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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验室工作职责范围 

数学科学学院实验室的工作如下: 

（1） 为全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的实验教学、科研和数学竞赛等提供

教室和软硬件服务； 

（2） 负责学院的设备和办公用品采购； 

（3） 负责学院的硬件设备和办公环境维护维修； 

（4） 负责学院阶梯二楼教室、二楼会议室的重要会议多媒体使用，对重要

会议和事件拍照录像； 

（5） 实验室公共资源设备外借。 

 

 

 

 

 

 

 

 

 

 

 

 

 



二、 实验室资源表 

数科院实验室机房和计算机分布图 

1、数科院三楼机房 

302 室    110
2M  

数据分析与处理实验室 

63 台计算机 

304 室    65
2M  

数学建模实验室 

40 台计算机 

306 室        130
2M  

计算机基础实验室 

96 台计算机 

40
2M  

研究生用机

室 

10 台计算机 

308 室   80
2M  

统计电访实验室  

32 台计算机 

301 室 10
2M  

服务器室        阳台走廊 走廊 

楼梯 

 楼

梯 

办公室 

18
2M  

微格实验室 

18
2M  

 

2、老图书馆一楼数据挖掘实验室 

3、数科院二楼科学计算实验室 

 

可外借设备一览表 

名称 型号 数量 用途 购买时间 
相机 佳能 EOS40D 1 拍照 2008 
相机 索尼 N50 1 拍照 2008 
相机 索尼 RX100 1 拍照 2015 
DV 索尼 DR-XR100E 3 录像 2009 
DV 索尼 HDR-PJ350E 3 录像 2015 

 

实验室服务器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1 统计服务器 HP DL388e G8 E5－2620 

2 学生文件服务器 XSERIES345 

3 FTP 服务器 HP DL388e Gen8 E5-2420 8SFF 

4 市场通服务器 SYSTEM X3650 7979QIM 

5 金融数学服务器 IBM 3650M3 

6 科学计算服务器 Dell Precision R7910 

7 模式识别服务器 HP ProLiant DL580 G7(E7) 

8 MAPLAB 服务器 IBM SYSTEM X3650 

9 ACM 服务器 IBM SYSTEM X3650 

10 代理服务器 Dell Precision R7910 



 

三、 实验室机房使用申请的相关规定 

为了规范学院实验室的使用，合理、有序、高效地利用实验室资源，并明

确申请者和管理者的权责，特此制定如下相关规定。 

一、申请使用的用途 

1、本科课程教学； 

2、本科课外科研（如学科竞赛、答辩等）； 

3、学院相关产学研合作（如对师生的专题培训、对外合作等）； 

4、其它学院认可的事项（如院系工作会议等等） 

二、 申请者应履行的职责  

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种规章制度，应特别要注意如下事项： 

(1) 保持设备使用安全，特别用电安全； 

(2) 使用过程请保证设备和实验环境的清洁； 

(3) 使用完后关闭所有的电源； 

(4) 如果设备、电源有问题请第一时间通知实验室管理员； 

(5) 实验室内禁止饮食； 

(6) 如果因申请非正常使用造成损坏设备或破坏环境，由申请人所在使用部门处理

损失的善后事宜。 

三、申请程序 

1、申请人 

（1）在读本科生，需要年级辅导员，或系主任，或其它院领导同意 

（2）在读研究生，需要研究生教务员，或研究生导师，或其它院领导同意 

（3）在职老师，需要相关院领导同意 

2、程序： 原则上由申请人提前一周填写实验室机房使用申请表（见附件

一），或提前三天在线填写实验室机房使用申请表（在线系统稍后开放）。如果课

程安排需要使用特定软硬件，必须在申请表中详细说明，并在使用前与实验室老

师确认，课程时间安排较复杂时，还需附上课表，经申请人的主管部门签字后提

交给实验室管理机房的老师，经实验室主任签字和主管实验室院长签字后安排使

用。 



四、机房使用 

实验室老师凭使用申请表，确认使用时间没有冲突，提前安装好相应软件，

保证设备正常使用，网络畅通，服务器工作正常，准时开放实验场所给申请者。 



附件一 

  数学科学学院机房借用申请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借用机房编号(实验室填写) 

申请部门  班级   人数  

申请人签名  联系电话  

用途  

是否需要使用多媒

体或安装特殊软件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周 上午第  节至第  节 下午第  节至第  节 晚上第  节至第  节 

