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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机构设

置相关文件 

1-1 成立温州大学虚拟仿真实验室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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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温州大学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工作指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校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工作，进一步促进实

验室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提高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水平、实

验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更好地发挥实验室在教学、科研中的作用,

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

的有关精神，结合我校实际，设立温州大学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工

作指导委员会并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温州大学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

简称“委员会”）为温州大学实验室工作委员会下设机构，负责虚

拟仿真实验室工作的研究、指导、审议和咨询。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三条  研究国内外高校虚拟仿真实验室工作发展趋势和我校

虚拟仿真实验室工作发展现状，总结交流虚拟仿真实验室工作经验，

促进虚拟仿真实验室工作的开展。工作职责包括虚拟仿真实验室的

规划与建设、虚拟仿真实验室的管理制度建设、虚拟仿真实验队伍

的建设、虚拟仿真实验室的内涵建设等方面 

第四条  审议虚拟实验室规划 

1．审议学校及学院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对

实施方案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2．负责学校及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室建设项目、各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评审、检查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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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审议学校及学院虚拟仿真实验资源布局调整方案。 

第五条  负责审议全校性虚拟仿真实验室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

并指导各学院、有关部门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第六条  负责审议虚拟仿真实验人员队伍建设规划，并对各学

院、有关部门的队伍建设进行指导。 

第七条  负责审议各学院、有关部门的虚拟仿真实验室工作计

划。 

第三章 组织形式 

第八条  委员会一般由以下成员组成：（1）分管校长；（2）

相关部门负责人；（3）学院实验室分管院长；（4）专家代表。 

第九条  委员会成员从温州大学实验室工作委员会中产生，其

中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秘书长1名。主任委员由分

管校领导担任，副主任委员由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秘书长由教务

处分管负责人担任。 

第四章 工作方式 

第十条  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全体委员工作会议，

通过研究、讨论与表决等方式履行委员会工作职责范围内的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  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参加会议的委员不得少于全

体委员的三分之二。 

第十二条  主任委员可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主任会议，讨论和决定

委员会日常工作。 

第十三条  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召开，秘书处组织；主任

委员因事不能出席，可委托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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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教务处，负责处理委员会日常工作。 

第十五条  委员会会议实行保密制度，对于委员在讨论决定重大

事宜时发表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 

第十六条  委员会会议实行回避制度，凡是讨论决定与委员本人

或亲属有关事宜的，该委员应自觉回避。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章程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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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温州大学关于成立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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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浙江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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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相

关材料 

2-1 温州大学关于推进虚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温大行政〔2012〕305号 

 

 

温州大学关于推进虚拟实验教学建设的实

施意见 

 

各部门，各学院：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

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2011-2020 年）》（教育部 2013 年 3月）和《关于开

展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司

函〔2013〕94号）等文件精神与要求，进一步深化我校的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提升专

业建设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校教学工作实际与“十

二五”教育创新行动计划，现就推进我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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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与建设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为根本，以支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改革为出发点，以共

享优质实验教学资源为基础，以建设信息化实验教学资源为

重点，规划、部署与实施我校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注重科

学规划、虚实结合、突出重点、共享资源、提高效益、持续

发展。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任务是实现真实实验不具

备或难以完成的教学功能。在涉及高危或极端的环境、不可

及或不可逆的操作，高成本、高消耗、大型或综合训练等情

况时，提供可靠、安全和经济的实验项目。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心建设应充分体现虚实结合、相互补充、能实不虚的原

则。 

（二）建设任务 

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数据库和网络通讯

等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和

实验对象，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开展实验，达到教学大纲所要

求的教学效果。 

（1）支持购置虚拟仿真软件，在实验教学中推进采用

虚拟仿真技术，鼓励教师开发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虚拟仿真实

验项目，丰富实验教学内容，拓展学生课外实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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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建设虚拟仿真系统和环境，替代具有危险性

的、或替代传统实验系统难以实现的、或替代工厂企业实践

实习环节的实验内容和环境，提高实验实践教学效果。 

学校计划“十二五”期间推进一批实验课程采用虚拟仿

真实验，逐步提高虚拟仿真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在管理体

系健全、基础条件完善、技术力量好的实验室（中心）中遴

选 2－3个建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重点建设 1－2个具

备示范、引领作用，并初步形成区域辐射效应，持续推进虚

拟仿真实验室的建设，形成点面结合，全面推广的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体系，推动学校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 

二、建设内容 

（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 

发挥学校学科专业优势，积极利用具备虚拟仿真实验开

发能力的企业的技术力量，结合实验教学内容，鼓励教师积

极开发虚拟仿真实验内容，不断丰富实验教学资源，用以替

代原本不可能用于实验教学的实验项目，比如具有高度危险、

难以重复实验或耗费巨大的实验，拓展实验内容，降低成本

和风险，开展绿色实验教学。 

（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管理和共享平台 

建设具有扩展性、兼容性、前瞻性的管理和共享平台，

高效管理实验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学校互连网的条件，发挥

互连网的优势，突破实验的地域限制，实现校内外、地区及

更广范围内的实验教学资源共享，满足多地区、多学校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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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需求。探索校企共建共管的

新模式和新途径，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服务

支撑体系。 

（三）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管理队伍 

建设教学、科研、技术人员结合，校内外协同、核心骨

干人员相对稳定，结构合理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团队，形成

一支教育理念先进、学术水平高、教学科研能力强、实践经

验丰富、勇于创新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管理队伍。 

（四）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管理体系 

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和充分使用为目

标，制定并有效管理制度、建立有利于激励学生学习和提高

学生创新能力的虚拟实验教学效果评价和反馈机制，不断提

高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质量。 

三、建设措施 

（一）树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观念 

树立“虚实结合、能实不虚”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观念，

正确运用虚拟仿真实验的技术和资源，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

以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为核心的理念，促进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的健康发展。 

（二）重视学校信息化建设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需要依托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学校将

继续强化信息化建设力度，加大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提高信

息化建设效率，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提供优质的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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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实验教学体系 

利用虚拟仿真实验操作方便简单的特点，可以开展学生

自主课外实验，提高学习兴趣；利用虚拟仿真实验可以模拟

或替代具有危险实验，降低实验教学难度，提高安全性；利

用虚拟仿真实验代替高损耗的实验，可以降低实验费用。运

用虚拟仿真实验不断充实实验教学内容，不断完善实验教学

体系。 

（四）提高信息化、网络化管理的应用水平 

进一步推进实验室管理信息化、网络化，逐步实现预约

实验、成绩录入、数据统计、大纲查询、视频点播、信息发

布等功能的信息化、网络化。充分利用实验室综合管理系统

实现实验教学、实验室建设、基本工作信息和仪器设备的管

理。 

（五）经费及政策保障 

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在相关政策、经费等方面给予相应

的支持与必要的倾斜，大力支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建

设、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研制和开发以及以虚拟仿真实验课

程的建设，鼓励和支持各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利用虚拟仿

真技术开发虚拟仿真实验，在经费投入、岗位设置上优先考

虑。 

四、评估和考核 

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要注重管理、提高效益。在建设前

要做好评估工作，对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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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防止盲目建设。学校层面要做好顶层

设计，把握总体规划，明确目标重点发展，防止低效和重复

建设。 

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注重对虚拟

仿真实验室建设和运行考核，不断加强虚拟仿真实验室的管

理和技术水平，提高虚拟仿真实验室的效率，确保虚拟仿真

实验室在教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教学质量。 

 

 

 

 

温 州 大 学 

2012 年 12 月 14日 

 

 

温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2年 12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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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相关的省级教学研究与建

设项目（3＋2） 

2-2-1 浙江省新世纪教学改革项目：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计算机网络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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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企业生态系统的

分布式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模式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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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浙江省新世纪教学改革项目：面向卓越工程师培养的

产学三级联动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网络工程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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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浙江省提升地方高校办学水平专项：虚拟化与云计算

教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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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项目：基于

虚拟化的网络工程综合实践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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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企合作共建的相关材料 

2-3-1 校企共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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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校企合作的校内实践与创新教学中心(基地) 

  

与思科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合作 与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合作 

 

 

与思博伦通信（北京）有限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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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企业工程师指导综合实践和案例讨论 

  

思博伦公司工程师胡波指导“网络性能测试与

优化综合实践”  

思科公司工程师宁琛指导“网络工程部署与

实施综合实践” 

  

思科公司工程师涂怀年指导“网络工程部署与

实施综合实践” 

浙江快威公司工程师杨达指导“网络规划与

设计综合实践” 

 

 

思博伦通信工程师胡波在与学生进行“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案例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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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部分校外工程师聘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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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资源 

3-1 网络工程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实验

计算机网络规划与设计实验实训

数据中心与云计算实验实训

IP统一通信技术实验实训

无线与移动网技术实验实训

计算机网络安全实验实训

路由与交换技术实验实训

网络协议分析与设计实验

课内 课外

学
科
基
础
技

能

专
业
基
本
技

能

专
业
综
合
技

能

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综合实践

网络规划与设计综合实践

网络工程部署与实施综合实践

网络协议开发与设计课程设计

工
程
能

力

计算机网络基础实验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实验实训

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实验

操作系统实验

现代通信技术实验

数据结构实验

程序设计基础实验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大学计算机基础实践

毕业设计

专业实习

网络工程创新技能开发训练

工信部认证：网络工程师、网络规划设计师、

思科行业认证：CCNA、CCNA Security、CCNA 

Voice、CCNA Wireless、CCNP、CCDA、CCDP、

CCSP、

思博伦行业认证：SCPT、SCPA

基于Android的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开发

Java EE轻量级持久化框架Hibernate的探究

IPV6下的网络互连创新实践

网络性能的自动化测试与分析

IP统一通信创新技能开发与训练

网络安全的规划与部署

广域网及其接入的规划与部署

网络工程综合技能开发训练

专业竞赛

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术大赛

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

温州大学大学生网络工程大赛

1）新技术报告大赛

2）网络规划与设计大赛

3）网络部署与实施大赛

4）网络应用开发大赛

技术讲座
与工程案

例研讨

科技开发

项目

省新苗科技计划项目、温州大学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来自合作企业的项目、其它自定项目

职业认证

网络新技术讲座、物联网技术讲座

广域网工程案例、城域网工程案例

园区网工程案例

职业规划
与创业训

练

“对话资深工程师　畅享精彩职业生涯－我的工程师职

业生涯"系列主题讲座 "IT产业发展与演变的背后－理

念、创新与机遇"系列主题讲座（注：校内教师、业界

工程师共同提供）

 温州大学学生创业计划项目

 三级创业实践平台

开放实践

项目

IT企业认知实践

注：图中灰色背景部分内容在企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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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虚拟实验教学项目资源列表 

3-2-1 软件仿真实验 

代码 实验名称 系列 性质 来源 关系 

1 ARP分析与设计 TCP/IP 协议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 ICMP协议分析与设计 TCP/IP 协议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 TCP协议分析与设计 TCP/IP 协议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4 TELNET 协议分析与设计 TCP/IP 协议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5 SMTP及 POP3 协议分析与设计 TCP/IP 协议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6 DHCP协议分析与设计 TCP/IP 协议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7 载波监听多路访问 计算机网络基础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8 集线器与交换机 计算机网络基础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9 交换式局域网 计算机网络基础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0 虚拟局域网 计算机网络基础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1 园区网络设计 计算机网络基础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2 路由信息协议 计算机网络基础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3 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协议 计算机网络基础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4 边界网关协议 计算机网络基础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5 路由器的基本配置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6 路由器的基本管理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7 静态路由与默认路由的配置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8 RIPv1 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9 RIPv2 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0 单域 OSPF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1 多域 OSPF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2 BGP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3 路由重分布配置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4 路由策略的配置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5 交换机的基本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6 VLAN的基本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7 VLAN之间的通信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8 STP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9 网关冗余与负载均衡的配置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0 NAT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1 园区互连网络的综合设计 路由与交换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2 点对点无线通信实验 无线与移动网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3 Aloha 及 CSMA协议的仿真 无线与移动网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4 指定路由实验 无线与移动网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5 基于 Flooding 的数据收集实验 无线与移动网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6 TCP与 UDP性能分析 无线与移动网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45 
 

代码 实验名称 系列 性质 来源 关系 

37 无线局域网基本配置与管理 无线与移动网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8 无线局域网安全配置与管理 无线与移动网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9 HTTP协议与设计 TCP/IP 协议分析 课程设计 自建 再现 

40 FTP协议分析与设计 TCP/IP 协议分析 课程设计 自建 再现 

41 DNS协议分析与设计 TCP/IP 协议分析 课程设计 自建 再现 

42 
基于质心算法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定位

实验 
无线与移动网 开放实验 科研 再现 

43 
基于 RSS 测距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定位

实验 
无线与移动网 开放实验 科研 再现 

44 
基于移动信标节点与 RSS 极大值特征的无

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定位 
无线与移动网 开放实验 科研 再现 

45 Ad hoc 网络 DSR 路由协议的研究与仿真 无线与移动网 开放实验 自建 再现 

46 Ad hoc 网络 AODV路由协议的研究与仿真 无线与移动网 开放实验 自建 再现 

47 无线传感器网络 B-MAC 协议的研究与仿真 无线与移动网 开放实验 自建 再现 

48 
线性网路编码在无线网络多跳汇播中的应

用及其影响 
无线与移动网 开放实验 科研 再现 

49 
基于帧成排序的被动式无线传感器网络

MAC协议的性能评估 
无线与移动网 开放实验 科研 再现 

50 
分簇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密度感知的自适应

占空比机制的研究  
无线与移动网 开放实验 科研 再现 

 

注 1：“关系”列中“再现”指该项目是实体实验项目的再现；“扩展”指该项目是对实体实

验项目在实验规模、开放容量、开放时间方面的扩展；“专有”指该项目在实体实验环境中

难以建设，弥补了实体实验项目的空白。 

注 2：“来源”列中“自建”指该项目是校内教师自主建设；“科研”指该项目由教师的科研

项目成果转化而来；“企业”指该项目是由企业工程师的工程实践项目与案例转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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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网络性能测试实验（远程桌面共享） 

代码 实验名称 系列 性质 来源 关系 

1 测试用例的设计及执行 测试与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 测试仪表基本配置及使用 测试与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 RFC2889 以太网转发性能测试 测试与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4 RFC2889 以太网地址处理性能测试 测试与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5 RFC2889 以太网广播转发性能测试 测试与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6 RFC2544 IP 吞吐量测试 测试与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7 RFC2544 IP 丢包率测试 测试与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8 RFC2544 IP 转发延迟测试 测试与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9 路由测试环境的构建－仿真 OSPF 测试与分析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0 Tcl语言基础 测试自动化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1 Tcl语言进阶 测试自动化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2 Tcl脚本 测试自动化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3 自动化测试环境搭建 测试自动化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4 自动化测试用例－OSPF 测试自动化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5 自动化测试用例－BGP 测试自动化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6 单品及横向对比测试 测试分析与优化 综合实践 自建 再现 

17 IP 网络综合应用性能评估测试 测试分析与优化 综合实践 自建 再现 

18 路由表容量测试 测试与分析 开放实验 自建 再现 

19 OSPF路由振荡测试 测试与分析 开放实验 工程 再现 

20 网络 4-7 层性能测试 测试与分析 开放实验 工程 再现 

21 拒绝服务攻击（DDoS）的测试 创新技能 综合实践 工程 再现 

22 基于 DSCP的三层区分服务测试 创新技能 综合实践 工程 再现 

23 网络性能测试的综合设计与实施 创新技能 综合实践 工程 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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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网络互连实验（硬件虚拟） 

序号 实验内容 系列 性质 来源 关系 

1 IP 与路由的规划设计与实施 规划与设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 交换网络规划设计与实施 规划与设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 网络安全的规划设计与实施 规划与设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4 无线网络规划设计与实施 规划与设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5 统一通信网络规划设计与实施 规划与设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6 数据中心网络规划设计与实施 规划与设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7 园区网综合方案设计与实施 规划与设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8 Nexus 1000V 配置基础 数据中心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9 Nexus 1000V 之常规配置与管理 数据中心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0 Nexus 1000V之 Netflow 配置与管理 数据中心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1 VSG与 VNMC配置基础 数据中心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2 ASA 1000V 的配置基础 数据中心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3 VSG与 ASA 1000V 服务链 数据中心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4 CME安装与基本配置 统一通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5 CME图形化界面安装与配置 统一通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6 CME高级呼叫特性配置 统一通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7 CME网关控制配置 统一通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8 拥塞管理配置 统一通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19 拥塞避免配置 统一通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0 CUE安装与语音邮件配置 统一通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1 CUE自动应答配置与管理 统一通信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2 数据包捕获软件的使用 网络安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3 AAA配置与管理 网络安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4 IIS中的安全认证 网络安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5 设备的安全 网络安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6 标准 ACL 的配置与管理 网络安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7 扩展 ACL 的配置与管理 网络安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8 防火墙的配置与管理 网络安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29 Ipsec-VPN的配置与管理 网络安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0 园区网络安全的综合设计与实施 网络安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1 无线局域网组网 无线与移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2 基于 Web 的安全验证配置 无线与移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3 基于 WPA2的安全验证配置 无线与移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4 无线漫游的配置与管理 无线与移动 课程实验 自建 再现 

35 NTP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开放实验 自建 再现 

36 配置文件归档与替换 路由与交换 开放实验 自建 再现 

37 系统日志的管理 路由与交换 开放实验 自建 再现 

38 SNMP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开放实验 自建 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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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内容 系列 性质 来源 关系 

39 DHCP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开放实验 自建 再现 

40 DNS-FTP的应用层 NAT 路由与交换 开放实验 自建 再现 

41 vSphere 安装与配置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42 vCSA的部署与管理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43 vCenter Server 的安装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44 vCenter Server 配置与管理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45 View的安装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46 View的配置与管理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47 ThinApp 的安装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48 ThinApp 的配置与管理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49 二层 VSM VEM 安装(手工与 VUM)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50 三层 VSM VEM 安装(手工与 VUM)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51 三层 VSM VEM 安装(InstallerApp)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52 使用 TACACS+的 vTracker 与 AAA验证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53 SPAN与 ERSPAN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54 Port-Profile 角色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55 私有 VLAN的配置与管理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56 基于 ASA 9.1 的 Cisco TrustSec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57 VNMC的安装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58 VSG的三层安装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59 VSG的设备配置文件与计算防火墙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60 基础安全配置文件与策略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61 高级安全配置文件与策略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62 VNMC备份与恢复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63 设备配置文件与边缘防火墙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64 基础边缘安全配置文件与策略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65 高级边缘安全配置文件与策略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66 L2L IPSec VPN 的配置与管理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67 UCS管理器入门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68 部署服务配置文件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69 服务配置文件高级配置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70 UCS与 VM-FEX的配置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71 以太网与 VPC的配置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72 FabricPath 配置与管理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73 存储交换机的基本配置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74 VSAN中继与 NPV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75 FCIP与 IVR的配置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76 CFS分发的配置与管理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77 Port-Profile 角色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78 ACL与端口安全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79 DHCP与交换安全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80 QoS的配置与管理 数据中心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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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内容 系列 性质 来源 关系 

81 CUCM配置与管理 统一通信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82 统一通信网络多站点部署 统一通信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83 思科腾讯通的安装与部署 统一通信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84 IP 话机移动性的配置与测试 统一通信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85 统一通信网络 SRST 特性的部署 统一通信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86 DMVPN 之阶段 1与阶段 2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87 DMVPN 之阶段 3之层次与汇总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88 DMVPN 冗余之双 Hub 双云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89 DMVPN 冗余-双 Hub 单云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90 DMVPN 基于隧道的 QoS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91 DMVPN 之 NHS 簇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92 DMVPN 之 DHCP隧道支持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93 基于预共享密钥的路由器 EZVPN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94 基于证书的路由器 EZVPN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95 基于预共享密钥和证书的防火墙 EZVPN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96 EZVPN 连接与 XAuth 模式选项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97 Router EZVPN 之网络扩展模式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98 基于 DVTI的 Router EZVPN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99 基于 cTCP的 Router EZVPN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100 基于路由器的远程访问 IPSec VPN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101 基于预共享密钥的 L2L IPSec IKEv1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02 基于证书的 L2L IPSec IKEv1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03 基于静态 VTI的 L2L IPSec IKEv1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04 基于 VRF 的 L2L IPSec IKEv1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05 基于防火墙的远程访问 IPSec VPN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106 AnyConnect VPN 验证与授权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107 NAT46 NAT64 DNS64 对象 NAT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108 NAT46 NAT64 DNS64 双层 NAT 网络安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109 vWLC虚拟机的安装与配置 无线与移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110 WLC固件的更新 无线与移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111 WLC上的 TACACS 设备管理 无线与移动 开放实验 自建 扩展 

112 使用 PEAP进行 802.1x 和机器验证配置 无线与移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13 
使用 EAP-TLS进行 802.1x 和机器验证配

置 
无线与移动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14 内置单 SSID 的配置与测试 无线与移动 开放实验 科研 扩展 

115 内置双 SSID 的配置与测试 无线与移动 开放实验 科研 扩展 

116 MPLS VPN 基础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17 MPLS VPN 基于 RIPv2 的 PE-CE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18 MPLS VPN 基于 EIGRP 的 PE-CE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19 MPLS VPN 之基于 OSPF的 PE-CE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20 MPLS VPN 之基于 BGP的 PE-CE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21 MPLS VPN 之高级拓扑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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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内容 系列 性质 来源 关系 

122 MPLS VPN 之受控的 CE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23 MPLS VPN 之免 VRF 的共享服务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24 MPLS VPN 之带 VRF 的共享服务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25 带 BGP路由反射的 MPLS VPN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26 MPLS VPN 之多 VRF CE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27 MPLS TE 之流量工程基础 运营商 开放实验 科研 扩展 

128 MPLS TE 之显式与动态路径 运营商 开放实验 科研 扩展 

129 MPLS TE 之隧道转发 运营商 开放实验 科研 扩展 

130 MPLS TE 之度量值 运营商 开放实验 科研 扩展 

131 MPLS TE 之 LSP 属性与属性列表 运营商 开放实验 科研 扩展 

132 MPLS TE 之快速重路由链路保护 运营商 开放实验 科研 扩展 

133 MPLS TE 之快速重路由节点保护 运营商 开放实验 科研 扩展 

134 MPLS之 6PE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35 MPL之 6VPE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36 MPL之 EoMPLS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37 MPLS之 AToM 互联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38 MPLS之 AToM 流量工程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39 MPLS之 QoS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40 MPLS之组播 VPN 运营商 开放实验 企业 扩展 

141 IPv6编址之基本配置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42 IPv6默认属性与静态路由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43 IPv6编址之有状态自动配置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44 IPv6之 HSRP 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45 IPv6之 RIPng 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46 IPv6之 EIGRP 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47 IPv6之 OSPFv3 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48 IPv6之 ISIS 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49 IPv6之 BGP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50 IPv6之 NAT-PT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51 IPv6之手工隧道与 GRE 隧道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52 IPv6之 6to4 隧道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53 IPv6之 6RD隧道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54 IPv6之 IPv4 兼容隧道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55 IPv6之 ISATAP 隧道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56 IPv6之 BGP路径选择 路由与交换 学科竞赛 自建 扩展 

157 BGP邻居基本配置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58 BGP路由宣告基本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59 BGP路由宣告高级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60 BGP路由汇总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61 BGP对等体与模板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62 BGP路由过滤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63 BGP路径选择过程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51 
 

序号 实验内容 系列 性质 来源 关系 

164 BGP路由震荡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65 BGP组播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66 BGP多跳与 TTL 安全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67 BGP混杂特性的配置与管理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68 基于 BGP 的 QoS 策略部署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企业 扩展 

169 BGP路由反射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企业 扩展 

170 BGP联盟 路由与交换 职业认证 企业 扩展 

171 vSphere 图形用户界面安装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72 配置 ESXi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73 虚拟机基本管理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74 vCenter Server 的使用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75 使用 Web Client 进行管理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76 配置 vCenter 单点登陆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77 在 vCenter Server 中创建文件夹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78 标准虚拟交换机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79 访问 IP存储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80 访问 NFS 存储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81 管理 vStorage VMFS 数据库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82 使用模板与克隆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83 修改虚拟机配置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84 移植虚拟机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85 虚拟机高级管理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86 管理 vApps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87 用户权限管理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88 资源池配置与管理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89 监控虚拟机性能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90 使用告警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91 高可用性配置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企业 扩展 

