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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决公共实验室运行维修经费不足; 正确处理教师与实验室人员之间的关系; 提高公共资源的

管理水平 ;确保公平使用公共资源, 在学院内部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共设备运行维护经费保障机制和经费

使用流程,提高了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和完好率, 促进了仪器设备的改造升级,稳定了实验技术队伍, 让学生获

得了可以从事自主实验的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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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 lv e the pr oblem of the lack in running and ma int enance funds in public labo rato ries,

pr operly dea l w ith the relat ionship betw een the teacher s and the labo rato ry staff, im prove t he management o f

public r esour ces and ensure a fair use of the public resources, a sustainable fund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the

running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equipment is established in schoo ls and the operat ion method is also estab

lished. By implementation o f these measur es, the ut ilization ratio and availability of the equipment ar e im

proved and the equipment upg r ading is expedited. Meanwhile, free opening and shar ing of the public labor ato

r y ar e achiev ed w hich enables the students to a rrange their exper iments f reely and independent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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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材料公共实验平台是在材料学院实验中

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该中心下设 4个实验室(金属

材料、建筑材料、电子信息材料、微观结构) ,实行校、院

二级管理下的中心主任负责制。目前中心的固定资产

总值 3 738万元, 4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共 13台

(套) , 原值 1 780万元, 专职在编实验室人员 13人,其

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3人,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 6人。

1998年以前,除一般性小型仪器设备之外, 材料

学院内外的教师及研究生使用实验中心的中大型仪器

设备时均为有偿使用,随着 211工程 和 985工程 经

费的投入,实验中心添置了越来越多的中、大型仪器设

备。应该如何解决公共实验室运行维修经费不足的问

题,如何处理好教师与实验室人员之间的关系,如何提

高公共资源的管理水平和公平使用程度, 成了实验中

心的管理者经常讨论的议题。

学院领导与实验中心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制定了

材料学院 关于设备维修基金的管理规定 , 最终经院

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于 1999年开始实施。

1 制度设计的背景

1. 1 为解决设备运行维修经费的不足

材料学院实验中心作为教学科研共用的专业实验

室,其设备维修经费仅靠一般的上级拨款,或校内外收

费政策是远远不能满足开放使用的要求的。在近几年

211工程 和 985工程 经费的大量投入过程中, 实验

室的硬件设备条件的确得到了极大改善, 但其经费总

量的有限性和经费使用办法的局限性决定了不可能在

设备购置的同时能充分考虑后期的运行维修经费, 特

别是随着大型仪器设备保修期的结束, 相关的维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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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缺口将更大[ 1] 。

该项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从学院内部、学科

内部去建立可持续的运行维护经费资源, 以确保公共

实验平台硬件设施的良好运行。

1. 2 正确处理教师与实验室人员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大学中, 教师与实验室