周 上午第  节至第  节 下午第  节至第  节 晚上第  节至第  节 

周 上午第  节至第  节 下午第  节至第  节 晚上第  节至第  节 

借用 

时间 

说明 

 

 

 

 申请部门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实验室主任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院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1） 使用过程请保证设备安全使用及实验环境的清洁； 

（2） 使用完后关闭所有的电源； 

（3） 如果设备、电源有问题请第一时间通知实验室管理员； 

（4） 实验室内禁止饮食。 

说明： 

(1) 申请人填表后经三级审批同意后送回实验室备案，机房管理人凭此申请表安排机房; 

(2) 部门意见是指：学院学生会、团委、各系或学院办公室等. 



 

四、 实验室设备外借申请的相关规定 

为了规范学院实验室设备的使用，合理、有序、高效地利用实验室资源，并

明确申请者和管理者的权责,特此制定如下相关规定。 

一、申请使用的用途  

学院组织的教学、科研、会议、学生课外活动等。 

二、申请应履行的职责 

保持设备使用安全，防止暴力使用、磕碰、受潮、丢失。如果因人为因

素造成设备顺坏，由申请人所在部门处理损坏善后事宜。 

三、申请程序 

1、申请人 

（1）在读本科生，需要年级辅导员，或系主任，或其它院领导同意 

（2）在读研究生，需要研究生教务员，或研究生导师，或其它院领导同意 

（3）在职老师，需要相关院领导同意 

2、程序： 原则上由申请人提前一周填写实验室设备外借申请表（见附件

二），或提前三天在线填写实验室设备外借申请表（在线系统稍后开放）。如果课

程安排需要使用特定软硬件，必须在申请表中详细说明，并在使用前与实验室老

师确认。 经申请人的主管部门签字后提交给实验室设备管理老师，经实验室主

任签字和主管实验室院长签字 

四、设备使用 

实验室老师凭使用申请表借出设备，请申请人确认设备正常工作，归还时

请当面确认设备没有问题，并签名确认。 

  



附件二 

数学科学学院实验室设备外借申请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部门  申请人  联系电话  

借用设备名称  数量  使用人  

借用设备名称  数量  使用人  

借用设备名称  数量  使用人  

用途 

 

 

 

备注  

借用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请部门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实验室主任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院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设备归还情况 

 

 

                                

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 

（1）申请人填报表后经三级审批同意后送回实验室备案，实验室设备保管人凭此申请表外

借设备; 

（2）部门意见是指：学院学生会、团委、各系或学院办公室等. 



 

五、 设备报废程序 

申请人填写设备报废申请表（见附件三），提交个实验室资产设备管理老师

审核设备是否符合报废条件，经实验室主任和主管实验室院长签字后执行报废程

序。 



附件三 

数学科学学院设备报废申请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人  联系电话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购置日期  

报废原因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购置日期  

报废原因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购置日期  

报废原因  

备注  

设备管理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实验室主任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主管领导 

 

 

                               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申请人请填写此表交实验室办公室，审核完成后由学院设备管理员统一向学校申请报

废。 



 

六、 工程项目申请和物质采购申请 

申请人填写工程项目或物资采购申请表（见附件四和附件五）提交给实验室，

由实验室主任审核后，根据学院招投标采购文件提交给相应的部门审核，最终获

得招投标采购小组同意和资金项目负责人同意后执行采购。 



附件四   

数学科学学院工程申请单 

部门：                                填表时间：    

序

号 
工程名称 

单

位 

数

量 
规格 

单价 

(元) 

预算 

万元 

1            

2       

合

计 
      

购买需求： 

 

 

 

 

 

 

 

 

 

经费项目全称  

经费项目号  

党政联席会意见      同意立项 □        不同意立项 □ 

招投标采购小组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填报人  项目负责人  

注： 工程需由实验室审核安全性后，由实验室主管院长提交党政联席会议讨论，

再经招投标采购小组会议审核后执行招投标工作。 



附件五 

设备采购申请单 

部门：                                填表时间：    

序

号 
采购物资名称 

单

位 

数

量 

规格 单价 

(元) 

预算 

万元 

1            

2       

3       

4       

合

计 
      

购买备注  

经费项目全称  

经费项目号  

招投标采购小组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填报人  项目负责人  

注： 预算一次性购买办公用品 3000 元以上（含 3000 元）和一次性购买设备 5000
元以上（含 5000 元）需经过招投标采购小组讨论通过签署讨论意见后才能执行