192 虚拟网络设计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企业 扩展 

193 高可用性容错配置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企业 扩展 

194 部署动态资源调度集群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企业 扩展 

195 vSphere 更新管理器配置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96 安装 vCenter Server组件 数据中心 职业认证 自建 扩展 

197 基本 LDP 运营商 职业认证 科研 扩展 

198 Ping, Traceroute 与 MRU 运营商 职业认证 科研 扩展 

199 LDP标签宣告 运营商 职业认证 科研 扩展 

200 LDP验证 运营商 职业认证 科研 扩展 

201 定向的 LDP 运营商 职业认证 科研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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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综合互连实验（硬件虚拟结合软件仿真） 

序号 实验内容 系列 性质 来源 关系 

1 基于 UCS 的 Nexus 1Kv 数据中心 综合实践 企业 扩展 

2 多跳 FCOE 数据中心 综合实践 企业 扩展 

3 VXLAN 与数据中心互连 数据中心 综合实践 企业 扩展 

4 VoIP网络设计 部署与实施 综合实践 企业 专有 

5 无线局域网的应用 部署与实施 综合实践 企业 专有 

6 网络负载均衡 部署与实施 综合实践 企业 专有 

7 VPN部署与实施 部署与实施 综合实践 企业 专有 

8 园区网部署与实施 部署与实施 综合实践 企业 专有 

9 人寿保险课程设计 部署与实施 综合实践 企业 专有 

10 跨国企业网络的规划设计 规划与设计 综合实践 企业 专有 

11 教育行业网络的规划设计 规划与设计 综合实践 企业 专有 

12 网上交易平台的规划设计 规划与设计 综合实践 企业 专有 

13 酒店网络的规划设计 规划与设计 综合实践 企业 专有 

14 某厅二级网的规划 规划与设计 综合实践 企业 专有 

15 异地数据中心双活互连案例解决方案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16 邮政综合计算网案例解决方案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17 思科协作解决方案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18 医疗机构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19 网银系统解决方案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20 企业呼叫中心的部署与管理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21 企业统一语音网络的部署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22 企业统一视频网络的部署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23 企业统一协作网络的部署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24 基于防火墙的 NAT 迁移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25 基于防火墙的对象 NAT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26 基于防火墙的双层 NAT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27 
有线与无线终端基于 MAC的免认证配

置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28 支持FlexConnect的 802.1X认证配置 创新技能 工程实践 企业 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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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虚拟实验教学项目四大类型说明 

3-3-1 类型 1：基于软件仿真的实验 

 实现机理 

基于软件仿真的实验由 3 至 4 个安装有协议仿真软件 Modeler 和网络仿真软

件 Packet Tracer 的Windows 7 虚拟桌面组成，通过局域网连接构成一个实验分组，

如图 1 所示。 

软件仿真实验

安全网关

192.168.62.0/24远程桌面

软件仿真实验vDC

10.132.253.0/24实体网络
.110

win7桌面

客户端
win7桌面

客户端Packet Tracer

Modeler

Packet Tracer

Modeler

win7桌面

客户端Packet Tracer

Modeler

 

图 1 软件仿真实验的实现架构 

 主要功能与教学应用 

通过基于原理性的互动仿真和工程性的界面仿真，旨在通过该平台克服传统

的实体实验中协议运行的可感知性，突破学生学习中概念抽象、想象力和分析力

要求高、不便于掌握的困难，为学生的基础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以及进一步深入

了解和掌握网络技术在网络系统工程中的应用，提供互动、启发、探究式的研学

辅助手段与工具。 

教师发布预先定制好的实验练习活动(Activity)，学生根据实验要求添加或修

改设备类型、模块以及网络连接，使用图形用户界面或命令行界面对网络设备进

行配置，最后验证其连通性，并根据验证结果返回修改网络设备的配置。整个过

程中可以随时进行对照性评价，与教师的参考答案作逐项比对，查看自己的得分，

帮助学生以自助方式快速掌握实验基本技能。 

 

 项目示例描述 

以 “路由与交换”课程中 “RIPv1 的配置与管理”实验为例：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54 
 

 

图 2 实验“RIPv1 的配置与管理”的拓扑结构（学生甲、乙、丙） 

 

1) 学生打开教师事先布置好的实验练习活动文件，选择相应的网络拓扑，

出现明确的实验要求，其中包括学习计时； 

 

图 3 实验练习文件(学生乙) 

 

2) 通过拖拽图标在实验网络拓扑中增加仿真网络设备，或者增减设备的接

口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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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给路由器添加广域网接口模块 

 

3) 选择正确的线缆类型和相应的接口，通过拖拽进行仿真网络设备间连接 

 

图 5 连接路由器与交换机(学生乙) 

 

4) 使用组内伙伴的主机 IP地址，在拓扑中添加与其仿真网络之间的桥接 

 
图 6 添加与学生乙仿真网络之间的桥接(学生丙) 

 
图 7 桥接成功的局部实验拓扑（学生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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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物理仿真空间中，查看配线架，以及检查仿真网络设备之间是否存在

线缆连接错误 

 

图 8 物理空间中的配线间(学生乙) 

 

图 9 配线架上的网络设备(学生丙) 

 

6) 通过图形用户界面进行网络设备或 PC终端进行简单的配置 

 

 
图 10 图形用户界面配置 PC 和路由器(学生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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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过仿真的命令行界面进行网络协议与参数的配置 

 

图 11 命令行界面配置路由器(学生乙) 

 

8) 配置完成后，验证与其它部分的主机之间的连通性 

 

图 12 验证 PC2 与 PC3 的连通性(学生乙) 

 

9) 在仿真模式中，使用逐步调试来观察网络协议运行的动态过程 

 
图 13 PC2 与 PC3 之间的数据包交互(学生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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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解析网络协议数据包的结构，与网络协议的工作原理相印证 

 

图 14 ICMP 数据包各层 PDU 图示 

 

11)配置过程中，随时对照检查配置的正确性 

 

图 15 检查完成的进展情况 

 

 使用效果 

软件仿真不仅以直观、友好的人机界面改善了学生的实验体验，还针对网络

工程的专业特点，进行了多用户协作、逐步调试以及对照自评等独有的教学设计，

吸引了学生浓厚的兴趣，也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在软件仿真实验项目的支持下，

2011年以来，网络工程专业每年均有 40%以上的学生通过CCNA认证考试(附件9、

10)。 

2011 年以来，网络工程专业四届学生连续参加了思科杯大学生网络技术大

赛，赛前使用该软件仿真实验平台进行技能练习，受益明显，取得了全国冠军 4

项、亚军 1 项以及亚太区冠军 1 项的优异成绩(附件 11)。软件仿真实验教学也很

好支撑了相关课程的建设与发展，其中“计算机网络基础”课程获得“国家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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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课程”，“路由与交换”获得温州市精品课程(附件 15)。 

 

3-3-2 类型 2：基于远程桌面的网络性能测试实验 

 实现机理 

网络性能测试远程实验的后台由 Spirent 网络性能测试仪表、MRV 串口服务

器、MRV 物理层交换机以及被测网络设备组成，用户通过安装了网络测试客户

端的虚拟桌面进行实验活动，如图 16 所示。除了后台硬件设备购买外，该平台

的其他部分均为自主开发。 

云底层

桌面云

桌面池

思博伦测试系统

连接服务器

网页访问组件

测试仪

物理层交换机

浏览器

安全服务器

外网用户

内网用户

浏览器

虚拟机

串口服务器

DUT DUTDUT

串口控制线
Telnet

Win7桌面

REA

View
代理

浏览
器

Win7桌面

STC
客户端

REA

View
代理

Telnet

STC
客户端

浏览
器

实体实验室

虚拟机
虚拟机

虚拟机

 

图 16 网络性能测试远程实验教学平台架构 

 

 主要功能与教学应用 

可供校内外用户以远程虚拟方式进行“网络性能分析与测试”、“网络测试自

动化”课程实验，以及网络工程创新技能训练、专业实习等其他教学环节中，与

网络性能测试相关实验。所提供的 23 个项目涵盖了二层以太网、三层 IP 的转发、

路由协议、四到七层协议、网络安全和网络服务质量的测试。 

在此类实验中，学生通过图形用户界面，运用相应的测试方法，控制物理层

交换机远程进行被测网络拓扑的连接调整，配置测试仪表和被测设备，生成测试

流量，收集与分析测试结果，完成既定的实验教学目标。 

 

 项目示例描述 

以 “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中实验“RFC2889 以太网转发性能测试”为例： 

1) 被测网络拓扑结构。 

测试设备

流量
发送端

测试设备

流量
接收端

端口1 端口2

 

图 17 被测网络拓扑结构 

2) 使用浏览器远程登陆到网络性能测试专用虚拟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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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远程登陆 

3) 初始化物理层交换机配置 

 

图 19 物理层交换机初始化配置 

4) 使用浏览器登陆到物理层交换机的 Web 管理端，调整物理层交换机的连

线策略，定义被测拓扑 

 

图 20 被测网络拓扑结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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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流量生成的参数，启动网络流量的生成，收集性能测试的结果 

 

图 21 网络性能测试结果 

6) 使用图表等可视化分析工具呈现测试结果 

 

图 22 测试结果分析与展示 

 

 使用效果 

远程共享实验平台中的物理层交换机用于建立被测设备间的全互联拓扑（俗

称“万能拓扑”），通过基于 Web 的客户端可以灵活地调整 6 组被测实验网络的

拓扑结构，远程进行各种不同的手工或自动化测试实验。 

提供此类项目的“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远程虚拟实验室，支撑了多次面向

全国高校的《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课程骨干教师培训，并先后为北京工业大学

等 11 间兄弟院校的学生提供了年达 12000 学时的远程实验教学开放(附件 13)，

缓解了它们在网络性能测试实验室建设中暂时性的困难。 
 

3-3-3 类型 3：基于硬件虚拟的网络互连实验 

 实现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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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互连实验平台以安装了专用客户端的 Windows 7 虚拟桌面为入口，以路

由交换互连引擎为虚拟网络拓扑生成的核心，互连其它虚拟网络主机和虚拟网络

设备，其架构如图 23 所示。 

网络互连实验

多模
防火墙

安全网关

路由交换
互连引擎

运营商
路由器

192.168.61.0/24

控制与实验网络 192.168.4.0/24

桥接网络n

桥接网络1

桥接网络0

远程桌面

网络互连实验vDC

10.132.253.0/24外部网络
.103

„
„

接入控制
服务器

IP电话

IP电话 IP电话

win7桌面
客户端

云
Hypervisor

呼叫控制
服务器

实体实验室

无线接入点

无线接入点

无线控制器

无线接入点

„
„

„
„

 

图 23 网络互连实验平台架构 

 

其中路由交换互连引擎使用 Python 语言自主开发而成，实现了对路由器和

交换机两种网络设备的硬件虚拟。在图形用户界面的客户端的编排驱动下，服务

端构建虚拟网络设备的运行实例，加载三层网络操作系统（路由器）或二层网络

操作系统（交换机），并完成虚拟网络设备之间的拓扑连接映射，形成基本的路

由交换互联网络环境。路由交换互连引擎的客户端还可以支持 PC 终端的软件仿

真，能被指定分布于网络拓扑中不同位置，用于在网络互连环境中测试网络的连

通性。 

路由交换互连引擎具有以下特点： 

１. 加载真实的网络操作系统，支持几乎所有基于路由器和交换机的网络特

性，包括路由交换、安全、语音、组播等； 

２. 虚拟设备间连接通过端口映射的方式完成，轻松实现基于图形化界面的

实验网络拓扑的自动编排； 

３. 服务端支持通过端口映射与外部网络相连接，包括其它虚拟网络设备或

虚拟主机，以及通过云 Hypervisor 的虚拟网络与实体网络设备互连，如

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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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客户端支持与基于 QEMU、VirtualBox 或 VMware workstation 的虚拟网络

设备或虚拟主机进行互连； 

５. CPU、内存等计算资源消耗低，支持大量的虚拟网络设备实例同时运行。 

广域网路由器

访问控制服务器

呼叫控制器 IP 电话

瘦AP

无线控制器

无
线
局
域
网

统一通信网络

网
络
安
全

运营商网络

防火墙 路由交换
互连引擎

 

图 24 以路由交换为核心的网络互连实验 

 

路由交换互连引擎所支持连接的扩展网络设备的详细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路由交换互连引擎的扩展网络设备 

设备 品牌 软件/硬件 版本 形态 支持特性 互连模式 

呼叫控制服务器 思科 CUCM 8.5 虚拟主机 统一通信 直连 

无线控制器 思科 vWLC 7.3 虚拟设备 无线局域网 直连 

接入控制器 思科 ACS Server 5.2 虚拟主机 网络安全 直连 

多模防火墙 思科 ASAv 8.42 虚拟设备 网络安全 桥接 

运营商路由器 思科 XRv 5.20 虚拟设备 运营商 桥接 

路由器、交换机 H3C Comware 7.0 嵌套虚拟 路由交换 桥接 

路由器、交换机 华为 eNSP 1.2 嵌套虚拟 路由交换 桥接 

无线接入点 思科 AIR 1252G 实体设备 无线局域网 外连 

IP 电话终端 思科 IP Phone 7975G 实体设备 统一通信 外连 

云 Hypervisor VMware/Citrix/Microsoft 虚拟主机 数据中心 直连 

 

 主要功能与教学应用 

课内实验部分，作为专业课程实验的课前预习和课后学习的主要载体，网络

互连实验平台通过对路由器和交换机的硬件虚拟生成与实体实验室相一致的实

验网络拓扑，加载与实体网络设备相同的网络操作系统，围绕既定的实验主题进

行网络工程的部署与实施、验证与测试等训练，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课外实践部分，网络互连实验平台是开放实验项目、职业资格认证、专业技

能竞赛和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等课外活动的主要支撑，支持的网络规模与分组数超

过实体实验室的限制，能同时容纳大量的项目小组和学生个人进行大中型网络工

程项目的设计、配置与验证，以弥补实体实验条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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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示例描述 

以 “园区网络安全的综合设计与实施” 实验项目为例： 

 

图 25 “园区网络安全的综合设计与实施”总部网络拓扑 

 

1) 登陆虚拟桌面后，在专用客户端中指定 “路由交换互连引擎”服务端的

地址与端口。 

 
图 26 指定远端的互连引擎 

2) 在网络拓扑空间中创建虚拟网络设备，指定其以太网和广域网接口模块

的数量、操作系统映像的类型与版本，为虚拟网络设备选择加载初始运

行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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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创建虚拟网络设备 

 
图 28 指定虚拟网络设备的初始运行配置文件 

3) 通过拖拽定义虚拟网络设备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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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连接虚拟网络设备 

4) 添加用于测试网络连通性的虚拟 PC终端。 

 
图 30 连接虚拟 PC 终端 

5) 添加虚拟 PC终端在客户端中启动整个实验拓扑，路由交换互连引擎在后

台生成相关的虚拟网络设备实例，跟在实体实验室一样，使用命令行终

端、浏览器或设备专用客户端对虚拟网络拓扑进行配置、测试等实验任

务。 

 

图 31 使用 ASDM 配置和管理虚拟防火墙 

 

 使用效果 

与真实设备有一致的交互体验、不受限制自主构建网络拓扑、保存当前实验

进度以及使用便捷等优点使得网络互连实验平台备受学生欢迎，80%以上的学生

首选使用该平台进行网络互连相关的开放实验项目的研究与探索。 

 

3-3-4 类型 4：硬件虚拟与软件仿真相结合的综合互连实验 

 实现机理 

综合互连实验平台以思科公司提供的虚拟互连路由实验室（Virtual Internet 

Routing Lab, VIRL）为硬件虚拟服务引擎，以图形用户界面的编排软件 VM Maestro

为软件仿真客户端，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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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互连实验

第三方
虚拟网络设备
（IP连接）

安全网关

第三方
虚拟网络设备

（桥接）

192.168.63.0/24

控制与实验网络 192.168.254.0/24

桥接网络0

桥接网络1

„„

桥接网络3

远程桌面

VIRL引擎
硬件虚拟

综合互连实验vDC

10.132.253.0/24外部网络
.106

VM Maestro
软件仿真

 

图 32 综合互连实验教学平台架构 

VIRL 引擎支持对路由交换网络、运营商网络、企业边缘网络以及数据中心网

络等各类网络设备的模拟，以及 Juniper SRX 系列以及其它第三方厂商网络设备

的模拟。此外，VIRL 引擎还通过对大中小不同计算资源规模的虚拟主机的管理，

来支持以 Linux 主机形式交付的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软件，如图 33 所示。 

IOS XR NX-OS IOS XE IOS Servers

 
图 33 VIRL 所支持的网络设备与操作系统 

除系统内置外，在综合互连实验平台中，还通过二次开发，对 VIRL 引擎所

能管理与支持的网络设备类型进行了扩展与定制，使其支持对 H3C、Juniper 等

第三方网络设备的硬件虚拟。到目前为止，该平台所能支持的虚拟设备的完整清

单如图 34 所示。 

 
图 34 扩展后 VIRL 所支持的虚拟网络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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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L 引擎的软件仿真客户端 VM Maestro 的可视化绘图功能可以从数十个不

同的特性角度绘制特定网络系统的视图，以此直观地发现和分析网络设计中存在

的问题，然后快速进行修正，图 35 给出了其中一部分视图的名称。 

 
图 35 VIRL 可视化服务的部分视图 

 

 主要功能与教学应用 

提供了涵盖路由交换、网络安全、统一协作网络、运营商网络、数据中心网

络等网络工程主要技术，支持使用多厂商多类型设备，聚焦网络工程规划与设计、

部署与实施、验证与测试综合实践能力培养的大型综合性、设计性与创新性实验，

其基本流程如图 36 所示。 

 

图 36 综合互连实验的基本流程 

主要用于 “网络工程部署与实施综合实践”、“数据中心与云计算综合实践”、

“网络规划与设计综合实践”以及“网络工程创新技能开发训练”等独立设置的

综合实践类课程教学，也被学生用于专业实习与毕业设计过程中的系统建模、方

案设计与验证。全部项目的原始素材均来自于企业工程师从自己工作实践中精心

挑选的工程项目和案例，并与校内课程责任教师共同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开发与

归整。 

 

 项目示例描述 

以 “网络规划与设计综合实践”课程实验项目“邮政综合计算网解决方案”

为例： 

1) 在软件仿真客户端的设计空间中，通过拖拽鼠标进行相应虚拟网络设备

节点的选型和放置，按拓扑结构进行虚拟网络设备间的连接，完成实验

网络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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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邮政综合计算网案例解决方案”实验拓扑 

2) 按物理位置将虚拟设备组合为场点，检查场点间连接是否正确。 

 

图 38 用场点简化整体拓扑 

 

图 39 场点之间的连接性图示 

3) 使用图形用户界面编辑全局属性，包括 IP地址空间、路由协议等 

 
图 40 编辑拓扑的全局属性 

4) 使用图形用户界面编辑节点的属性，包括内部网关路由协议、BGP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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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编辑节点的属性 

5) 启动硬件虚拟，激活网络拓扑中所有虚拟网络设备的运行实例，应用编

辑过的属性，系统会自动为每个节点生成详细的的初始运行配置，并导

入到相应的实例中。如果属性被重新编辑，系统会自动对前后两份运行

配置做详细比对，以便于检查。 

 

图 42 所有设备的运行配置 

 

图 43 编辑属性前后的运行配置对比 

6) 在虚拟网络设备的命令行终端中进行运行配置的精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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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虚拟网络设备的命令行终端 

7) 通过可视化界面，从不同的视查看设计与部署的结果是否满足需求。 

 

图 45 可视化结果――OSPF 区域视图 

 

图 46 可视化结果――IPv4 连通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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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可视化结果――IBGP 对等体关系视图 

 
图 48 可视化结果――EBGP 对等体关系视图 

 

 使用效果 

使用效果明显，实现了对大规模、跨厂商、多类型和混合特性网络设备的虚拟仿

真，大量基于网络工程项目与案例的实验教学项目转向运用该平台。不仅网络工

程专业的多门综合实践课程从实体实验室迁移到了该平台。不少大四学生在专业

实习和毕业设计中，根据企业工程项目的需求与问题，运用该平台就方案设计或

者部署该平台进行可行性验证，通过多次“设计(仿真)部署(虚拟)验证(仿

真)修改设计(虚拟)”的反复，确定符合用户需求的最优解决方案以及部署配置

原型，然后再应用到具体的工程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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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网站 

点击链接访问中心网站：http://vlab.wzu.edu.cn 

 

  

http://vlab.w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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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虚拟仿真实验用户手册 

3-5-1 网络仿真软件使用教程 

网络仿真软件使用教程 

 

1、点击左面快捷方式 ，打开程序显示程序界面，如图 1 所示 

 
图 1 程序界面 

2、界面介绍  

1) 最上面的还是和一些其他的软件一样，新建，打开，保存之类的 

2) 中间的白框是工作区域，你操作就是在这个框里面操作的 

3) 框右边是圈划设备，移动设备，删除设备之类的 注意那个信封，以后要是查看包的传

输路径，主要是看这个 

4) 左下面是自己搭建拓扑时，可以随意的添加以下的设备，如点着左边的 ROUTER，右边 

就会出现可用的所有 ROUTER，设备的类型列表如下： 

路由器设备，如图 2 所示 

 

图 2 路由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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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设备，如图 3 所示 

 

图 3 交换机设备 

集线器设备，如图 4 所示 

 

图 4 集线器设备 

无线设备，如图 5 所示 

 

图 5 无线设备 

线缆，如图 6 所示 

 

图 6 线缆 

这里面的线分为直连线、交叉线、级连线、DCE 和 DTE 线等，连接不同的设备请选用合适的

线。 

终端设备，如图 7 所示 

 

图 7 终端设备 

安全设备，如图 8 所示 

 

图 8 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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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右下面，是测试包传输成功与否的查看，或查看包的传输路径，如图 9 所示： 

 

图 9 查看测试包 

3、配置设备硬件，点击设备出现配置界面，如图 10 所示 

 

图 10 设备硬件配置界面 

4、建立拓扑 

1) 将设备加入工作区，在设备列表选择需要的设备此时鼠标变成十字架，在工作区点击添

加节点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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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将设备拖入工作区 

2) 使用线缆连接节点，在设备去选择所需要的线缆，点击要连接的两个设备。如图 12 所

示 

 

 

图 12 连接节点 

5、界面简易配置设备，点击设备在配置界面选择 config 如图 13 所示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78 
 

 

图 13 界面简易配置设备 

6、命令行配置设备，点击设备在配置界面选择 CLI，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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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命令行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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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查看物理结构，在工作区左上角切换到 Physical，如图 15 所示 

 

图 15 物理结构 

 

7、打开练习拓扑，点击工具栏打开工具，选择要打开的练习拓扑如图 16 所示 

 

图 16 打开练习拓扑 

9、查看成绩，在练习提示对话框中点击 Check Results，如图 17、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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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练习提示对话框 

 

图 18 结果页面 

10、查看数据包及事件，点击工作区右下角切换到 Simulation 模式，使用 进

行发包。如图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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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仿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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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路由交换互连引擎客户端使用说明 

路由交换互连引擎客户端使用说明 

一、IOU设备使用方法 

1、 添加 IOU image 打开 Web 浏览器并转到 http://(server 地址):8000/upload，上传 IOU 映

像文件。复制如下的文件路径，例如
/home/gns3/Documents/GNS3/images/i86bi_linux-adventerprisek9-M-12.4.bin 

 
图 1 上传 IOU 镜像 

2、 添加远程服务器。启动路由交换互连引擎的客户端，进入 Edit->Preferences -> Server -> 

Remote servers，并添加路由交换互连引擎服务端的 IP 地址，单击 Apply（应用）。 

 
图 2 设置远程服务器 

3、 选择 iourc 文件。在 Edit->Preferences ->IOS on UNIX 中，将路径设置为 IOURC.txt 的

所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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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选择 IOURC 文件路径 

4、 添加 IOU 设备 。在 Edit->Preferences -> IOU devices 中添加第 1 步的 IOU 路径，点击

save 保存。 

 
图 4 添加 IOU 设备 

5、 从设备列表→路由器列表中选择 IOU设备，并开始实验。从设备列表中选择

IOU devices，将设备拖进工作区，右键单击设备，出现设备菜单，如图 5 所示。选择

“Console”，连接设备，并打开 console 窗口，如图 6 所示。 

 
图 5 设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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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连接设备，并打开 console 窗口 

6、如果有多个设备需要相互连接，则点击连线工具 ，再点击需要连接在一

起的设备，选择相应的接口即可。 

 

