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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试验设备是开展质量检测的物质基础之一。本文从设

备采购期间的选型论证，到设备使用期间的养护维修两方

面的角度，介绍了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与维护。

2    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的现状
2.1  检测试验设备的特点

2.1.1  科技含量高，结构复杂

随着国家对产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检测技术也

飞速发展，先进的仪器设备不断涌现，老设备不断升级、

换代；同时现代试验技术正在向着多学科交叉渗透、多学

科智能密集型方向发展。许多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是化学、

机械、电子、光学、生物、计算机等多学科智能的集中体

现，如气质联用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

2.1.2  品种多、数量大

如各种超声振荡仪、真空干燥箱、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光学显微镜、天平等。这类仪器单价低、品种多、数

量大，适合基础检测任务，频繁使用导致老化，会给维修

人员带来很大的工作量，难以及时修复，从而影响检测。

专业检测设备和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台数少，但品种多，单

价高，使用者需参加仪器厂商培训及检测操作上岗培训，

发生故障，只依靠本单位内的维修力量难以修复，必须联

系厂家进行处理，这样势必造成维修周期长，维修价格

高，延误检测任务的完成。

2.2  主要存在的问题

2.2.1  设备疏于养护

大多数化学检测设备都属于精密仪器，不但要求试验

操作人员会使用，还要了解仪器的基本原理、使用注意事

项、仪器的存放环境，这样仪器的故障率才会减少[1]。例

如，纺织实验室常见的单纱强力机、做剥离顶破试验使用

的万能材料试验机，机械部分的丝杠需经常上油保养，但

在实际使用中，往往因为使用频率不高，疏于保养，还有

大量使用的光学仪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属于光学精密

仪器，光学镜片定位精准，存放环境要防尘防震防潮，对

环境的要求保持室温15℃~35℃，无直射光，无强烈的震

动或连续不断的微震动，无强磁场，相对湿度40%~80%，

无腐蚀性气体，无引起紫外吸收的有机、无机气体，少灰

尘。如果光学仪器存放在一般实验室，在潮湿的环境下，

镜面受潮而霉变。在有的实验室，存在将光学分析仪器靠

近离心机或振荡器等设备，以便操作人员在离心程序后，

样品即可进行光学分析，但是光学分析仪器长期在高速

运转的仪器旁，镜片可能会被震掉或震碎。在维修过程

中，发现诸如此类问题较多，仪器管理稍不重视，对检

测试验带来较大的影响，加大了维修人员的工作量及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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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经费。

2.2.2  仪器缺维修档案

试验仪器在购置、安装、验收后进行正常使用，都要将相关材料归类进档，建立仪器档

案。档案主要包括合同、使用说明书等技术资料，设备到达相应的院系后即应有相应的仪器使

用记录、保养记录、维修记录。但有时会形成“重购置，轻维修；重使用，轻管理”，对于使

用保养和维修记录不够重视[2]。例如，超声振荡仪器在实验室用得较多，在维修中发现，由于

保养不当，操作者在使用后，未及时擦干溅出的水或化学药物，腐蚀仪器的电路板，从而造成

整个电路板更换，既延长了维修时间，又耽误了使用，增加了费用。很多仪器维修过，因为维

修时间紧，任务又多，往往疏于对维修进行记录，既不利于统计使用率，也不便于新入职的维

修人员故障查询和零部件的更换，影响重复性故障或相关故障的维修效率。

2.2.3  老旧设备不能满足能力验证的要求

CNAS实验室的能力认证计划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的项目，通过实验室间比对检验本单位的

实力，通常情况下，实验室大型仪器因价格昂贵，通常在维护方面是重点对象，故服役期限也

较长，所以存在一个问题，可以满足检验标准对仪器的要求，但是对于能力验证之后的数据，

老旧设备通常会得到离群的不满意结论。

3    原因分析
3.1  使用人员轻视设备保养

在维修设备时，会发现很多故障是人为的原因，人为故障的出现有两个原因:①操作人员

对仪器设备使用规程不熟悉或违反操作规程；②操作者的责任心不强，这两种情况往往后者占

大多数。如在维修恒温恒湿处理箱时发现，有的故障是因为操作者在使用时责任心不强，未细

心观察，加热槽中水没过加热管，就开始加热，导致加热管干烧爆裂或电路烧毁。磁力搅拌器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3.2  建立设备维修档案尤为必要

