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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设〔2020〕2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实验室保障建设项目的通知 

 

全校各有关单位： 

依据《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管理办法》（校设

〔2010〕2号）、《华中科技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规定》（校设

〔2019〕3 号）及《华中科技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保障条件建设

项目管理细则》（实设字〔2017〕4号）、《华中科技大学实验技术

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校设〔2010〕4 号）、《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实

验室运行费管理实施细则》设字〔2013〕20号）、《华中科技大学

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校设〔2016〕13号）等文件规定，

经院（系）申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专家评审并报校领导

批准，2020年支持的校实验室保障建设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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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剖学实验中心标本库改造（二期）”等教学实验室条

件建设项目 30项（详见附件 1）； 

2. “电路综合实验项目的改进研究”等实验技术研究项目

77 项（详见附件 2）； 

3.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等 14个院系实验室技术安全保障

条件建设项目 14项（详见附件 3）； 

4. 校级公共平台（分析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1项（详见附

件 4）； 

5. 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项目 46 项（详见附件 5）； 

6. 大仪开放基金后补助项目 14 项（详见附件 6）； 

 

请有关单位严格按照项目预算及建设内容，精心组织，加快

执行，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 

 

附件: 1. 2020 年教学实验室条件建设项目 

2. 2020 年实验技术研究项目 

3. 2020 年实验室技术安全保障条件建设项目 

4. 2020年校级公共平台建设项目 

5. 2020 年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项目 

6. 2020年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基金后补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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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科技大学 

                                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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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教学实验室条件建设项目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化学与化工学院 基于“六卓越一拔尖”一流本科人才培养的分子科学与工程实

验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一期） 
2 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 夯实基础、科教融合、协同创新的智慧实验实践平台建设 

3 基础医学院 解剖学实验中心标本库改造（二期） 

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面向“双一流”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能源动力类本科实践教学平

台建设 
5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建设 

6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面向创新人才培养，构建开放式立体化一流人才培养工程力学

实验实践教学平台 
7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智能建造实验室建设（教务处经费支持） 

8 经济学院 数据分析课程群实验平台建设（一期） 

9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面向“新工科”的国家级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电工)实

践教学平台建设 
10 软件学院 人机交互与虚拟现实实验室建设 

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数据智能系列课程并行分布式综合实验平台建设 

12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实验中心生物学效应检测评价创新平台建设 

13 药学院 药学创新实验教学平台一期建设 

14 护理学院 老年护理实验室建设项目 

15 法医学系 法医学系临床电生理教学实验室建设 

16 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智慧健康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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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精密测量与柔性制造实验室建设 

18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船机电集成的大尺度船舶典型舱段综合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19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设计－制备/成形－测试智能化综合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20 航空航天学院 航空航天器教学实验演示装备平台建设 

2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慧生态环境实验教学平台建设（一期） 

22 物理学院 量子测量实验平台的建设 

23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 基于通用工程能力培养的进阶型项目实践教学

平台建设 
24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类 专业课程、核心课程新开实验及专业基础实验课加强版

建设（教务处经费支持） 
25 公共管理学院 电子政务模拟仿真实验室 

26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物流系统控制实验平台 

27 管理学院 商业行为实验室第二期建设 

28 第一临床学院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临床技能教学平台建设 

29 第二临床学院 智慧型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一期） 

30 水电学院 水电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建设（一期）（教务处经费支持）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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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实验技术研究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1 电路综合实验项目的改进研究 杨  明 物理学院 

2 拉曼光谱法研究类芬顿反应中硫形态转化 韩迎春 化学与化工学院 

3 

分光光度法同时测定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实验的探索与实

践 

陈志飞 化学与化工学院 

4 生物电阻抗测量实验装置研究与设计 张日欣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5 

基于微课及虚拟仿真相结合的亚细胞定位技术实验教学设

计的研究 

李奇志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6 分析型流式细胞仪规范操作虚拟仿真系统构建 雷  敏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7 光片显微成像系统研制 刘亚丰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8 移动机器人自动驾驶 李  娟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9 

