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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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丹丹 教授 环境工程类设备选型和实验课改革 

4 何春光 教授 龙湾生态实验站负责人，负责龙湾站的运行和管理 

5 江廷磊 副教授 统筹生态学系实验课改革及野外实习基地建设 

6 朱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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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秦伟超 高工 实验室建设及日常管理 

8 鲁  楠 工程师 仪器设备选型和管理 

9 曲  蛟 教授 环境类实验仪器购置及实验课改革 

10 郭伊荇 教授 部分实验设备购置及环境科学专业部分课程改革 

11 范  伟 副教授 环境工程类仪器购置及实验课改革 

12 肖艳红 工程师 实验室建设及日常管理 

13 关久念 副教授 分析测试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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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师 仪器设备选型和管理 

16 杨雨昕 副教授 实验仪器购置及实验课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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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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本项目的建设着眼于学院“生态与环境拔尖人才基地班”及 2020 版人才培

养方案中创新性实践教学环节所需的教学条件建设，主要是与高水平人才培养密切相关

的分析测试手段改善和提升。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类本科人才培养已有三十余年历史，是我国高校中最早开始生态

与环境保护人才培养的单位之一。环境学院目前下设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和生态学三个

本科专业，均为理工类应用型专业，随着国家拔尖人才培养战略的实施，环境学院直面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需求，充分发挥理工结合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制定了“厚基础、

宽口径、强专业、重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为国家和地方环境与生态建设事业培

养具有“理性思维、卓越素质、创新能力”的多样化专业人才。2019 年 9 月正式建立“生

态与环境基地班”，将突破生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壁垒，整合学科资源，

组建跨学科国际化教学团队，科教结合，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国际视野的理

工融合型高层次生态环境拔尖创新人才。跨学科课程体系构建和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及探究性教学，均离不开代表学科前沿的分析测试手段的改善和提升。 

 

 

图 1 环境学院学科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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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制定工程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

见》（学位办[2018]14 号）的精神及教育部对开展“新工科”建设的要求（教高厅函〔2018〕

17 号），其中指出：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必修环节，且应届毕业生的

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年。 

为了解决企事业单位不愿接收硕士生及本科生专业实习及实践的问题，2014 年以

来，学院已与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长春市水务集团第二净水厂等

近 10 家大型企事业单位建立了研究生联合培养的产学研基地，也聘请了校外实习基地

的领导、业务骨干等 10 余名企业精英为校外指导教师。尽管如此，校外实习基地仍不

稳定，接纳实习学生数量有限，特别是水厂等实习基地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目前，

环境学院专业学位授权点（环境工程领域）没有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导致专业硕士研究

生的实践环节不能按照培养方案开展常规教学工作。 

校内实习基地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并将积极推进我校一流学科建设。

环境学院于 2018 年 6 月抓住学校研究生院组织申报修购基金的契机，成功申请了《环

境工程专业硕士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获批 65 万元的资助。目前，环境学院校

内实习基地拟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美术学院雕塑楼北侧或果园东侧，预期使用面

积为 600 M2，其中建筑面积 450 M2。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创新能

力，这既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的最有效途径

之一。在实习基地建成之后，为了拓展实验实习的广度和深度，使教学与研究手段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相应大型精密仪器的购置成为了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需求。 

    

图 2 小河沿子河校内实习实训基地选址图 



5 
 

  

图 3 小河沿子河校内实习实训基地效果图 

再次，学院 2015 年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将所有实践类课程独立设课和单独考核，

进一步突出实践类课程的重要性。2020 年根据学校要求和专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

问题，学院重新编制了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削减相近实践课程中低层次重复

实验和验证性实验，大幅增加综合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项目。 

2015-2019 年环境学院实验中心相继获得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经费资助

1000 余万元，重点用于补充和更新基础实验教学常规教学仪器，共计采购常规教学仪

器 800 余台套，环境科学和生态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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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当前社会需求，

培养高质量创新型环境人才迫在眉睫。我院根据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组织教师团队精

心设计创新性和设计性实验项目，以提升学生创新素养与实践技能。制约人才培养目标

达成的关键性问题大型精密仪器设备亟需补充和更新，使之与学院学科发展和特色科研

方向相匹配，才能为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图 4 “基础实验经典、综合实验充足、创新实验丰富”的新型实验教学组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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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目标(覆盖的专业、课程、整体水平、特色等) 

