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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材料类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特点和材料试验 (实验) 的专业特点,实验中心建立了可实现 24 h 开

放的实验室管理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措施, 为实验教学改革、学生创新活动、重点学科和重

点实验室建设提供了完善的服务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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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24 hours open labor ator y management mode is const ructed based on t he combination of equipment

and specialty char act eristics in materials experimental center. A ser ies of cor relative sy stem and suppo rting

measures are also established. These prov ide st rong support to exper imental t eaching innovation, students

wit h innovative activities as w ell as t he construction o f key subject and key labort 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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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介绍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 (以下简称实

验中心) 是为全校材料类专业学科或与材料相关学科

服务的教学研究实验中心。实验中心下设金属材料实

验室、土木工程材料实验室、电子信息材料实验室、微

观结构实验室, 完成相关专业学科的专业基础课或专

业实验 (试验) 课及其他实践教学活动。图 1 为实验

中心的组织结构示意图。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于 1998年 6月成立,下

设金属材料实验室和建筑材料实验室 (现改为土木工

程材料实验室)。这 2 个实验室的历史可追溯至上世

纪四十年代中央大学的 材料试验室 , 实验室的装备

在五十年代初的国内同类实验室中处于领先地位。随

着专业方向的增设和学科调整, 2003 年又增加了电子

信息材料实验室和微观结构实验室。

至今,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与材料学科的建

设紧密结合, 2010年获批成为 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 建设点,并作为 2个江苏省重点实验室 (土木工

程材料、先进金属材料)、一个江苏省重点学科(材料

学) 的主要实验技术支撑部门,不仅在建设经费上获

得了充足投入, 还在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按照材料研究

四大要素建立起来的具有材料制备加工、微观表征、结

构分析、性能测试等功能的综合性材料类实验中心,可

充分满足教学实验及综合科研训练的要求。

实验中心主任由材料学院教学院长兼任,中心实

行校院二级管理下的主任负责制, 教学科研资源统筹

调配。中心共有 30名工作人员, 其中业务管理人员 2

名,专职教师 5名,兼职教师 9名, 大型仪器专职技术

管理人员 6名, 实验技术人员 6名,辅助人员 2名。

实验中心的硬件设施是从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

成分/组织 制备工艺 性质 使用性能 四大要素

及其相互关系出发进行配置的,配备了材料设计、材料

合成/制备/处理、组织结构分析、性能测试、综合分析

评价全过程等的仪器设备装置。实验中心是东南大学

材料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公共实验平台[ 1]。该实验中心

的组织结构如图 1所示。

九十年代中期, 随着本科生和研究生招生数量的

增加,实验中心的服务量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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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进行长时间的持久实验及毕业设计期间,供需

矛盾、排队问题更加突出。为了缓和当时的矛盾, 实验

室不得不实行有条件的开放制度, 1996年 4月实验中

心出台了 关于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进行试验的安全

细则 ,承诺节假日 24 h开放。随着新校区的搬迁、校

级公共实验平台的建设、两个省级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立项和实验中心进一步整合, 2006 年 6月又制定了