二、Virtualbox 设备使用方法 

1、添加 VirtualBox设备。进入 Edit->Preferences ->Server ->VirtualBox VM，

刷新 VM list 选择要添加的 VirtualBox 点击 save。点击 Apply 按钮来应用

配置，并点击 OK 按钮关闭窗口，如图 7所示。 

 
图 7 将 VrtualBox 虚拟机添加到客户端 

2、选择要使用的 VirtualBox虚拟设备。从设备列表→终端设备列表，选择

VirtualBox VM，将设备拖进工作区，选择需要使用的设备，如图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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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选择设备对话框 

 

三、虚拟终端设备使用方法 

1、使用 cloud设备。从设备列表→终端设备列表中选择 cloud，将合适的设备

拖进工作区，并选择远程服务端的 cloud，如图 9所示。 

 
图 9 选择 cloud 

2、右击 cloud→configure，配置 cloud添加以太网络接口，服务器端 eth1~eth4

分别对应虚拟设备 If 0~If 3，点击 Apply 按钮来应用配置，并点击 OK按钮

关闭窗口，如图 10 所示。 

 
图 10 配置 cloud 

3、在桌面打开 SecuretCRT，在工具栏点击“快速链接工具” ，连接虚拟设

备控制口（注意：此时 COM1应该已连接设备 console口），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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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连接设备 console 口 

 

四、外部服务器使用方式 

1、使用 cloud设备。从设备列表中选择 cloud，将设备拖进工作区选择远程服

务端的 cloud。 

2、选择远程服务端的 cloud。 

3、配置 cloud。右击 cloud→configure，打开 Node configurator 对话框，如

图 12 所示。在 Generic Ethernet NIO 选用服务器端与外部服务桥接在一起

的网卡，点击 Apply 按钮来应用配置，并点击 OK 按钮关闭窗口，如图 7所示 

 
图 12 配置 cloud 

 

五、外部物理设备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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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 cloud设备。从设备列表中选择 cloud，将设备拖进工作区选择远程服

务端的 cloud。 

2、选择远程服务端的 cloud。 

3、右击cloud→configure，配置 cloud添加以太网络接口，在 Generic Ethernet 

NIO 选用物理设备与外部网络桥接在一起的网卡，点击 Apply 按钮来应用配

置，并点击 OK 按钮关闭窗口。 

 
图 13 配置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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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VIRL 服务端管理手册 

VIRL 服务端管理手册 
一、访问用户工作区管理界面 

步骤 1：在思科建模实验室服务器，使用 ifconfig eth0 命令获取虚拟机的 IP 地址。 

步骤 2：在浏览器中，按照 http://<IP address | hostname>/user/login 的格式输入步骤一获取

到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步骤 3：使用用户名:uwmadmin 和密码:password 登录到用户工作区管理界面。 

步骤 4：在“Switch Mode”部分单击“Admin”切换到管理模式。当前活动的模拟内容所使

用的系统资源使用统计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资源使用统计 

图 1 左侧任务条说明如下： 

•明Projects—— 管理资源配额的分配。 

•理Users——管理用户账户。 

•户Images——管理虚拟机在系统里的镜像。 

•理Flavors——管理虚拟机的系统配置。 

•理VM Control——允许系统管理员停止特定的活动模拟组件。 

•定 Licenses——管理系统的产品许可信息。 

 

二、更改 uwmadmin 账户的密码 

步骤 1：使用用户名:uwmadmin 和密码:password 登录到用户工作区管理界面。 

步骤 2：在“Switch Mode”部分单击“Admin“切换到管理模式。 

步骤 3：单击“Settings and password”。页面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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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更改密码 

 

步骤 4：单击“Change Password”。 

步骤 5：输入新密码，并单击“Confirm”保存更改。 

 

三、管理项目——新建一个项目 

步骤 1：在用户工作区管理界面的管理模式下，单击“Pojects”。 

步骤 2：单击“Add”创建一个新项目，如图 3 所示： 

 

图 3 创建新项目 

步骤 3：在“General Settings”下，为项目添加一个名称和描述。在“Expires”区域，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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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添加一个项目到期的日期或者接受一个永不过期的默认值“never”，确保“Enabled”复选

框已被打钩，使项目启用。 

步骤 4：在“Project Quotas”，你可以接受默认值作为系统配额，也可以根据你的项目需求

增加或减少系统配额。 

•在你项目需求的基础上 tas 该配额指的是该项目可以同时运行的任意版本虚拟机的最大数

目。 

•以同时运行的任意版本——该配额指的是该项目可以被所有虚拟机所消耗的最大 RAM。 

•AM所有虚拟—— 该配额指的是该项目可以被所有虚拟机所消耗的最大虚拟CPU内核数。 

步骤 5：点击“Creat”，出现编辑用户页面，如图 4 所示： 

 

图 4 编辑用户 

步骤 6：在“Password”和“Password again”中，为用户输入一个新密码。 

步骤 7：在“Email”中，为用户添加一个有效的邮箱地址。 

步骤 8：在“Expires”中，你可以添加一个项目到期的日期或者接受一个永不过期的默认值

“never”，确保“Enabled”复选框已被打钩，使项目启用。 

步骤 9：点击“Save”以保存更改。 

步骤 10：（可选）确认该项目已被添加，单击“Projects”来查看新添加的项目，并单击“Users”

来查看新添加的用户。 

四、管理用户——创建、修改和删除用户 

步骤 1：在用户工作区管理界面的管理模式下，单击“Users”。 

步骤 2：单击“Add”创建一个新用户。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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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创建用户 

步骤 3：在“Username”中，输入新用户的用户名。 

步骤 4：在“Password”和“Password again”中，为用户输入一个新密码。 

步骤 5：在“Email”中，为用户添加一个有效的邮箱地址。 

步骤 6：从“Project”的下拉列表，为用户选择适用的项目。 

步骤 7：从“Role”下拉列表，为用户选择适用的角色。 

步骤 8：在“Expires”中，添加一个项目到期的日期或接受一个永不过期的默认值“never”。 

步骤 9：确保“Enabled”复选框已被打钩，使项目启用。 

步骤 10：单击“Create”。 

步骤 11：(可选)选择“Modify user”修改用户的详细信息，选择“Delete user”删除用户。 

步骤 12：单击“Users”查看新创建的用户。 

五、管理虚拟机的镜像 

步骤1：在用户工作区管理界面的管理模式下，单击“Images”。   

步骤2：单击“Add”创建一个新的镜像。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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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创建虚拟机镜像 

步骤3：从“Sub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适当的新镜像类型。 

步骤4：在“Name/Version”字段中，为镜像输入一个名称或版本号。 

步骤5：在“Image Path/URLt字段中，输入服务器/vm的路径，HTTP，FTP或TFTP URL，或

者选择一个文件上传。 

步骤6：单击“Browse”选择希望从你本机上传的镜像文件。 

步骤7：将“Propertiesr字段置空，因为默认情况下，适当的属性会基于你所选的镜像类型自

动创建。 

步骤8：单击“Create”创建虚拟机镜像。 

步骤9：单击“Images”查看新添加的镜像。 

步骤10：在“Options”中，可以修改虚拟机或者删除虚拟机镜像。 

 

六、管理虚拟机的配置——创建一个虚拟机的配置 

步骤1：在用户工作区管理界面的管理模式下，单击“Flavors”。  

步骤2：单击“Add”创建一个新的配置。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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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创建虚拟机配置 

步骤3：在“Name”字段中，输入配置的名称。 

步骤4：从“RAM”下拉列表，选择配置分配的内存数量。 

步骤5：从“Virtual CPUs”下拉列表中，选择虚拟CPU的数量。 

步骤6：单击“Create”创建虚拟机的配置。   

步骤7：在“Options”中，使用“Delete”选项删除虚拟机的配置。 

七、使用 VM 控制工具 

1、VM控制节点 

 

图8 VM控制节点 

步骤1：删除一个特定的节点:   

a)在适用的项目节点列表中，选择对应的复选框。 

b)单击“Delete”的选项。 

步骤2：删除一个特定的项目的所有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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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适用的项目节点列表中，选择对应的复选框。 

b)单击“Delete Selected”. 

 

2、VM控制网络 

 

图9 VM控制网络 

步骤3：删除一个特定的网络: 

a) 在网络列表中，选择相应的复选框名称。 

b) 单击“Delete”的选项。   

步骤4：为一个特定的项目删除所有网络: 

a) 在网络列表中，选择相应的复选框名称。 

b) 单击“Delete Selected”。 

3、VM控制端口和浮动 IPs 

 

图10 VM控制端口和浮动IPs 

步骤1：删除一个特定端口或浮动IP: 

a) 为适用的项目的端口或浮动IP列表，选中相应的复选框。 

b) 单击“Delete”的选项。   

步骤2：为一个特定的项目删除所有的端口或浮动ip 

a) 为适用的项目的端口或浮动IP列表，选择复选框的名称。 

b) 单击“Delete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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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管理思科建模实验室许可证——注册许可证 

 

图 11 管理思科建模实验室许可证 

步骤 1：打开包含思科建模实验室许可证密钥的电子邮件。 

步骤 2：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后缀名为.lic 的文件。 

步骤 3：在用户工作区管理界面的管理模式下，单击“Licenses”。 

步骤 4：单击“Register Licenses”注册一个有效的许可证。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注册许可证 

步骤 5：将电子邮件里的.lic 文件内容复制到“Licenses”文本区域。 

步骤 6：单击“Register”。 

步骤 7：返回“Licenses”页面查看新添加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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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用户工作区管理界面停止活动会话 

 

图 13 概览页面 

步骤 1：停止一个特定的会话 

        a）在会话中的项目列表，选中相应的复选框。 

        b）单击“Request to stop selected”。出现如图 14 页面： 

 

图 14 停止活动会话 

          c）输入您的登录密码，并单击“Request stop”。 

步骤 2：停止特定项目的所有的会话： 

          a）在会话列表中，选择“Session”复选框。 

          b）单击“Request to stop selected”。出现如图 15 页面： 

 

图 15 停止活动会话 

          c）输入您的登录密码，并单击“Request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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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思科建模实验室客户端使用 

思科建模实验室客户端使用 

一、 登陆过程 

步骤1： 打开浏览器，并打开网页 http://<server-addr>/download 

 

图 1 下载界面 

注意：你必须下载和你的 JAVA 完全匹配的可运行文件(.exe 文件)。例如，如果

你正在运行 JAVA  32 位，为了客户端的正常运行，那么你必须下载 32 位的.exe

文件。相同的，如果你正在运行 JAVA  64 位，那么你必须下载 64 位的.exe 文

件。 

 

步骤2： 单击适合您的操作系统和硬件的文件，开始下载。 

二、 Windows 安装过程 

步骤1： 当合适的.exe 文件下载完成之后，双击该.exe 文件，启动思科建模实验

室客户端的安装； 

步骤2： 在思科建模实验室客户端设置向导中单击 Next； 

步骤3： 查看许可协议并单击同意； 

步骤4： 在选择安装位置的窗口中，单击 Browse 导航到一个新的位置或单击 Next

选择默认的位置； 

步骤5： 在选择开始菜单文件夹窗口中，选择默认设置，然后单击 Next； 

步骤6： 在安装类型窗口中，接受默认值并单击 Install。安装过程开始了； 

步骤7： 当安装完成时，单击 Finish，思科建模实验室客户端打开。 

三、 Mac OS X 的安装过程 

步骤 1：打开下载的.dmg 的包； 

步骤 2：（可选）将<rcp-xxx>文件夹重命名为思科建模实验室； 

步骤 3：点击思科建模实验室文件夹，拖拽到应用程序文件夹； 

步骤 4：（可选）拖动应用程序的 CML.app 按钮到思科建模实验室桌面文件夹； 

步骤 5：双击 CML.app 按钮打开思科建模实验室客户端； 

步骤 6：查看许可协议,然后单击同意。思科建模实验室客户端打开。 

四、 创建一个 Web 服务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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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File > Preferences > Web Services 

OS X 下：选择 Cisco Modeling Labs > Preferences > Web Services； 

步骤2： 点击添加新配置文件按钮打开 Web 服务配置文件对话框,如图 2 所示； 

 

图 2 Web 服务配置文件对话框 

步骤3： 在配置文件名称字段中,输入文件名称； 

步骤4： 更新与思科建模实验室服务器的 IP 地址连接的基本 URI 字段，格式为：

http://<服务器地址>:8080,(例如,http://10.10.10.10:8080)； 

步骤5： 点击确定； 

步骤6： 使用系统管理员提供的凭证，登录到思科建模实验室客户端。确保每个

文件下面的单词 Compatible (为绿色),表明 Web 服务是正确配置, 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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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建 web 服务环境 

 

步骤7： 点击“Apply”，然后点击“OK”，保存这个改变。 

 

 

 

检验思科实验室模型安装 

 

步骤1： 步骤 1：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从思科建模实验 1.0 客户菜单栏，File > 

New >Topology Project； 

在 OS X 操作系统下：从思科建模实验 1.0 客户菜单栏，File > New > 

Project； 

步骤2：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输入项目名字进入拓扑，并且点击“OK”； 

在 OS X 下：Topology > Topology Project，然后选择下一步。输入项目名

称，并且点击“OK”； 

步骤3：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选择 Projects >Topology ，然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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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New >Topology新建一个简单拓扑来验证客户端是否已经安装成功； 

在 OS X 操作系统下：选择 File > New > Other 新建一个简单拓扑验来验

证客户端是否已经安装成功； 

步骤4：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输入拓扑名称如（new.virl），然后点击“Finish”； 

在 OS X:操作系统下：Topology > Topology 然后点击下一步。选择上级

文件夹并输入拓扑名称如（new.virl），然后点击“Finish”； 

步骤5： 选择 Palette>Nodes，然后点击 IOSv，为这个拓扑新建一个思科 IOSv 设

备； 

步骤6： 选择 Palette>Tools 然后点击 Connect 在两个设备之间连线； 

A)在画布上单击一个源设备，然后在画布上点击一个目标设备；并在这

两者之间创建一个链接； 

B)连接画布上剩下的设备。 

当完成连接时,应该出现下图所示。 

 

      

图 4 四个节点连接 

步骤7： 从工具栏点击“Save”按钮保存这个拓扑； 

步骤8： 从工具栏点击“Launch Simulation”按钮运行，在 Simulations 视图中，

将看到该节点状态[ACTIVE]，这表示节点正在运行，并可以被使用。 

步骤9： 右键单击相应的节点并选择 Telnet >to its Console port，如图 5 所示。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102 
 

 

图 5 登陆控制端口 

步骤10：  (可选)停止仿真，在 Simulations 视图中，右键单击设备名称并选择

“Stop simulation”，如下列图所示。 

 

 

图 6 停止设备 

 

步骤11： (可选) 删除示例拓扑：在 Projects 视图中（如图 7 所示），选择拓扑

文件，并点击工具栏中的 Delete 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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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Projects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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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培养成效 

4-1 学生竞赛获奖列表 

竞赛 奖项 获奖者 

H3C 杯 2014 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大赛本科

组决赛 

三等奖 刘昌信 

蓝桥杯 2014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全国总决赛 

二等奖 蒋暕青 

蓝桥杯 2014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浙江赛区 

一等奖 蒋暕青 

思科亚太区 2013 年度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

大赛 

二等奖 任彬、林敬安、叶冬冬 

思科亚太区 2012 年 NetRiders 网络技术大赛 一等奖 张建、王正中 

思科网院杯 2012 年度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

大赛 

一等奖 张建、苏杰、王家乐 

思科网院杯 2011 年度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

大赛 

一等奖 徐明明、肖俊 

思科网院杯 2011 年度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

大赛 

一等奖 陈信泽、丁毅、郭龙 

思科网院杯 2010 年度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

大赛 

三等奖 朱海欢、钱旭北、施宗举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 三等奖 徐明明 

浙江省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 二等奖 徐明明 

浙江省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 三等奖 王越加 

浙江省电子商务竞赛 二等奖 侯婷婷 

2009 年正保教育杯第五届全国 ITAT 教育工

程就业技能大赛 

三等奖 肖俊 

浙江省第七届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ACM) 三等奖 浦徐涛 

全国软件开发人才与设计大赛浙江赛区 三等奖 浦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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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思科亚太区网络技术大赛冠军（1 次） 

 

09 网工张建(左)和王正中(右) 

 

思科亚太区 2012 年 NetRiders 网络技术大赛冠军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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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思科网院杯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大赛冠军（4 次）与

亚军（1 次） 

4.1.2.1 思科网院杯 2014 年度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大赛 

 

11 网工林伟(左)、项克佩(中)、邓熊(右) 

4.1.2.2 思科网院杯 2012 年度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大赛 

 

09 网工苏杰(左二)、张建(左三)、王家乐(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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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思科网院杯 2011 年度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大赛(并列冠军) 

 

08 网工徐明明(左一)、陈新泽(左二)、肖俊(右三)、丁毅(右二)、郭龙

(右一) 

4.1.2.4 思科网院杯 2013 年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大赛亚军 

 

10 网工叶冬冬(左一)、林敬安(左二)、任彬(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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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H3C 杯全国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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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生职业工程师认证 

08 吕诚 CCIE(Voice)证书 

 

 

09 网工戴宁祥 CCIE(SP)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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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网工王正中 CCIE(SP)证书 

 

09 网工戚继立 CCIE(Security)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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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网工苏下幸 CCNP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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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网工学生 CCNA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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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网工学生 SCPT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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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部分毕业生就业列表 

单位名称 单位简况 就业学生名单 

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4 年，公司为运营商、企业和行业客户提

供端到端的信息通信解决方案和高质量的服务，其产品覆盖有线和无线方

案、光接入方案、端到端 LTE方案、光网络、IP网络、网络核心及应用、网

络管理及服务等诸多领域。今天，上海贝尔已成为集研发、产业化供应链和

信息技术服务中心于一体的阿尔卡特朗讯在全球的旗舰。 

公司网址：http://www.alcatel-sbell.com.cn/ 

叶剑斌 

百度 

百度，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最大的中文网站。2000年 1月创立于北京

中关村。 

公司网址：http://home.baidu.com/ 

任彬、姚成才、杨勇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集团，是一家由中国人创建的国际化的互联网公司；经营多元化的

互联网业务，致力为全球所有人创造便捷的交易渠道；自成立以来，集团建

立了领先的消费者电子商务、网上支付、B2B网上交易市场及云计算业务。 

公司网址：http://www.alibaba.com/ 

王正中 

上海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华讯网络通过领先的融合系统、虚拟化和软件定义技术，结合信息安全、协

作通信、IT服务管理等领域的专业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新一代

IT基础架构解决方案。公司拥有多年的系统集成和专业服务行业经验，在金

融、电信、制造、能源、交通、物流、媒体、卫生、政府及军队等领域具备

广泛的客户基础，业务和服务网络遍及整个中国大陆、香港及北美地区，自

2000 年成立以来公司业务始终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公司拥有领先的专业技

戴宁祥、戚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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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权威的资质认证。公司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在北京、广州、成都、武汉、

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 

公司网址：http://www.eccom.com.cn/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瑞斯康达公司成立于 1999年，专注于为国内外电信运营商及行业专网客户

提供接入层网络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2009 年公司销售额即突破 10亿元大

关，在中国光传输与网络接入设备最具竞争力企业 10强第 4名。 

公司网址：http://www.raisecom.com.cn/ 

刘斌、苏下幸、包蕤、朱永

赞、徐洁、邱灵青、沈悦 

UT斯达康通讯有限公司 

UT斯达康公司是专门从事现代通信领域前沿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的

国际化高科技通信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以 IP为基础的端到端网络解决方案

和服务供应商。 

公司网址：http://www.utstar.com.cn 

徐玲玲 

艾诺威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艾诺威科技致力于开发以无线网络为核心的无线通信技术、设备和系统软

件，并积极协作无线网络实际应用系统和其他相关先进技术的研发。现在艾

诺威科技的无线网络产品广销欧美市场. 已经拥有了数百家满意的客户。其

性能和质量深得用户好评。 

公司网址：http://www.aerohive.com/ 

陈筱丹 

北京联信永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月，是国内领先的 IT 服

务提供商，其业务涵盖行业应用软件开发、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和专业技术

服务三大领域，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股票简称“联信永益”，股

票代码：002373。 

公司网址：http://www.surekam.com/index.php 

王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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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网通信息港有限公司 

华数网通信息港有限公司，是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旗下通信产业板块的推

进主体，是致力于推动打造有线、无线宽带城域网协同发展的城市信息化主

平台。 

公司网址：http://www.hzcnc.net 

刘晶晶 

杭州盈高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盈高科技有限公司（INFOGO TECHNOLOGY CO.,LTD）是业内领先的专业

从事网络准入控制 NAC产品研发、销售和服务的信息安全厂商。公司总部设

在杭州，下设杭州、长沙两大研发中心，并在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湖

南、江苏、江西、湖北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王越加 

印孚瑟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Infosys 公司是世界 500强企业之一，主要业务是向全球客户提供咨询与软

件等 IT服务，总部位于印度信息技术中心—班加罗尔市，在全球拥有雇员

超过 100，000 名，分布于 27个国家， 56个主要城市。 

公司网址：http://www.infosys.com/pages/index.aspx 

李春龙、李国良、谢丽娟 

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快威科技是国内一流的综合性 IT信息服务提供商，以其自身强大的信息技

术服务能力为政府、电力、金融、交通、运营商等多行业提供全方位 IT信

息应用及协同服务，是市民一卡通、数字城管、云服务、无边界网络、数据

整合等领域的佼佼者，同时与世界一流 IT 厂商建立了长期友好的战略合作

关系，是 cisco TOP3金牌合作伙伴、IBM TOP5 business partner。

http://www.qware.com/ 

郭龙、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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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海蓝帆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东海蓝帆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石化镇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现更

名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计算机中心整体改制后与

中国东海商业软件有限公司合资于 2006年 8月成立的高科技公司。公司系

宁波市软件协会理事长单位、宁波市龙头软件企业和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

荣获 2007年 “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 AA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中小企

业资信 AAA等级”、“浙江省版权保护示范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文明单位”等数十项荣誉。 

徐明明 

上海诺维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诺维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企事业单位信息化建设、智能

化系统开发及软硬件系统集成的沪上知名高科技技术企业。 

公司专注于网络视频应用、企事业信息化应用，在全国有 8个分公司和办事

处机构，并且拥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及培训中心。 

http://www.novida.cn/index.php 

陈麓雷 

深圳市深信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深信服科技公司提供各种基于应用层的网络安全与网络优化产品，其上

网行为管理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40%，蝉联市场第一位。员工人数 1100人，客

户数量 18,000家，已申请发明专利超过 60项。 

公司网址：http://www.sangfor.com.cn 

肖俊 

浙江华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华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是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浙江

省电信实业集团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以通信产品培训为

主营业务，企业的宗旨是为中国培养通信网络规划、建设、运维、通信管理

等全方位的通信人才。 

赵金朋、丁毅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通信电力工

程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通信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通信电力工程总公

司）（CPC）组建于 1974年，负责中国石油通信干线网的网络运维管理，建

设与管理经营着以石油卫星通信网为主体，直接连接各油田及有关石油单位

地面通信网的综合通信网，行使着对石油通信系统资源进行规划、计划，对

业务和技术进行管理的双重职能，同时也是全国唯一集强弱电为一体的工程

谭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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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属中国石油、石化行业中唯一一家从事通信、电力和自动化工程施工

的专业化工程公司，具有国家通信设计乙级、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和对外经

营权的国有企业。 

湖州市财政局  此略 杨文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 
  陈信泽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公

司 
  蒋程媚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公

司 
  夏倩倩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

行 
  卓朝龙 

温州市邮政局   张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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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部分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能力的评价 

4-4-1 瑞斯康达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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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UT 斯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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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杭州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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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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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百度(B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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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上海华迅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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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浙江云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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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业建设支撑 

5-1 专业建设 

5-1-1 国家“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网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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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网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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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浙江省“十二五”优势建设专业（网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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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精品课程 

5-2-1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计算机网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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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浙江省精品课程（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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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温州市精品课程（路由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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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温州大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无线与移动

网技术） 

5.2.4.1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 

 

 

 

温大行政〔2012〕140号 

 

 

关于公布温州大学 2012 年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 

根据《温州大学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暨特色本科建设的意见》（温大行政〔2012〕32号）以及 2012

年学校课程建设工作安排，经过专家评审、学校公示，确定顾任飞主

持的《鞋靴工艺学》等 11门课程为温州大学 2012年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建设项目；林俐主持的《国际结算》等 42门课程由原精品课程升