学院创新实验平台测试能力提升项目涵盖学院三个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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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工程学实验、

环境催化实验、生物化学实验、生理生态学实验、种群与群落生态学实验及三个专业综

合实习、课程实习和生产实习等。大型分析测试仪器的购置，延伸了上述课程的课程内

容、提高了学习效率，同时也提升了实验课的档次，扩展了学生视野，同时为实验课程

改革提供了机会和手段。 

创新实验平台分析测试手段的提升，可以使学生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感受所学知

识的使用价值，激发其学习热情和对专业课的兴趣，提倡学生参与教师科研、开放性创

新实验和大学生创新实验，构建多渠道创新实践体系。 

与新修订的实验教学大纲更加匹配，满足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要求，实验内容和实

验条件达到国内同类专业一流水平。本项目实施有助于全面提升我校环境工程专业、环

境科学、生态学等专业实践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使我校成为生态环境保

护建设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 

2.3 建设方案（说明项目需要开展工作的主要方面，并分项说明预算测算过

程及总体预算） 

该项目技术方案比较成熟，以设备购置为主体。通过充分的需求分析和市场调研，

该项目总体预算为 490 万元。主要内容如下： 

立足于学院分析测试平台建设，重点解决三个专业因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实践教学

环节中亟待解决的设备短缺问题，兼顾学院本科生科研立项和高年级（大三和大四）学

生创新创业（含研究生），重点解决综合实验教学、创新性实验教学和野外实习实践教

学在教学内容上整合交叉不足和创新性实验缺乏的问题，通过购置高端设备（学科专业

领域核心设备），促进优秀科研成果转化教学内容，为培养具有理工融合的创造性人才

提供基本保障。 

1、从基地班建设和分析测试手段提升的角度出发，购置或更新一批高精尖的大型

仪器设备，提升实验教学手段，增加开设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的数量和质量，切实提升

实验教学项目的层次和水平。其中拟购置 X 射线衍射仪 88 万、动态光散射颗粒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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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万，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仪 29 万、2005 年购置的原子吸收光谱仪更新换代 35

万，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48 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39.5 万，此部分总预算 288.5 万

元。 

2、龙湾生态实验站和松嫩草地生态实验站及综合环境问题实习建设。针对野外实

验站的湿地、草地、农田和林地生态系统及环境要素监测，拟购置元素分析仪 60 万，

多参数水质监测仪（含便携式）45 万，全自动纤维分析仪 23.1 万、生态监测数据可视

化教学系统 17 万、自动气象监测站 17 万等设备。此部分总预算 162.1 万元。 

3、实验室常规仪器设备更新和购置。主要是高压蒸汽灭菌锅、冷冻研磨仪、多通

道恒电位仪、电化学工作站、和百万分之一天平等设备，预算 39.4 万元。 

2.4 可行性分析（说明项目实施的主要工作思路与设想；项目预算的合理性

及可靠性分析） 

项目预计 2021 年 5 月底前完成设备选型、参数论证工作，6 月-10 月完成招标采购

工作，12 月底全部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并投入使用。 

项目总体预算 49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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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低报价的公司的报价中，再减去 20%后，或近期的招标成交价，所作的

预算。 因此，该项目资金预算额度和标准经济合理，依据充分。无不合理的预算资金。 

本项目在学校领导下，由学校资产处、财务处、审计处和环境学院、草地科学研究

所等相关部门共同完成本项目。环境学院和草地科学研究所共同提出计划，资产处主持

仪器设备购置和资料购置。财务处和审计处进行财务监督和审查。这些都在客观上保证

本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存在各种风险 

2.5 建设成效（建设成果、使用效益等） 

本项目的实施将有效配合本科生课程计划和实验教学大纲的新计划，极大满足环境

科学、环境工程、生态学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专业系列课、专业实习、

毕业论文中相关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项目的要求（表 1），共开设综合实验课

程 41 门、创新实验课程 34 门，在实验内容、实验方法、实验技术和实验设备等方面紧

密跟踪学科发展前沿，用于改善实验条件实验项目 10 项，改革实验项目 47 项，新增实

验项目 18 项，见表 2。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以达到国内同类专业一流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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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增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课 

 

 

表 2 申请购置仪器服务实验教学情况表 

 

 

在本科生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中，将原来以传统调查、观察、理化实验为主的验证性

