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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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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农业科研院所大型仪器设备日益增多。如何管好用好

大型仪器设备，为科技创新提供更高的条件支撑，是科研院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文章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为例，总结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的有效措施，剖析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应对建议，为进一步推进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共用、实现优化配置、提升财政资金效益提供指导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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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要从健全国家创新体系、提

主要有 3 种：一是课题组负责的分散管理模式，二

是研究所负责的统一管理模式，三是统分结合的

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高度，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

分类管理模式，即研究所公共实验室与研究室代

创新，把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

管相结合[1]。中国科学院则采用“以所级公共技术

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让它们更好为

服务中心为基础、大型仪器区域中心为骨干”管

科技创新服务、为社会服务。2014 年国务院发布

理模式，构建大型仪器设备技术支撑系统和面向

了 《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

全国开放的大型仪器共享服务网络[2]。

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 〔2014〕 70 号），

总的来说，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开放共享

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快推进科研设

效果关键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制度建设，包括

施与仪器向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研发组

管理组织架构、运行机制、收费方式、绩效分配、

织等社会用户开放，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部门分

职称评审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二是队伍建设，

割、单位独占，充分释放服务潜能，为科技创新

专职设备管理队伍的组建与培养、业务能力的提

和社会需求服务，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

升等。三是严格论证，对新增大型仪器设备购置

有力支撑。

必要性、紧迫性进行充分论证，避免重复购置。

1

院所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现状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发布的重大科研基础设

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结果，截止

四是加强考核，强化单位法人主体责任意识。

2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基本情况
为加强大型仪器设备资源共享管理，促进资

2020 年底，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拥有的

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更好

中原值 1 000 万元以上的 341 台 （套）。

下简称中国热科院） 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原值 50 万元以上科研仪器已达 4. 1 万台 （套），其

设备配置、研究方向、现有基础情况不同，

科研院所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模式也各不相同。中
国农业科学院下属研究所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模式

地支撑单位科技创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以
中国热科院是隶属于农业农村部的国家级科

研机构，现有儋州、海口和湛江 3 个院区，在海

南、广东两省 6 市共有 15 个预算单位。在国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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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项目、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

同商议、制定全院统一的大型仪器设备收费标准，

资金、农业农村部直属单位和转制单位设施设备

制定 《仪器设备操作人员管理办法》《仪器设备使

修缮购置项目等项目的持续支持下，截止 2020 年
底 ， 共 有 单 价 50 万 元 以 上 大 型 仪 器 设 备 290 台

（套），总价值约 3 亿元。

2011 年 1 月中国热科院即组建了中国热带农

用管理办法》 等配套管理办法，保障大型仪器设
备开放共享运行顺畅[3]。
3. 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技术支撑能力
组建大型仪器设备技术专家组，借助院内外

业科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中心 （以下简称院大

设备、管理领域资深专家的力量，为院大仪共享

仪共享中心），以大型仪器设备为基础、以相关科

中心规划及发展提供咨询和指导。制定 《中国热

研机构为依托、以现代互联网为纽带、以专业技

带农业科学院关于加强技能队伍能力建设的实施

术人员为支撑，按照“开放、共享、协同、有偿”

意见》，完善岗位设置，通过内部调剂与外部引

的原则，统筹全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规划、实验

进，强化专职人员配备。完善职称评审办法，在

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实验技术开发、技术培训并
对外开放共享。院大仪共享中心由院属分析测试
中心承建，业务归口院资产管理部门管理。实行
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心主任负责制，管委会下
设共享中心班子，并成立院大仪共享中心办公室，
具体负责大仪共享中心各项工作。

院大仪共享中心下设 11 个分中心，负责分中

心发展规划、技术平台建设等。依托各分中心专
业优势，结合院所学科建设、平台建设等方面的
实际情况，初步组建了显微成像技术平台、元素

分析技术平台等 12 个技术平台，为开展热带农业
科技创新提供技术支撑。

3

管理人员职称晋升提供良好环境。制定 《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实验操作技术人才培
养方案 （试行）》，组织申请大型仪器设备平台运
行费、海南省大型仪器设备平台运行补助、院大
型仪器设备平台运行专项资金等经费，用于专职
人员能力提升培训，加强技术研发，挖掘设备功
能，不断提升技术支撑能力。
3. 3