级改造为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项目；李建华主持的《企业管理

（企业文化方向）》等 11门课程为温州大学 2012年品牌通识课程建

设项目；刘洋主持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生创业》等 10门课程为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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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学 2012年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项目。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布。 

表一 温州大学 2012年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项目评审结果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课程 

负责人 
职  称 成   员 学   院 

1 鞋靴工艺学 顾任飞 讲  师 
李运河、胡毓娥、祝忠良、

鲍铭莹、阳自杰 
美术与设计学院 

2 植物生理学 陶月良 副教授 
陈  勇、胡仁勇、丁炳扬、 

阎秀峰、敖成齐 
生环学院 

3 数学模型与实验 王玮明 教  授 
高利新、洪振杰、陈文海、

黄忠裕、连新泽 
数学学院 

4 发动机原理及汽车理论 张  毅 讲  师 
龙江启、储  军、胡大志、

周斯加 
机电学院 

5 人力资源管理 余向前 副教授 
夏曾玉、倪  婧、陈  雅、

罗建利、毛华配、金海峰 
商学院 

6 服饰品设计 金晨怡 副教授 

陈  旭、陈  莹、潘赛瑶、

李运河、张  东、周  琦、

徐  超 

美术与设计学院 

7 环境管理学 王  奇 副教授 
崔灵周、陈华林、王传花、

钭晓东、吴玉将 
生环学院 

8 土木工程施工 孙富学 副教授 
石海均、阮长锋、赵  明、

杨昭宇、胡保永 
建工学院 

9 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 林  川 副教授 
施晓秋、金可仲、张纯容、

黄  辉 
物电学院 

10 基础物理实验 杨光参 教  授 

郑亦庄、柯见洪、金清理、

黄晓虹、蔡建秋、罗海军、

张  栋、黄运米、钟建平、

冉诗勇、邢祥军、尉鹏飞、

朱海永、王艳伟、王振国、

颜利芬 

物电学院 

11 国际金融 蒲祖河 教  授 

彭  华、朱  贺、钱  翀、

潘益兴、汪占熬、马晓瑜、

黄晓芯、陈祖新、金影苏 

城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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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原精品课程升级改造为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项目名单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原课程级别 立项时间（年） 学   院 

1 国际结算 林  俐 省级精品课程 2010 商学院 

2 中小企业创业实务 刘  洋 省级精品课程 2010 创业学院、商学院 

3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钭晓东 市级精品课程 2009 法政学院 

4 民法 方益权 省级精品课程 2010 法政学院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任映红 省级精品课程 2009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现代教育技术 胡来林 省级精品课程 2007 教师教育学院 

7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 李 伟 省级精品课程 2003 教师教育学院 

8 教育技术学导论 王佑镁 省级精品课程 2008 教师教育学院 

9 教学系统设计 张新立 省级精品课程 2004 教师教育学院 

10 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 郑晓丽 市级精品课程 2010 教师教育学院 

11 田径运动 蔡忠建 省级精品课程 2005 体育学院 

12 运动训练学 袁建国 省级精品课程 2006 体育学院 

13 古代汉语 刘传鸿 省级精品课程 2004 人文学院 

14 中国现代史 刘建国 优秀校级精品课程 2006 人文学院 

15 中学语文教学法 彭小明 优秀校级精品课程 2007 人文学院 

16 公文写作 魏成春 优秀校级精品课程 2005 人文学院 

17 文学理论 叶世祥 省级精品课程 2008 人文学院 

18 英语教学法 罗晓杰 市级精品课程 2010 外语学院 

19 女装结构设计 陈明艳 市级精品课程 2010 美术与设计学院 

20 鞋靴结构设计 李运河 国家级精品课程 2010 美术与设计学院 

21 服装立体裁剪 魏  静 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9 美术与设计学院 

22 高等代数 陈希镇 省级精品课程 2004 数学学院 

23 统计学概论 陈希镇 省级精品课程 2007 数学学院 

24 中学数学教材教法 方均斌 市级精品课程 2010 数学学院 

25 电磁学 李土本 省级精品课程 2006 物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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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计算机网络 施晓秋 省级精品课程 2009 物电学院 

27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王  咏 优秀校级精品课程 2005 物电学院 

28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吴桂初 省级精品课程 2007 物电学院 

29 路由与交换技术 张纯容 市级精品课程 2010 物电学院 

30 物理化学 胡新根 省级精品课程 2008 化材学院 

31 无机化学 马剑华 优秀校级精品课程 2007 化材学院 

32 有机化学 吴华悦 省级精品课程 2003 化材学院 

33 化工原理 赵亚娟 市级精品课程 2009 化材学院 

34 细胞生物学 陈  勇 优秀校级精品课程 2007 生环学院 

35 环境微生物学 董新姣 省级精品课程 2009 生环学院 

36 动物学实验 应雪萍 省级精品课程 2010 生环学院 

37 动物学 应雪萍 市级精品课程 2008 生环学院 

38 基础工业工程 周宏明 市级精品课程 2010 机电学院 

39 地基处理 余  闯 省级精品课程 2010 建工学院 

40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指导 胡伟国 省级精品课程 2010 就业处 

41 数学建模与实验 徐  徐 市级精品课程 2010 瓯江学院 

42 信号与系统 李方洲 省级精品课程 2010 瓯江学院 

 

表三 温州大学 2012年品牌通识课程建设项目评审结果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负责人 职  称 成  员 学   院 

1 
企业管理（企业文

化方向） 
公共选修课 李建华 教  授 

刘  霞、刘藏岩、 

余向前、夏曾玉 
商学院 

2 健美操 公共基础课 赵海波 副教授 

陈  翔、常  颖、张 娜、 

矫镇红、张  昕、郑 霞、

童丽平、张秀华 

体育学院 

3 国际商务英语沟通 公共基础课 黄苗苗 讲  师 罗添娴、朱晓申、汲寿荣 外语学院 

4 
Flash商业广告与

大学生创业 
公共选修课 赖文华 讲  师 

胡来林、张新立、刘根萍、

赵颖、方建文 

教师教育学

院 

5 演讲与口才 公共选修课 魏成春 教  授 陈建光、骆锤炼 人文学院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145 
 

6 瑜伽 公共基础课 童丽平 教  授 赵海波 体育学院 

7 美国社会与文化 公共基础课 纪翠萍 讲  师 
朱晓申、曲文燕、周小琴、

万晓影、薛丽芳、黄卫峰 
外语学院 

8 
温州模式与温州企

业家精神 
公共选修课 刘  洋 副教授 

钟卫东、施永川、龚军姣、

来新安、陈赞安 

创业学院、

商学院 

9 实用翻译 公共基础课 朱晓红 讲  师 
毛继光、朱晓申、曲文燕、

李雪燕、张  娟、谭乡荣 
外语学院 

10 网球 公共基础课 叶建强 副教授 

李春华、蔡丰海、胡爱武、

杨志敏、陈  军、李  炎、 

胡铸鑫、金川江 

体育学院 

11 
红楼梦人物艺术鉴

赏 
公共选修课 杨小敏 副教授 饶道庆 姚渺波 瓯江学院 

 

表四 温州大学 2012年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项目评审结果 

序号 课程名称 姓  名 职 称 成  员 学  院 

1 企业家精神与大学生创业 刘  洋 副教授 张一力、戴海东、王宗正 商学院、创业学院 

2 社区与家庭教育 周  奇 副教授   教师教育学院 

3 谢灵运与山水诗 洪之渊 副教授   人文学院 

4 民国人物漫谈 王海晨 教  授 刘建国、杨祥银 人文学院 

5 写作教学观念的颠覆与建立 俞  磊 讲  师   人文学院 

6 华夏节日文化 黄  涛 教 授   人文学院 

7 传统民歌与大众生活 王志毅 副教授 李兵 、刘玉亭 音乐学院 

8 鞋履文化与科技 李运河 教  授 顾任飞、祝忠良、鲍铭莹  美术与设计学院 

9 遗传与优生 钱晓薇  教  授   生环学院 

10 
温州民营经济模式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 
常小东 讲  师 董治国、蒋天虹 瓯江学院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主题词：2012年精品课程  评审结果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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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2年 6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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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无线与移动网技术 

 

 

 

 

 

 

温大行政〔2013〕140号 

 

 

关于公布温州大学 2013年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第二批）立项建设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 

按照温州大学 2013年课程建设计划与《温州大学精品课程管理办

法（修订）》(温大行政〔2012〕293 号)，本年度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分两批进行。经课程负责人申报、学院复核、教务处初评、专家网评、

会评，确定法政学院王宗正教授主持的《商法》等 13门课程为温州大

学 2013年第二批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布。请各课

程负责人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实施办

法》及《温州大学精品课程管理办法（修订）》的要求，做好课程建

http://jwc.wzu.edu.cn/authtabs/ShowArticle/Default.aspx?article_id=6921
http://jwc.wzu.edu.cn/authtabs/ShowArticle/Default.aspx?article_id=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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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作，并完成全部课程教学录像等课程资源的建设与共享。 

 

 

温州大学 2013年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第二批)立项建设清单 

序

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负责人 职 称 课程组成员 立项类型 

1 商法 法政学院 王宗正 教 授 邱杓丹、何  平、缪心毫 精品资源共享课(普通) 

2 遗传学 生环学院 钱晓薇 教 授 林国栋、倪小英 精品资源共享课(普通) 

3 中学生物教学论 生环学院 林国栋 副教授 
南旭阳、吴明江、董新姣、

钱晓薇、张庆勉、李先明 
精品资源共享课(普通) 

4 中外优秀广告欣赏 人文学院 徐卫华 副教授 张信国、姜  晨、赵  颖 品牌通识课 

5 动漫设计与大学生创业 
美术与设

计学院 
鲍铭莹 讲  师 

李勋祥、孙秀丽、祝忠良、

黄容海、白延虎、刘春、

阳自杰、 

品牌通识课 

6 教育见习与实习 数学学院 黄忠裕 副教授 

方均斌、应裕林、赵焕光、

黄友初、章勤琼、徐彦辉、

郑银凤、曾小豆 

精品资源共享课（教师教育） 

7 中国古代史 人文学院 蔡瑞霞 副教授 
夏诗荷、王兴文、陈志刚、

蔡克骄 
精品资源共享课（普通） 

8 无线与移动网技术 物电学院 唐震洲 副教授 
唐震洲、施晓秋、张纯容、

刘  军 
精品资源共享课（普通） 

9 可视化程序设计 数学学院 何明昌 副教授 
高利新、王  迪、洪振杰、

张笑钦、林  望 
精品资源共享课（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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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刑法 法政学院 吴之欧 副教授 
胡剑波、谢丽珍、朱永德、

梅文娟 
精品资源共享课（普通） 

11 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 机电学院 付培红 副教授 
陈亚绒、李  沛、周宏明、

周余庆、李峰平 
精品资源共享课（普通） 

12 微观经济学 商学院 国彦兵 副教授 

胡振华、李元华、周建华、

刘藏岩、王芳芳、蒲祖生、

戴菊贵 

精品资源共享课（普通） 

13 运筹学 数学学院 谭金芝 副教授 
高利新、洪振杰、黄忠裕、

连新泽 
精品资源共享课（普通） 

 

 

温 州 大 学 

2013年 9月 16日 

 

 

 

 

 

 

温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年 9月 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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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温州大学精品课程群 

 

 

 

 

行政〔2008〕88号 

 

 

关于公布 2008 年校级课程群建设立项评审结果的 

通    知 

 

各部门，各学院： 

根据《温州大学精品课程群建设管理办法》，经过校教学委员会

评审、公示，确定《机电控制》等 6个课程群为我校 2008年度立项

建设课程群，现将结果予以公布。 

 

 

 

二○○八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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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课程群  立项  结果  通知 

 温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08年 6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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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 2008 年度立项建设课程群名单 
 

序号 学  院 负责人 课程组成员 课程群名称 所含课程 所属专业 

1 机电工程学院 马  光 

周  晨、蒋勇英、罗  胜、 

任  明、申桂英、张  淼、 

郑  文、申允德、薛光明、 

林礼区、彭志辉 

机电控制 

测试技术与信息处理、 

控制工程基础、 

电机与拖动基础、 

机电控制与系统设计、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计算机控制技术 

机械工程及 

自动化 

2 
建筑与土木工程

学院 
杨  柯 

张茂雨、陈联盟、史文海、

孙林柱、阮长锋 

房屋建筑结构

设计 

钢结构设计、 

混凝土结构设计、 

钢结构基本原理、 

砼结构基本原理、 

高层建筑结构、 

建筑结构抗震 

土木工程 

3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施晓秋 

林 川、李怀忠、吴承文、

曾令华、李虎雄、胡明晓、 

邹董董 

网络工程 

计算机网络、 

路由与交换技术、 

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 

网络规划与设计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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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育学院 袁建国 
张文健、樊炳有、楼丽琴、

姜伯乐、龙  军、赵海波 

体育教学理论

与训练 

学校体育学、 

中学体育教学教法、 

体育概论、 

运动训练学、 

运动选材 

体育教育 

5 商学院 林  俐 
陈  婷、孙雷红、马  媛、 

苏锦红、张建民、张  滢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结算、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 

国际经贸函电、 

进出口业务模拟实验 

国际经济与 

贸易 

6 
物理与电子信息

学院 
钱祥忠 

韦文生、施肖菁、李  昌、 

唐震洲 

现代通信原理

与技术 

通信原理、 

通信电子线路、 

光纤通信技术、 

移动通信技术、 

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 

通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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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规划与重点教材 

5-3-1 “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计算机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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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计算机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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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浙江省重点建设教材：《网络工程实践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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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浙江省重点建设教材：《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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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浙江省重点建设教材：《网络互连技术》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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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浙江省重点建设教材：《无线与移动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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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 项） 

5-4-1 2014 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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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2004 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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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外交流与辐射 

6-1 参与“网络工程专业规范”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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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参与教育部计算机类专业教指委“计算机类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研究” 

 

研究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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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计算机类专业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研究组” 

第一次工作会议纪要 

2014年 9月 21日，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

委）、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与高等教育出版社（以下简

称高教社）在北京香山饭店联合召开了“高校计算机类专业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研究组”

第一次工作会议。教指委副主任、研究会理事长蒋宗礼教授，教指委副主任古天龙教授、

秘书长马殿富教授及研究组全体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高教社理工事业部计算机分社张龙分社长主持。蒋宗礼教授分析了目前我

国高校计算机类专业的基本形势及启动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方案研究的必要性，并从项

目研究的基本目标、基本任务、基本要求和基本规划几方面介绍了研究方案的总体概况。

古天龙教授与张燕教授、王万良教授、施晓秋教授分别介绍了软件工程专业、网络工程

专业和物联网工程专业建设的要求、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全体与会人员围绕

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指导意见的研究思路与实施步骤展开了讨论，形成如下共识。 

一、 研究定位及总体目标 

“高校计算机类专业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研究”作为教指委与研究会联合立项的

研究项目。 

项目针对应用技术型高校的软件工程专业、网络工程专业及物联网工程专业，依

据教指委正在制订的《计算机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参照教指委发布的相关《专

业规范》，多校协同展开研究，形成技术特点明显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为相关专业办学及人才培养提供有效建议；建设一批具有

示范性和引领性的，能够反映学科基础以及专业特色、满足职业需求的精品开放课程；

出版一系列集成优质教学资源的新形态教材。 

二、 研究内容及研究成果 

1. 编写《指导意见》 

在明确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包括基础理论要求、专业基础要求、专业要求+职业

要求、实践能力要求）的基础上，研究软件工程专业、物联网工程专业、网络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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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体系和实践体系（包括实验室与实验基地建设等教学设施要求），编写《指导意

见》。 

2. 建设一批精品开放课程 

集成已有的优质资源（包括精品资源共享课、教学成果等），整合学科基础课程，

依托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共享平台及中国高校 MOOC 联盟，建设一批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

的，能够反映学科基础以及专业特色、满足职业需求的精品开放课程。 

3. 出版一系列新形态教材 

将纸质教材与数字化教学资源有机结合，出版一系列教学理念与教材设计一体化、

基本要求与个性化需求一体化、资源共享课建设与教材建设一体化的新形态教材。其中，

核心课程教材主要是整合已有精品教材；软件工程专业、物联网工程专业、网络工程专

业的方向课程教材立足于重构。 

4. 推广应用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将大力开展推广应用工作。其形式可以是《指导意见》的宣讲，

核心课程的交流、培训、导教等。 

三、组织分工 

为了保证该研究顺利进行，成立“高校计算机类专业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研究组”，

研究组成员及分工如下。 

组长：蒋宗礼（北京工业大学） 

副组长：古天龙（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殿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成员： 

耿国华（西北大学）     王万良（浙江工业大学） 

胡学刚（合肥工业大学）    颜晖（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孔令富（燕山大学）     张燕（金陵科技学院） 

施晓秋（温州大学）     张龙（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业研究小组负责人： 

软件工程专业研究小组：古天龙、张燕 

物联网工程专业研究小组：王万良 

网络工程专业研究小组：施晓秋 

联络组（高等教育出版社）：倪文慧、时阳、张海波、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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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度规划 

1. 2014年 9月 21日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北京)，成立研究工作组，交流情况，

就基本问题达成共识，确定初步工作方案及第二次会议议题。 

2. 2014年 11月 2日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长沙)，研究组成员推荐省内骨干学校

参加会议，讨论《指导意见》架构，工作分工。 

3. 2015年 1月，第三次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工作进展及研究中的问题，形成《指

导意见》初稿，规划课程建设教材编写任务分工。 

4. 2015年 7月，第四次工作会议，讨论《指导意见》文本，交流课程建设及教材

编写中的共性问题。 

5. 2015 年底－2016 年初，形成《指导意见》，推出一批课程与教材，开展教师

培训与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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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来访考察的同行专家 

1、2010 年 10 月教育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北京

工业大学蒋宗礼教授（中）来校考察网络工程专业建设。 

 

 

 

 

 
 

 

 

 

 

 

 

 

2、2010 年 10 月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代表＆北京交通大学的查建中教授（右）、

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陈鸣教授（中）参观网络工程校内实践与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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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0 年 12 月教育部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暨首届国家教学名师奖获得者、西安交通

大学冯博琴教授（左二）来校考察网络工程专业建设 

 

 

 

 

 

 

 

 

 

 

 

 

 

 

 

 

 

 

 

 

4、2011 年 8 月清华大学计算机网络技术研究所所长徐明伟教授（中）、国防科技大学网络工程系主

任徐明教授（左）等一行来校考察网络工程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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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1 年 9 月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健教授来校考察网络工程专业建设 

 

 

 

6、2013 年 11 月重庆大学副校长李茂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马殿富、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王志英

参观网络实工程验室 

 

7、2010 年 12 月思科全球副总裁暨网院与合作事务总监 Amy Christen 女士（左）与专业负责人施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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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教授就产学合作培养网络工程师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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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来校参观考察的兄弟院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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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承办全国性计算机教学会议（3 次） 

6-5-1 应用型网络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课题成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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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第五届全国高校计算机网络课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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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2013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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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承担全国性的教师培训（10 期） 

6-6-1 教育部高教司/人事司/网培中心教师培训 

6.6.1.1 2011 年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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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晓秋教授受聘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人事司组织的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之“计算机网络

技术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特聘主讲教授，并为研修班学员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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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2 2013 年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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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教育部计算机专业教指委的教师培训  

6.6.2.1 2010 年“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课程教师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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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1 2011 年“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课程教师基础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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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1 2011 年“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课程教师高级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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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1 2013 年“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课程教师基础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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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思科网院中国理事会的教师培训(4 期) 

培训科目 CCNA 4.0第 1-2学期  

时    间 2009 年 3 月 11 日 

地    点 温州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电话 E-mail 

1 赵振国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zhaozhenguo@neusoft.edu.cn 

2 陈佳 桂林工学院南宁分院  cj@gliten.cn 

3 梁锦叶 桂林工学院南宁分院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系  ljy@gliten.cn 

4 黄晓波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  Tonyscorpio365@hotmail.com 

5 魏鹏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  Weipeng1213@gmail.com 

6 潘梅勇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  pmy@gx165.com 

7 刘东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  Gx7395@126.com(缺身份证复印件) 

8 郑月斋 浙江工业大学浙西分校信电系  Zyz8602@126.com 

9 吴玉林 内蒙古通辽职业学院  Wulin 110a@163.com 

10 戎成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rongcheng@zjvtit.edu.cn 

11 肖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与信息技术学院  xiaoy@wxit.edu.cn 

12 李林静 浙江工业大学浙西分校信电系  xindianxililin@126.com 

13 陈磊 浙江工业大学浙西分校信电系  wzuccie@gmail.com 

14 马兆丰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ZFMA_0715@163.com 

15 吴伟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wuw@wx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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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吕乐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思科网院  lulekok@163.com 

17 金可仲 温州大学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jsj_jkz@wzu.edu.cn 

18 童宝军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tbj81731@126.com 

19 孙秉超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neverdown@163.com 

20 陈军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  Cj9915008@163.com 

21 毕晓东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Xiaodongbih2@163.com 

22 朱锐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与控制技术学院  Zhu_rui@zj.com 

23 蔡向阳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不来 

24 陈斌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Chenbin436@126.com 

25 徐仁安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Xra_xdw@163.com 

26 张伟杰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10035468@qq.com 

27 袁思达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yuansida@gmail.com 

28 杜焕强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Duhq1983@hotmail.com 

29 王延通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wangyantong@hzvtc.net 

30 刘建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Liujian612@yahoo.com.cn 

31 朱墨池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zmoc@163.com 

32 金栋林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jindonglin@hzvtc.net（缺照片） 

33 金慧峰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draco@139.com 

 

培训科目 CCNA Security-201006 

时    间 2010.06.14-2010.06.19 

地    点 温州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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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电话 E-mail 

1 万宇文 江西师范大学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wanyuwen@gmail.com 

2 张永斌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  zhangyb2020@126.com 

3 肖  涛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计算机工程系  xiaotao_mail@163.com 

4 何怀文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计算机工程系  he_huai_wen@hotmail.com 

5 李瑞芳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计算机工程系  lirfang2001@sina.com 

6 吕  滨 黑龙江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lb2816@126.com 

7 黄  伟 江西师范大学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huangwei2008644@163.com 

8 陈  鹏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pengchen@guet.edu.cn 

9 贺立俊 浙江财经学院信息学院  hlj_zufe@yahoo.com.cn 

10 刘  谦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工程系  23410545@qq.com 

11 徐  均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工程系  8909626@qq.com 

12 陈小中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技术系  kjxz@163.com 

 

培训科目 CCNA-IRT-E+D33（ CD） 

时    间 
2 0 1 0 年 1 2 月 19 日至 

2 0 1 0 年 1 2 月 28 日 

地    点 温州大学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电话 E-mail 

1 王亚东 黑龙江工程学院  cyhwyd@126.com 

2 杨泽雪 黑龙江工程学院  yangzexue_0007@163.com 

3 刘长龙 哈尔滨工业大学网络与信息中心  clong_liu@163.com 

4 汤鹏杰 河池学院计信系  tangyu8188417@126.com 

mailto:cyhwyd@126.com
mailto:yangzexue_0007@163.com
mailto:clong_liu@163.com
mailto:tangyu818841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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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曹建文 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cjwczm@163.com 

6 翟广宇 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zhaizzz@sina.com 

7 熊金波 福建师大软件学院  jbxiong@fjnu.edu.cn 

8 徐翔 福建工程学院  lovecat2000@sina.com 

9 龚小红 福建工程学院  gongxh@fjut.edu.cn 

10 姬建新 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技术学院  lenovoit@126.com 

11 张旋 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技术学院  zxolive@sohu.com 

 

培训科目 CCNA Security 201203 

时    间 2012.3.10-2012.3.15 

地    点 温州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5B205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电话 E-mail 

1 郝阜平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fphao@163.com 

2 吴培飞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wupeifei8413@sina.com 

3 张凤生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fengshengzhang@163.com 

4 张齐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13930283983@139.com 

5 詹俊明 河南工业大学国际高等技术学院  397589203@qq.com 

6 蒋建锋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jiang.jf@siso.edu.cn 

7 吕元海 西安邮电学院  lyh@xupt.edu.cn 

8 纪四维 西华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jisiweiok@163.com 

9 李昕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3627826676@139.com 

10 伍玉秀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3977285127@139.com 

mailto:zhaizzz@sina.com
mailto:lovecat2000@sina.com
mailto:gongxh@fjut.edu.cn
mailto:lenovoit@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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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俊婷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233305077@qq.com 