实习逐步向依托现代研究技术手段的研究性实习过渡，将由单一介质（水、气、声、渣

等）实习逐步转向多介质的环境问题实习，逐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创新精

神。进一步提升专业实习的水平，使我校成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

更好地实现产、学、研相结合，为地方建设培养更多的具有高级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人才。 

项目的实施对于理工融合型高层次生态环境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及探究性教学，提供

了有力保障。促进我校“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发展，利于“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有助

于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凝练研究方向，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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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购置设备 

1. 教学仪器设备（软件）申购说明（含 10 万元以上的设备及软件） 
序

号 
设备名称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对应实验 

项目名称 

台套

数 

单价 

（万元） 

总价 

（万元） 

申报 

（万元） 

自筹 

(万元) 
设备类型 

原有仪 

器数量 

原有仪器 

购置时间 

1 
动态光散射颗

粒分析仪 

高级 T 零技术，可以进行完整的

四项热流方程的测量。基线重复

性（-50~300ºC），<20μW；不

大于 10μW。 

1 环境工程专业

实习课程群实验

I---长春市污水

处理厂各污水处

理工艺出水指标

检测 
2 环境工程专业

实习课程群实验

II---模拟水、气、

固处理工艺运行

与管理 

1 49.0 49.0 49.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2 冷冻研磨仪 

应用领域：组织均质、研磨、细

胞破碎、匀浆、样品混匀；15
秒内最大处理量同时可以处理

24 个样品，包括可以适用 12 位

和 24 位的液氮冷冻适配器 
具有升级成超低温液氮冷冻或

空气制冷机制冷的能力 

生物类样品冷冻

研磨处理 
1 7.0 14.0 14.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3 
多通道恒电位

仪（CHI1040C） 

独立电解池或八工作电极在同

溶液中；电位范围：10 V；电位

控制精度：<1 mV；电位控制噪

声：<0.01 mV；电流范围：10 mA； 
参比电极输入阻抗：1012 ohm；

灵敏度量程：10-9 - 0.001A/V；

电化学法测定酚

类污染物的含量 
1 5.5 5.5 5.5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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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偏置电流：<50 pA；电流测

量分辨率：<1 pA；最高数据采

集速率：1MHz@16 位 

4 电化学工作站 

12 通道，最大输出电流 2.5A,K
可测循环伏安、线性扫描、差分

脉冲伏安、方波伏安、计时电流，

以及交流阻抗。 

1、电芬顿法处理

印染废水 
2 环境工程专业

实习课程群实验

I---长春市污水

处理厂各污水处

理工艺出水指标

检测 
3 环境工程专业

实习课程群实验

II---模拟水、气、

固处理工艺运行

与管理 

1 4.0 4.0 4.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5 
多参数水质分

析仪 
上海雷磁/pH,DO,电导 

1、水环境样品中

pH、DO 和土壤

中 pH 的快速监

测 (主要用于野

外实习中) 
2、环境工程专业

实习课程群实验

I---长春市污水

处理厂各污水处

理工艺出水指标

检测 
3 环境工程专业

实习课程群实验

II---模拟水、气、

10 0.70 7.0 7.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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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处理工艺运行

与管理 
4、便携式水质检

测仪在应急监测

中的应用。 

6 
原子吸收光谱

仪 

波长范围：175-900 nm；光栅：

1800 线/mm 刻线密度，双闪耀

波长，1.6 倒数色散系数；波长

选择：自动波长选择和自动寻

峰；狭缝调节：连续调节，波谱

带宽范围 0.1-2 nm，调节步长 0.1 
nm；波长扫描：具有自动扫描功

能；检测器：宽范围光电倍增管；

元素灯：空心阴极灯； 
 

1.废水中总铬、

六价铬含量的测

定及评价 
2.室内空气中可

吸入颗粒物中重

金属的测定方法 
3.原子吸收法测

定土壤中重金属

的含量 
4.土壤对铜的吸

附 
5.原子吸收光谱

法实验 
6.重金属对植物

叶片损伤作用测

定 
7.离子交换法处

理含铜废水 
8.重金属含量对

鱼体过氧化氢酶

影响 
9.大气重金属污

染的生物监测 
10.土壤有效钾

测定 

1 35.0 35.0 35.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1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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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逆境胁迫对

