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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in universities had completed the transform from the third
class management to the second class,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is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the first class. Currently, because of some drawbacks of the present laboratory system, universities take som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the laboratory system
mainly including transforming the idea,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technical 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ncreasing the lab financial input etc. 5 parts. Moreover, Qufu Normal University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center develops the lab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ir self-conditions, and receives excellen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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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实验室管理体制经历了从三级管理模式到二级管理模式的转换，并正在努力整合实验室，向一级管
理模式发展。各高校针对目前实验室体系中存在的弊端，从转变观念，加强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加
大经费投入等5个角度着手，改革和创新实验室管理体制。曲师大教师教育实训中心根据自身情况，建
立了中心隶属于实验与设备管理处，挂靠在教师教育学院，主任责任制，并面向全校师生的管理模式，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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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室管理体制是指高校各级实验室的领导体制、隶属关系及管理方法[1]，是实验室开展教学、科
研工作的制度保障[2]。高校实验室的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高校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关系到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
我国高校的实验室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分散管理到集中管理的转换，主要有三级、二级和一级三种实
验室管理体制基本模式，各体制都有其优势和不足。

2. 实验室管理体制的历史发展过程
最初，我国高校实验室是参照苏联教育模式以课程为主建立的[3]，逐渐形成了以校管实验室为主导、
院管实验室为主体、系或教研室管理为辅助的三级管理体制[1]。三级管理体制的优势是教研室使用方便，
易于管理。缺陷是实验室覆盖范围窄，与其它实验室合作少，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
的改革，学科的交叉融合，新兴边缘学科不断涌现[3]，这种管理模式也逐渐被淘汰。
目前，大多数高校实验室打破了“三级管理，以室为主”的封闭式管理体制，建立起按学科群设置
综合实验室(或实验中心)、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制[4]。二级管理体制的资源共享程度较高，设备利用
率较高。不足之处是实验室功能受局限，难以形成特色；影响教学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并且对科研和师
资建设不利。
一级实验室管理体制是指实验室由实验室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目前，按功能建设实验室，以功能相
同、学科相关的特点组建实验室这一管理模式已基本达成共识[5]。其优势是资源共享性好，师生流量大，
便于统一维护和调配。但是很可能存在职能部门力不从心的情况；不能调动二级院系的积极性；也不利
于青年教师的成长。

3. 实验室建设指导思想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很多高校都在探索研究实验室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长期以来，实验室依
附于理论教学，仅作为理论教学的验证，在实验室的建设中，也缺乏总体规划和统筹安排。受这种惯性
的影响，目前在高校实验室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3.1. 盲目重复建设，仍然存在实验室规模小而分散的现象[1]
分散实验室各成体系，互不沟通，盲目建设，人力、物力浪费严重。各高校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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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整合实验室，向综合、特色实验室发展，以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3.2. 实验室专业技术队伍建设严重不足
实验室专业技术队伍建设时实验室建设的核心。但目前我国高校实验室的专业技术队伍，无论是在
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严重不足。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原因，实验技术人员很多都不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
统和专业地训练。
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实验室技术队伍建设的不重视。很多高校实验室专业技术队伍建设的评
聘存在不合理、不规范等情况，使得实验室队伍无法引进人才，也留不住人才。
无论是实验技术人员队伍长的结构，还是人员总体素质已均不适应当前高校发展的需要，严重制约
了高校的建设和发展经成为影响高校发展的瓶颈[6]。

3.3. 实验室经费投入少
实验室经费投入不足，仪器设备和人才的引进落后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近几年来，这一情况有所
好转，但是由于底子薄，仪器设备还是很落后。学校对实验室的投入在所有投入中占得比例也比较小。

3.4. 实验室对外开放和交流少
由于受实验室人员和经费限制，实验室无法做到全天候开放，以及实验室的对外开放。学生无法随
时使用实验室，不利于学生动手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实验室服务单一，很少有实验室做到接纳高水平学
着前来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研究[1]。

3.5. 对实验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领导和教师对实验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实验室工作可有可无、无关大局，
影响了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高慧平开展，影响了投资效益的充分发挥[7]。显然这种观念已经不适应当
今高校的快速发展，和教学、科研对实验室仪器设备迫切需求的现实。

