管理、引进与考核等工

2017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

作。探索建立校级的工程技术服务中心，挂靠校级

委联合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实验室主管部门，不单独设编定岗，通过建立人力资
源库，旨在涵盖全校各学科领域的技术专家与岗位
能手，以应用需求及重大问题为导向，凝聚高水平、
高效技术攻关团队形成合力，真正发挥服务于区域
经济发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作用。
3．3．3

建设实施办法（ 暂行 ） 》，标志着“双一流 ”建设由规
划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在“双一流 ”建设背景下，高
校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机遇与挑战并存，“撸起袖
子加油干”，坚持以服务学科为先，坚持走专业化发
展道路，坚持个人发展与学科发展目标相统一 ，就一
定能够走好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长征路”。

强化激励机制

当前高校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长期性的主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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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因此应实行人才发展空间激励策略，满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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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心、科研平台及公共服务平台等急需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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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玲： 浅谈高校实验技术人员应必备的素质
实验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解决的方案 ，
还要与外单位联系等，因此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
更要有团结协作的意识和精神。
2．6

创新能力

的实验科学方面的进展，改变传统单一传授知识内
容的观念，改革陈旧落后的实验教学手段。 实验装
置的改进、实验方案的改良、实验设施的更新、仪器
［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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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实验技术人员应积极主动关注专业相关

功能的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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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实验技术人员素质的整体提高，一方面需
要各院校和研究所对实验室工作给予充分重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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