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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张继权 教授 统筹实验室建设全面工作及环境科学系实验课改革 

2 边红枫 副教授 统筹学院实验教学及课程改革 

3 何春光 副教授 龙湾生态实验站负责人，负责龙湾站的运行和管理 

4 孙克萍 副教授 统筹生态学系实验课改革及野外实习基地建设 

5 朱逐一 副教授 统筹环境工程系实验课改革及校内实习基地改造工作 

6 秦伟超 高工 实验室建设及日常管理 

7 鲁楠 工程师 液质仪器设备选型和管理 

8 曲蛟 教授 实验仪器购置及实验课改革 

9 赵元慧 教授 液质实验仪器购置及实验课改革 

10 唐占辉 副教授 仪器购置及实验课改革 

11 肖艳红 工程师 实验室建设及日常管理 

12 王咏 副教授 仪器购置及实验课改革 

13 张冬梅 讲师 实验仪器购置及实验课改革 

14 张亚南 讲师 实验仪器购置及实验课改革 

15 李超 工程师 液质仪器设备选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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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必要性(从学科专业发展、专业培养方案、实验开课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阐述）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成立于 2013年，其前身为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环

境科学系。学院下设环境科学系（1986年）、生态学系（1992年）、环境工程

系（2014 年）和实验中心（2014 年），拥有国家环境保护部湿地生态与植被

修复重点实验室、 “十二五”国家级生态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学科平台，

此外在龙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有龙湾生态实验站，在长岭县建有松嫩草

地生态实验站等两个野外实习基地。 

环境学院人才培养目标为基于学院与学院的办学定位和教育理念，充分

发挥理工结合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专业、重创新”

培养理念，最终为国家和地方环境与生态建设事业培养理工融合的研究性、

复合型的多样化高质量人才。为了践行人才培养理念，凸显理工结合人才培

养特色，2015年学院对原有招生与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经过多次论证和

征求意见，修订了三个专业的课程计划，实验课单独设列，独立计算学分，

大大增加实践教学环节的比例（实践学分或学时提升至 25%）。同时削减验证

性实验项目数量和学时，大幅增加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的比例，切实提高学

生的培养水平 。 

环境学院实验中心基础实验室承担着学院三个本科专业的实验实习教学

任务。经过近五年发展，学院实验中心重点更新和补充了用于常规实验教学

的仪器设备，环境科学和生态学两个本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的

基础技能训练项目（验证性和部分综合性实验项目）所需仪器设备基本购置

完成。2014年招生的环境工程专业，目前已进入专业主干课和实习课程培养

环节。主干课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缺乏必备除尘模拟设备，需要购置。

在实习环节的检测与评价内容，超出了现有学院仪器设备的覆盖范围。特别

是便携式检测仪器（多参数水质分析仪、污泥计、超声波液位计等）的缺失，

使本科生不能实时了解工艺流程和操作参数的影响，直接导致本科生的操控

技术培养环节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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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实验中心测试平台现有 20 万以上用于服务本科实验教学和提供测

试任务的在用大型仪器设备仅有 4台套，分别是原子吸收光谱仪（2006年）、

液相色谱仪（2008 年）、高效液相色谱仪（2015年）、离子色谱仪（2017年），

承担着学院本科教学及科研的分析测试任务，主要为本科实验教学、学科发

展、本科科研立项、本科毕业设计及研究生培养提供分析测试任务。 

随着分析测试手段的发展，近年来质谱分析手段在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在复杂有机污染物（含其代谢或降解产物）分离和鉴定方面

更是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然而该仪器在本科实验教学中的普及程度

非常低，与应用型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度存在严重不足。我院本科

实验课程如环境仪器分析实验、分析化学实验、环境毒理学实验、生态毒理

学实验、污染物评定方法实验、污染生态学实验、环境化学实验中综合（设

计）性和创新型实验项目均涉及不同介质中有机代谢产物的定性定量分析，

如食品添加剂分析、土壤、水体、水生生物及农作物中农兽药残留和有毒有

害物质（内分泌干扰物等）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等。随着实验教学改革不断推

进，围绕大型分析测试仪器开展实验教学逐渐成为本科实验教学的常规内容

之一，而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也是毕业生反馈意见中最为欠缺，也最

希望补充的知识之一。 

学院基于专业培养方案和学科专业发展的需求，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开

展，教科研工作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

未知化合物测定的难题，比如环境污染物及其降解产物的分析等未知成分。

工作中需要对这些未知的成分进行结构确认指正工作，对于这些工作，就目

前实验室的高效液相色谱仪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科研要求，因此我们迫切的

需要一套高分辨、高灵敏度的液质联用仪器（LC-MS），该仪器可以快速、准

确的检测出每一种未知物的元素组成和二级碎片信息，从而准确无误的判断

出未知物的种类的具体结构。通过 LC-MS 的购置，基于其强大的未知物解析

功能，可成倍缩短机理解析时间，更快产出，加强我们学院的综合实力；同

时学生通过学习与使用 LC-MS，激发学生科研兴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总

体来说，该套仪器的购进对于我院的整体水平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预期每

年使用时间为 9-10 个月。经过调研论证，该设备预算约 210万元，学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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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经费 100万用于该设备的购置，且经费已落实。 