植物生理代谢的

影响 

7 
全自动化学分

析仪 

测量速度：300 个样品/小时；样

品位：76 个；试剂位：72 个；

反应体积：最小 200 微升；波长

范围：340-880 nm；光程：10 mm；

线性范围：0.001 – 4.200 Abs；
分辨率：0.0001 Abs；机械臂进

样量/试剂量：3.0 – 330 微升

（精度：0.1 微升）；稀释器：稀

释倍数 100 倍。 

水中氨氮、亚硝

酸盐氮和硝酸盐

氮的测定 
 

1 48.0 48.0 48.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8 元素分析仪 德国 Elementar 

1. 植物群落结

构以及土壤理化

性质对土壤碳排

放的影响 
2. 城市不同区

域叶片含硫量与

SO2 污染的关系 

1 60.0 60.0 6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9 
多参数水质监

测仪（EXO1） 

1.适用于多点采样测量、长期现

场监测与剖面分析的多参数仪

器 
2.传感器接口≥4 个，适合便携

监测或长期野外监测，同时测量

温度/电导、pH/ORP、光学溶解

氧、荧光溶解有机物、叶绿素、

浊度等参数 

农田生态环境系

统综合监测实验 
1 38.0 38.0 38.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10 
自动气象监测

站 

搭载数据采集仪、温湿度传感

器、气压传感器、风向传感器、

风速传感器、PM2.5 传感器、光

生态学野外综合

实习气象因子测

量与采集；本科

1 17.0 17.0 17.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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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传感器，能够测量降雨量；能

够实现所有参数长期自动测量、

采集、传输以及存储；能够实现

自我维持供电；能够承担野外安

装、调试及售后维修 

湿地生态系统方

向科研立项内容

及本科毕业论文

数据采集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11 

生态监测数据 
可视化教学系

统 

搭载云服务器、大数据展示器；

能够实现生态环境监测指标记

录、存储功能；能够实现数据统

计分析、数据管理功能；能够实

现数据反映告警预警功能以及

视频监测功能；支持远程微信平

台运行与系统管理维护；能够承

担野外安装、调试及售后维修 

生态学野外综合

实习课程中现代

化生态监测与评

价内容介绍与示

范；本科科研立

项及毕业论文数

据采集与整理；

生态系统结构、

功能考察与实验

设计 

1 17.0 17.0 17.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12 

傅里叶变换红

外光谱仪

(IS50 赛默飞

世尔) 

1. 分辨率：不低于 0.25cm-1；
★2. 信噪比：不低于 60000:1
（4cm-1 下，1 分钟扫描，峰-
峰值，KBr 窗片）；3. 光谱范

围：7800~350cm-1，可以扩展

到 12500~240cm-1 
4. 光源：高强度中远红外陶瓷

光源；5. 干涉仪：动态准直（可

以实现自动准直和实时准直）；

6. 检测器：控温型高灵敏度

DLATGS 检测器；  

1、环丙沙星的

结构定性分析 
1 39.5 39.5 39.5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13 

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

仪 

-最大粒径范围: 0.3 nm - 10 μm  
-浓度范围: 0.1ppm – 40% w/v  
-检测角度: 175º 和 12.8º 

1、环境工程专业

实习课程群实验
I 

1 29.0 29.0 29.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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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样品量: 12 μl  
-Zeta 电位范围: 无实际限制  
-电泳迁移率: 0 – 无实际上限 
-最大样品电导率: 200mS/cm 
-最大样品浓度: 40% w/v 
-最小样品量: 150 μl  
-粒径范围: 3.8nm - 100 μm  
分子量范围  342 - 2 ×107 Da 
(动态光散射) 

2、环境工程专业

实习课程群实验
II 
 

2021 年规划设备 

14 X 射线衍射仪 

X 射线发生器最大输出功率

3kW，X 射线防护当量：0.5mm
铅当量，靶材：Cu 靶一个，测

角仪：扫描方式：/方式，角度

重现性：+/- 0.0001 度，最小可

控步长：0.0001 度，测角仪半径：

300 mm，程序式自动狭缝，可变

范围≥0.05-7mm（0.01mm/步），

所有器件具有 ID自动识别标识，

附件采用“一触式”连接技术，探

测器道数 256，探测器活性面积：

384mm2，测试模式：包括高强

度和高分辨测试模式，配备专家

数据库系统。 

XRD 光谱特性

分析在土壤矿

物、催化材料中

的应用 

1 88.0 88.0 88.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15 
百万分之一天

平 
可精确测定样品的质量，绝对精

度为 0.000001g 
称量设备，痕量

样品分析 
1 12.0 12.0 10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16 
全自动纤维分