材料科学与工程公共实验室的管理办法 。为了最大

限度地满足开放使用大型加工或成形设备的需求,

2007年 11月又制定了 关于材料学院实验厂房的管

理制度 。

图 1 中心的组织结构示意图

2 实验室开放运行的基本条件

2. 1 制度建设

材料类实验室因其专业特点决定了相当多的仪器

设备与高温、高压、重力、粉尘、化学品有关, 与一般的

基础课实验室或弱电类实验室相比, 其实施开放管理

运行的风险较大、成本较高,特别是面对数百上千名各

种层面、各种类型的学生个体, 针对不同的专业方向、

不同的实验室、不同的实验者, 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

要。 安全有序 是订立开放制度的首要原则,虽然这

些制度应考虑人性化, 因而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灵活

性,但必须是刚性的、是可执行而不是虚设的
[ 2]
。

2. 2 人员队伍

无论是在下海潮汹涌的年代, 还是在股市人声鼎

沸的日子里,实验中心的实验技术人员一直安心埋头

工作、爱岗敬业、爱室如家,实验室常年呈现出一派井

然有序、师生共融的繁忙景象。在近 20年的发展过程

中,除正常人员退休外,没有一个人申请调离或转岗。

这支弥足珍贵的实验技术队伍为实验中心的稳定和持

久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人才队伍保证, 是实验室开放

运行的生力军。

2. 3 硬件及运行经费

随着 985工程 、211工程 、重点学科、重点实验

室等项目建设经费的投入,实验中心的硬件配置日趋

齐全,设备装置更新换代加快,实施开放运行的硬件条

件得到了充分保障。材料学院自 1998 年开始就建立

了院级 设备维修基金制度 。基金来源于全院所有教

师的科研经费和对外科技服务收入的提成 (提成比例

按项目性质分为到款额的 2% ~ 7%) , 自 1998 年至

2008年,该基金总收入达 320余万元, 全部用于实验

中心仪器设备的维修、改造和升级。这一制度的建立

为实验中心实施开放管理提供了充足的运行经费, 形

成了科研、实验、开放、良性循环的局面。

3 实验室开放运行的实践过程

3. 1 实验室方面

( 1) 安全有序,规范管理。在 10余年的实践过程

中,实验中心制定并及时修订了切实可行的有关实验

室开放运行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近 10项,主要包括: 关

于定期召开实验室安全开放制度介绍会的制度;关于

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进行实验的安全细则; 关于材料

科学与工程公共实验室的管理办法; 关于学生进出实

验室的登记管理制度; 关于材料学院实验厂房的管理

制度;关于 借用实验室借条 的统一格式;关于大型仪

器设备的独立操作使用管理办法; 关于扫描电镜的网

上预约及使用办法; 关于学生在创新平台的工作制度。

( 2) 明确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职责与分工。对各实

验室负责人、各分室负责人、安全员、大型仪器设备的

机组负责人等关键岗位均有明确分工并公示
[ 3]
。实验

中心设立总安全员 1名, 各分室也各设安全员 1名,大

型仪器设备以机组为单位明确负责人, 小型仪器设备

以房间为单位明确负责人。对辅助岗位人员也有明确

安排,并互有合作。

( 3) 充分发挥 设备维修基金 制度的优越性。实

验中心不仅模范遵守学院建立的设备维修基金制度,

及时足额缴纳维修基金, 作为该基金的使用主体, 也按

制度、按程序用好每一笔经费,及时保证了开放使用中

的仪器设备的较高完好率。

( 4) 网络化管理。充分发挥实验中心网站的作

用,不仅将上述规章制度、仪器设备、实验项目、独立操

作人员等信息及时公示, 还建立了网上预约使用大型

仪器设备制度, 并逐步推广至使用量较大的更多设备。

3. 2 学生方面

( 1) 安全教育学习。借鉴钢铁行业、电力行业的

安全运行经验, 进入开放实验室进行实验的学生首先

要参加安全教育学习。初期实施时, 不少学生都以为

安全教育学习是走过场, 但我们把这一课作为学生进

入实验室的基本要求, 课上会介绍校内外曾经发生的

事故实例,使学生明白:自主实验、自由出入的前提是

首先保护好自己,要共同维护公共实验室的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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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野蛮操作或违章操作,违规的后果将是比较严重

的。多年来,实验中心形成了这样一条规章: 凡未参加

安全教育学习的学生不得进入开放实验室。同时从学

生的实际情况出发, 每年定期召开 4次安全教育会,学

生必须参加其中任何一次。

( 2) 借用实验室。学生根据实验的要求, 可自主

安排进入实验室的时间。若需在非上班时间 (包括晚

上、节假日、寒暑假) 使用实验室,只需填写专门格式

的 借用实验室借条 , 指导教师作为 借用人 签名确

认,经实验室主任审批同意后,即可在服务台借用大门

及相关实验室的钥匙, 实验中心对具有独立操作大型

设备资格的学生在借用实验室时提供更多的便利。

( 3) 出入登记。实验中心有严格的学生出入登记

制度,这一制度在夜间或节假日无人值守的情况下显

得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学生加强安全

意识的作用。对模范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经考核取

得上岗证的学生,则不需进行出入登记,从另一方面体

现了实验中心对这些学生的信任。

( 4) 独立操作大型仪器设备。在学生自愿的前提

下,经指导教师推荐,学生可申请有关大型仪器设备的

独立操作资格。目前已受理此项申请的设备包括:

