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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several years of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an academy, we constructed the public
technology platfor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ublic and exoteric
large precise instruments were conducted the centralized control management and could be used
together, in order to form advanced management, finest equipment, high-quality services, high efficiency public open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and high level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The above
work was used to alleviate the shortage problem of research funding, form scientific management
norms of large precise instrument, realize open sharing,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and provide
advanced, efficient and low-cost services for technical enterprise, research personnel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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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几年的建设实践，通过搭建高校科研公共技术平台，建立了特色区域实验室，并将具有公用性
和开放性的大型精密仪器设备集中分类设置，建立统一预约管理和有效的运行机制，实现开放共享，提
高其使用率，为技术企业和研发人员乃至教学提供先进、高效、低成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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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仪器设备是高校学科发展，科学研究的基础，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是高水平人才培养和重大项目
技术研究的有力支撑，仪器公共技术平台则是衡量一个院系乃至学校在此领域的教学科研影响能力和技
术成果产出的一个标志。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利用度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其科学领域中的科研成果[1]-[3]。
伴随着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的相继实施，对高校科研领域的经费投入也逐年增多，大型精密
仪器设备的数量和规模也持续增大。如何避免大型仪器使用效率低，合理有效的利用资源成为各高校面
临的主要问题[4] [5]。因此构建一个布局合理、结构科学、功能齐备、体系完整的科研仪器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就成为重中之重。

2. 生命科学科研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整体建设思路
2.1.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实验室的设计方案
由学院成立公共技术服务中心，统筹规划建设一个科研大型精密仪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调集学院
和各重点实验室所有由“985”、“211”经费购买仪器设备和部分课题组超过五十万元以上的大型精密
仪器设备，作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基础设备，建设分区域实验室，包括细胞实验室，动物实验室，生
物模拟实验室等，并按照仪器性能分类为：蛋白质科学实验设备、核酸科学实验设备、细胞及活体动物
实验设备、微生物与生化工程实验设备、生物物理分析与计算实验设备和生物药学研发实验设备。

2.2. 分区域规划建设特色实验室
2.2.1. 细胞实验室
细胞培养是生命科学研究中基础的研究技术。建立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细胞实验室是公共技术服务
中心必要的组成部分。细胞实验室的建筑墙体使用耐高温防火彩钢板，环氧自流平地面，实验室配备独
立的空气循环系统，配备紫外灯，使空间环境可以达到万级洁净度要求。细胞室入口处配有专用衣柜和
鞋柜，进入细胞实验室的操作人员需先更换专用服装和拖鞋。经过消杀后方可进入操作室。细胞室内配
有流失细胞仪，全钢操作台，台式离心机，恒温水浴箱，倒置显微镜，移液器等仪器设备。
2.2.2. 动物实验室
动物实验是生命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实验动物是生命科学教学，研究的基础，只有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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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才能够对后期的药物研发与利用起到保障和支撑作用。因此作为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建立一个标准化、
多性能，利于学术发展与开放共享的实验动物平台就成为公共技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实验室总
占地面积约 1000 m2。根据国家动物实验室的建设标准建造，既能够保证实验室的安全性也能保证实验室
的洁净级别。动物实验室共分为 5 个区域包括小鼠饲养室，大鼠饲养室，裸鼠饲养室，豚鼠饲养室以及
一个独立的兔饲养室。每个区域均配有洗刷间、无菌操作台以及紫外灭菌灯。鼠类实验室共用一个入口，
兔实验室一个入口。每个入口均配有实验动物传递窗，更衣室及缓冲室。进入实验室人员需先将动物放
入传递窗内，更换衣物及鞋套之后经过缓冲室方可进入实验室。实验结束后，动物尸体放置专门的尸体
存放冰柜。实验室内设置了专门的防火出口。已备突发事故的发生。
2.2.3. 生物模拟实验室
生物模拟实验是根据相似性原理通过模拟的方法制成研究对象的模型，用模型来代替被研究对象，
模拟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实验研究，由于生物学中很多研究对象直接用来进行实验非常困难或
者不可能，因而模拟实验成为生物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了能够满足现代生命
科学的模拟研究需求，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生物模拟实验室，实验室约有 20 m2，使用保德高性能服务器，
内装有 Gaussian 03，Insinght II，Gromacs，Amber，VMD 等分子模拟软件，可以进行分子动力学模拟实
验，模拟分子对接实验，同源模建实验，分子的空间力学优化等实验。为防止突然断电对服务器的损伤
并能有足够的时间保存计算的数据为服务器配备可以维持供电一小时左右的高性能 UPS 蓄电系统，由于
生物模拟实验根据模拟的分子大小的不同所需要的模拟计算时间就不相同，因此服务器全天 24 小时不间
断运行。服务器运行期间会产生大量热，为保证服务器能够正常的工作，给服务器配以大功率的空调系
统，来保持室内温度和湿度的恒定。

3. 网上预约系统的建设和运行管理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本着信息化建设的理念，以互联网络为依托，协调现有人员和仪器，在校设备处的
扶持下，统筹建立了公共技术平台网上预约系统[6]。网上预约系统根据院自身特点共建立了四大主要模块，
学生模块，教师模块，仪器管理员模块和超级管理员模块。学生和教师在不通过账户和密码登陆的情况下
就可以通过网页浏览仪器信息，包括仪器的厂家，名称，型号，技术参数，以及科研领域的相关资料。