析仪 

型号：FIBERTEC8000 
1、测定粗纤维、中性洗涤纤维、

酸性洗涤纤维、纤维素、半纤维

土壤与植物系统

健康监测 
 

1 23.1 23.1 23.1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15 
 

素、木质素等指标 
2、检测范围：0.1-100%；重复

性：RSD≤1% 
3、内置试剂添加系统，可连续

添加实验所用所有试剂、水、酶

和消泡剂 

2021 年规划设备 

17 
全自动蒸汽高

压灭菌锅 
75L；海申安 LDZF-75KB-II 

前处理灭菌设

备，通用设备 
3 1.3 3.9 3.9 0 

2017 年入库设备

2018 年入库设备

2019 年入库设备

2021 年规划设备 

  

合计(万元）  490 

2. 10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软件）申购说明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价 

（万元） 
数量 

金额 

（万元） 

每年实际使 

用的人时数 
设备用途 对应实验项目名称 主要参数及配置要求 备注 

1 
动态光散射颗粒分

析仪 
49.0 1 49.0 >1000 

水质工程学实验 
本科科研立项 
生产实习 
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设计 

同上 同上  

2 原子吸收光谱仪 35.0 1 35.0 >2000 
环境中重金属元素分

析 
见上表 见上表  

3 
德国Elementar元素

分析仪（5 种元素） 
60.0 1 60.0 >2000 

用于分析测定土壤及

植物样品或其它环境

样品中的 C、N、S、O、

H 等 5 种元素的含量 

见上表 见上表  



16 
 

4 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48.0 1 48.0 >2000 
用于样品中硝酸根、亚

硝酸根、铵根、总氮、

总磷等指标的测定。 
见上表 见上表  

5 
自动气象/PM2.5/监

测站 
17.0 1 17.0 >2000 

本科生野外综合实习

课程；本科生科研立项

研究；本科生毕业论文

研究；研究生毕业论文

研究 

见上表 见上表  

6 
生态监测数据可视

化教学系统 
17.0 1 17.0 >2000 

本科野外综合实习课

程；本科科研立项研

究；本科毕业论文研

究；研究生毕业论文研

究；科普宣传教育研究 

见上表 见上表  

7 
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EXO1） 
38.0 1 38.0 >2000 

适用于测定农田和农

田边河流水质数据，多

点采样测量、长期现场

监测与剖面分析的多

参数仪器 

见上表 见上表  

8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仪 
39.5 1 39.5 >3000 

主要用于环境仪器分

析、环境催化实验及本

科科研立项、毕业实

习、学院测试平台等 

见上表 见上表  

9 
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仪 
29.0 1 29.0 >3000 

主要用于水质工程学、

水处理实验及本科科

研立项、学院测试平台

等。 

见上表 见上表  

10 X 射线衍射仪 88.00  1 88.00  >1000 

确定样品的微观结

构，物相定性与定量

分析、判断物质晶型、

晶块尺寸和结晶度，

见上表 见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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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晶体结构参数与

残余应力分析等。 

11 百万分之一天平 12.0 1 12.0 >5000 
称量设备，痕量及超痕

量药品称重 
见上表 见上表  

12 纤维分析仪 23.1 1 23.1 >1000 
测定植物纤维素、半纤

维素和木质素含量 
见上表 见上表  

填表说明： 

1. 表中“对应实验项目名称”应与支撑材料的“实验项目汇总表”中的项目一致； 

2. 设备类型：请在对应的内点击，标记为。 

3. 元器件、耗材等不列入下表中； 

4. 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位，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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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室环境建设（包括空调、实验台、实验桌椅） 

是否涉及实验室环

境改造 

包括地板、墙面、照明水电改造、通风

改造、网络改造等 

□是   □否 

改造经费

（万元） 
 

后勤处落实情况  

是否需要实验台、实

验桌椅、空调等 
□是   □否 

购置经费

（万元） 
 

资产处落实情况  

需要说明 

的其它情况 
 

五、自筹经费情况 

序号 经费类别 经费来源 经费数量（万元） 经费主管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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