人员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甚至更早的实验室管理体

制下,实验室主管大多由教研室(组)教师担任,实验室

工作人员主体为大、中专毕业生和工人,大家各自完成

简单的日常教学任务, 市场经济意识或功利色彩比较

淡薄,相互间矛盾较少。

自 90 年代开始,大部分实验室从教研室主管升

格为学院主管, 实验室相对独立,人员结构也发生了

较大变化,实验室工作人员变为以本科、硕士甚至博

士为主体。随着社会市场环境对校园的冲击越来越

大, 原有的公共实验室有偿收费制度已滋生出越来

越多的矛盾, 不少实验室工作人员与教师渐行渐远,

实验室得不到学科和教师的支持, 有些实验室甚至

逐渐走向衰退。

院级设备维修基金制度的建立, 也是为了更好地

协调教师与实验室人员之间、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与

公共实验室之间、教学实验与科研实验之间的关系,发

挥教师主动关心公共实验室建设的积极性, 强化实验

室人员的公共服务意识, 形成多位一体、良性互动、和

谐协调的实验室发展格局。

1. 3 确保公平使用公共资源

对有偿使用公共实验室资源早已形成共识,但在

材料特色明显的专业实验室中, 如何对各类仪器设备

制定出合理的收费制度以满足不同对象的需求,一直

是实验室主管们的困惑[ 2]所在。是否能够建立一种回

避收费矛盾的公共资源管理方式, 让在校本科生、研究

生在一种完全开放的自主状态下从事他们的实验, 特

别是那些整体资源(经费、硬件等)相对缺乏但最具有

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教师,也能完全自由、低成本地享

用公共实验平台的资源, 便成为建立本制度的根本

目的。

2 制度设计的原则

2. 1 教授治理

实验中心不仅是公共资源,也是学科的学术资源,

本项制度的建立突出了以教授为主体、以学科发展为

主导、以开放管理为目标的理念,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确

立为院级设备维修基金的管理决策机构。

2. 2 公开透明,专款专用

基于院级设备维修基金的来源特点, 该制度建立

之初就形成了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和操作程序。结

合公共设备维修的特点, 一方面给予实验室主任一定

权限的自主决定权, 另一方面加大对重大事项或大额

维修项目的预审、讨论、终审制度, 大小支出均要实行

支出验收制度, 所有支出票据都复印留存,基本消除了

经费使用中的暗箱操作等违规行为, 形成了规范使用

公共维修经费的良好氛围。

设备维修基金专款专用, 只用于设备维修、配套改

造及公共设备的其他相关支出, 不得挪作他用。基金

限定用于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实验(或实验课程)、科

研实验和对外服务所用的公用设备, 不包括各课题组

的专用设备。突出强调只有公共设备才能使用该基

金,一旦使用该基金的设备均为公共设备。

2. 3 全员参与的契约管理

本制度规定了经费使用的预算、决算制度,明确了

实验室主任的权限和职责。

由于院级设备维修基金来源于各位教师的科研经

费和科技服务收入, 基金的建立人也是基金的得益者,

教师对该基金的使用也就分外关注。作为具体的设备

管理责任人,多年来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在维修经费

有保障、维修过程有程序的制度下,一旦分管的仪器设

备出现故障,都会立即启动维修程序或主动实施修复,

不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

目前实验中心的仪器设备不仅使用率高,完好率

也常年保持在 98%以上。

3 具体内容与流程

3. 1 设备维修基金的来源

基金的收入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 3]
:

( 1) 纵向、横向科研经费实际到款数的 2%;

( 2) 实验室对外测试服务收入的 8% (后调整

为 4%) ;

( 3) 产业经费扣除硬件支出后的税后余额的 2%。

实验中心每年公布维修基金的来源及经费提取

情况。

3. 2 设备维修基金的使用流程

历经 10余年的运行实践,总结出材料学院设备维

修基金的使用流程(如图 1所示) , 包括该基金使用的

计划、审批、监控等关键环节。

4 作用与效果

通过设备维修基金制度的运作, 促进了实验室的

建设与管理, 提高了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 锻炼了队

伍,凝聚了人心,确保了公共实验平台的正常运行, 对

材料学科的教学科研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服务支撑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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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设备维修基金使用流程图