12 陈军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dolphinj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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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全国性教学会议的会议报告（5 次） 

6-7-1 第四届“大学计算机课程报告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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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第六届“大学计算机课程报告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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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第四届“全国计算机网络教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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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第五届“全国计算机网络教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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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第一届“全国高校计算机专业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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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校外使用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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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温州大学实验教学管理相关制度 

温州大学实验室工作委员会章程 

行政〔2010〕27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我校实验室工作保障体系，进一步促进实验室管理工作的

科学化、规范化，提高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水平、实验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更

好地发挥实验室在教学、科研中的作用,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根据教育

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的有关精神，结合我校实际，设立温州大学实

验室工作委员会并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温州大学实验室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是在校长领导下，

负责研究、指导实验室工作的审议、咨询机构。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三条  研究国内外高校实验室工作发展趋势和我校实验室工作发展现

状，总结交流实验室工作经验，促进实验室工作的开展。工作职责包括实验室

规划与建设、实验室规章制度建设、实验人员队伍建设、实验室绩效管理、大

型精密仪器共享平台建设等方面。 

第四条  实验室规划与建设 

1．负责审议学校及学院实验室建设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并对实施工作

进行监督指导。 

2．负责学校实验室、各级各类示范中心、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建设项

目的评审、检查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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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审议学校及学院实验室设置调整方案。 

第五条  负责审议涉及全校性的实验室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并指导各学

院、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管理细则。 

第六条  负责审议实验人员队伍建设规划，并对各学院、有关部门的实验

队伍建设进行指导。 

第七条  负责审议各学院、有关部门的实验室工作绩效，负责实验室评优

工作。 

第八条  负责审议大型精密仪器共享平台建设规划，并对共享平台建设工

作进行监督指导。 

第三章  组织形式 

第九条  委员会一般由以下成员组成：（1）校领导；（2）学院及相关部

门负责人；（3）专家代表。 

第十条  委员会成员应坚持原则、办事公道、作风正派，有较高的学术水

平和丰富的实验室工作经验。 

第十一条  委员会由25-31人组成，其中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若干

名，秘书长1名。主任委员由校长担任或由校长提名，副主任委员由有关分管

校领导担任，秘书长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人担任。委员会成员由学校党

委会讨论决定，校长聘任。 

第十二条  委员会任期三年，成员在任期间退休或离开学校岗位连续一年

以上者，其所在单位可提出增补人员的申请，经学校党委会同意，增补为委员

会成员。 

第四章  工作方式 

第十三条  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全体委员工作会议，通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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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讨论与表决等方式履行委员会工作职责范围内的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参加会议的委员不得少于全体委员的

三分之二。 

第十五条  主任委员可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主任会议，讨论和决定委员会日

常工作。主任会议成员由正、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组成。 

第十六条  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召开，秘书处组织；主任委员因事

不能出席，可委托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 

第十七条  委员会秘书处设在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处理委员会日常

工作。 

第十八条  委员会会议实行保密制度，对于委员在讨论决定重大事宜时发

表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 

第十九条  委员会会议实行回避制度，凡是讨论决定与委员本人或亲属有

关事宜的，该委员应自觉回避。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章程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实验室工作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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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实验教学管理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验教学工作是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科学组

织实验教学，规范实验教学过程，全面提高我校本科实验教学质量，特制订本

规程。 

第二条  实验教学的任务是加强学生实验操作技能的基本训练，使学生了

解科学实验的主要过程与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严谨的科

学态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精神。 

第三条  本规程是我校组织实施实验教学的基本规范，是加强实验室工作、

开展实验教学评估、做好实验教学管理的基本依据。 

第二章  实验教学管理体制 

第四条  实验教学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制。实验教学工作在分管校领导

和各学院分管院长领导下，由实验室主任负责组织进行。 

第五条  教务处负责制定实验教学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并负责组织、协

调、督促、检查全校的实验教学工作。 

第六条  学院分管院长负责制定、编写、审查学院各专业各门课程的实验

教学大纲、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以及教学文件等。组织学院各实验教学环节

的实施，主持学院各门实验课程的教学检查、评估、研究、改革和经验交流，

并负责实验室工作人员业务考核、考评及推优工作。 

第七条  实验室主任根据教学计划审查实验室每学期开课计划、主持实验

室的实验教学工作。组织实验室开展实验教学检查、实验教学质量自评，主持

实验室开展实验教学研究、实验教学改革、实验教学经验和学术交流，开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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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活动和社会服务。组织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学习，制定实验室人员培养、

进修计划。 

第三章  实验课程体系 

第八条   依据学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及现实实验条件，应构建

并完善“课程内实验－独立设课实验”两个模块组成的实验课程体系，可考虑

增加“集中综合性实验”模块。 

1．课程内实验是促进学生深化理论知识、掌握实验基本技能和基本研究方

法的实验教学环节，目的是巩固知识、验证理论、培养动手能力。 

2．独立设课实验是以一门或几门基础或专业课程为基点，融实验理论、实

验知识和实验技能为一体，在强化基本训练的基础上，开出一定比例的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思想、实验方法、实验技能和综合应

用能力。实验超过 30学时的，应独立设课。 

3．集中综合性实验是以系列课程或课群为起点，以综合、设计性实验为主，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自主实验的意识。 

第四章  实验教学文件 

第九条  实验教学计划是规定实验课设置、实验学时分配、实验教学进程

的依据，学院在制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通盘考虑实验课程学时及实验

教学进程，并按国家要求达到一定学时，不得随意压缩实验学时，防止实验课

程阶段上分布不合理的现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实验教学计划有变更的，

须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条  实验教学大纲是面向本科实验教学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是组织实

验教学、规范实验教学过程、检查实验教学质量、指导实验室建设的重要依据。

因此，凡列入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内实验、独立设课实验、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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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均须制定独立的实验教学大纲。各学院应按照国家有关课程教学指导委员

会编写的基本要求，结合各专业实际情况编写大纲，须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论证审核。实验教学大纲一经批准执行，不得随意变动，以保持其严肃性和稳

定性。 

第十一条  每学期的实验教学运行计划表，是落实实验教学计划和教学大

纲的具体体现，是组织检查实验教学和申报实验设备、使用实验消耗材料经费

的重要依据。要切实做好实验教学内容的安排，落实实验项目的运行计划。 

第十二条  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是体现实验教学目的、内容和方法

的重要依据，每一门实验课均应有独立的教材（或指导书）。其中，独立设课实

验应有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课程内实验应有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或自编的实

验指导书，并尽可能使用近三年出版的实验教材（或指导书）。 

第五章  实验教学内容及项目管理 

第十三条  实验教学内容的制定应以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目

的、学科发展为依据。对投资成本高、学生受益面小而又不利于学生动手能力、

综合设计能力培养及对环境污染大的实验内容，不宜作为本科实验教学内容，

可通过仿真、虚拟或微量实验等手段实现。 

第十四条  实验项目是构成实验教学目的、任务、要求的基本单元，学生

实际操作时间不低于 1 学时，能达到预期的学习、训练、演示、验证及研究目

的，能对学生进行考核的实验可作为一个实验项目。 

第十五条  实验项目按形式和内容可分为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设计

性和创新性等类型。 

1．演示性实验：由教师操作，学生观察、验证理论、说明原理和介绍方法。 

2．验证性实验：按照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的要求，由学生操作验证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258 
 

课堂所学的理论，加深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理解、掌握基本的实验知识、

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实验数据处理，撰写规范的实验报告。 

3．综合性实验：学科内一门或多门课程内容的综合或跨学科的综合实验。

运用多方面知识、多种实验方法、按照要求（或自拟实验方案）进行实验，主

要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 

4．设计性实验：由教师选定实验内容（条件成熟时可由学生自定，教师审

核），学生拟定实验方案、实验方法和步骤、选择仪器设备（或自行设计、制作）

并完成实验，同时完成实验报告，主要培养学生组织能力和自主实验的能力。 

5．创新性实验：运用多学科知识、综合多学科内容，结合教师的科研项目，

使学生初步掌握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方法，学会撰写科研报告和有关论证

报告，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学院在加强基本实验训练的同时，要努力更新实验内容，增加综合性、设

计性实验项目，适当减少演示性、验证性实验项目。其中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的课程比例应达到 80%以上。 

第十六条  拟设置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须由实验老师提出书面申

请，经教研室论证，学院审核后方可列入实验教学大纲。 

第十七条  实验项目卡（登记表）是实验教学的基础资料，是实验开出的

基本依据，各学院应按实验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实验项目建立实验项目卡（登记

表）。实验项目卡（登记表）应每学年修订一次，对当年实验课程（含实验项目）

的增减、实验学时的变动、仪器设备的新购及报废、低值易耗品的使用情况等

进行修订。 

第六章  实验教学过程组织与管理 

第十八条  实验教学运行表是规范实验教学秩序的重要依据，各相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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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实验教学任务在每学期开学后 3－4周内排出，实验教学运行表一式两份，

一份交学院留存，一份交实践教学科。实验教学运行表如有变动，由学院办理

调停手续，并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备案。在实验教学检查中如发现不执行实验

教学运行表，而又未履行调停课手续的视为教学事故。 

第十九条  实验室严格按照《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学任务和实验课表规

定的内容、学时、分组人数和时间安排实验，不得随意减少、增加或更改。 

第二十条  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室人员实验课前必须做好实验设备调试、

实验材料等准备工作。 

第二十一条  严格遵守原国家教委颁布的《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切

实保证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实验开出率达 100%，专业课实验开出率达 95%以上。 

第二十二条  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实验要求一人一组进行实验，技术基础

课实验要求二人一组进行实验（个别课程除外），专业课实验原则上要求四人一

组进行，以保证学生实际操作训练任务的完成。 

第二十三条  学生首次上实验课，实验教师必须宣讲《学生实验守则》、《实

验室规则》等有关实验室规章制度。对不按规定操作、损坏仪器设备、丢失工

具者、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对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和实验室规章制度的学生，

实验教师有权责令其停止实验；对造成事故者，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四条  理论课教师原则上应参加本课程实验的指导工作，确因各种

原因不能指导的，须与实验指导教师及时沟通，协调实验课内容、进度、实验

教学方法等问题。 

第二十五条  每一实验项目必须配备实验指导教师，对实验指导教师要求

如下： 

1．根据教学计划，制定实验方案、设计实验方法，负责编写实验大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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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指导书，开展实验教学研究，及时更新实验内容，改革实验方法。 

2．认真备课，首次开设的实验项目，指导教师要进行试做，并做好试做记

录。首次上岗指导实验的教师必须试讲、试做，达到要求后方可上岗指导实验。 

3．严格执行预习制度，检查学生预习情况。预习不合格的学生不准做实验。 

4．在实验过程中，指导教师要认真、耐心、经常巡回检查，及时发现问题

并着重进行启发和引导，不能包办代替；对实验原始数据教师应检查并签字，

防止出现抄袭实验数据的现象。实验结束后指导教师须填写《温州大学实验室

工作日志》，完成实验的学生代表签名。 

5．实验结束后，组织学生整理好仪器设备、做好清洁卫生，同时检查仪器

设备及工具缺损情况，如出现缺损，应及时处理。 

6．认真批改学生的实验报告，指出存在的问题及错误原因，实事求是地评

定成绩，不合格的实验报告要退回重写，对报告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要分析原因，

进行重点讲解。 

第七章  实验教学考核管理 

第二十六条  严格教学实验的考试考核制度。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以考试

为主，可采取笔试、答辩、操作等多种形式进行，其成绩由理论考试、操作考

试和平时成绩（包括预习、实验报告、实验态度）三部分组成，并按一定的比

例折算成实验综合成绩；未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原则上以考核为主，其考核

成绩应按所占课程学分比例计入该课程总成绩，其最低比例不低于 20%，最高

不超过 50%。不能以实验报告代替考核，实验课考试不及格者，必须重修。 

第二十七条  学生上实验课不得无故缺课。经事先批准的因病、因事缺课，

实验室须安排补做；无故缺课的学生必须书面检查，经实验室主任同意后才能

补做实验。擅自缺课累计超过实验总学时的 1/3 及以上者，不能参加该实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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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考试或考核，须重修实验课。 

第二十八条  实验室可依据上述规定并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和各实验课的特

点制定实验教学的具体考核办法。 

第八章  实验教学质量管理 

第二十九条  学校由教务处负责实验教学的日常检查，监督实验教学过程

及质量，并逐步推行实验教学评估制度，对全校的实验教学进行例行检查。学

院应明确一名副院长分管实验教学工作。 

第三十条  学院应在每学期初、期中及期末分别组织一次实验教学检查，

学期初主要检查实验项目准备、课表编排、教学仪器设备完好率、实验教学大

纲、实验教材准备等情况；期中检查包括组织人员参加实验教学听课，抽查实

验教学质量并提出相应整改措施；期末检查主要内容为实验考核情况及本学期

实验教学综合评价。 

第三十一条  注重实验教学方法的改进，突出实验教学“教为主导与学为

主体”的特征，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将 CAD、CAI及电化教学等现代教育技术

和手段引进实验教学，建立实验课程试题库。 

第三十二条  学院及实验室在完成常规实验教学任务外，要积极创造条件

开放实验室，使基础较差或学有余力的学生都能得到进一步提高。要开展各种

知识竞赛和实验技能竞赛，定期开展学生小制作、小发明、小设计竞赛及评选

活动，吸收高年级学生参加实验室建设和参加教师科研工作等。 

第九章    实验教学研究 

第三十三条  实验教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更新实验教学内容，改进实

验教学方法，掌握实验教学规律，总结实验教学经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实

验室应积极地开展本学科的实验教学研究活动，制定实验教学研究计划，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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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实验教学研究讨论会，交流经验，审议研究成果。 

第三十四条  实验教学研究应围绕实验室建设、实验课程设置、实验技术、

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实验教学管理、档案管理、实验室管理等方面进行。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管理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凡过去所发文件与本管理规

程不一致的，以本管理规程为准。 

第三十六条  本管理规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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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实验室(中心)管理办法 

温州大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实验室（中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室（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作为学校实验教学工作

的重要平台，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素质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

充分发挥中心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示范和辐射作用，为进一步提高我校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和管理水平，实现资源共享，推进实验教学改革，提升学

校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心必须努力贯彻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目标，保证学校实验教

学的完成，不断提高实验教学水平，为学校的育人事业服务，为区域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三条 中心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依托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归属所在二级学院管

理。中心独立建制，实行相对独立的实体运作。 

第四条 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中心设主任 1名，由学校任命具有高级职称的教

师担任，全面负责中心的建设、运行与管理。中心设副主任若干名，由主任提

名，下属实验室主任以及其他人员实行聘任制，由学院聘任，报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中心所有仪器设备按照功能放置在各实验室，大型贵重精密仪器和专用

软件由专人负责，实行专管共用，通过网络共享和实验室开放等方式实现资源

共享。 

第三章 任务 

第六条 根据学校教学计划，承担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任务，修订虚假仿真实验课

程大纲，制订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指导书，安排实验指导人员，组织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工作。  

第七条 根据专业发展以及实验教学工作的需要，制订中心发展规划和实验室建

设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八条 做好实验室房产、仪器设备、账、物、卡的日常管理和实验室基本信息

的收集、统计和上报工作。 

第九条 在学校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协调下做好新增仪器设备、实验装具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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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工作。负责实验室仪器设备、教具的管理、维护、计量标定工作，使仪器

设备经常处于完好状态，提高仪器设备利用率。  

第十条 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积极创造条件开放实验室，鼓励、

支持学生开展科研和科技创新活动。 

第十一条 积极吸收现代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新装备，充实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内

容，丰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内涵，提高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水平。 

第十二条 改进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借助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和网络实施教

学，着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

学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第十三条 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

服务，开展新型实验装备和实验技术的研制开发、学术研讨及交流活动。  

第十四条 定期举办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以及实验队伍的建设

等研讨会，群策群力，积极研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发展

的新思路，提高实验队伍整体素质的新举措，积极探索和实践适合自身可持续

发展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加强个性化和特色建设。 

第十五条 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第四章 实验教学 

第十六条 虚伪仿真实验教学是实验教学是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专业培养方案，

中心要积极修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大纲。紧密结合实验教学体系进行虚拟仿真

实验教材建设，不断充实、完善和更新虚拟仿真实验内容，开发虚拟仿真实验

项目，编写相适应的虚拟仿真实验指导书。  

第十七条 逐步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逐步从实验教学中独立出来，独立设置虚拟

仿真实验课程，适当增加虚拟仿真实验学时和学分。 

第十八条 虚拟仿真实验内容要实现由验证型、演示型向设计性和研究性、单一

性向综合性和创新性的转变，开设多层次、多模块和形式多样的虚拟仿真实验

项目，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权。 

第十九条 不断完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过程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实行首开实验的

指导教师试作和试讲制度。要求虚拟仿真实验指导教师和技术人员加强实验指

导，积极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研究，不断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第二十条 积极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动网络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不断提高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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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开发，推进课内实验与课外实验、单独

实验与团队实验相结合的实验教学新模式；逐步实现高危、高耗实验演示型教

学向虚拟仿真式教学转变，提高学生的实验参与度，提升实验教学质量。 

第五章 实验队伍 

第二十二条 中心主任全面负责中心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组织落实中心的各项

任务，是中心各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中心其他各类人员应有明确的岗位职责

及分工细则，专职实验技术人员应建立岗位日志。 

第二十三条 制定详细的实验队伍建设规划，建立一支精简、高效、业务过硬、

服务意识强的虚拟仿真实验技术队伍。通过企业合作、在岗人员再培训等措施

不断提高实验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实验队伍的壮大、稳定和发展，逐步优化

队伍的年龄、学历、职称、学缘等结构。 

 

第二十四条 加强虚拟仿真实验技术人员队伍建设，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实验人员

参与虚拟仿真技术的学习、进修、培训和调研考察。  

第二十五条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实验技术人员工作量计算，参照《温州大学实

验技术人员编制核算实施办法》执行，项目难度系数相应提高。 

第二十六条 鼓励聘请硕士研究生和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协助管理实验室和指

导学生实验，支持掌握虚拟仿真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参与中心建设

和管理工作。 

第六章 实验室管理 

第二十七条 按照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

行学校有关实验室的管理制度。 

第二十八条 全面加快中心管理平台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建设，包括门禁系统、监

控系统、实验物资管理系统、实验教学管理系统、仪器设备管理系统、网上预

约实验系统、远程记录使用系统、实验室安全动态管理系统等等。  

第二十九条 完善中心安全管理制度，实验开展过程中涉及网络、信息和数据安

全的实验项目，有关中心须制订相应安全管理制度报教务处和现代教育技术中

心备案。 

第三十条 完善仪器设备的效益考核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提高中心的仪器设备的

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在经费和政策上倾斜于利用率和产出效益高的实验室和仪

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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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各中心要根据学校有关实验室管理的文件精神，结合本中心实际情

况，制定实验中心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温州大学教务处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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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虚拟仿真实验室校企合作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指导思想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建设应本着“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责任同担、利益共享”的开放态度，从资源共享、人员互补、技术互

惠、需求互通等方面，全面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创新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第二条 目标与任务 

校企合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中心与企事业单位之间在实习实训、人才培养、

企业培训、技术服务、学生就业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整体上提高中心的人才

培养、社会服务、科研工作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实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第三条 合作原则 

中心着力发挥人才资源、技术资源、设施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企业发挥实

践经验、设备技术、资金利用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校企

合作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必需符合中心人才培养以及专业发

展的基本要求。 

第四条 适用范围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中心在人才培养、实验教学、技术服务、岗位培训、文

化建设等环节或领域开展的合作（以下简称校企合作）。 

第二章内容要求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268 
 

第五条 合作形式 

（一）合作培训利用中心现有的虚拟仿真实验环境，通过员工培训，对企业员

工进行高危、极端、复杂模拟环境下的技能培训；通过学生实训，利用企业的

真实生产环境，让学生在真实生产环境中验证虚拟仿真环境下的模拟操作。 

（二）合作生产引进设备（软件）或资金，进行公司实体注册，既可用于实际

生产，增产创收，又可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下实习，如校办企业等。 

（三）合作研发、引进设备（软件）或资金，或无需引进设备，合作研发企业

急需的项目或技术攻关，或帮助一些个人团体进行智力成果转化等。 

第三章 合作管理 

（一）项目审批 

引进校企合作项目时，应与合作单位在较为深入地协商、酝酿基础上，进

行项目论证并向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工作指导委员会提交合作方案以及项目建

议书，由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工作指导委员会进行审批。 

（二）项目论证 

对于涉及中心人、财、物的校企合作项目，由中心牵头，学校相关部门组

织外聘专家对合作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论证合格后上报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

工作指导委员会审查，决定该项目是否立项。 

（三）拟定合作协议书 

对于确定立项的项目，由合作双方充分协商，在中心统一制订的校企合作

协议文本框架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具体条款，形成校企合作协议书初稿，经中

心审查并报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工作指导委员会批准后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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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报备 

校企合作协议及方案签署一周内要将合作协议等书面材料复印件送虚拟仿

真实验室建设工作指导委员会备案，并报送财务处、教务处以及所牵涉学院等

需要协作的有关职能部门。 

（五）项目实施 

每个项目在立项之后，落地之前，参与方均需签订相关的合同、协议等具

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明确参与方的责、权、利分配问题，以保证项目顺利、高

校实施。相关文件要在教务处及时进行存档、报备。 

（六）项目监控 

校企合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工作指导委员会定期或

不定期地监督检查项目的进展情况、履约情况，并做好项目实施的协调工作。 

（七）项目考核 

    校企合作项目将实行年度考核制度。主要从校企合作共建企业团体、实习

实训基地、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师资培养、学术科研、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等方面进行年度考核，并按照协议规定检查履行情况。 

（八）绩效评价 

（1）协议履约情况； 

（2）培训性项目考核； 

（3）研究与技术服务性项目考核； 

（4）生产性项目考核。一票否决：凡合作中出现重大安全事故视为不合格。 

（九）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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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各种档案资料（含图片、音像资料），按项目

整理归档，及时报送产学研合作委员会进行资料的整理和归档。产学研合作委

员会要对立项项目进行逐一追踪，并进行编号，建立电脑档案，及相关的文字

与实物档案。 

第四章奖惩管理 

第六条 奖励措施 

对成功引进合作项目的教职员工以及本校学生，视项目具体情况予以奖励，

具体奖励办法执行规定。 

（一）合作项目的奖励 

（二）项目补贴奖励 

（三）年度奖励 

（四）与个人职称评定及评优挂钩。 

第七条 惩罚措施 

违反下列规定，在校企合作工作过程中给中心造成损失和影响的责任人要

予以处理和惩罚。 

（一）个人擅自以中心名义私下与企业进行合作，造成学生投诉等恶劣影响者，

交学校相关部门处理。 

（二）项目实施过程中，未按协议履行职责或合作内容发生重大变化，并未通

知校企合作部，造成的后果由项目责任人承担。 

（三）合作项目直接责任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学生未进行安全教育，造

成学生人身受到伤害者，应承担主要责任。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271 
 

（四）项目实施中期评估不合格，校企合作部有权责令项目负责人会同相关企

业整改，并暂停项目经费的投入。在规定时间内仍达不到要求的项目将予以取

缔。 

第五章 权资管理 

第八条 资产管理 

校企合作项目实施期间，应明确合同（协议）所涉及的固定资产的权属，

并明列场地、房屋、仪器设备清单。提交相关部门进行备案管理。 

第九条 知识产权管理 

凡校企合作项目在合作过程中获得的以“**中心”为署名单位的产学研成

果（包括论文、专著）等，均纳入学校管理。 

第十条 财务管理 

校企合作项目中的费用支出、收入以及对外服务收入中心的收益部分应按

财务规定执行，不得体外循环或私设小金库。 

第六章附则 

第十一条 中心与国（境）内的事业、社会团体、政府部门等单位的开展的合作

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温州大学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 

为充分发挥实验室的资源优势，促进实验教学改革，逐步形成高素质创新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272 
 

人才培养的新机制，规范有序地做好实验室的开放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实验室开放的原则 

1、实验室是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重要

基地。实验室开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2、实验室开放工作应贯彻“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形式多样、讲究实效”的