随着目前检测项目的不断增加，试验设备种类、数量的逐年递增，设备的价值越来越

高，但是由于设备维修人员的数量限于编制或用人成本，并没有增。如何尽快熟悉这些品种繁

多的设备，了解设备原理和操作方法并能快速处理各种故障，是每个设备维修人员的难题。建

立健全设备维修档案，每台设备建档，维修人员根据维修申请的要求，通过档案室资料了解仪

器的情况，及时处理故障并将故障现象原因、处理方法、需要的金额等信息做文字留档。方便

实验室管理员在需要时查阅设备使用情况和维修费用。做好维修记录档案对仪器技术改造及报

废鉴定等可提供参考依据[3]。

3.3  存在不同实验室更新设备的压力

与科研检测单位不同，纯粹的第三方检验实验室，往往没有科研项目的支撑，不能利用

科研经费购买先进的检验仪器，导致大型设备服役期限会较长，但同时，往往有能力的实验

室，更新了更高精度的先进设备，对此进行的能力验证，检验多个实验室试验数据是否离散，

往往在多年前购买的设备由于之前生产工艺与现在的检验不匹配在数据的准确性和精度上，很

容易会偏离平均数据很多[4]。

4    对策与建议
4.1  试验设备采购时进行管理

试验设备的采购是根据试验的需要进行相应的有目的的采购，并不是大手笔地买进一大

堆器材。根据实验室试验的需要，在进行添置基本试验器材的基础上，谨慎选择需要购买的

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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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器材设备的参数。这是在进行选购时的硬指

标——试验设备的技术参数与精度关乎试验的最终结

果。在试验中如果发生了属于试验器材导致的意外，会

造成试验失败。因此，在进行对试验设备的采购时，必

须要求它们在质量上达到国家的相关参数，方可进行下

一步操作。

设备选型时的性能参数确定有如下三方面：

（1）与市场上通用的型号比对选型。通过市场调

研即可获得通用型号的参数是否满足检测需求。

（2）按照检验标准中对仪器的技术参数要求选

型。标准中对仪器性能、精度的要求，是考察采购设备

的重要参数。

（3）与同类质检机构中选购的仪器对比选型。

可咨询具有同类检测项目的同行实验室所采购的

仪器，因为有一段时间的使用经验，更能对仪器的性能

及售后有较全面的了解。此外，还可以咨询计量检定机

构，由于这类单位经常出具校准报告的原因，这类机构

对某类产品的性能能够提供更为精准的数据支持。

选择信誉与质量过硬的厂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双方可以达成长期合作的关系。选择这样的厂家不仅

