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人员岗位职责 

1、 船舶与海洋工程实验室（胡金鹏，梁富琳） 

梁富琳 中级 

（1）岗位名称及职责：实验测试岗位，承担近海与海岸工程实验室的实验教学任务、实验室管理及仪器设

备的维护；协助完成科研项目。 

（2）教学方面工作：承担本科实验教学课程，如本科实验教学《船舶电气与自动控制技术》实验、《海洋

工程模型试验技术》实验、《船舶与海洋工程实验》等课程的实验项目开展。指导本科生开展开放性实验项

目、完成毕业设计实验；协助及指导研究生开展科研实验。 

（3）科研方面工作：承担或协助完成实验室的科研实验任务；从事海洋工程装备及自动化设备、船舶自动

化设备实验研究工作及产品样机研发等。 

（4）实验室及仪器设备维护：管理实验室各种仪器的使用及维护，其中包括大型设备港池不规则造波机、

循环水槽不规则造波机的运作、管理及维护；负责实验室近海与海岸工程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及消防安全。 

（5）其他：协助教研室完成部分日常事务。 

叶劲华 中级 

（1）岗位名称及职责：实验技术岗位，承担船模拖曳水池实验分室部分专业技术工作和部分日常管理工作； 

（2）教学方面工作：实验教学全过程协助任课教师的实验教学工作，对学生的试验进行辅助指导。完成本

专业本科生计划内的船体性能实验（阻力，自航，螺旋桨敞水）和船体结构实验（船模等值梁应力应变测

试），协助指导本科毕业设计课程设计实验。协助指导研究生实验，指导学生的开放实验；  

（3）科研方面工作：参加科研项目，主要有各种船舶的阻力，自航，螺旋桨敞水试验，水下机器人的操控

试验，潮流发电试验等； 

（4）实验室维护：管理、维修维护仪器设备。管理及操作贵重仪器设备。做好实验仪器设备的准备和耗材

的报备，设备的报废申报等。对本实验室的主要贵重仪器设备船模拖车进行程序设计，参数调试，维护管

理：计有滑触线供电系统，液压刹车系统，主接触器，车轮联轴结，电机测速光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SIMOREG 

DC MASTER，西门子 S7-200 可编程控制器，EB500 触摸屏人机界面，控制回路的继电器接触器等等。其中涉

及机械液压，强电弱电计算机控制等相关知识，发挥了自己自动化与计算机双本科毕业的特长。各种传感

器的购置研发使用，研发和改进实验数据的计算机采集处理系统。对船模拖车两根 120 米长的精密钢轨进

行除尘防锈的维护保养。对实验室的配电照明等设备进行维护管理。对本实验室的特种设备 3 吨吊车持有

管理资格证书，参加定期的培训，负责日常管理和月检年检。； 

（5）其他：完成各级领导和学科专业交办的其他任务。 

 

2、 工程力学实验室（王炯） 

罗文结 中级 

一、考勤工作表现 

二、仪器的管理维护 

（1）教学、低值仪器管理维护 （保证仪器正常运行，帐物相符，日常保养工作，及时报修、报废，完好

率达标） 

（2）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管理及维护（10 万以上） 

（3）仪器设备维修 

三、仪器设备的更新和购置 

四、实验室安全、环境卫生 

五、实验室搬迁修缮改建 

六、实验项目更新；设备改造开发 

七、负责本科实验教学工作 

八、其他  力学竞赛等活动的保障 



3、 测量实验室（邓晖） 

刘细梅 初级 

1. 提供满足实验教学需求的相关辅助工作； 

2. 提供满足教师、学生科研需要的相关辅助工作； 

3. 作为实验室安全的责任人，须做好防火、防盗的工作； 

4. 辅助测量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做好仪器、设备的维护、采购、验收等工作； 

5. 参与实验教材、指导书、维修手册和操作手册的编写； 

6. 负责实验室的整理、清洁、修缮、归档、登记及记录等日常事务性工作； 

7. 积极完成学院下达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8. 兼土木工程系资料员工作。 

 

4、 水力学、水工实验室（程香菊） 

田甜 初级 

1. 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填写当天实验工作日志。  

2. 实验室工作人员承担所属实验室的实验课程指导工作。  

3. 负责领取并保管本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用品。固定资产必须建账建卡，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登记