强化设备配置统筹力度，优化配置
在规划调研、规划编制、项目申报、新增大

型仪器评议等环节，充分利用技术专家组和院大

院大仪共享中心组织架构如图 1。

仪共享中心的专业优势，以需求为导向，对大型

推进共享平台建设的措施及成效

分调研和论证，同时，加强对大型仪器设备配置

经过充分调研、沟通、论证，中国热科院按
照“建制度，组队伍，严论证，强考核”的思路，
创新机制，摸索出一套较为系统的管理措施，不
断推进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并取得一定
成效。
3. 1

职称评审系列中单设实验技术系列，为仪器设备

建立健全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制度
2019 年制定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大型仪器

仪器设备购置的必要性、可行性、紧迫性进行充
的统筹力度，针对院属单位相对集中的优势，要
求同一院区相同的设备需求，原则上由院大仪共
享中心统筹协调，在满足科研工作需求的前提下，
避免重复购置，从源头上把好设备配置关，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3. 4

强化考核，建立倒逼机制
参考国发 〔2014〕 70 号文件要求，结合单位

设备共享平台体系建设指导性意见》《中国热带农

实际情况，制定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大型仪器

业科学院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中心管理办法》，

设备开放共享考核办法 （试行）》，对各单位大型

进一步理顺了大型仪器共享管理运行机制，明确

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及服务成效、技术水平、人才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分中心职责。要求各单位

队伍与能力建设、组织管理等方面内容进行考核，

按科技人员的 5% 比例配置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专职

以考核促进管理，压实责任，落实到人。评估考

低于其分配所得总额的 50% 用于发放仪器设备管

科技项目立项、相关人员职称评审等的重要

人员，收取的仪器设备共享有偿服务费应提取不
理及操作人员奖励绩效。组织各分中心负责人共

核结果作为实施后补助、大型仪器设备设施更新、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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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大仪共享中心组织架构

做好条件支撑，提升服务质量
成立院大仪共享中心院级实体平台，实验室

面积近 2 500m ，进驻设备近 4 000 万元。研发中国
3

2020 年全院共发表学术论文 963 篇，其中 SCI 收录
论文 298 篇。

各分中心特色技术平台优势逐步凸显，如环

热科院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信息系统，实现仪

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牵头组建的显微成像技术平

器设备展示、预约和日常管理等功能。截止 2020

台，其显微观察技术已在省内具有较高知名度，

化管理，并录入院大型仪器设备预约平台、海南

学仪器协作共用平台优秀机组奖。平台探索了一

年底，全院 50 万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均实现集约

2017 年、2019 年透射电镜操作机组获海南大型科

省大型仪器设备协作公用网和国家网络管理平台，

批显微观察实验技术，建立了热带果树、棕榈科

实现对全国用户的开放共享。分中心均已实行刷

植物等热带植物样品透射电镜制备技术和组织抗

卡上机，实现对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的全程监控。

原的免疫电镜技术，研制了 2 种专用包埋剂配方，

通过推行网上预约服务和发布共享数据分析报告，
显著提高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利用率和使用效益。
在院大仪共享中心和各分中心的技术支撑下，

改进了染色方法，优化了负染色技术流程，提高
了样品制备质量，极大的提高了实验效果。共发

表论文 9 篇，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5 项，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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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软件著作权 4 项。为中国热科院热带生物技

备使用人员需要的信息，如设备购置年份、收费

术研究所、海南大学、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标准、操作人员、联系电话等。设备使用审批还

等单位重大科研成果提供了实验数据。

停留在纸质化阶段，效率较低。预约形式较为单

院大仪共享中心同时为海南省的科研院所、
高校、企业、南繁育种相关单位以及热区农业科
研单位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为老挝、泰国、埃
及、柬埔寨、巴基斯坦、厄瓜多尔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提供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的

一，给用户使用带来不便。缺乏自动化数据统计、
分析功能，不能满足管理者决策需要[4]。

5
5. 1

技术平台，为共同发展创造了机遇。

4

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院所共同努力下，中国热科院大型仪器设

推进设备共享平台建设的措施
加强政策宣贯与业务推广
单位内部，进一步强化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

意识以及科研人员主人翁意识，加强国家、院所
层面对大型仪器设备开发共享政策的宣贯，从院
所领导、职能部门到基层科研人员，做到全覆盖，

备共享平台建设工作稳步推进，但同时也暴露出

让开放共享意识入脑入心。对外，应紧紧抓住海

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南自贸港建设的良机，走向岛内的高校、企业、

4. 1

医院等，做好大型仪器设备、技术、服务的宣传，

共享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部分科研人员对本单位、全院现有的大型仪

寻找合作机会，扩大影响力与知名度。同时，在

器设备情况不甚了解，部分科研人员对院、所大

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大型仪器

型仪器设备平台的预约方式、收费标准等不了解，

设备市场化运营机制，提高科研仪器设备使用

对大型仪器设备查重、评议、考核等工作要求也

效率。

不了解，设备需求存在交叉、重复的现象。

5. 2

4. 2

需求挖掘不够充分
从内部需求来看，由于中国热科院研究生较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通过引进、内部调剂等方式，进一步补充专