东北师范大学龙湾生态实验站和松嫩草地生态实验站，承担我校环境学

院和生命科学院等生物学系、生态学系、环境科学系、地理科学系等相关专

业的教学实习、毕业实习等教学任务，以及我校相关院系的硕士研究生、博

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的课题研究与培养任务。另外，还承担着国内外学者的来

访、考察、调研以及国内部分兄弟院校学生的培养工作。 

在最近五年的实验室建设中，忽视了野外（专业）实习设备的购置，目

前野外实习用的一些基本设备匮乏。用于环境地理学实习的手持气象站、水

文水质实习的多参数水质分析仪、野外生态（草地和林地）调查的便携式光

合速率测定仪、根系生态监测系统等急需购置和补充。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原有的实验研究条件，尤

其是学院实验中心分析测试平台的实验仪器设备条件就显得落后和数量不

足，已远远不能适应目前教学和研究发展的需要。为了提高教学和研究质量，

培养多层次的优秀人才，早日实现我校建设一流师范大学的目标，急需添置

相关仪器设备，以适应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环境学院提出“环境学院创新实验平台提升及野外

实验站建设项目”，以弥补人才培养过程中仪器设备的欠缺，进一步提升人才

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2.2 建设情况与目标(具体说明本年度修购基金购置的仪器设备

数，面向的专业，覆盖的实验室，涉及的实验项目数（包括新增

数与更新数），学生受益人数，实验课人时数，建设目标等方面的

建设情况) 

项目建设涵盖我校环境学院和生命科学院、地理科学学院等生物学系、

生态学系、环境科学系、环境工程学系、地理科学系等相关专业的教学实习、

毕业实习等教学任务，以及我校相关院系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

后的课题研究与培养任务。大型精密仪器的购置，延伸了专业学科基础课与

专业主干课的实践教学环节，拓展了实验实习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为实验

实习课程改革提供了机会和测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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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体预算 383.95 万元，其中自筹经费 106.95 万元，共购置仪器

设备 29台套，10 万元以上设备 6台，其中包括一台 210万的高效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所购置仪器主要面向环境学院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环境工程等

三个本科专业，涵盖专业学科基础课与专业主干课的实践教学环节，涉及环

境监测实验、环境化学实验、环境毒理学实验、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环

境仪器分析实验、生态毒理实验、水处理实验技术、水质工程学 II 实验、环

境工程专业实习、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环境统计实践、环境遥感与信息系统、

生态学专业实习、种群与群落生态学实验、动物生理生态学、分子生态学实

验、生物化学实验及普通生物学实验等 18 门实践课程，共计 29个实验项目，

其中新增实验项目 15项。项目完成后，学院三个本科专业共计 390 多名本科

生均将受益。 

2.3 建设内容（请按季度说明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该项目的各项资金预算是在调研比较了国内多家代理公司的基础上，从

报价的公司的报价中，再减去 10％后，或近期的招标成交价，所作的预算。

本项目将在学校领导下，由学校教务处、财务处、审计处和环境学院等相关

部门共同完成本项目。由环境学院提出计划，学校招标办主持仪器设备购置。

财务处和审计处进行财务监督和审查。 

2019 年 1 月 15 日前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经学院教务委员会，党政联席

会通过后进行公示。 

公示通过后，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所有仪器设备的性能参数论证工

作，和招标采购办公室沟通，根据学校招标采购程序完成大型仪器设备（单

价 10万以上）招投标前所有准备工作。 

2019 年 4 月，进入仪器设备招投标阶段，预计 5 月 30 日前完成大型仪

器设备的招标工作。 

2019年 6月 30日前，完成所有仪器设备的付款或预付款手续。 

2019年 12月 31日前所有国产类设备完成验收、进口设备到货的完成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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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购置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现购