空间机构创新设计实验装置的研制及其虚拟实验平台的建

立 

蒙运红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10 基于 IEC 61131-3标准的实验训练台 任清荣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11 传感器的微纳加工实验课程研究 朱  岩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12 压制非金属材料用 Ti(C,N)基金属陶瓷模具的开发 杨青青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 数字化铸造设计型实验项目建设 王耕耘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4 全流程焊接工艺仿真与教学系统开发 李  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5 泵吸式复合气体检测仪的开发研究 邹  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6 斯特林制冷机热-机-电综合实验装置及实验技术研究 张晓青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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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对流换热实验室教学仪器的改造升级 朱  赤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18 船舶液压系统状态监测装置研制 吴  军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19 船舶静力学实验教学装置设计与开发 宋  磊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20 基于虚拟仪器的信号分析综合实验装置研制及课程设计 冯学玲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1 基于新工科背景下电路测试实验平台改造 吴  葛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2 电力电子光伏系统实验教学及装置研制 易  磊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3 

柔性交流输电-可控串联补偿（TCSC）教学实验装置研究与

开发 

张凤鸽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4 模拟电子线路自动测试验收平台 王贞炎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5 基于指纹识别的支付系统 吴建新 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 

26 《电子线路设计、测试与实验》基本实验模块研制 汪小燕 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 

27 通信实验 HDL 模块仿真及硬件的研制 潘晓明 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 

28 结合电子设计竞赛，进行相关课程实验教学改革的方案探索 陈  林 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 

29 集成电路版图识别与分析实验项目 余国义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 

30 激光束宽测量综合实验的研究 周  海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 

31 并行计算服务器管理系统的实现 王保存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 

32 半导体光源发光特性参数测量 陈晶田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 

33 基于 NI的虚拟示波器实验研究 黄  为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

院 

34 NAO机器人综合实验项目开发 郑定富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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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MCS-51系列单片机实验盒功能扩展 廖金焰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

院 

36 物联网综合创新实验技术研究 苏曙光 软件学院 

37 

基于空间信息获取及分析能力培养的测量与地图学实验教

学改革 

张瑞芳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8 大型图纸翻拍仪的研制 岳思阳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9 土木工程钢结构疲劳性能教学实验技术研究 朱爱珠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40 防洪调度虚拟仿真实验基础平台开发 卢  婧 

水电与数字化工程学

院 

41 化学平衡仿真模拟创新教学实验 刘光虹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42 《环境工程原理》虚拟实验教学开发与建设 董春桥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43 管理系统模拟课程实验教学研究 胡  斌 管理学院 

44 大数据背景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决策可视化系统研制 曾忠平 公共管理学院 

45 眼动追踪仪边界触发范式实验的设计与实现 朱  茜 外国语学院 

46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指导用书 栾丽霞 体育部 

47 传媒实验技术互助式公共答疑系统开发 刘海通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48 校园内网质量测试与分析系统 刘  波 网络与计算中心 

49 师生服务中心人脸门禁人脸图像数据维护优化研究 熊  鹰 网络与计算中心 

50 差异化业绩考核的统一配置管理方法研究 刘雅琴 网络与计算中心 

51 智慧教学环境公共显示屏安全管控平台 刘  淼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52 教室设备预警同步显示及网关控制系统 陆云龙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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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基于智慧录播教室的教务数据共享平台研究 屠增辉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54 机电结合综合实验项目开发 周  琴 工程实训中心 