使产品质量得到保障，在产品出现一些问题时可以自主

找到供应商，双方进行协商，友好解决问题，减少试验

中出现问题的几率。在实验室通用设备，如恒温水浴

锅、天平等仪器，选择过硬的经销商来供应产品，此类

产品由于供应量大，厂家在实验室当地都有经销商负责

供应及售后问题。通过此类渠道，利用经销商的销量，

可以获得更好的价格折扣。此外在售后维修时，较大的

经销商通常在当地有备件库，能够较快地解决仪器故

障。在采购较高价格的仪器时，通常直接与厂家联系购

买，可以省去不必要的中间商环节。对购买昂贵的进口

仪器时，往往科研公益等事业单位具备免税资质，一般

会委托专业的仪器进出口公司办理相关手续，提高办事

效率。

在采购仪器时，还应注意它们的使用年限及注意

事项，做好相应的记录，投入使用前应进行检定或校

准。对于大型试验器材，它们的保养可能会有一些麻

烦，在购入这些仪器设备时，要关注它们的注意事项，

派人进行相应的学习与培训，降低在以后的使用中对它

们的损伤，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有些试验器材是不可

以放在一起的，比如有的器材会带有磁性，而一些测量

用的设备对准确度的要求较高，因此，在摆放器材时要

注意它们之间是否相互影响。对于使用年限，管理者必

须要有明确的记录，这对试验的准确性有重大意义。所

以要对试验器材进行定期检查养护，同时建立使用档

案和手册。

积极利用当地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局颁布的引进

先进设备的政策优惠，对符合资质的科研机构向当地海

关机关进行仪器购置免税申请，降低采购先进进口仪器

的成本。

4.2  合理配置实验室的工艺布局

实验室建设包括检测仪器设备的更新，在设备的

更新换代上，已经得到普遍的重视，在维修过程中发

现在环境和空间使用上的投入也是不容忽视的。夏天

的天气潮湿，仪器易发霉而损坏，尤其是光学仪器在

配置的同时，需放置在恒温恒湿实验室或要购置抽湿

机、空调机等作为基础仪器来降低空气湿度，减少维

修管理成本。另外，在维修时经常发现某实验室堆放

大量的仪器，不重视仪器之间干扰的重要性。另外，

受房屋布局影响，实验室空间分配不合理，有的实验

室空间有限，不得不把某一检测项目的试验仪器和水

池、精密电子仪器放在一个实验室，这样容易导致电

子仪器腐蚀严重。有的实验室原本有下水道管路，较

为潮湿，放置电子天平等试验设备，对天平的精度影

响过大；再如有些实验室将用到的机电设备一字排

开，仪器之间“亲密接触”，未考虑干扰和散热。所

以设备在安置时应综合考虑安置空间，以防设备之间

及环境带来的影响，降低维修成本。

安全、效率、舒适是理想实验室环境的三大要

素，实验室的建设，不仅是单纯的建设实验室与选购

合理的仪器设备，更要考虑到实验室的总体规划，合

理的布局和平面设计，以及供水、供电、通风、安全

措施、物料传递等设备和基本条件。精密仪器可考虑

朝北避阳，并可以节约空调制冷量。精密仪器的安置

应垂直于北侧的窗户，以防产生阴影或目眩；操作台

建于东侧；化学药品宜安放于西侧，避免阳光直晒。

有防震要求的仪器如力学室、天平室、精密仪器室，

一般可以建操作台放置。精密仪器应该减少震动、粉

尘等干扰。化验检测室的布置要便于试验员的操作、

方便快捷地填写原始记录。

4.3  加强操作人员动手能力的培养

仪器设备故障一般有三种原因，操作者误操作、

保管环境不良和仪器产品质量较差，从笔者的经验来

看，实际情况在设备操作中使用者误操作造成的故障

占主要，其余两项为可控因素。所以对操作人员动手

能力的培养是减少仪器故障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

了提高操作者的动手能力，应先由实验室管理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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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供应商的售后工程师或维修管理人员进行操作前的实

操培训。在做试验之前对仪器设备的主要零部件，进行认

真仔细的检查，仔细观察并动手操作仪器设备本身接插件

有没有接插好、松脱、磨损等，清除仪器设备关键零部件

上的污垢、尘埃、腐蚀、漏液等，防止故障产生。其次，

操作者必须掌握仪器随机所带的手册和各种技术资料及数

据的内容，并认真按要求操作一遍。专业工程师对操作者

应进行仪器使用培训，对仪器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注意事

项、仪器的结构组成进行细致讲解，以防止因误操作造成

仪器故障。

4.4  健全仪器设备技术档案

（1）档案的建立及保管

设备管理员应协助资料管理员建立设备档案，在设备

管理员经手的前期购置调研资料、购买合同、设备验收单

以及随机而来的说明书等资料应及时移交档案管理部门，

保证档案内的手续齐全。做好相应的管理与健全分析档

案，才能更好地使用这些设备，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因

此，在每次试验完成后，清洗完试验设备，都要做好相应

的记录。这样的做法不仅是一种对设备的养护，在日后查

找问题出现的原因时也提供了方便。在建立了档案后，需

要管理人员分门别类地进行管理，方便日后进行相关资料

的查找。

（2）档案应具有内容

大型精密仪器的技术档案，内容包括项目论证材料、

说明书、操作步骤、附件仪器日常运转情况等。为了保障

大型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转首先要做好仪器设备的档案管

理。大型仪器在购置、安装、验收后进行正常使用，将相

关材料归类进档，建立仪器档案主要包括技术档案、仪器

使用记录本、维修保养记录等，这是保证仪器高效运转以

及进行技术改造等方面的依据。为了保证仪器处于最佳的

技术状态，每次仪器使用详情也需登记在专用本上，记录

使用人、使用内容、开机机时数、使用运转情况、维护保

养、故障排除情况、损坏及原因等情况，将试验数据保留

存入档案，只有严格地做好档案管理，能保障仪器设备的

完好率，提高使用效益。档案借阅须有文字记录，责任到

人，以免丢失。

（3）设备档案应有维修记录

对每次维护及维修应有文字记录归档，如维护设备

时发现的问题，维修设备时的故障现象，解决思路，及最

后的诊断结论及处理方法。重视对设备电气及机械原理图

纸的学习，对调用频繁的图纸，需覆膜处理，保证其洁净

可看，不被现场维修的油污污染。每台仪器设备还须备有

仪器维修保养记录本和仪器使用记录本，某台仪器何时出

现过什么故障、修理情况，在仪器维修保养记录上做好记

录，为仪器以后的正常运转与日常维护提供详细的档案资

料。

4.5  维修队伍建设

要保证试验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不仅要有足够的

维修经费，还要保证设备维修的及时性，依靠厂商来维

修，又耗钱又费时，因此，本单位应逐步培养自己的维修

队伍，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每年设备主管部门应依据实

际情况，制定全年仪器设备维护计划，这样既节省资金，

又可保证维修的实时性，所以立足本单位，组建精练高效

的维修队伍，是保证仪器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定期对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提高维修技能和管理水

平，通过实践，不断积累维修经验。

4.6  重视耗材和维修备件的采购

购买进口仪器搭配的耗材往往为进口原装耗材，在考

虑到保证试验数据准确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可以尝试使用

国产耗材及备件，降低检测成本。如原子吸收使用的元素

灯，为分析仪器进样使用的热脱附仪中的进样管，当前都

有性能稳定的国产替代耗材，价格比进口耗材要低很多。

对经常用到的维修备件，应有备件，以减少发生问题时再

去购买的时间成本。

对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与维护，不仅可以提高实

验室仪器设备管理标准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实验室设备有

效使用率；还可以加强实验室仪器设备安全管理，对试验

的顺利完成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制定严格的实验室设备仪

器管理与维护的规章制度，对保证试验质量有着重大意

义[5]。全面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操作者的责任

心，健全仪器维修档案，不但解决了对维修要求高、任务

重、时间紧的问题，更为检测试验节约了成本，提高了试

验仪器的使用效率，为建设科学、公正、准确、高效的检

测服务平台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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