SEM、电拉、磨损、电弧炉、磁控衍射、真空烧结、真空

退火等,而像一般的金相制样、热处理、金相拍摄、硬度

测试等环节,则可以直接或及时辅导后独立操作使用。

( 5) 网上预约使用大型设备。目前已对 2台扫描

电镜的使用实施了网上预约制度, 将要进行网上预约

的设备有 T EM、XRF、DSC、电拉等。随着这一制度的

完善,将会有更多的大型仪器设备实现网上预约使用。

( 6) 设立了专门的学生工作室。进入开放实验室

的学生可以长期或短期免费借用专门设置于学生工作

室内的橱柜,该学生工作室已逐渐成为学生自主实验

的落脚点、学生样品的存放点和学生创新成果的展

示点。

4 实践效果及社会评价

实施多年的实验室开放管理制度, 为实验教学改

革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保障, 为重点学科和重点实

验室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支撑, 促进了实验室整体管

理水平的提升。

4. 1 学生的反映与评价

实验室的开放运行模式为学生进行创新实验提供

了充足的时间与空间
[ 4]
。由于材料试验(实验) 具有

体量大、投入大、周期长等特性, 开拓发掘有效的开放

式实验环境尤为重要。结合我校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

标,我们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基本实验的同时, 还支持学

生完成自主的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 ( SRTP) 和专业

方向大型综合实验, 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和

产学研合作项目。其中大型综合实验的教学改革成果

已通过 7届学生的实践, 经总结和提高,已全部固化在

我校本科教学计划中。参与改革的学生从刚开始的每

年 1个专业、1 个班、21人, 增加到 2010 年的 4个专

业、4个班、110人,先后共有 22 个班级、583名学生获

益。时常有参加招聘会的毕业班学生, 带着自己在开

放实验室完成的综合实验报告成果, 在应聘时 炫耀

自己的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及创新能力, 深

受用人单位的青睐。每届学生一直对实验室的管理、

开放、改革等工作反响强烈、评价较好, 这些鼓励也一

直是本实验中心坚持开放运行多年的动力之一[ 5]。

4. 2 高校同行和专家的评价

2008年 4月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期间, 评估专家

组副组长、北京理工大学孙逢春副校长听完本实验中

心汇报后,认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开放管理极具特色且

效果显著。2007年 6月和 2008年 12月,北京钢铁研

究总院李正邦院士和台湾中央大学材料研究所李胜隆

所长先后来校访问, 对本中心的改革思路及开放管理

方法倍加赞许。2007 年 4月南京市计量测试学会举

行的学术研讨会上, 本中心作了专题报告,企业同行专

家认为开放管理模式下的大型综合实验方式注重工程

实际锻炼,极具推广价值。2009年 1 月江苏省金属材

料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期间, 国内多家知名高

校的领导和专家对中心的开放管理模式和实验室运行

环境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2010 年 12月东

南大学承办的 全国高校实验室资质认定 (国家计量

认证) 管理骨干培训班 期间,全国 43所高校的近 200

名同行先后参观了本中心,对实验室的开放运行、实验

教学改革及发挥计量认证作用等方面的工作成果尤表

敬佩。1992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上海

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盐城工学院等高校的同行先后慕

名前来学习取经。他们非常羡慕、赞叹实验中心的实

验室开放管理与实验改革成果。

4. 3 教学研究项目与获奖成果

近几年实验中心获得的教学研究项目及教学获奖

成果如下:

( 1) 江苏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项目 材料类人才学科交叉、产学研结合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基地 ( 2008) ;

( 2) 东南大学开放式创新实验教改项目 材料类

大学生创新实验室建设 ( 2007 2009) ;

( 3) 东南大学 985二期 教育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材料科学研究生创新平台 ( 2008 2009) ;

( 4) 2004 年 金属材料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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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获东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 5) 2007 年 推进教学与科研融合, 培养创新人

才 获东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 6) 2009年 开放性、探索性、综合性材料专业实

验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获东南大学教学成果二

等奖。

5 结束语

10余年的实验室开放经验表明,只要制度完善、职

责明确,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认识到位,硬件配置齐全,运

行维护经费有保障,实验室是能够做到安全有序开放

的;只有创造开放式的实验教学环境,才能激发学生实

验探索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实验教学才能成为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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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和创新性实践活动, 本科生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

一直在全校名列前茅,并多次在校级、市级大学生课外

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奖。

近 3年,本科生申请国家专利 6项,其中有 2项国

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1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权,填

补了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自成立以来没有本科生获

专利授权的空白。获得北京市 挑战杯 首都高校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奖二等奖 4项; 学生以第一

作者发表学术论文共 40余篇, 其中被 SCI检索 1篇,

被 EI检索 4篇,核心期刊 13篇。

7 材料学实验教学中心的发展思路

2010年,我校由材料学实验教学中心与宝石学实

验教学中心整合成立的 珠宝与矿物材料实验教学中

心 被评为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这为材料学实验

教学中心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同时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这些要求是:

( 1) 跟踪国内外一流大学的材料学科实验教学状

况,进行深层次的实验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新

增和挖掘实验仪器设备, 在扎实做好基础型实验的整

合、优化和提高的基础上
[ 6]
, 增加和完善综合性、设计

性、研究性实验项目,设立学生课外科技实验自主与自

助空间,加强创新性实验的开发;

( 2) 建设一支稳定、素质高的实验教学队伍。创

造条件使 4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到国外或国内著名科

研院所学习或合作研究, 使实验中心形成一支年龄结

构合理、在材料学和化学学科具有一定影响的高水平

的实验教师队伍,不断提高实验教学和科研水平;

( 3) 特色建设。以我校 211 工程 三期建设、

985工程 专项、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矿物岩

石材料学教学团队 、材料学部级重点学科等建设项

目为依托,致力于使材料学实验中心建设成以矿物

材料为特色、材料化学基础实验课为核心的实验教

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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