原则，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 

（二）实验室开放的形式与条件 

1、实验室开放的具体形式分为学生参与科研型、学生科技活动型、自选实

验课题型、计算机应用技术提高型和人文素质与能力培养型等，采用以学生为

主体、教师加以启发指导的实验教学模式。 

（1）学生参与科研型开放实验：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学生，实验室定期发

布科研项目中的开放研究题目，吸收部分优秀学生早期进入实验室参与科学研

究活动。 

（2）学生科技活动型开放实验：结合数学建模、电子大赛、挑战杯等活动，

学生可在教师指导下，自行拟定科技活动课题，结合实验室的方向和条件，联

系到相应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实验室提供相应的实验条件。 

（3）自选实验课题型开放实验：实验室发布教学计划以外的综合型、设计

型自选实验课题，鼓励学生进行创新设计实验。学生在实验中必须独立完成课

题的方案设计、试验装置安装与调试，完成实验并撰写实验报告。 

（4）计算机应用技术提高型开放实验：针对非计算机和教育技术学专业学

生，利用计算机进行软件开发、课件制作、网页设计、网站建设等，提高计算

机实际应用能力的实验活动。 

（5）人文素质与能力培养型开放实验：结合学生社团或兴趣爱好者协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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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学生在校内各人文素质教育基地自主进行的素质与能力培养的过程，

如摄影基地、陶艺工作室等。 

2、本细则所指的实验室开放，是指对本校学生的开放，应满足以下两个条

件： 

（l）时间的业余性：开放对学生应是业余的、课外的。把课内的实验内容

移到业余时间去做，不列入实验室开放范围。 

（2）内容的提高性：实验的内容必须是教学计划外的，是对教学计划内必

做实验的延续和提高，包括综合性、设计性、障碍性实验和软件开发、课件制

作、网站建设等。开放实验的内容与课内已做的实验内容不能重复。 

（三）实验室开放的组织与实施 

1、实验室开放工作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由教务处协调组织，实践教学科

负责具体实施。学院主管院长直接领导本学院的实验室开放工作，并积极采取

措施鼓励实验室进行多种形式的开放活动，充分发挥学院实验室管理的作用。 

2、学校设立实验室开放专项基金，每学年约 30 万元，主要用于补贴学生

参加开放实验所需材料消耗费和指导教师（含辅助人员）津贴费等，不列支其

他费用。该基金的使用与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3、实验室开放项目的申报每学年进行一次，每个实验室都应根据自身条件

设计一定数量的、切实可行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命题实验，并填写实验室开放

项目申请表格。由各学院组织专家对申报的开放项目进行初审，并将初审结果

汇总报教务处，教务处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开放实验项目将及

时向学生公布。 

4、要求参加开放实验的学生可到开放实验所在学院领取“学生开放实验申

请表”，并与指导教师联系，了解项目的背景和创新点，对感兴趣的项目进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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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指导教师及所在实验室共同做好学生筛选工作，筛选结果由学院汇总后报

教务处备案。被录取参加开放实验的学生，应按规定预先向实验室报名登记，

确定实验时间、地点，并按时参加实验。 

5、学生要求自带实验课题的，可向相关专业指导教师提出申请，经指导教

师同意后，纳入到本学院的实验室开放项目计划。 

6、申请参加开放实验课题的学生原则上应是成绩优良的学生或某一方面有

特长的学生，各学院应予以严格审查。 

7、各实验室应根据参与开放的学生人数和开放实验的内容，安排相关实验

技术人员，做好实验的准备工作。在实验开放过程中，指导教师应注意加强对

学生实验能力、创新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的培养，做好实验室安全和实验开

放情况的记录。 

8、学生做实验前，应阅读与实验内容有关的文献资料，准备好实验实施方

案，做好实验准备工作。 

9、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损坏仪器

设备的须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10、学生在实验项目完成后，应向实验室提交实验报告、论文或实物等实

验结果。指导教师要根据学生提交的实验结果和实验态度等内容及时进行考核，

评定成绩，并整理有关材料上交学院办公室，学院组织专家验收，经教务处审

核后公布结果。 

11、实验室应及时做好总结和交流工作，每年 9 月份将上一学年内开展开

放实验的情况按规定格式写出书面总结，交学院存档，并报教务处备案。 

12、教务处将定期对实验室开放情况进行考核，并作为下次审批实验室开

放经费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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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励与奖励办法 

1、开放实验纳入学生实验教学环节，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实验室开

放活动。学生参加开放实验的成绩经考核合格后取得 1-2 分的公共选修课的学

分。对参加开放实验中表现突出的或完成具有独创性成果的学生，经两位指导

教师考核和推荐，校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专家组认定后，学校给予奖励。 

2、鼓励和支持实验技术人员和教师积极开展开放实验工作。要求实验技术

人员和教师每年都有开放实验的课题供学生选择，并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3、鼓励和支持开放实验产生创新性成果。通过学生开放实验取得成绩的项

目，可以申报各种评奖和参加比赛。 

4、指导教师与实验技术人员工作量酬金从开放实验指导津贴费中列支，不

再享受其它工作量补贴。 

（五）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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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实验技术岗位设置与管理实施细则 

为适应学校人事制度改革，规范实验技术岗位的设置和实验技术人员聘用

工作，根据《温州大学岗位设置实施方案（试行）》(行政〔2011〕79 号)的精

神和要求，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岗位等级、结构比例和数量 

（一）岗位设置 

实验室岗位是指从事实验技术工作，具有相应的实验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工

作岗位。 

在学校正式建制的实验室和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等单位设置实验技术岗位。 

（二）岗位等级 

实验技术岗位分为 11个等级，即专业技术三至十三级岗位：正高级岗位包

括三、四级，副高级岗位包括五、六、七级，中级岗位包括八、九、十级，初

级岗位包括十一、十二级，技术员为十三级。 

（三）总数和结构比例 

实验技术岗位总数为 103。 

结构比例：五、六、七级比例为 1：4：5；八、九、十级控制比例为 3：4：

3；十一、十二级比例为 5：5。 

首次聘用时核定的副高级、中级和初级岗位的比例以现有其他专业技术人

员的实际职务结构比例为依据，现有高级职务已超过控制比例的岗位类别，以

实际比例为准，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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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十一

级 

十二

级 

十三

级 
合计 

岗位数 2 7 9 21 28 21 7 7 1 103 

 

二、岗位职责 

（一）副高级岗位职责 

1．熟悉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实验技术动态，组织和领导本学科的重大实验工

作，解决实验工作中出现的关键性问题。 

2．承担一门以上课程的实验教学，负责指导仪器安装维修，编写实验指导

教材，更新实验内容。 

3．具有实验室建设、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根据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实验室

发展要求确立实验室建设方向，主持制订实验室建设规划。 

4．主持精密仪器和大型设备的可行性论证、配套方案、总体设计、技术管

理系统设计和评审工作,主持精密仪器和大型设备的全面管理和大型开发,指导

并参与高水平实验装置的研制。 

5．组织实验室人员建立技术管理文件，健全仪器设备档案和实验室规章制

度。 

6．指导和培养中初级实验技术人员。 

7．每年至少完成副教授科研工作量的 50%。 

 

（二）中级岗位职责 

1．独立承担本学科实验室的辅导工作，独立处理、解决工作中的技术疑难

问题，设计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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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担或协助一门以上课程的实验教学，协助任课教师完成各项实验教学

研究工作，参与编写实验教材、实验指导、批改实验报告。 

3、做好实验室的仪器保养、维护、故障诊断和排除工作，负责编制操作规

程、药品制备、各类器材配置。 

4．指导和培养初级实验技术人员。 

5．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实验室各项制度。 

6．每年至少完成讲师科研工作量的 50%。 

 

（三）初级岗位职责 

1．掌握实验室有关实验原理和实验技术。 

2．协助任课教师、实验室完成各项实验教学辅助任务，参与编写实验指导、

批改实验报告。 

3．熟悉仪器设备的原理、构造，掌握仪器性能和使用、维护方法。 

4．承担实验室某一方面的管理工作。 

5．承担比较复杂精密仪器设备的技术管理。 

6．每学年至少完成助教科研工作量的 50%。 

 

（四）实验员岗位职责 

1．了解本实验室有关实验原理和技术，在高中级实验人员指导下完成实验

教学的准备和辅助工作。 

2．初步掌握常规的实验工作方法和步骤，承担本实验室的部分仪器设备的

管理工作。 

3．承担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和安全、卫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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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聘用条件 

（一）实验技术五级岗位 

具有高级实验师、副教授或副研究员职称，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报

五级岗位。 

A．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12 年，任期内满足表一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一条或至

少有一年考核优秀或获校级以上先进称号； 

B．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9年，任期内满足表一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两条； 

C．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6年，任期内满足表一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三条； 

D．任期内满足表一优先业绩条件中的一条。 

（二）实验技术六级岗位 

具有高级实验师、副教授或副研究员职称，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报

六级岗位。 

A．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12 年，在相关的专业领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出

色完成本职岗位工作，年度考核为合格； 

B．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9年，任期至少有一年考核优秀或获校级以上先进称

号； 

C．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6年，任期内满足表二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一条； 

D．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3年，任期内满足表二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两条； 

E．任期内满足表二优先业绩条件中的一条。 

（三）实验技术七级岗位 

具有副高级职称。 

（四）实验技术八级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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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实验师职称，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报八级岗位。 

A．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12 年，任期内满足表三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一条或至

少有一年考核优秀或获校级以上先进称号； 

B．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9年，任期内满足表三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两条； 

C．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6年，任期内满足表三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三条； 

D．任期内满足表三优先业绩条件中的一条。 

（五）实验技术九级岗位 

具有实验师职称，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报九级岗位。 

A．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12 年，在相关的专业领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出

色完成本职岗位工作，年度考核为合格； 

B．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9年，任期内至少有一年考核优秀或获校级以上先进

称号； 

C．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6年，任期内满足表四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一条； 

D．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3年，任期内满足表四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两条； 

E．任期内满足表四优先业绩条件中的一条。 

（六）实验技术十级岗位 

具有中级职称。 

（七）实验技术十一级岗位 

具有助理实验师职称，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报十一级岗位。 

A．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12 年，在相关的专业领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出

色完成本职岗位工作，年度考核为合格； 

B．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9年，任期内至少有一年考核优秀或获校级以上先进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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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6年，任期内满足表五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一条； 

D．在现任岗位任职满 3年，任期内满足表五基本业绩条件中的两条； 

E．任期内满足表五优先业绩条件中的一条。 

（八）实验技术十二级岗位 

具有初级职称。 

 

四、聘用程序 

（一）聘用组织 

成立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人事处、教务处、科技处、人文社科处及相

关学院、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实验技术岗位聘用小组，具体聘用工作由设备与实

验室管理处组织。 

（二）聘用程序 

1、公布岗位：公布各级岗位职责、聘用条件、聘期； 

2、个人申请：填写《温州大学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任申报表》，并按要求

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3、资格审查、评议和推荐：学院对实验技术岗位应聘人员提供的资料进行

核实和资格审查，形成推荐意见，报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 

4、拟聘：实验技术岗位聘用小组审核，提出拟聘意见，报学校岗位设置和

聘用委员会； 

5、岗位审定：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委员会审定拟聘人员； 

6、公示：在全校公示拟聘人员； 

7、公布聘用名单，签订聘任合同：各学院根据聘用文件，与受聘人员在自

愿、平等的条件下聘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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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1、聘用条件中有关科研项目、论文、科研奖励级别的认定按照《温州大学

科研奖励实施办法（试行）》（行政〔2007〕17号）和《温州大学科研业绩计分

办法》（行政〔2010〕103号）执行。 

2、聘用条件中有关学生竞赛级别的认定按照《温州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

理办法》（行政〔2010〕149号）执行。 

3、申报名额超过学校控制指标的，以申报者相关科研、教学建设与研究业

绩为重要依据进行遴选，业绩分计算按照学校有关文件执行。 

4、本实施细则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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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实验室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一、实验室主任岗位职责 

1．熟悉本学科的主要发展方向及有关的实验理论、实验技术，有一定的实

验室工作经验，负责组织和领导实验室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实验室建

设及科学管理工作。 

2．主持拟订实验室建设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会同教学、科研负责人研究

教学及科研实验项目，审定或参加编写实验教材、实验教学大纲和实验指导文

件，制定每学期的教学、科研实验工作计划和仪器设备采购计划，并贯彻执行。  

3．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学校的规章制度，拟订实验室有关规章制度的

实施细则，并经常检查执行情况。 

4．主持实验室日常工作，定期召集工作会议、实验教学法研讨会，总结工

作经验，不断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和人员的业务水平。 

5．制定并贯彻各类实验人员的岗位责任制，负责实验人员的聘任、考核(包

括思想作风、工作态度、出勤、业务水平和完成任务情况等)、工作安排、培训

和进修。 

6．组织编报实验室建设专项经费和申报实验室开放、实验技术开发项目，

拟定实验室开放计划，并组织落实，实行资源共享，提高仪器设备利用率。 

7．组织实验室综合效益和大型精密仪器设备使用效益的自评，写出自评报

告，并能够针对评估结果提出整改意见，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实验室综合效益。 

8．负责实验室各项经费的使用安排，抓好实验设备的经济管理和质量管理，

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利用率和综合效益，确定收费标准，报设备与实验室管理

处审定，组织好仪器的定期保养和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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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定期检查教学实验和科研实验的质量和进展情况，提出报告和改进意见。

组织全室人员做好年终总结和评比工作，报学院和学校主管部门。 

10．督促与检查实验室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负责对进入实验室工作的师

生进行安全教育，防止各类事故发生，一旦发生事故应及时处理与报告，对本

实验室安全负有直接责任。 

11．完成院长及校主管部门布置的其他任务。 

实验室副主任协助主任完成上列各项职责或由主任委托分管某几项职责。 

二、实验技术人员岗位职责 

（一）技术员、实验员 

1．熟悉本学科的基本实验理论和实验技能，经指导能完成各项实验准备工

作，积极参与教学、科研实验工作。能编写一般的实验报告或实验资料。 

2．掌握有关药品、器材的规格、性能和必要的绘图、工艺知识，能设计制

作简单的实验装置，正确操作使用有关仪器设备，熟悉其技术性能、操作要领，

并能指导学生正确地进行实验操作。 

3．认真做好实验室日常管理工作（包括仪器设备保管、定期检查及保养等

工作，下同），掌握一定的故障检查及修理技术，做好技术资料积累和整理工作。 

4．参加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工作，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熟悉并严格执行学

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和办事手续。 

5．努力学习业务，结合工作积极参加进修及业余学习，并应取得良好的成

绩。 

    （二）助理工程师、助理实验师 

1．掌握本学科的一般基础理论及实验技术，有一定的实验操作经验及设备

的调试、维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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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学生实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参与实验技术改进，指导优秀生及课外

实验小组活动。 

3．参加科研实验及承担技术测试项目，根据要求设计实验方案，熟练地使

用仪器设备，并能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整理，撰写测试报告。 

4．承担或参与精密贵重仪器及大型设备的技术管理工作(包括定期质量检

验；一般故障检查及排除，组织修理；整理和完善技术文件与使用记录等)。负

责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和各种报表的统计工作。 

5．承担部分实验室建设和技术改造工作，包括实验装置的设计改进和加工

调试工作。 

6．认真做好实验室日常管理工作，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三）工程师、实验师 

1．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及实验技术，有比较丰富的实验经验或

专长，能独立地组织与实施各项实验技术工作。 

2．做好学生实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参与或承担实验课教学工作或指导优秀

生、研究生实验，研究教学方法，提高实验质量。参与编写实验大纲、实验教

材及指导文件。  

3．承担实验室科研、生产技术测试项目，负责拟定实验方案，设计实验装

置，编制加工工艺，编写分析测试报告。 

4．承担仪器设备的技术管理工作(包括定期质量检验；一般故障检查及排

除；整理和完善技术文件等)，并能承担精密贵重仪器及大型设备的选购、验收、

安装、调试、使用与管理工作。 

5．认真做好实验室日常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负责实

验室某一方面的建设和实验装置的研制或改进，并能负责开设有较高水平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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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6．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实验技术交流，及时总结实验教学、科研、科学管理

以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的成果或经验。 

    （四）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 

1．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熟悉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情

况，并经常向实验室介绍、提出实验室建设的方向性意见，不断提高实验室建

设水平。 

2．参与或承担实验课教学工作，主持并开设水平较高的实验课程，承担指

导青年教师、研究生进行专题实验及论文实验的工作。组织编写实验教材及教

学参考资料，不断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3．承担本学科的重大科研项目或具有一定难度的设计、研制项目，并解决

其技术难点；制定开发新的技术措施，组织和指导实验技术人员进行较高水平

的实验技术工作及高水平实验装置的研制。 

4．主持精密贵重仪器及大型设备的验收、功能开发和技术管理工作，能够

对精密贵重仪器及大型设备在验收、安装、调试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

判断，并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法。 

5．认真做好实验室日常管理工作。熟悉有关的信息、资料，能够对实验室

建设和技术改进作出具体规划与有效的可行性论证，或对已有的规划和论证提

出科学的审核意见。 

6．主持和指导实验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和技术考核。 

三、实验室资产管理员岗位职责 

1．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认真负责，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保证实验课的

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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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努力学习和掌握有关知识和业务技术。 

3．管理实验室的物资材料及部分低值器件收支总帐，做到帐、物相符，严

格执行物资入库验收制度；负责办理购入或调入的物资的领发手续以及物资调

拨手续；办理仪器设备的报损、报废、调拨、出借手续；负责追查物资损坏、

丢失的原因，执行赔偿制度。 

4．负责仓库物资的清点、造册及日常工作。 

5．做好物资保管、维护工作。经常保持仪器、仪器室、材料间、实验室的

整洁并定期打扫，重点保证分组实验与演示实验器材的完整配套。对低值、易

耗的材料和易碎品，在保管过程中要避免变质、破损等。 

6．做好物资的发放工作，凭发货单及时发放各实验室所需仪器物品。 

7．定期向实验室主任汇报所管设备的状态和消耗性材料库存情况。 

8．做好仓库的安全维护工作。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做好危险品的分库、分

区存放工作。经常检查仓库的通风、温度、湿度以及药品的变质、腐蚀等情况。

做好消防器材安全设备的维护工作，发现不安全因素及时向上级报告。 

9．爱护国家财产，公私分明，不得把仓库内物品挪为私用或转让他人。包

装材料等废旧物资按有关规定统一处理。 

10．资产管理员的保管室钥匙不得转让他人代管，其他任何人（包括领导

人）也不得另配。有权拒绝不遵守操作规程和不具备使用条件者使用有关仪器

设备。 

11．资产管理员应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若有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者，

轻则批评教育做出书面检查，重则追究经济损失直至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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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实验教学中心学生实验守则 

一、学生必须按时上实验课，迟到 15分钟以上者不能进实验室。该次实验

由本人申请，经实验室主任同意后方可安排其它时间补做。一学期累计三次未

做实验者不能参加该实验课程考试。 

    二、实验前应认真预习，明确实验目的、步骤，初步了解实验所用仪器的

性能及使用方法。准备不合要求者必须重新预习，否则不能做实验。 

三、进实验室必须保持安静，不高声谈笑，不随地吐痰，不乱抛纸屑杂物，

保持室内整洁。 

四、实验时，仪器安装完毕须经指导教师检查后才能进行实验；实验中，

必须如实地记录各种实验数据，积极地分析思考，不得抄袭他人的实验记录。 

五、实验中不准动用与本实验无关的其他仪器设备、器皿等，不得进入与

实验无关的场所。 

六、要注意安全，遵守实验室有关操作规程，节约水、电、材料，遇到事

故应立即切断电源、火源，并向指导教师报告，采取紧急措施。 

七、对实验室的所有仪器、工具必须爱护，如发现仪器设备损坏，要及时

报告，查明原因。凡属违反操作规程导致设备损坏的，要照章赔偿。 

八、实验完毕，须经指导教师检查仪器、工具、器皿及实验记录后，方可

离开实验室。 

九、实验后，要认真按要求写出实验报告，认真分析实验结果，正确处理

实验数据，不得更改原始数据。 

    十、学生要进入开放实验室做自行设计的实验时，应事先和有关实验室联

系，报告自己的实验目的、内容和所需的实验仪器、材料，经同意后，在实验

室安排的时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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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 

为充分发挥实验室的资源优势，促进实验教学改革，逐步形成高素质创新

人才培养的新机制，规范有序地做好实验室的开放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实验室开放的原则 

1、实验室是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重要

基地。实验室开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2、实验室开放工作应贯彻“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形式多样、讲究实效”的

原则，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 

（二）实验室开放的形式与条件 

1、实验室开放的具体形式分为学生参与科研型、学生科技活动型、自选实

验课题型、计算机应用技术提高型和人文素质与能力培养型等，采用以学生为

主体、教师加以启发指导的实验教学模式。 

（1）学生参与科研型开放实验：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学生，实验室定期发

布科研项目中的开放研究题目，吸收部分优秀学生早期进入实验室参与科学研

究活动。 

（2）学生科技活动型开放实验：结合数学建模、电子大赛、挑战杯等活动，

学生可在教师指导下，自行拟定科技活动课题，结合实验室的方向和条件，联

系到相应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实验室提供相应的实验条件。 

（3）自选实验课题型开放实验：实验室发布教学计划以外的综合型、设计

型自选实验课题，鼓励学生进行创新设计实验。学生在实验中必须独立完成课

题的方案设计、试验装置安装与调试，完成实验并撰写实验报告。 

（4）计算机应用技术提高型开放实验：针对非计算机和教育技术学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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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利用计算机进行软件开发、课件制作、网页设计、网站建设等，提高计算

机实际应用能力的实验活动。 

（5）人文素质与能力培养型开放实验：结合学生社团或兴趣爱好者协会的

活动内容，学生在校内各人文素质教育基地自主进行的素质与能力培养的过程，

如摄影基地、陶艺工作室等。 

2、本细则所指的实验室开放，是指对本校学生的开放，应满足以下两个条

件： 

（l）时间的业余性：开放对学生应是业余的、课外的。把课内的实验内容

移到业余时间去做，不列入实验室开放范围。 

（2）内容的提高性：实验的内容必须是教学计划外的，是对教学计划内必

做实验的延续和提高，包括综合性、设计性、障碍性实验和软件开发、课件制

作、网站建设等。开放实验的内容与课内已做的实验内容不能重复。 

（三）实验室开放的组织与实施 

1、实验室开放工作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由教务处协调组织，实践教学科

负责具体实施。学院主管院长直接领导本学院的实验室开放工作，并积极采取

措施鼓励实验室进行多种形式的开放活动，充分发挥学院实验室管理的作用。 

2、学校设立实验室开放专项基金，每学年约 30 万元，主要用于补贴学生

参加开放实验所需材料消耗费和指导教师（含辅助人员）津贴费等，不列支其

他费用。该基金的使用与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3、实验室开放项目的申报每学年进行一次，每个实验室都应根据自身条件

设计一定数量的、切实可行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命题实验，并填写实验室开放

项目申请表格。由各学院组织专家对申报的开放项目进行初审，并将初审结果

汇总报教务处，教务处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开放实验项目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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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向学生公布。 

4、要求参加开放实验的学生可到开放实验所在学院领取“学生开放实验申

请表”，并与指导教师联系，了解项目的背景和创新点，对感兴趣的项目进行申

请。指导教师及所在实验室共同做好学生筛选工作，筛选结果由学院汇总后报

教务处备案。被录取参加开放实验的学生，应按规定预先向实验室报名登记，

确定实验时间、地点，并按时参加实验。 

5、学生要求自带实验课题的，可向相关专业指导教师提出申请，经指导教

师同意后，纳入到本学院的实验室开放项目计划。 

6、申请参加开放实验课题的学生原则上应是成绩优良的学生或某一方面有

特长的学生，各学院应予以严格审查。 

7、各实验室应根据参与开放的学生人数和开放实验的内容，安排相关实验

技术人员，做好实验的准备工作。在实验开放过程中，指导教师应注意加强对

学生实验能力、创新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的培养，做好实验室安全和实验开

放情况的记录。 

8、学生做实验前，应阅读与实验内容有关的文献资料，准备好实验实施方

案，做好实验准备工作。 

9、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损坏仪器

设备的须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10、学生在实验项目完成后，应向实验室提交实验报告、论文或实物等实

验结果。指导教师要根据学生提交的实验结果和实验态度等内容及时进行考核，

评定成绩，并整理有关材料上交学院办公室，学院组织专家验收，经教务处审

核后公布结果。 

11、实验室应及时做好总结和交流工作，每年 9 月份将上一学年内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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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实验的情况按规定格式写出书面总结，交学院存档，并报教务处备案。 