55 基于实训电子产品快速设计与测试装置的研制 陈  赜 工程实训中心 

56 基于 PLC的视觉检测与智能仓储平台研制 李升辉 工程实训中心 

57 工业机器人末端夹具功能扩展 彭  浩 工程实训中心 

58 纳米束电子衍射在透射电镜的开发和应用 卢  照 分析测试中心 

59 钙钛矿类的单晶 X射线衍射低温测试方法研究 蔡运成 分析测试中心 

60 电子探针在光纤精确定量分析中的应用及方法探究 李明辉 分析测试中心 

61 一种检测化学物质致基因突变的方法 张建民 基础医学院 

62 基于激光共聚焦显微技术的细胞学综合实验的探索 倪  岚 基础医学院 

63 大鼠肠系膜微循环观察装置的改造 柯  丹 基础医学院 

64 食源性疾病现场调查与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软件的改进 汪  静 公共卫生学院 

65 全数字化生物样本库冷链管理系统 熊  伟 公共卫生学院 

66 天然药物内生菌次生代谢物提取和初步鉴定 程  灵 药学院 

67 “盐的积分溶解热的测定”实验的改进 公瑞煜 药学院 

68 常见法医体液斑复合检测体系的建立及其法医学评估 易少华 法医学系 

69 护理模拟教学实验指导的编写和实践 胡翠环 护理学院 

70 医学实验动物学实验教学视频系统的建设 周顺长 实验动物学部 

71 3R原则在实验动物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许  迪 实验动物学部 

72 影像后处理虚拟现实技术在医学影像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刘小明 第一临床学院 

73 临床医学外科手术学教学设施的改进 李  航 第一临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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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基于图像融合与 3D打印交互技术在颅底内镜教学和训练中

的开发与应用 

姜晓兵 第一临床学院 

75 

具有特定根管形态的 3D打印仿真牙用于根管治疗教学与技

能培训的实验研究 

马净植 第二临床学院 

76 基于 3D打印技术的困难气道模拟教学模型的制作 姚文龙 第二临床学院 

77 

构建“5G网+SPOC+MDT”混合模式应用于医学生实验教学网

络的研究 

吴骁伟 第二临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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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实验室技术安全保障条件建设项目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1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结构实验室气瓶柜及气路建设项目 

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机械实验室气路建设 

3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实验室安全运营系统 

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西三楼技术安全改造 

5 基础医学院 实验室药品柜配备 

6 公共卫生学院 公卫学院实验室安全建设 

7 药学院 药学院实验室安全建设 

8 生殖健康研究所 生殖公共平台安全保障项目 

9 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实验室监控系统 

10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东一楼西附楼一楼化学实验室改造 

1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实验室安全建设 

1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楼实验室安防保障项目 

1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命学院实验室安全保障条件建设 

14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实验室综合安防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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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 年校级公共平台建设项目 

        

1.项目建设单位：分析测试中心 

      2.项目购置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1 差式扫描量热仪 

2 电镜制样系统 

3 荧光光谱仪 

4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5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6 数控剪切流活细胞自动分析系统（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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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年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项目 

序号 院系 

1 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2 物理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3 化学与化工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4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7 航空航天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8 网安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9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10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1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12 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13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14 自动化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1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17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1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19 水电与数字化工程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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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管理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21 经济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22 人文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23 法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24 社会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25 公共管理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26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27 外国语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28 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29 体育部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30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31 网络与计算中心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32 基础医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33 公共卫生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34 药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35 法医学系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36 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37 护理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38 计划生育研究所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39 实验动物学部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40 协和医院（第一临床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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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同济医院（第二临床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42 软件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43 启明学院（电工电子创新中心）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44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45 工程实训中心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46 工程科学院教学实验室运行保障 

 

 

 

 

 

 

 

 

 

 

 

 

 

 

 

 

 

 

 



 

－16－ 

 

附件 6 

2020 年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基金后补助项目 

 

 

 

 

序号 后补助平台名单 

1 分析测试中心（校级共享平台） 

2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共享平台 

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共享平台 

4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先进制造实验中心共享平台 

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共享平台 

6 公共卫生学院环境与健康研究平台共享平台 

7 基础医学院共享平台 

8 化学与化工学院共享平台 

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共享平台 

10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共享平台 

1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共享平台 

12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共享平台 

13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共享平台 

14 物理学院共享平台 

华中科技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主动公开 2020年 6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