3.1. 学生模块
学生在用账户和密码登陆后，可以查看自己的相关信息并有权限修改自己的密码和联系方式，查看
设备的预约状态，运行情况，资费产生等。学生用户如需取消预约需提前至少 4 个小时以上找相关的仪
器管理员进行处理。

3.2. 教师模块
教师用户在学生用户所涉及的权限上增加了可以浏览自己组内学生的信息，可以进行包时预约，可
以检查组内所有学生使用的仪器产生的费用。并可以统计学生使用机时数。

3.3. 仪器管理员
每位管理员分管不同的仪器，可以设置仪器的可预约时间段，发布和修改仪器的信息，对学生和教
师用户的培训申请进行确认和拒绝，并可以选择某一用户进行费用查询和统计。

3.4. 超级仪器管理员
在仪器管理员的权限基础上，可以添加删除所有用户，修改用户信息，可以浏览修改所有的仪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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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可以进行包时预约管理，发布修改系统消息以及开启和关闭系统。
为确保网上预约管理系统有良好的运行状态，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出台了“大型仪器设备预约系统使
用管理方案”。使用者须提前向预约系统提出预约申请，并注明所做实验的条件和要求，以方便仪器预
热和使用。技术服务平台按照预约顺序合理安排实验时间。预约系统的使用大大的提升了技术平台的工
作效率，使工作能够有序，规范化的进行。进而提升了仪器的使用效率，方便了广大师生。

4. 人才培养与制度建设
4.1. 人员建设
一个运行良好的技术平台，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管理技术队伍，管理者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技术平台全面整合院技术人员力量，以提高整体的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一是通
过选聘不同专业背景的科研技术人员为设备运行提供技术支持，所涉及的专业背景涵盖生物学，化学，
理论化学，电器工程以及仪器分析等方向。这种人员匹配模式有利于不同专业背景的相互交流与学习，
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二是组建兼职生物与分析技术应用团队。选聘熟悉相关设备
使用技术的人员 10 人，共同组成仪器分析应用团队，及时有效的应用相关前沿技术共同开发研究生物仪
器新的功能和应用。三是建立管理队伍。设置专职技术管理人员 11 人，其中中高级职称 4 人，中级职称
7 人；博士及以上学历 8 人，硕士 3 人。兼职仪器管理人员 10 名。从而组成了一直管理水平高，并具备
高办事效率的团结协作的管理队伍。负责完成仪器设备培训、管理、操作、维护及维修等工作，使仪器
设备始终处于一种良好的运行状态，提高仪器使用效率。四是加强培养培训，提高全体人员的操作技术
和管理水平。努力为管理人员提供国内外进修，培训及学术交流的机会，每年定期联系仪器厂家派专门
的工程师进行设备维护及仪器讲座，使其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扩展知识面。

4.2. 制度建设
公共技术平台想要良好的运行光有技术队伍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好的规章制度来提高仪器设备的
使用效率。建立规章制度才能做到有章可循，才能够确保公共技术中心发挥其积极地作用。中心根据自
身运行条件制定了《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开放守则》《大型仪器设备档案管理办法》《大型仪器设备检查、
维修维护办法》等系列管理、监督和使用的相关制度。规范大型仪器设备的科学化、合理化使用。公共
技术平台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管理，对不按照规章制度操作的老师和学生进行通报批评，如有损坏仪器须
按照份额进行赔偿。并禁止以后再次使用。

5. 管理模式的不足及改进实施方案
依据平台运行的主要用于基础科研的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如 X-Ray 单晶衍射仪，飞行时间质谱仪，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小动物活体成像仪，细胞成像系统等上百万的大型仪器设备，运行维护成本高，维
修成本更高。因此能否持续发展运行，如何筹措运行、维护、维修经费就成为主要难题。我们主要采取
以下改进措施来解决管理模式存在的经费不足问题。
1) 设立大型仪器设备维修基金。实行仪器使用有偿收费。面向社会，利用动物实验室有运行证，大
型专业精密仪器共享资源，遵循《吉林大学有偿服务管理指导办法》对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实行有偿
服务，合理定价，统一收费，开展有偿服务，收取基本的技术服务费和管理使用费。所收入费用由院级
财务单位统一管理，主要用于补充设备维护、维修及正常运行。
2) 由院里设定固定的设备维护和运行经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设备经费均来自“985”，“211”
工程等建设费支出，院每年力争拿出 1%用于设备维护和实验室运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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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展学校及各类大型仪器维护功能改造立项申报。积极参与学校实验技术立项申报，争取一定经
费支持，提升仪器的扩展功能，进一步提高仪器设备的利用度。
4) 配合学校 CERS 项目计划，开展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定期使用培训暨用户交流会，扩大开放共享影
响面。
5) 把科研技术服务平台部分设备对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开放，争取一部分的资金投入。例如设立研
究生大型精密仪器课程和本科生大型精密仪器校内实训课程，对实验教学开放，进一步提高设备利用率，
增加资金投入，保证一部分维护运行经费。

6. 结束语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仪器设备的管理，开发，开放和利用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构建一个高
校仪器设备资源共享的技术平台对提高教学、科研投资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建设节约型校园的重要举
措。需要长期的深入研究和实践，需要校领导的重视也需要全校师生的努力配合，更需要中心平台的所
有管理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富有用于改革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才能保证平台的持续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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