4. 1 建成了良好的 蓄水池

近几年的实际维修支出表明, 在建立了制度明确、

职责分明的维修基金制度后,实际发生的设备维修支

出总量并未大幅增加, 除百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

外,一般仪器设备的年均维修经费总量约 5万元~ 10

万元。该基金每年的总收入达 20 万元~ 40 万元,

1998 2008年,累计总收入达 320余万元, 不仅几千、

几万元额度的维修项目会商后可以立即实施,甚至在

大型仪器设备(如 SEM、T EM 等)发生较大故障时,该

基金也保证了大额维修经费的来源,起到了良好的 蓄

水池 作用。

4. 2 实现了仪器设备的免费开放使用

除 SEM、T EM、XRD这 3类大型仪器设备外, 其

他实验仪器设备包括了制样、熔铸、形变、热处理、性能

测试、微观分析等一系列设备,均对院内所有师生免费

开放使用,而且开放时间包括了节假日、寒暑假等所有

非工作时间。正是有了这一基金保障和配套措施, 才

使得不分时段的实验室开放真正成为可能。

4. 3 促进了仪器设备的优化改造或功能拓展

由于维修基金制度的计划性和导向性, 使得公用

仪器设备的使用量大增, 使用要求也越来越高,有关设

备负责人在每年度的维修基金使用计划中, 已不再局

限于一般的维修工作, 更多的是提出了相关仪器设备

的优化改造或功能拓展, 如微观成像设备的数字化改

造、高低温装置的配置、图像分辨率的维持或提升、特

殊仪器装置的自制等。

4. 4 形成了大型仪器设备的专门管理队伍

实验中心 1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达 53台(套) ,

专职实验人员队伍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面广量大的分析

类、测试类仪器设备管理方面,而对于专业特点各异的

大量中大型材料制备加工成型设备, 以往的直接管理

人选可能更多地依赖学生或其他流动人员, 显而易见

这种方式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
[ 4]
。

由于学院设备维修基金制度及相关鼓励政策的建

立,目前参与实验中心仪器设备管理的人员中,不仅有

专职实验室人员和聘用人员,还有一批具有丰富科研

经历的中青年教师。目前学院公共仪器设备的专职管

理人员队伍已达 26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人员 12人。

4. 5 科研仪器设备也进入了公共实验平台

公共实验平台上的仪器设备在场地、人员、维修经

费等方面都有保障, 教师在年复一年的公共仪器设备

使用过程中已对实验中心有了信任感。近几年来, 一

部分用纵、横向科研经费购置的仪器设备也主动纳入

实验中心管理并承诺共享,使其他课题组的师生也得

到了免费使用。这些设备包括轧机、压力机一类的材

料成形设备,以及 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真空退火炉、

气氛烧结炉、微波烧结炉等。

4. 6 学生已成为该项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由于实验中心的仪器设备真正做到了免费开放使

用,学生在进行各项实验时,不必过多地顾虑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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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成本,只要中心有的仪器设备,学生怎么用、何

时用是不需要导师操心的,只要遵守实验中心的规章

制度,学生可以自由、自主地完成自己的实验。

随着大型仪器设备独立操作制度的形成与完善,

越来越多的学生已在电子万能试验机、磨损试验机、扭

转试验机等各类试验机、SEM、真空熔铸、真空烧结、

磁控溅射等设备方面获得了独立操作上岗资格。

设备维修基金制度的建立, 让学生获得了从事创

新性实验的时间与空间[ 5] 。

5 结束语

院级设备维修基金设立之初也遇到了一定阻力和

困难,正是在学校职能部门领导的支持下,在材料学院

领导和有关教授的正确决策与充分信任下, 实验中心

的教师规范执行基金管理制度, 最终获得了全院师生

的广泛赞同与响应。我们也在不断地借鉴兄弟院校的

公共仪器设备管理经验, 不断完善,把这项基金制度继

续实施好。

在 10余年院级设备维修基金制度的实践过程中,

取得了许多制度设计初期尚未料想到的效果。我们也

希望能在全校范围内集成各种资源, 建立起可持续运

行的、科学规范的校级设备维修基金制度,这对加大公

共实验平台的开放共享力度、提升大型仪器设备的使

用效益、提高全校公共设备资源的管理水平, 都将起到

明显的作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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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物、卡集中管理, 方便查询。实验中心各种资料

信息、人员培训和考核档案、实验室工作记录、技术人

员岗位日志、仪器维修记录等进行归档整理, 并专门设

置了一个档案柜用于存放档案资料。

5 结束语

学校通过对实验室进行整合、重组、优化, 成立了

材料环境实验中心, 采用一级管理体制,搭建了满足实

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共享平台,实现了人力、物力、空

间资源的最大化的利用。随着两支实验教师队伍不断

壮大和实验室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将会不断地提高,学校的实验教学和科研水

平也将不断地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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