12、教务处将定期对实验室开放情况进行考核，并作为下次审批实验室开

放经费的重要依据。 

（四）鼓励与奖励办法 

1、开放实验纳入学生实验教学环节，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实验室开

放活动。学生参加开放实验的成绩经考核合格后取得 1-2 分的公共选修课的学

分。对参加开放实验中表现突出的或完成具有独创性成果的学生，经两位指导

教师考核和推荐，校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专家组认定后，学校给予奖励。 

2、鼓励和支持实验技术人员和教师积极开展开放实验工作。要求实验技术

人员和教师每年都有开放实验的课题供学生选择，并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3、鼓励和支持开放实验产生创新性成果。通过学生开放实验取得成绩的项

目，可以申报各种评奖和参加比赛。 

4、指导教师与实验技术人员工作量酬金从开放实验指导津贴费中列支，不

再享受其它工作量补贴。 

（五）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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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和加强对仪器设备的管理，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仪器设备

管理办法》、财政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结合我院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指的仪器设备是指用于教学、科研、行政等专用及通用类

的设备， 

第三条仪器设备管理工作在主管院长的领导下实行院二级管理体制。 

第四条各种经费渠道购置或外单位调入、捐赠、自制的使用期限在一年以

上、单价在 800 元以上（含 800 元）的仪器设备及单价在 1 万元以上（含 1 万

元）的软件，均属于本办法的管理范畴。 

第五条资产分管领导主要负责本单位资产管理的协调、申购与处置的审核、

资产清查等工作；资产管理员负责办理本单位仪器设备验收入库手续、资产清

查、调拨、实物建账与账务调整、资产处置的前期工作等。 

第二章仪器设备管理 

第六条仪器设备的申报与审批 

1.各实验中心负责本单位年度仪器设备购置计划的调研、前期论证及申报

等工作。 

2．由分管领导审批。 

第七条仪器设备的购置 

1.学校成立仪器设备采购招投标领导小组，领导仪器设备的采购工作。 

2.凡属财政性经费来源的仪器设备采购，依据《温州大学设备采购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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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执行。 

第八条仪器设备的验收 

1.40 万元以下项目由使用单位组织验收，40 万元以上（含 40 万元）项目

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牵头组织验收。 

2.验收人员对设备的验收应遵守以下程序： 

(1)检查设备的内外包装是否完好，有无破损、变形、碰撞创伤、雨水浸湿

等情况； 

(2)检查设备和附件外表有无残损、锈蚀、碰伤等； 

(3)根据合同清点核对设备、规格、型号、数量、随机文件（合格证、说明

书）、家具的材质及其它具体要求等； 

(4)对设备的运行（使用）状况进行实际检测，核对各项功能及指标是否达

到要求； 

(5)如果发现问题，必须进行详细记录，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并报设备与实验

室管理处； 

(6)数量验收应以合同和装箱单为依据，检查主机、附件的分类和数量，并

逐件清点核对； 

(7)清点时应仔细核查主机和所附配件的型号、编号与装箱单及合同是否一

致； 

(8)检查随机资料是否完备，装箱清单、合格证、产品说明书、操作规程、

保修卡、海关单证等由使用单位自行保管； 

(9)做好验收记录，写明箱号、品名、应到和实到数量，以备必要时向厂家

索赔。 

3.设备的验收期限以及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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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则上一般设备为到位后 15天内，专用设备为到位后 30天内完成验收；

如遇特殊情况需延期，应向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请。 

(2)因不及时验收而引起的纠纷，造成学校损失的，由使用部门承担管理责

任和经济责任，并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第九条仪器设备的账务管理 

1.资产管理员负责全院仪器设备实物账务统一的网络化管理。 

2.负责全院仪器设备系统的网络入库、条码打印等工作；负责将仪器设备

的仪器编号、仪器名称、规格型号、领用人、出厂号、存放地点等信息按规范

要求准确输入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3．设备保管人要及时从设备管理人员处索取条形码并粘贴，做账、物、条

形码的定期核查工作。 

4.资产管理员负责本单位仪器设备明细账的建账及归档工作。 

第十条仪器设备的安全使用与保管 

1.各实验中心应制定仪器设备安全使用与保管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实

行岗位责任制，明确使用人和保管员的责任与义务；负责对大型贵重精密仪器

设备定期进行性能指标测试，准确记录使用、借用、损坏、检查维护等情况，

建立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技术档案，做好维护保养及安全工作，保证仪器

设备的完好率。 

2.应做好公民两用仪器设备的监管工作，严格履行借用手续，做好备案。 

3.仪器设备领用人在办理校内外调动、退休等离岗手续前，必须办理好仪

器设备的移交，并由资产管理员确认后，学院方可盖章。 

第十一条仪器设备维修 

1.仪器设备维修流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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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单位如实填写维修申请表； 

（2）所在实验中心主任签署审查意见； 

（3）设备分管领导理处审查申请材料审批。 

（4）由资产管理员送设备处相关领导审批。 

2.科研经费（含配套经费）、精品课程建设经费等个人专项经费购置的设备

由领用人自行维修。 

第十二条仪器设备的损坏、丢失与赔偿 

1．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处理照学校有关制度执行。 

2．发生仪器设备失窃事故时，保管人必须立即向本单位报告，应协助保卫

处组织有关人员查明情况和原因，明确责任，填写《仪器设备丢失报告表》报

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依据《温州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执

行赔偿。 

3．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丢失或发生其他重大事故时，应及时保护好现场，

并立即报保卫处和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由保卫处立案进行处理，对破坏现场

的要追究责任。 

第十三条仪器设备的报废 

1．设备领用人提出报废申请，实验中心主任审核审批，将报废申请交资产

管理员，产管理员将各部门需要报废的设备进行汇总，报分管领导审核审批，

最后上交设备处。 

2. 报废总额在 1万元以上（含 1万元）申请报废的仪器设备，组织 3人（含）

以上人员组成的小组进行技术鉴定。 

3．申请报废的仪器设备未获设备处批准前，使用单位不得自行拆卸、挪用

或丢弃，获批准后的报废仪器设备由设备处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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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 

行政〔2010〕177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提高学校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以下简称“大型仪器”）的利用

率和投资效益，调动大型仪器所属单位向校内外开放共享的积极性，规范大型

仪器的有偿使用及收费管理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学校鼓励大型仪器在优先保证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积极开

展校内外开放共享工作，充分发挥大型仪器的使用效益。 

第二章 开放共享管理 

第三条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是学校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和有偿使用工作的归

口管理部门，学院和实验室负责本单位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的具体实施工作。 

第四条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建立大型仪器开放共享信息网站，各学院、

实验室负责本单位大型仪器开放共享信息的发布和更新。 

第五条符合国家、省、市各级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网入网条件的学校大

型仪器，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统一组织申请入网，统一管理。 

第六条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在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入库手续，购置单价在人民币 10万元（含）

以上，或单台（件）价格不足 10万元、但属成套购置或需配套使用，总价在人

民币 10万元（含）以上的大型仪器。购置单价在人民币 5万元（含）以上且通

用性强的设备经过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也可列入开放共享。 

2.具有指定的设备开放管理人员和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维护

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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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场地和环境符合环保和安全要求。 

4.设备性能和运行状况良好，能正常工作，在满足本单位教学、科研使用

外能够提供开放共享服务。 

第七条  符合第六条规定的大型仪器均应加入开放共享平台，如确因条件

限制无法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由大型仪器所属实验室提出申请，经学院批准

后提交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 

第三章 大型贵重精密仪器有偿使用 

第八条大型仪器有偿使用的收费标准，凡国家或物价管理部门有统一定价

的，按统一定价收费；没有统一定价的，由大型仪器所在学院按第九条制定收

费标准，经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会同计划财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审核，报校长

办公会议批准或报经政府物价管理部门批准或备案后执行。 

第九条 大型仪器有偿使用的收费标准由设备使用费、耗材费和技术服务费

等部分构成。其中：设备使用费依据所使用设备价值及其折旧年限测算确定；

耗材费根据实验过程中直接消耗的水、电、耗材等一次性消耗费测算确定；技

术服务费根据服务项目的难易程度、技术含量高低和投入的人工数量等具体情

况确定。本校教学科研人员使用大型仪器，一般按收费标准的 50%收取。 

第十条 凡承担学校下达的计划内实验教学任务的，不得收取大型仪器使用

费和技术服务费，耗材费由学院在学校下拨的教学经费中安排支出。 

第十一条  与我校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单位（个人）使用我校的大型仪器，

可在收费标准上给予一定优惠，但须事先报经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同意；

因特殊原因需无偿提供使用的，必须事先报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同意，并

经分管校长批准。 

第十二条  校外单位（个人）使用我校尚未确定收费标准的大型仪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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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仪器所在单位和校外单位（个人）通过协商明确使用内容、使用方式和收

费标准，经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会同计划财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核准后，以学

校名义签署协议（合同）。 

第十三条大型仪器有偿使用费由所在单位根据收费标准、使用协议和实际

使用情况核算确定，并负责通知使用单位（个人）及时到财务处结算交费。 

第十四条大型仪器有偿使用费收入以及上级拨给的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专项补助经费，由学校和所在学院按比例分配使用。其中：收入的 20%由学校

提取；80%划归所在学院，用于大型仪器维修、改造、功能开发、消耗材料费、

水电费、工作人员的劳务费、工作人员培训费等相关支出，其中劳务费支出不

得超过学院收入总额的 40%。 

第四章 开放共享基金和管理 

第十五条为支持、鼓励在教学科研上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大型仪器，学校

按年度拨专款设立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基金，主要用于为本校教师学生开放共享

大型仪器的测试耗材费、维护费及机组人员的劳务费，专款专用。 

第十六条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为开放共享基金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基金

的年度预算、评审、核发和基金使用的管理工作，并负责对大型仪器开放共享

效益的考核。 

第十七条开放共享基金仅限于加入学校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 

第十八条凡学校在编的教学科研人员均可申请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基金，但

不能申请本学科、本学院的大型仪器的开放共享基金；大型仪器机组人员不能

申请自己管理的大型仪器的开放共享基金；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可通过导师申

请开放共享基金。 

第十九条  开放共享基金最高申请额度为 1 万元，基金获得者需自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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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用于补足按校内标准核算的大型仪器实际使用费用。自筹经费不得低于

获批基金额度的 50%。 

第二十条开放共享基金申请人填写《温州大学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开放

共享基金申请书》，学院主管领导签字盖章后交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 

第二十一条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每年二次组织专家对共享基金的申请进行

评审，并提出建议基金额度报分管校长批准。基金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如确有

必要，由基金使用者申请延期，至多延期三个月。 

第二十二条开放共享基金获准者凭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的开放共享基金批

准通知单到财务处建立经费卡，同时领取《温州大学大型贵重精密仪器有偿使

用登记表》。经费卡只限用户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冒用。 

第二十三条开放共享基金使用期满或使用完后，基金使用者要到计划财务

处结算，并向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提交基金使用报告。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根

据开放共享大型仪器的使用登记结算费用，由计划财务处将结算费用转入大型

仪器机组的管理账户。 

第五章 考核与奖惩 

第二十四条考核 

1.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学校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的考核。《温州大学大型

贵重精密仪器有偿使用登记表》可作为对各院大型仪器开放情况进行年度考核

的依据，以及对大型仪器操作人员核算工作量的凭证之一； 

2.大型仪器使用和管理工作情况是核定单位实验技术岗位编制，实验室管

理人员、技术人员年度考核与职务评聘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十五条奖惩 

1.对开放共享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学校给予一定的奖励，并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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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仪器的维修维护、人员培训方面给予优先； 

2.大仪机组人员如拒不承担学校、学院安排的开放共享等任务，年终考核

不得评为优秀，情节严重者，取消学校有关政策中为大型仪器设立的优惠条件

待遇； 

3.因操作人员失职造成测试数据错误，为用户提供虚假检测数据者，给用

户造成不良影响或重大损失者，学校将没收其全部收入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单位

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者将追究其相应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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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低值耐用品管理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低值耐用品是学校国有资产的组成部分。为加强我校低值耐用品的

科学管理，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低值耐用品是指单价 200元（含）以上，仪器设备 800元以下、家

具 500 元以下，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且在使用过程中能保持实物形态的资产。

200元以下的公、民两用物品等由各单位自行建账、管理。 

第三条 低值耐用品管理工作在主管校长的统一领导下实行校、院二级管理

体制。各学院及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图书馆、后勤集团公司实行二级管理，其

他行政部门实行一级管理。 

第四条 低值耐用品专项经费的分配根据使用方向的不同分别由校长办公

室、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部负责实施。 

第二章  低值耐用品的采购、验收和账务管理 

第五条 低值耐用品的采购 

学校划拨的低值耐用品经费属专款专用，只能用于低值耐用品的采购，不

得挪作它用。二级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特点制订切实可行的低值耐用品购置计划，

可自行完成本单位低值耐用品采购，其他行政部门低值耐用品采购统一由国有

资产处组织实施。 

第六条 低值耐用品的验收 

1.二级单位负责低值耐用品的验收工作，并填写《温州大学资产验收单》； 

2.受赠或自制低值耐用品的验收工作参照本条第 1款执行； 

3.科研经费（含配套经费）、精品课程建设经费等其他个人专项经费购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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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值耐用品验收由其所在单位或本人负责，并填写《温州大学资产验收单》。 

第七条 低值耐用品的账务管理 

1.国有资产处负责全校低值耐用品统一的网络化账务管理，总账、明细账

的建账工作，数据维护及安全备份等工作； 

2.国有资产处负责全校低值耐用品系统的网络入库审核、条码打印等工作；

二级单位负责将低值耐用品名称、规格型号、领用人、存放地点、购置时间等

信息按规范要求准确输入低值耐用品管理系统，并自行打印低值品入库单，粘

贴条形码，以及账、物的定期核查工作； 

3.二级单位负责本单位低值耐用品实物明细账（Excel 形式）的建账及归

档工作； 

4.国有资产处与二级单位间应进行定期的低值耐用品对账工作，保证低值

耐用品的账账相符和账物相符。 

第三章  低值耐用品的使用、保管、维修和调拨 

第八条 低值耐用品的使用与保管 

1.二级单位应根据本办法制定低值耐用品使用与保管的规章制度，明确使

用人和保管员的责任与义务；准确记录使用、借用、损坏、检查维护等情况； 

    2.各二级单位应做好低值耐用品的监管工作，严格履行借用手续，做

好备案； 

3.低值耐用品领用人在办理出国、调动、退休等离岗手续前，必须在本单

位办理好低值耐用品的移交手续并由国有资产处确认后，方可离校； 

4.各种科研经费（含配套经费）、精品课程建设经费等其他个人专项经费购

置的低值耐用品由领用人自行保管； 

5.国有资产处对使用单位低值耐用品的使用管理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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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包括：管理规章制度的制订及执行情况、账物核对、条码标签粘贴等。 

第九条 低值耐用品维修 

1.二级单位的低值耐用品维修由本单位自行负责，其他行政部门的低值耐

用品维修报国有资产处统一处理； 

2.科研经费（含配套经费）、精品课程建设经费等个人专项经费购置的低值

耐用品由领用人自行维修，维修经费自理。 

第十条 低值耐用品的调拨 

1.使用单位不得自行调入、调出和互换低值耐用品。确因工作需要须到国

有资产处办理资产调拨手续； 

2.为了充分发挥低值耐用品的使用效益，国有资产处有权在全校范围内调

度低值耐用品，调拨时由使用单位双方资产管理员共同办理资产调拨手续； 

3.如遇单位撤消、并转，要及时做好账实核对，办好交接手续，并将交接

的资产报表报国有资产处备查。 

第四章  低值耐用品的处置 

第十一条 低值耐用品的报废 

 1.低值耐用品超过使用年限、无法正常使用的、无维修价值的，使用单位

可填写《温州大学低值耐用品报废申请单》申请报废，并做网上变动申请； 

2.国有资产处负责对使用单位申请报废的低值耐用品进行网上变动申请复

核、汇总和批复； 

3.申请报废的低值耐用品未获学校批准前，使用单位不得自行拆卸、挪用

或丢弃，获批准后的报废低值耐用品由国有资产处统一处理，处理后的残值上

交学校财务。 

第十二条 低值耐用品的损坏、丢失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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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级单位应根据《温州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行政

〔2008〕111号）制定本单位低值耐用品损坏、丢失与赔偿、安全管理规定；  

2.发生低值耐用品失窃事故时，保管人必须立即向本单位报告，二级单位

应协助保卫处组织有关人员查明情况和原因，明确责任，填写《温州大学低值

品丢失报告表》报处审批，参照《温州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

执行。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由国有资产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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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消耗品管理办法 

为加强我院实验用消耗品的科学管理，提高物品使用效益，根据教育部的

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对实验室消耗品制定管理办法如下。 

一、学院按照“统一管理，适当集中、供管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由

主管院长领导下负责全院教学所需物品的供应工作。 

二、耗材申购：由各实验中心，填写耗材申购单一式两份。由中心主任审

核签字，最后交主管院长审核、签字。一份交采购人员，一份交库房管理人员。 

三、采购员按申请单上填写规格、型号、数量进行采购。 

四、入库管理：采购人员将耗材逐一清点并将采购清单、发票复印件一并

交库房管理人员。库房管理人员将物品分类上架存放，做到存放有序。 

五、出库管理：实验老师填写领用单并签字，有库房管理人员凭单出库。 

六、库房管理人员要做好出入库明细账，严格履行出入库手续。 

七、报销：采购人员凭发票报销，发票必须分管院长和库房管理人员签字。 

 

 

 

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1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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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实验教学实验室绩效考核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教学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推进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

提高实验室效益，优化实验室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共享，结合我校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正式建制中的教学实验室和实验中心，以下均

简称为实验室。 

第三条  实验室绩效考核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重在激励原则；

坚持有利于提升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水平，有利于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有利于促进实验室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 

第四条  实验室绩效考核采用学院自查自评和教务处考核审定相结合的办

法，学院对归属实验室进行自查自评并提交自评报告，教务处进行考核审定。 

二、考核内容和指标体系 

第五条  实验室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实验室管理、实验室任务、实验室成

果、实践基地、突出成绩 5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标观测点。 

第六条  实验室人时数、面积、设备值、开放时数和大型仪器使用机时等

数据，以各学院每年实验室数据报盘的数据和教务处实验室管理信息系统数据

为准。 

第七条  实验室成果主要指实验室承担的实验室建设与研究工作中所取得

的成果，包括实验室建设项目、实验教学改革项目、实验课程建设项目、实验

教材建设项目、以实验室为主要实施单位取得的各类学生竞赛奖励、实验室所

获得的各类建设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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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具体指标设置和考核量化评分细则见《温州大学实验教学实验室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附件 1）。 

三、考核等级评定 

第九条  根据实验室的考核分数进行等级审定，并进行比例控制。考核结

论分为 A、B、C、D四个等级，各等级评价标准要求如下： 

A级（优秀）：实验室在实验室教学、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实验室教学改革

与研究、实验室和大型仪器共享等方面至少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且实验室绩

效考核总分名列前 20%者。 

B级（良好）：实验室在实验室教学、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实验室教学改革

与研究、实验室和大型仪器共享等方面至少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且实验室绩

效考核总分名列前 60%者。 

D级（不合格）：实验室在实验室教学、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实验室教学改

革与研究、实验室和大型仪器共享等方面有一个方面表现明显不足，或有下列

情况之一者： 

（1）出现严重教学或安全责任事故。 

（2）拒不执行整改通知要求。 

（3）无正当理由拒不承担学校、学院（部门）安排的教学科研任务。 

C级（合格）：介于 B级和 D级标准之间，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考核。 

四、考核程序 

第十二条  实验室绩效每学年考核一次，考核结果纳入学院教学工作考核，

另见《温州大学教学工作考核办法》。 

第十三条  实验室绩效考核程序如下： 

每学年开始后一个月内，各实验室填写《温州大学实验室绩效考核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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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对填报内容进行初审，签署审核意见，上报教务处，教务处根据学院考核表

和实验室管理系统中的数据进行评分。 

五、考核结果的使用 

第十四条  考核结论作为学院教学工作考核的一部分，并作为今后对实验

室建设投入、实验室岗位设置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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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实验教学实验室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1 级指标 2 级指标 考核内容 分值 计算方法 

实验室管理 

（50） 

实验室人时数 实验室总人时数 3 

“实验室总人时数=实验室承担实验教学总当量实验人时数”，

以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统计数据为准。以当年最高值为最高分，

其余按比例计算。 

实验室开放 实验室开放工作占实验室所承担总工作量的比重。 5 

“实验室开放率=实验室开放实际接待总当量人时数/实验室总

人时数”，以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统计数据为准。以当年最高值

为最高分，其余按比例计算。 

实验室共享 
实验室接待其他学院、校外单位的实验教学、科研社会

服务等工作占实验室所承担总工作量的比重。 
5 

“实验室共享率=实验室实际接待非本学院总当量实验人时数/

实验室总人时数”，以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统计数据为准。以当

年最高值为最高分，其余按比例计算。  

实验室建设规划

和年度建设计划 
学院组织的建设规划和建设计划专家论证会议。 3 以学院会议记录为准，1 次 1 分。 

实验室设备效率 每万元实验室设备承担实验教学人时数 4 

“实验室设备效率=实验室总人时数/实验教学设备总值（万

元）”，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统计数据为准。以当年最高值为最

高分，其余按比例计算。 

实验室面积效率 单位面积实验场所承担实验教学人时数 4 

“实验室面积效率=实验室总人时数/实验教学场地总面积（平方

米）”，以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统计数据为准。以当年最高值为

最高分，其余按比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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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1 级指标 2 级指标 考核内容 分值 计算方法 

实验室管理 

（50） 

自制实验教学设

备项目 
实验室自行开发研制仪器设备情况。 3 1 项计 1 分，以教务处发文为准。 

制度建设 学院有完善的实验室管理制度。 2 
年新增（修订）学院实验室管理制度 1 个，0.5 分，以学院发文

为准。 

队伍建设 
实验室技术人员承担实验教学和指导工作人时数比

例。 
5 

“比例=（实验室专职人员承担主指导总人时数+实验室专职人员

参与指导总人时数*0.5）/实验室总人时数”，以实验室信息管

理系统统计数据为准。以当年最高值为最高分，其余按比例计算。 

设备维护 设备维护及时、无维护投诉记录。 3 
按没有及时维护事件次数计算。一次减 1 分，按投诉到教务处记

录次数计算，减完为止。 

实验室数据管理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录入比例、录入数据的正确

率计算。 
3 

系统外补交数据 1 条，减 0.1 分；数据错误修改 1 条，减 1 分。

减完为止。以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统计数据为准。 

实验室台帐管理 实验室各类物品领用台账及时、完整。 3 
管理项目没有台帐，1 项减 1 分；台帐不完整、记录不及时、数

据错误 1 项，减 0.5 分。以整改通知为准。减完为止。 

实验室安全环境

卫生管理 
实验室环境整洁，各项安全措施到位。 3 

整改要求“一般（建议整改）”1 项次，减 0.2 分；“严重（立

即整改）”1 项次，减 1 分。以整改通知为准，减完为止。出现

重大安全事故，年度考核为零分。 

实验课教学评价

（学评教） 
学生评教优秀课程率。 4 

“得分=评教 90 分以上实验课程门数/总实验课程门数*4”。教

务处教务系统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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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1 级指标 2 级指标 考核内容 分值 计算方法 

实验室任务 

（20） 

三大任务：实验

教学科研和社会

服务项目 

实验室人员主持或参与实验室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

项目情况。 
15 

“项目得分=项目业绩分*主持参与系数”，实验室得分为项目得

分累加；获批立项进行计分，以发文为准；“主持参与系数=1-

（项目排名-1）/项目人数”，没有参与项目，承担该项目的实

验室或设备管理，系数为 0.1；以当年最高值为最高分，其余按

比例计算。 

大型仪器使用机

时 
教学经费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机时合格率。 5 

“大型仪器使用机时合格率=使用机时达标大型仪器设备仪器台

套数/实验室名下大型仪器设备台套数”，以报盘数据为准。以

当年最高值为最高分，其余按比例计算。 

实验室成果 

（20） 

实验室建设、研

究成果 

由实验室实施完成各级各类实验室建设、研究、科研

成果 
10 

“项目得分=项目业绩分*主持参与系数”，实验室得分为项目得

分累加；项目结题或通过验收进行计分，以发文为准； “主持

参与系数=1-（项目排名-1）/项目人数”。以当年最高值为最高

分，其余按比例计算。 

学生竞赛获奖项

目 

实验室承担或参与实施的各级各类学科竞赛获奖情

况。 
5 

实验室得分为竞赛获奖业绩得分累加，以教务处发布文件为准；

以当年最高值为最高分，其余按比例计算。 

学术、工作交流 
承办高校之间实验室教学科研管理技术等交流会议，

承办省级以上实验教学会议、竞赛等。 
2 

省级会议或竞赛每 1 次为 2 分，其他每次 0.5 分，最高 2 分，以

文件为准。 

实验室获校外支

持建设经费。 

 实验室获各类外来建设经费情况（包括横向和纵

向）。 
3 

“实验室获校外支持建设经费得分=校外建设经费（万元）/100”，

每 100 万元得 1 分。以文件为准。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313 
 

续上表 

 