置数 

采购

方式 

1 

高效液相

色谱-质谱

联用仪 

安捷伦 超高效液相+质谱（兼顾定性） 1 集中 

2 
气相色谱

仪 
岛津 FID、ECD、150 位自动进样器 1 集中 

3 冷光仪 Lumimax-c 

微光度测定盘(96 孔板) ；光辐射探测: 生物

或化合光灵敏度: 光电计数器，attomole 

HRP（10-18 摩尔 HRP）波长:300-680nm 操

作: 自动扫描所有的孔微光度测定盘(96 孔

板)；光辐射探测: 生物或化合光灵敏度: 光

电计数器 

1 集中 

4 

Real-Time 

PCR 

Systems

（荧光定

量 pCR系

统） 

罗氏 
①VeriFlex 精确数码温控模块②荧光通道

数： 4 色激发光通道和 4 色检测光通道 
1 集中 

5 

全自动便

携式光合

仪 

LT6400 

测量参数：CO2 浓度、H2O 浓度、空气温

度、叶片温度、相对湿度、蒸汽压亏缺、露

点温度、大气压、内置光强、外置光强、净

光合速率、蒸腾速率、胞间 CO2 浓度、气

孔导度等。 

1 
已购

置 

6 
根系生态

监测系统 
AZR-100 

紫外光源系统，与测量同步使用；图像抓取

系统：采集器，12 英寸显示屏，控制器可以

遥控摄像头白光水平及聚焦；机箱：图像抓

取系统（含电池）集成于工作箱上，整套系

统可配备背带箱，摄像头配备圆筒便携箱；

测管：标准测管直径 50mm，长 900mm；专

业进口植物根系数据分析软件。 

1 集中 

7 
手持式气

象站 
 

⑴测量指标不少于：温度、湿度、风速、平

均风速、最大风速、风向、气压值；⑵大容

量数据存储，⑶低功耗设计，长时间待机； 

5 分散 

8 
多参数水

质分析仪 
上海雷磁 pH,DO,电导 2 

已购

置 

9 
数控超声

波清洗器 
 KQ-500DE  KQ-500DE 5 分散 

10 
空气净化

检测仪 
 

PM2.5、PM10 量程：0-999ug/m3（微克/立

方米） 

甲醛检测分辩率：0.01 mg/m3；甲醛范围：

0～5mg/m3 （毫克/立方米） 

4 分散 

11 
污泥浓度

计 

LOHAND 
BIOLOGICAL/

陆恒生物在

线悬浮物 SS

监测仪 

电极为沉入式浊度数字传感器；外壳采用

316L 不锈钢材质，耐腐蚀；透射光采用不

可见近单色红外光源；光路上使用石英玻璃

透镜 

2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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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超声波液

位计 

美国

FLOWLINE超

声波液位计 

EchoSpan 

LU84 

量程 3 米/5.5 米/8 米/10 米 

二线制，4~20mA 输出 

探头材质 PVDF,耐酸碱腐蚀 

窄声束角 0 度，支持静管技术 LCD 液晶显

示，按钮标定 

2 分散 

13 

数据采集

SO2 吸收

实验装置 

上海同广科

教仪器有限

公司
TG-573-II 

风压检测 1 套、采用 10.4 寸彩色液晶触摸屏

1 套、数据处理分析系统 1 套、通讯接口 1

只、在线温度湿度检测 1 套、有机玻璃三段

填料塔 1 套、液体缓冲箱 1 只、气体缓冲箱

1 只、进出口风管 1 套、测压环 2 组、涡轮

气泵 1 台、喷淋系统 1 套、加液泵 1 台、气

体流量计 2 只、液体流量计 1 只、带 SO2

气体与钢瓶 1 套（10 升）、减压器 1 只、SO2

气体流量计 1 只、电控箱 1 只、漏电保护开

关、按钮开关、PVC 连接管路及球阀 1 批、

带移动轮子不锈钢支架等组成。要求配 1 套

与本装置配套使用 3D 交互式动态仿真软

件。 

1 分散 

14 

光催化法

去除空气

污染物净

化装置 

上海同广科

教仪器有限

公司 
TG-591-II 

上海同广：有机玻璃光催化反应柱 1 套、光

催化反应器 4 套、气体混合器 1 套、活性炭

吸附罐 1 套、石英管 4 只，紫外灯 4 只、漏

电保护开关、按钮开关、PVC 连接管路 1 批、

带移动轮子不锈钢支架等组成。 

1 分散 

15 

数据采集

脉冲袋式

除尘实验

装置 

上海同广科

教仪器有限

公司
TG-503-II 

微电脑粉尘进、出浓度检测 1 套、风压检测

1 套、10.4 寸彩色液晶触摸屏 1 套、数据处

理分析系统  1 套、通讯接口 1 只、在线温

度湿度检测 1 套、微型打印机 1 套、有机玻

璃袋式除尘器 1 套、滤袋 6 个、气尘混合器

1 套、脉冲电磁阀 6 套、空压机 1 台、自动

加粉尘装置 1 套、卸除灰尘装置 1 套、带变

频调速器高压离心通风机 1 台(电压：220V 

功率 1100W)、Ø 110PVC 风量调节阀 1 套、

电控箱 1 只、漏电保护开关、按钮开关、Ø 

110PVC 连接管路 1 批、带移动轮子不锈钢

支架等组成要求配 1 套与本装置配套使用

3D 交互式动态仿真软件。 

1 分散 

注：原计划购置数与原价请填写 2018 年 6 月上报材料的数据。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位，

单位为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