职人员数量。同时，优化队伍结构，合理配备技

少，成为制约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率的重要因素之

术开发人员、设备操作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

一。市场上一些比较成熟的基因公司、检测公司

加强业务培训，做好梯队建设，不断提升仪器设

等测试速度快、成本低，部分科研人员从时效性、

备管理人员履职能力。针对市场需求，结合各技

经济性角度考虑，更愿意将一些检测工作委托公

术平台仪器设备、技术优势，打造有应用前景的、

司去做。从外部需求看，中国热科院位于海南省

能解决科研工作实际需求的技术方案，做出“拳

海口市，有检测、测试需求的企业、高校等较少。

头”产品。

4. 3

5. 3

专业化的管理与实验技术队伍能力亟待提升

目前中国热科院仪器设备管理专职人员 59 人，

加强对新增大型仪器设备配置的统筹
新增大型仪器设备查重评议是财政部、科技

仅占科研人员数量的 4%，与现有大型仪器设备数

部为规范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

量也不匹配。部分专职人员仅会初步的仪器设备

工作，减少重复浪费，促进资源共享，提高财政

操作，服务能力和质量无法满足科研工作的需要。

资金使用效益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5]。中国热科院

共享技术平台的设备功能和技术尚未完全开发，
未形成标准化可操作性强的整体技术方案，限制
了设备开放共享的服务对象和覆盖范围。
4. 4

信息化建设程度不够
目前中国热科院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信息

系统建于 2011 年，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飞速发

院属单位地理位置相对比较集中，在海口院区有 7
个预算单位，湛江院区有 4 个预算单位，为大型仪

器设备开放共享及统筹配置带来较便利的条件。
对于院属单位新增大型仪器设备需求，如同一院
区已有同类仪器设备且功能、机时可以满足当前
研究需要的，应通过共享来支撑当前科学研究，

展的形势下，系统部分功能已显滞后。设备介绍

不再重复购置。对于个别单位闲置且功能运转正

界面、内容相对简单，不能更为直观得展示出设

常的设备，如其他兄弟单位需要，则按照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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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调剂使用。

探索建立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共享共用机制，推进

5. 4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整合。建立资产共享共用与资

加强信息化建设
根据用户、管理需要，优化、提升大型科研

仪器设备共享信息系统功能，实现网上审批、预
约、收费、发送报告、统计分析等功能一体化[6-7]。
创新管理机制，丰富预约途径，为用户带来更方
便快捷的使用体验。根据目前人们对手机的依赖
与使用偏好，开发手机 APP 或公众号，使仪器设

备查询、预约更为便捷，如西安交通大学的西交
大大学仪器设备共享实验中学公众号、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的西建大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公众号、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哈工大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系统
公众号等，都是很好的参考。

6

产绩效、资产配置、单位预算挂钩的联动机制，
避免资产重复配置、闲置浪费。2021 年 《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进一步强调，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国有资产共
享共用机制，采取措施引导和鼓励国有资产共享
共用，统筹规划有效推进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工作。
中国热科院将继续结合自身建设目标和科研发展
的布局，进一步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在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上进行开拓创新，逐步建成功能齐
全、开放高效、保障到位、信息齐全的大型科研
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科研资源的共

结语

享和优化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努力

2020 年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 中指出，要

创建世界一流的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
的条件保障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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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SHARING PLATFORM IN
RESEARCH INSTITUTES*
Rong Fengyun1，Wu Xiaopeng2，Zhao Chaofei1※
(1. Chinese Academy of Tropical Agricultur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Finance，Haikou 571101，Hainan，China；2. Analysis and Testing Cent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Tropical Agricultural Sciences，Haikou 571101，Hainan，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national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rge-

scal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have increased day by day. How to manage and
use large-scal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well and provide higher condition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practical problem faced by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sharing platform of Chinese Academy of Tropical Agricultural Scienc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analyz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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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so a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promoting large-scal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sharing, realizing optimal allocation, and
improving financial efficiency.
Keywords

research institutes；large-scal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shar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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