购买。 
 



 

七、 实验人员编制、管理模式、工作量和酬金的计算 

     实验室人员由实验室主任和两位实验室岗位老师构成。 

     实验人员定岗定编，按岗确定工作范围和职责。 

    实验室人员编制属于教辅岗位，但是日常管理归于办公室，实验室对其人员

考勤和工作考核。根据学院基金条例规定，按照办公室人员计算工作量和酬金。 

实验室人员以实验室岗位职责为考核依据，奖罚按照学院基金条例执行。 



八、实验室常规工作概要： 

1、 教学软件的的更新和安装； 

2、 每年 9 月为当年入学的新生开户，用于学生上机实验存储实验数据。 

3、 高考改卷场地、设备、网络、空调、强电和消防安全维护； 

4、 学院监控系统维护； 

5、 实验室软硬件维护； 

6、 学院数据存储维护； 

7、 学院网络管理； 

8、 学院设备采购、安装、维护； 

9、 学院网站更新维护； 

10、 数学建模培训、比赛硬、软件支持； 

11、 学院重要活动的视频音频录制； 

12、 学院安全监控系统管理维护； 

13、 学院门襟系统管理维护； 

14、 学院强电系统维护 

15、 学院硬件设备、办公环境管理、维修。 

 

 

 



 

九、实验人员岗位职责 

实验室主任管理职责 

1、 负责管理协调实验室的日常全面工作； 

2、 编制实验室年度采购预算； 

3、 组织物质采购和工程立项的询价、投标、验收； 

4、负责协调、跟进、完成学校和学院安排的实验室相关工作。 

 

 

岗位一： 

1、负责所有服务器的构建、安装和日常维护工作；开设学生户和清理毕业生域

用户，保证学生提交数据的安全存储； 

2、新学期加装、清除、升级软件，数学建模竞赛及高考评卷期间，负责操作系

统、网络转接和安全畅通及相关技术；负责学院网络和实验室局域网的安全

和畅通 

3、学院办公电话、网络故障应急处理；学院监控系统、学院门襟系统管理维护 

4、负责与资产采购相关的工作：如负责需要采购的设备型号、技术参数、价格

的市场调查；负责采购实验室耗材及单价不超 1000 元（资产处规定单价不超

1000 设备可自行采购）的设备；向资产处提交购买申请，采购合同审批，投

标合同的比较确认和执行跟踪采购计划执行，验收和安装；实验室资产设备

更新、维修管理（联络学校空调绿谷维修部及设备维修部）； 

6、学院工程立项、询价、施工跟踪管理；与学校各部处（资产管理处、基建处、



审计处、水电科、教务处等）联系相关工作及办事流程，提交建设项目立项

申请表等； 

7、完成学院临时安排的工作。 

 

岗位二 

（一）实验室日常管理工作 

1、新学期加装、清除、升级软件； 

2、学院网站服务器的日常管理：含各类课程网站的维护等事务管理 

3、学院报告厅、阶梯课室、会议室的日常管理（含多媒体设备管理和使用）；重

要讲座、重要活动的拍照、拍摄及编辑； 

4、学院的资产登记、报废、变动管理； 

5、负责根据实验室使用申请安排教室和设备的使用，通知值班学生和门卫； 

6、完成学院临时安排的工作。 

（二）教学辅助工作 

1. 讲授相关实验课程：如《中学数学现代教学技术》、《微课制作》等； 

2. 协助学院老师和学生的相关教学活动的开展：如师范生参加院级、校级、国

家级课件制作竞赛作品指导；教师参加信息化教学竞赛的信息技术支持，如

教师微课竞赛作品录制； 

3、每年度教务处实验科要求提交的实验信息； 

 

工作联系电话： 85216655-8302。 

 



 

十、实验人员专业培训和提高 

    学院鼓励室验人员自主学习提升专业水平，支持参与各种与实验室工作相关的技术培

训，支持的方式和额度按照学院基金条例执行。 

 
 
 
 
 
 
 
 
 
 
 
 
 
 
 
 
 
 
 
 
 
 
 
 
 
 
 
 
 
 
 
 
 
 
 

 



 

十一、实验室日常管理条例（张贴） 

    一、本实验室为本院教学、科研与科技开发服务。 

    二、实验人员必须严格按实验室操作规程进行工作，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三、学生上机操作实验原则上从第二周开始，有特殊要求的班需事先与实验

