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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水平不断优化改革、科研基金不断提升,高校的固定资产也随之丰富、仪器设备
也越来越高端、精密。这不仅在教学上为师生提供了科学技术手段,也大大促进了高校的科研水平与技
术产出。固定资产给教学带来了便利,也给资产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挑战。怎样管理能够让实验室设备得
到充分的利用,使其发挥最大效益,就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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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reform of the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the fixed asse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lso enriched, and th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high-end and sophisticated. This not only provid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eaching, but also greatly promote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and technical output of universities. Fixed assets bring convenience to teaching and also pose new
challenges for asset managers. How to manage to make full use of laboratory equipment and maximize its
benefit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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