1 级指标 2 级指标 考核内容 分值 计算方法 

实践基地 

（10） 

实践基地建设 实践基地建设情况 6 
获国家级校外实践基地建设（6 分），省级（3 分），校级（1

分），以文件为准。 

实践基地学生评价 实践基地教学效果 4 

以学生评价为准，学生评价“90 分以上”的人数要超过 80%为优

秀；学生评价“60 分以下”的人数要超过 50%或有严重教学事故

的为不合格，优秀 4 分；合格 1 分。 

突出成绩 

（10） 
加分项 

通过省级（含）以上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校外实践基地验收。 
10 以当年文件为准。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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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实验室基本信息收集整理制度 

根据教育部及学校对实验室基本信息的要求，为规范实验室信息

统计行为，提高信息数据收集质量，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特制定本制度。 

一、基本信息的范围和内容 

1．实验室基本情况 

实验室名称和编号、批准建制文件、面积、检查评比和评估情况。 

2．实验室沿革和主要特色 

实验室历年来在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中取得的成果，目前具有

的水平，编写实验教材的情况及实验教学的改革进程与展望，实验室

的投资与效益等特色及评价。 

3．实验教学基本信息 

实验室任务、实验大纲、实验教学计划和执行情况，以及有关实

验教学的文件资料等。 

4．仪器设备基本信息 

仪器设备和低值耐用品的帐、物文字资料和技术资料，设备配置

清单及状况、更新情况、利用率、完好率、仪器使用维修记录、设备

领用和材料消耗记录，大型设备的使用情况、功能开发及效益。 

5．人员基本情况 

实验室主任和各类人员(包括实验室专、兼职人员)情况、人数统

计、组成、结构及变动情况。 

6．其他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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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各类文件、制度，实验室发展规划、工作计

划及实施情况，实验研究的有关论文、成果鉴定证书，实验室经费的

收支情况，校、院布置的临时性任务完成情况和事故处理材料。 

二、基本信息的收集和整理 

1．基本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是实验室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在实验室工作的专职人员、教师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有责任向

信息管理人员提供有关信息资料。 

2．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及时填写有关各类记录，如：仪器设备帐、

实验教学情况、安全检查等表格，收集有关资料。 

3．做好实验室专职人员工作日志记录，以利于人员考核材料的

积累；认真填写实验室研究活动记录，为基本信息的收集提供更为全

面的原始依据。 

三、基本信息的上报和管理 

1．学校有关实验室基本信息分两级管理，教务处、科研处为学

校的实验室基本信息收集工作的主管部门，各实验室由实验室主任负

责，专人管理。 

2．实验室必须于每学期末对基本信息进行整理统计，及时填写

有关报表，并按时上报。 

3．实验室基本信息收集整理后，按照《温州大学实验室工作档

案管理制度》的要求，分类汇总。 

本制度适用于我校各级各类实验中心、实验室。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

实施。由教务处、科研处负责解释。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316 
 

温州大学实验室工作档案管理制度 

为加强我校实验室建设，规范管理，提高实验室功能和效率，更

好地评估投资效益，特制定本制度。 

一、实验室工作档案内容 

1．实验室概况：学校和业务主管部门下发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的有关文件和资料，实验室建设与发展规划，实验室占用的房间数、

面积及改造等资料。 

2．实验室任务情况：实验教学大纲、实验课程及项目、每学期

实验教学任务及实验开出记录、实验教学课程表及实验项目统计、实

验教学的考核办法及历年试题、实验报告、预习报告等有关记录，承

担的科研和社会服务项目及工作量。 

3．实验室仪器设备、低值耐用品及材料：仪器设备的固定资产

帐、卡、分户统计帐、低值耐用品分户帐、领用单、使用维修记录、

技术资料等，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论证报告、订货合同、安装验收报

告、损坏维修记录、使用记录、说明书等，材料领用记录等。 

4．实验室管理制度和工作记录：实验室人员岗位责任制、分工

细则及管理制度，实验室专职人员工作日志，实验室研究活动记录、

人员考核记录、培训计划及实施情况，实验室工作计划、研究论文、

成果鉴定证书、自制或改造的实验仪器设备装置的验收报告等。 

5．实验室经费使用：实验室年度仪器设备购置、实验材料消耗、

仪器设备维修、条件建设等经费支出情况统计，实验室年度科研项目、

对外培训、测试、技术协作、劳务等收入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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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验室每年上报的各种统计报表。 

二、实验室工作档案管理 

1．教务处、科研处为学校教学、科研实验室工作档案的业务主

管部门，档案管理应在学校档案馆的指导下进行，各单位要有专人负

责此项工作，单位主要领导要认真负责档案管理及监督检查工作。 

2．实验室工作档案，从实验室建立之日起开始建档，并逐年积

累，严加保管。 

3．各单位根据实验室工作档案的内容进行统计整理、编目、立

卷，定期归档。 

4．严格实验室档案借阅手续，实验室主任及具体管理人员工作

变动时，必须及时办理移交手续。 

本制度适用我校各级各类实验中心、实验室。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实

施。由教务处、科研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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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实验课教学质量评分表 

温州大学实验课教学质量评分表（学生用表） 

说明：请你根据你对教师的讲课情况和你自己的学习情况，认真思考后给予客观准确的

评价。（1）请填表人员根据评估内容，在相关栏内打“√” 

   （2）A——好   B——较好    C——一般    D——较差    E——差 

谢谢合作！  

课程名

称 
 任课教师  班 级  

实  验  课  评  价  内  容 权重值 A B C D E 

教学 

态度 

坚守实验工作岗位，按时上课，不随意停

课、缺课、调课 
0.10      

实验(讲稿、资料、器材)准备充分 0.10      

认真批改实验报告，正确评分 0.10      

实验 

指导 

能热情、主动指导学生实验 0.20      

熟练处理实验中出现疑难问题 0.10      

教师示范操作正规、标准，注意对学生良

好实验习惯的培养 
0.10      

教学 

内容 

和 

方法 

实验目的明确，讲解清楚 0.10      

注意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观察能力和分

析能力 
0.10      

教学 

效果 

实验指导的有效性和效果 

学习本课程后有助你实验能力的提高 
0.10      

总体 

评价 

对教师实验教学的总体评价      

对本实验课程的总体评价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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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实验课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专家用表） 

任课教师  课程名称  实验项目  

所在学院  上课班级  

上课时间 
年    月   日 

星期      第    节 
上课地点  

纪律情况 
教师 迟到分钟，早退分钟。 

学生 应到人，准到人，迟到人，早退人。 

评价项目 主 要 观 测 点 权重 优 良 中 差 

实验准备 
实验准备充分，场地整洁，仪器设备完好，够

用，有安全措施。 
0.10     

实验内容 
实验内容符合教学大纲要求，与实验运行表安

排一致。 
0.10     

讲解示范 
实验基本原理、操作规程及教学基本要求阐述

清晰，语言准确、生动，示范熟练、规范。 
0.15     

教学方法 
实验教学方法、实验设计有利于启迪学生创新

思维，培养创新精神。 
0.10     

教学姿态 教态端正，言行文明，师生关系融洽。 0.10     

实验指导 

精心指导，遵守实验规则，培养学生严肃的科

学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严格检查学生的实

验预习报告，做好安全教育。 

0.15     

课堂管理 
学生上课精神和注意力集中，教师对课堂教学

秩序管理有效。 
0.10     

教学效果 
学生操作规范，能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实验内容

和技巧；实验数据记录规范。 
0.20     

教学资料 
教案(或讲稿) （      ）   实验教学大纲 （      ）   实验运行表 （      ）                         

教材或实验指导书（      ）  学生名册（      ） 

评语 

及 

建议 

 

 

 

 

 

 

说明： 

1.本表只是听课的实况记录，作为教师教学情况评价参考，不决定对一门课程的全面评价。 

2.对每一个考察点评价，请在优、良、中、差四等中选择，并在相应位置打“√”。 

评价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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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 

行政〔2011〕236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验室是进行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为确保实验室安全，

防止人员伤亡事故，避免国家财产遭受损失，并优化学校环境，确保

教学、科研的正常进行，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是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归口管理部

门，有权监督检查各实验室的安全工作，并有行使奖励和处罚的职能。 

第三条  各学院行政一把手，是本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

任人，对本学院的实验室安全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四条  各学院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和“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有关安全规定，提出确保实验室

安全的具体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制定事故应急预案。 

第五条  各实验室主任全面负责实验室的安全管理，是各实验室

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实验室房间要指定一名兼职安全员，具

体负责该房间的安全工作。安全员对该房间的安全负查、监督的责任，

有权制止有碍安全的操作，纠正违章行为。 

第六条  所有在实验室工作、学习的人员，要牢固树立“以人为

本”的观念，统一认识，确保人身安全。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遵守

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和救助知识。 

第七条  各实验室应根据各自工作特点，制定安全条例和安全操

作规程等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并张挂在实验室明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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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贯彻执行。 

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检查坚持自查与抽查相结合的原则，

定期（每学期最少进行一次）检查实验室的安全情况，及时排除隐患，

并做好技术安全工作档案。 

第九条  学校与各学院、学院与各实验室、实验室与实验室人员

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切实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位，落实到人。 

 

第二章  安全评估 

第十条  所有实验室都应经过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和保卫处组

织的安全评估。存放高度危险化学品、高度危险气瓶、特种仪器设备、

贵重精密仪器的实验室，可能产生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实验室，

都应作为高危实验室。 

第十一条  高危实验室应有明显的标志，设施要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有操作规程、准入制度和应急预案。 

第十二条  对可能产生触电事故，可能产生易燃、易爆、有毒物

质，使用危险化学品，涉及使用特种设备和精密仪器的实验，在实验

之前都应有安全评估，在实验之前应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三章  安全教育 

第十三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安全知识

教育、安全技能教育以及预防教育等。 

第十四条  实验室安全预防教育的内容，包括防火、防爆、防毒、

防触电、防盗、防泄、防溢水、防环境污染、安全使用各种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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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事故的处理和自救等技能和知识。 

第十五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实

验室安全管理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宣传学校有关的实验室管

理制度；宣传实验室安全方面相关知识，引导师生树立重视安全，积

极排除安全隐患等主动安全的观念；宣传安全逃生自救和正确处理实

验室安全突发事故等相关知识，减少和控制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危害和

影响。 

第十六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形式，可采用讲课、讲座、参观等

培训形式，还可以通过举办消防演练、组织突发事故模拟演练、组织

安全知识竞赛和印制安全手册等方式加强安全教育。 

第十七条  各学院在新生、新教职员工中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

以直观形象的图片、通俗易懂的语言、具体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

向实验人员进行实验安全基本常识、安全原则教育。 

第十八条  首次进入实验室的新生、新研究生、新教职工都必须

接受该实验室相关的安全知识教育。新生、新研究生都要通过学校的

实验室安全知识考试。考试合格后，才可允许进入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第十九条  对特殊仪器设备、特殊安全要求的工种、实验室重点

部位工作和学习的学生和教工要进行重点教育，必要时要执行准入制

度，要通过安全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测试才能获准使用仪器设备或实验

室。 

第二十条  各学院要把安全法律法规、安全知识、安全制度、操

作规程以及实验室事故应急预案等内容列为业务学习的内容之一，纳

入相应的工作计划和教学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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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消防安全 

第二十一条  各实验室必须配备适用足量的消防器材，置于明显、

方便取用之处，并指定专人负责，妥善保管。各种安全设施不准借用

或挪用，要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第二十二条  经常保持实验室设备、设施、室内、室外环境清洁

卫生。设备器材摆放整齐，排列有序，保持走道畅通。严禁走廊堆放

物品阻挡消防安全通道。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应明了消防器材的放置地点，学习

消防知识，熟悉安全措施，熟练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如遇火灾

事故，应及时切断电源，冷静处理。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应有严格的用电管理制度，对进实验室工作

或学习的人员，应经常进行安全用电教育，严禁超负荷用电。 

第二十五条  水、电、气等设施必须按有关规定规范安装，不得

乱拉、乱接临时线路。定期对实验室的电源、水源、火源等方面情况

进行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发现隐患应及时处理。 

第二十六条  无需配备加热设备的实验室严禁使用电加热器具

（包括各种类型的电炉、电取暖器、电水壶、电煲锅、电热杯、热得

快、电熨斗、电吹风等）。 

第二十七条  各实验室要建立安全值班制度。实验室值班人员或

工作人员下班时，必须关闭电源、水源、气源、门窗，剩余的药品要

保管好。当班教师要配合值班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324 
 

第五章  环境安全 

第二十八条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各实验室不得随意排放

废气、废液、废渣和噪声，对三废要妥善处理，对噪声要积极采取措

施，不污染环境。 

第二十九条  各实验室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收集、存放有毒有害废

液、固废及生物样品的管理工作。 

第三十条  新建、改造、扩建实验室时必须将有害物质、有毒气

体的处理列入工程计划一起施工，并坚持竣工合格验收制度。 

第三十一条  对实验动物、植物，要有专人负责，落实实验动植

物管理措施。妥善处理实验动植物的尸体、器官和组织，对实验样品

应集中存放，定期统一销毁，严禁随意丢弃。 

第三十二条  对细菌、病毒疫苗，要有专人负责，建立健全领取、

储存、发放登记制度，领用时必须经实验室负责人批准。对实验剩余

的要立即做好妥善保管、存储处理，并作好详细记录；绝不允许乱扔

乱放、随意倾倒或自行销毁处理。 

第三十三条  细菌处理前应先消毒再集中收集，交由有资质的单

位销毁处理。含有病原体的污水必须经严格消毒、灭菌处理，并符合

国家排放标准才能排放。 

第三十四条  严禁在实验室内大声喧哗、抽烟﹑吃食物和乱丢果

皮，不得随意存放与实验无关的物品，保持实验室卫生整洁。不得带

无关人员进入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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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安全 

第三十五条  使用危险物品的单位要认真贯彻国家《化学危险物

品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和上级

部门的有关规定，建立严格的危险化学物品和放射性物品登记、交接、

检查、出入库、领取清退等管理制度，要建立帐目，帐目要日清月结，

做到帐物相符。 

第三十六条  使用危险物品的单位负责人要负责制定危险物品

安全使用操作规程，明确安全使用注意事项，经常对使用危险物品的

教职员工、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实验人员必须配备防护装备方可参与

有关放射性实验。学生使用危险物品时，教师应详细指导监督，并采

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三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的购置、存放和使用的管理，要严格按

《温州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实施办法》进行管理。 

第三十八条  对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及其它危险化学品，

指定工作责任心强、具备一定保管知识的专人负责管理。对剧毒、放

射性物品严格安全措施，坚持两人管理、两把锁锁门、两人一起领用

制度。 

第三十九条  剧毒品、放射性同位素及强酸等易发生重大伤害事

故的危险化学品，要严防丢失、被盗和其它事故。存放地点，要配备

有防盗报警设施。 

第四十条  对实验室的危险物品要经常检查，及时清理清除，排

除不安全隐患，防止因变质分解造成自燃、爆炸事故的发生。 

第四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的领用，凭危险化学品使用申请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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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单位负责人签字的领料单到危险化学品仓库办理领料手续，并做

好详细的领料和使用记录。  

第四十二条  凡是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实验室，入口

处必须贴放射性危险标志和必要的防护安全连锁、报警装置或者工作

信号。并做好安全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严格遵守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操作规程和使用规定。 

第四十三条  凡是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气瓶和装置的实验

室，入口处必须贴危险警告和必要的报警装置。 

第四十四条  学生在有危险标志和危险警告的实验室进行实验，

必须有专门的实验室人员在场管理。 

 

第七章  压力气瓶安全 

第四十五条  使用压力气瓶的单位要制定压力气瓶使用登记管

理条例，加强压力气瓶使用的安全管理工作，保护广大师生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 

第四十六条  易燃气体气瓶与助燃气体气瓶不得混合放置。易燃

气体及有毒气体气瓶必须安放在室外，并且放在规范的、安全的铁柜

中。各种压力气瓶竖直放置时，应采取防止倾倒措施。 

第四十七条  压力气瓶新入库时，都应有统一标识，标明启用时

间、气体名称、使用年限、危险标志、注意事项和责任人等。严禁使

用超期气瓶，要定期检查，超过检验期的气瓶应及时退库。 

第四十八条  各种压力气瓶应避免曝晒和靠近热源，可燃、易燃

压力气瓶离明火距离不得小于 10 米；严禁敲击和碰撞压力气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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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漆色标志要保持完好，专瓶专用，严禁私自改装它种气体使用。 

第四十九条  压力气瓶使用时要防止气体外泄；瓶内气体不得用

尽，必须留有余压；使用完毕及时关闭总阀门。 

第五十条  经常检查易燃气体管道、接头、开关及器具是否有泄

漏 ，随时排除安全隐患。室内无人时，禁止使用易燃器具。 

 

第八章  仪器设备安全 

第五十一条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应有专人负责保管维护，使仪器

设备保持应有的性能和精度，经常处于完善可用状态，确保仪器设备

安全运行。 

第五十二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必须密切注意学校物业

管理部门停水停电的通知，注意贵重仪器设备的停水停电保护措施，

减小、防止外界影响对仪器设备造成的损失。 

第五十三条  各类仪器设备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上机

前需制定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并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上机时严格按

使用操作规程进行，开机后必须有人值守，用完仪器要认真进行安全

检查。不懂操作规程，不能使用仪器设备。对不遵守者，管理人员有

权拒绝其继续使用。 

第五十四条  对精密贵重仪器和大型设备的图纸、说明书等各种

随机资料，要按规定存放，设专人妥善保管，不得带出或外借。如有

特殊需要须经领导批准，向管理人员办理出借手续，并按时归还。 

第五十五条  贵重仪器设备不准随意拆卸与改装，一些备有安全

装置的仪器设备不得随意拆除其安全装置，确需改装时，先书面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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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领导批准，并报请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办公室备案。 

 

第九章  保密安全 

第五十六条  各实验室应定期清查本室承担的科研项目，会同有

关部门，合理划定密级；按照密级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第五十七条  实验室承担的涉密科研项目的测试数据、分析结论、

阶段成果和各种技术文件，均要按科技档案管理制度进行保管和使用，

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提供资料。如发现泄密事故，应立即采取补救措

施，并对泄密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第五十八条  涉密项目的实验场地，一般不对外开放。确因工作

需要必须安排参观的，必须报学校有关部门批准，并划定参观范围。 

第五十九条  实验涉及经济保密和国防保密的，要按有关部门的

规定执行。 

第六十条  各单位应经常对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定期

对保密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认真检查，杜绝泄密事故。 

 

第十章  事故处理与奖惩 

第六十一条  发生事故时，要积极采取有效应急措施，及时处理，

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发生较大险情，应立即报警。 

第六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实验室和个人，保卫处、实验室管

理部门有权停止其实验和作业，令其限期整改。凡被责令整改的实验

室，要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经各有关部门检查合格后，方可恢复工

作。 



温州大学网络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佐证材料 

329 
 

第六十三条  对玩忽职守，违章操作，忽视安全而造成了被盗、

火灾、中毒、人身重大损伤、污染、精密贵重仪器和大型设备损坏等

重大事故，实验室工作人员要保护好现场，并立即逐级报告院（中心）、

保卫处等有关部门和学校主管领导，不得隐瞒不报或拖延上报。对隐

瞒或歪曲事故真相者，将予从严处理。 

第六十四条  学校有关部门对安全事故应及时查明原因，分清责

任，做出处理意见。对造成严重安全事故的，追究肇事者、主管人员

和主管领导责任；情节严重者，要给予纪律处分，触犯法律的交由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十五条  学生违反本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按《温州大学

学生纪律处分管理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六十六条  对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积极采取措施补救、排除险

情，避免伤亡事故发生或使国家财产免遭重大损失者，对实验室工作

中违规操作事件或现象举报人将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本规定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六十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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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工程型外聘教师管理

办法 

                                         

 

 

行政〔2010〕269 号 

 

 

关于印发《温州大学“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工

程型外聘教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 

    现将《温州大学“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工程型外

聘教师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外聘教师 管理办法 通知 

 温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0年 12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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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工程型外聘教

师管理办法（试行） 

 

为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优质工程人才的需求，有效

利用产业界的优质工程教育资源，服务于我校的工程人才培

养，提升我校的工程教育水平，根据我校实施“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工计划”）对具有工程实践

经验师资的需求，特制定本办法。 

一、聘任类别 

工程型外聘教师的聘请类别分为工程教授、工程讲师。

外聘教师是指来校负责校内实验、工程实训、专题讲座等内

容的教学工作，或在企业学习阶段指导学生工程实践、实习

和毕业设计等工作的非本校在编教师。 

二、聘任条件 

1．具有五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有本科及其以上学历。

其中，工程教授需具有很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工程管理能力

与丰富工程实践经验，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工程讲师

需具有中级职称，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或某方面的工程与技

术特长。 

2．热爱学生，有较强的敬业精神，为人师表，教书育

人。有一定的教学组织能力，能胜任所聘岗位的工作，保证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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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聘请程序 

1．各学院根据人才培养需要，确定外聘教师数量和具

体要求，由试点专业所在学院与企业联系。 

2．企业根据聘任要求，按照聘任条件，提出推荐人选。 

3．试点专业所在学院组织 2 位以上相同或相近学科的

专家对拟聘请者的工程实践经历、工作业绩、教学能力进行

初审，提出聘任意见。 

4．初审合格者填写《温州大学工程型外聘教师申报表》，

并附拟聘教师的个人简历、工作经历、学历证明材料和能反

映其水平的相关材料。 

5．学校与外聘教师签订聘任协议。内容应包含：聘期，

外聘教师承担的工作项目和报酬，双方的责任和权力。 

6．聘任期满后，自动终止聘任。若因工作需要，经双

方协商，报学校审批，可办理续聘手续。   

四、工程型外聘教师职责 

1．主动了解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遵守学校的各项教

学管理规定，接受企业和学校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2．参与学生企业学习阶段培养方案制定，承担本科专

业学生的专业课或工程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任务。 

3．严格执行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认真做好教学、

考核和质量监控等教学环节工作 

4．根据工作需要，参加学院组织的教研活动，共同研

讨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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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型外聘教师的管理与考核 

工程型外聘教师的管理与考核由学院、人事处、教务处

共同组织实施。 

1．外聘教师聘任后，由学院进行日常管理，各学院应

负责外聘教师的教学管理，并建立外聘教师队伍数据库，按

照规范、科学与灵活的原则，切实加强外聘工程实践教师队

伍的建设工作。 

2．外聘教师教学质量的考核和评价由教务处负责。教

务处在聘期内对外聘教师进行教学质量的考核和评价，听取

学生的反馈意见，并及时反馈给学院和教师本人。 

3．外聘教师在任期间，如发现工作态度差、工作时间

不能保证，经指出仍无改进者，用人学院应提出明确的解聘

意见，报教务处审核后，人事处予以及时解聘。 

4．学院建立工程型外聘教师业务档案，档案主要包括：

任职登记表、聘任合同、教学计划、教学总结等材料，并在

学期末报教务处、人事处备案。 

5．为充分调动外聘教师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实践

教学质量，学校每年评选一次优秀工程型外聘教师，由学校

予以表彰与奖励。 

六、工程型外聘教师的待遇 

1．学校与外聘教师签订《温州大学与工程型外聘教师

合同书》，并为外聘教师颁发聘书。 

2．“卓工计划”试点专业工程型外聘教师的课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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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校内教师课酬标准的 150%计算。 

3．“卓工计划”试点专业工程型外聘教师的酬金由用

人学院按学期提出，经教务处审核，由学校在“卓工计划”

专项经费中列支。 

4．未列入“卓工计划”试点专业的工程型外聘教师酬

金标准由用人学院自行制订并支付。 

七、本办法由人事处与教务处共同负责解释，自发文之

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