室取得联系。 

    四、科任教师应模范遵守实验室守则，严格督促学生遵守实验室守则。 

    五、凡持有实验室钥匙的人员，对实验室的安全均负有责任。实验室值日人

员及最后离开实验室的管理人员必须关闭门窗、机器和照明等设备的电源。 

    六、凡开启实验室的课任教师，对该室的安全均负有责任，必须确保离开用

机室时，关闭门窗、机器和照明等设备的电源，锁好门上的所有锁，或者将上述

工作当面转交其他继续使用该室的教师。禁止将非该室钥匙持有者，特别是学生

及外来朋友等人员，单独留在机室。 

    七、未经实验室主任和主管实验室院长签字许可，不得将实验室设备搬离实

验室，或将不属于实验室的设备搬入实验室。 

    八、凡因教学、科研需要，必须从外面带入实验室的软件，必须经过实验室

管理人员进行计算机病毒检测后方能使用。 

    九、保持实验室整洁，勿将碎纸杂物留在实验室。打印后的原稿及废纸应随

手清理，不要留在桌面上。 

    十、禁止将易然易爆物品带入实验室，禁止在实验室内吸烟、喝酒。 

    十一、实验室管理人员及科任教师必须掌握实验室中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熟

悉灭火器存放的位置；必须熟悉电源开关的位置及开关方法；必须熟悉安全门的

位置及开启方法，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组织学生疏散和进行必要的处理。 



十二、夜间或休假日使用实验室的教师，人员应每天查夜间及休假日用机情

况，确保设备安全。 

 

 

 

 

 

 

 

 

 

 

 

 

 

 

 

 

 

 

 

 



十二、学生上机守则 

一、 禁止擅自更改网络配置及系统文件。 

二、 禁止安装、下载各种游戏软件，禁止网上聊。  

三、 未经管理人员同意，不准随意移动、拆卸本室设备。 

四、 保持实验室清洁卫生，不允许携带零食、饮料进入机房，不准在机房内

吸烟、吃东西。 

五、 保持实验室安静，上机时间内禁止随意走动，禁止高声谈话。 

六、 上机结束后请主动关好电脑，并收拾好个人物品，将废弃物带出机房。 

有违反以上规则，经机房管理人员提醒警告三次不予改正者，取消该次上机资格，

并通知任课老师。 

 

 

 

 

 

 

 

 

 

 

 

 

 

 

 

 



 

十三、实验室安全制度 

    1．凡持有实验室门匙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对实验室的安全均负有责任，必

须严格遵守本制度。 

    2．实验室的门匙不得复制及转交给其他非实验室工作人员。 

    3．无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场时不开放实验室。禁止将非门匙持有者，特别是

学生或非本单位人员，单独留在实验室。    - 

    4．非上班时间不准带非本单位人员进入实验室。 

    5．非实验室用存储器未经实验室管理人员检查获得许可不得带入使用，以

防计算机病毒传染。 

    6．上下班时必须检查实验室的门窗、电源以及防火、防盗的安全措施。 

    7．实验室值日人员及最后离开实验室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关闭门窗、机

器和照明等设备的电源。 

    8．禁止将易燃易爆物品带入实验室，禁止在实验室内吸烟以及其他危害实

验室安全和影响实验室秩序的活动。 

   9．掌握实验室中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熟悉灭火器存放的位置；必须熟悉电源

开关的位置及开关方法；必须熟悉安全门的位置及开启方法，开启工具应摆放在

固定的位置。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组织学生疏散和进行必要的处理。 

   10．实验室负责人定期检查防火、防盗等措施。 

   11．一经发现实验室有被盗、火灾等重大事故，迅速通知学校保卫组等有关

人员及部门、学院领导和实验室负责人。 

 

 



 