4. 实验室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根据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创立的管理体制：如山西财经大学综合了一级管理模
式和二级管理模式的长处，建立了“以学校直接管理为主，校级直接管理和委托学院相结合”的实验室
管理体制[8]。中山大学改革实验室技术队伍建设中的人事管理制度[6]。深圳大学重组资源。实行集约化
管理，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促进产学研一体化[7]。
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目的是提高实验室效益，实现仪器设备共享，为科研和教学提供良好
的物质条件和技术保障，以适应素质教育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的需要[2]。无论是如何突破
和创新实验室管理体制，各高校在根据自身情况改革管理体制时都有侧重地注意了以下几点。

4.1. 转变观念，加强高校实验技术人员队伍建设
转变观念，确立实验技术人员队伍是高校人才队伍中重要的方面军的思想。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
解决好人才缺乏和人才浪费并存的现象。创新人才建设机制，促进高校实验技术人员队伍建设[6]。

4.2. 加大经费投入
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强了对高校的经费投入，但仍跟不上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各高校具体投入到实
验室建设的经费就更少了。学校实验室的环境较差，仪器设备缺乏、陈旧。并且，现在很多学科对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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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备的要求非常高，高校的经费预算应根据情况向实验中心倾斜，引大力进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

4.3. 重组资源，优化配置，实现集约化、精细化管理。
打破实验室资源分散、规模小、功能单一，重复购置、利用率低，资源浪费、各自为政的旧体制[7]。
对人员、设备、用房等资源进行重组，提高实验室的技术力量和整体实力，形成规模效应，拓展实验室
的发展空间，提升实验室的竞争力。在集约化管理的同时，实现以人为本、以财务预算为核心、以知识
管理为核心的精细化实验室管理[1]。

4.4. 利用实验室资源，积极开展对外服务[7]
实验室除了承担一定的教学和科研活动，还面向学生开展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实验室技能培训、实
验技能大赛等活动，使学生充分了解实验室，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并且实验室还用于对外培训服务上，
如 2015 年平度市同和小学骨干教师培训、曲师大寒假专题研修班、宁波骨干教师培训等。

4.5. 建立健全以激励为核心的成长发展体系[9]
建立完善实验技术队伍人才选拔、培养、考评和奖励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促
进实验技术人员创新素质的全面提升，营造促进实验技术队伍成长的良好环境。
根据学校的编制数量，合理设置实验系列的编制数量，并根据具体情况，向教学实验中心和公共平
台倾斜。在实验技术队伍的晋升中，应使评审条件尽可能反映实验岗位实际，突出实验室工作内容和业
绩，减少对于论文、学历等的要求。并且，可以启动实验技术成果奖评选、实验室创新研究项目等激励
机制。

5. 曲师大教师教育实训中心管理体制——培养合格教师
教师教育实训中心突出体现新课程三大理念之一的“实践取向”，主要培养师范生的教师职业技能、
专业发展能力、学科探究能力、创新与实践能力、科研与服务能力[10]；中心是增强师范生专业素养、提
高就业核心竞争力，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11]；也为教师教育专业化和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
供了保障[10]。
曲师大教育实训中心是我校教师教育创新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以来，顺应社会的进步和教
育发展的需求，中心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了统一协调的实验室管理体制。
中心隶属于学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挂靠在教师教育学院。设有中心主任和实验员，负责中心的
日常管理。打破了学院之间、学科之间、专业之间的界线，中心实验室面向全校师生开放[12]。
教师教育实训中心面向全校的教育专业硕士、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以及十几个师范专业的本
科生。中心实行预约制，需要使用微格教室、教育技术综合教室等实验室的全校师生只需提交申请表进
行预约，即可使用实验室。
这种管理办法避免了各个学院分别建立实训实验室，减少了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提高了实验室的使
用效率和工作效率。2014 年以来，每年我校各学院师范类本科生约有 2600 人、专硕约 300 人，按照师
范生和专硕培训计划要求录制教学视频，这部分是实验室的使用主体。此外，全校的教师也会用来录制
优课和教学视频等。我校师生在省级、国家级等授课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社会声誉。2014
年第一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中，我校学生获得 14 个一等奖，9 个三等奖，3 个三等奖。
2015 年，在省从业技能大赛中获得 13 个一等奖，4 个二等奖，10 个三等奖。在每届全国师范院校师范
生教学技能大赛中约获得 4~5 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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