十四、物资仓库管理制度 

    l、实验物资是国家财产，要认真爱护，科学管理，做到定位存放，存放有

序，分门别类，零整分开，帐物相符。 

    2、为便于收发和检查，对贵重稀缺物品应加强集中保管，精确计量和记载，

定期查对。 

    3、注意改善库房条件，在可能条件下逐步配备必要的测量，检查仪器和工

具。加强对物品的质量管理，严防损坏，变质和丢失。 

    4、仓库是物资存储的重地，非本库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 

    5、各种物资出仓均需严格按规定办理手续，进库要认真验收，出仓要核对

无误，不徇私情。 

    6、各级库房都应设置有品名、数量、单价的物品明细账(卡)，按照品种、

规格、型号、质量级别，对库存各类物品根据有关凭证及时进行增减记录，物资

出入仓随时登 

记，做到账目清楚、准确、整洁。 

    7、物资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记账，发现质量问题，应立即退赔。 

    8、使用单位多余不用的物品，应办理退库手续，退回仓库前要求质量鉴定。 

    9、注意安全，严禁吸烟，做好防潮、防火、防腐烂、防爆炸、防盗工作。 

10、对物品的换坏、丢失，要严格按照校拟定的《仪器设备换坏赔偿处理办

法》进行赔偿。 

11、实验室工作人员要积极维护教学实验设备，确保教学科研实验工作的顺

利进行。 



                                     

十五、实验室防火应急措施 

 

    1、实验室发生火灾，实验人员发现后，首先切断电源，然后按照下面步骤

采取应急措施。 

    2、拨打 119 火警电话，告知火灾发生的地点和火灾情况。消防人员到达火

灾现场后，实验人员应配合消防人员灭火。 

    3、同时，组织学生疏散，远离火灾。如果火灾现场发生大量浓烟，要防止

吸入浓烟造成人身伤害。应采取低姿式向楼下疏散。 

    4、在火灾刚发生，火情不太严重的时候，马上用干粉灭火器扑灭火源，明

火扑灭后，要对火灾余烬彻底扑灭，要防止复燃。 

    5、若有学生受伤立即送校医院处理；伤情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 120 急救

电话，要求医院派出急救车进行抢救。 

    6、 一切以人的生命为第一原则，不提倡学生参加救火，实验室人员灭火时

要注意自身安全。 

    7、及时向领导汇报火灾的有关情况。 

8、保护好火灾现场的秩序，防止闲杂人员进入实验室，保护好实验室仪器

设备、财产。 

 

 

 

 

 



十六、低值耐用品管理办法 

 

我院教学、科研用低值物品有：低值仪器仪表(如各种电表、计算器、稳压

器)、低值机电产品(如电风扇、排气扇等)、低值工具(如各种扳手、电烙铁、钳

子等)。易耗物品有：电子元器件、零配件、打印纸、硒鼓等。为了加强对这些

物品的管理，以利于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刺进行，执行下列管理办法：  

    1、建帐：购买回来的物品，由实验室保管员建帐保管。 

    2、领用：由实验室工作人员向物品保管员领用易耗物品，并在领用易耗物

品登记本上作好登记。 

3、物品保管员应认真负责，点一次，做到帐物相符。每年清点一次，做到

帐物相符。 

 

 



 

十七、数科院资产核查管理 

1、资产盘点核查 

根据国家财政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2006]36 号）

文件精神及广东省财政厅、审计厅的有关要求，事业单位应当对实物资产进行定

期清查，配合完成学校资产年度清查制度，及时掌握学院资产动态情况，每年的

一月一日到一月十八日，学院进行上一年的资产盘点核查工作清查工作的范围为

学校在册在用设备类资产，资产帐目以上一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帐目数据从学

校资产管理系统中进行提取，清查工作的重点在于上一年的新增及状态发生变化

的设备。 盘点清查工作和时间进度如下： 

（1）核对学院资产管理系统中设备资产数据信息，及时对保管人和存放地点等

信息进行修改完善。 

（2）制作盘点表并进行账实核对。设备编号标签缺失的，与资产管理处联系并

打印粘贴。 

（3）对于清查中新发现的有账无物情况，给予追查及说明. 

（4）清查本年度内学院将到或已到报废期限设备。 

（5）汇总上报学院。每年 3 月提交总盘点明细表，有账无物明细表，资产汇总

表（含上一年新增设备台件数，新增设备资产总额，附加装修项目总额），本年

度内将到或已到报废期限设备明细表。 

    2、每年三月学院委托福利基金小组审核上一年的资产情况，提交审核报告

和建议。 

3、报废设备程序，由设备保管人提出报废申请，报废核查人对申请中的设



备进行核查是否符合报废的条件，确认无误后核查人签字，主管领导人签字后方

可报废。 

4、即将调离学院和离退休的教职工，根据广东省和学校的相关规定执行。

需要办理学院资产归还手续（含个人科研经费购买的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