造册，定期清点并核对帐目。 

4. 做好实验前准备工作，检查仪器、水管、电路等，保证仪器、水管、电路等正常使用。  

5. 仪器使用安全正确，实验记录清楚完整，资料管理妥善无损。  

6. 遇有学生在实验中发生仪器设备损坏、材料丢失，要负责查明原因，签注意见，并按规定办理赔偿或

补领手续。  

7. 仪器设备不得私自转借，本院教师因公借用，须实验中心领导、实验室主任同意并办理借用登记手续，

用后按期归还。  

8. 实验室工作人员离开实验室前必须检查水、电、门窗的安全状况，做好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  

9. 加强实验室的防火、防水、防电、防盗意识，出现事故应追查责任。  

10. 实验室的钥匙要专人保管，不得私自转借和配制。 

 

5、 交通运输、交通工程实验室（胡郁葱、林培群） 

赵胜 初级 

1. 负责所有实验仪器、设备的选型、论证、采购、验收、安装调试、维护、保养及相关建档工作，保障

各类实验能按计划顺利开出； 

2. 负责领取并保管本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用品，定期盘点固定资产、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并核对

账目。发现仪器设备损坏、材料丢失等现象，要负责查明原因，签注意见，并按规定办理赔偿或补领

手续；  

3. 负责实验仪器设备的借出归还登记工作；仪器设备一般不得私自转借，本系（教研室）教师因公借用，

须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同意；本院教师因公借用，须院领导、实验室主任同意并办理借用

登记手续，用后按期归还；  

4. 负责实验室的消防、卫生及安全，定期检查仪器、水管、电路等，保证正常使用，出现事故应追查责

任；实验室的钥匙要专人保管，不得私自转借和配制； 

5. 负责实验室网络建设和网络安全维护工作，保证本实验室几大模块（沙盘、计算机模拟仿真调度系统

和公交站牌等外部设备）之间信息的正常交流，确保各项实验顺利进行； 

6. 负责学生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实验中的辅助工作，实验后的清理工作和登记工作，填写实验当天实验

工作日志；负责学生实验资料的归档和保管工作； 

7. 完成系、教研室下达的有关本科课程和实验教学任务，主要包括交通运输综合实验（32 学时）、交通

运输系统仿真（32 学时，含 16 学时实验）；根据教研室要求，参与指导本科生课程设计（交通规划课

程设计、交通设计课程设计等）、和毕业设计工作； 



8. 在不影响正常实验教学工作的前提下，经教研室和实验室同意，可参与指导本科生实践活动和各类竞

赛（大学生交通科技竞赛、百步梯、SRP 等），也可承担工会、班主任等其他工作； 

9. 在不影响正常实验教学工作的前提下，经教研室和实验室同意，可参与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方向一定

科研工作； 

10. 协助完成实验室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参与规划方案的制定、实验室搬迁、修缮或改建等工作； 

11. 处理学院、系下达的相关任务和信息资料的上传工作。 

 

6、 工程管理实验室（石开荣，张原，邓逸川） 

罗胜平 中级 

1. 负责本科生实验课教学工作。 

2. 负责实验室仪器设备选购、日常维护、维修、保证设备完好，参与实验室建设。 

3. 负责实验室消防安全巡查、统计实验室数据及上报等工作。 

4. 做好校内外同行领导的参观接待，实验室评比检查等工作。 

 

7、 桥梁工程实验室（张汉平） 

张汉平 中级 

1. 主持实验室的全面工作 

2. 主管实验室的教学、设备及管理工作 

3. 负责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和实验室涉外技术测试服务项目工作 

钟穗东 高级 
1、 协助实验室主任管理实验室设备和涉外技术测试服务项目工作 

2、 完成实验室安排的其他工作 

 

8、 道路工程实验室（郑国梁，李智） 

郑国梁 中级 

1、规划实验室近期建设，制定实验室管理制度、人员岗位职责和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和执行。

2、总抓实验室各项工作，对实验室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和安全工作负责；落实实验室的科学管理，

贯彻和实施有关规章制度，并负并责本室人员的管理、培训及考核工作。 

3、在确保完成教学或科研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对外开放实验室，积极拓展实验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开展

学术交流活动。 

4、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完成《土木工程材料实验》、《土力学实验》、《路基路面工程实验》、《土木工程材料

设计性实验》和《道路工程综合试验》等实验教学任务；协助任课教师进行《工程测量》和《工程地质》

的实验教学。编写相关实验讲义和实验指导书，准备及指导学生实验，并批改实验报告等，确保高质量完

成实验教学任务。 

5、努力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和质量。吸收科研和教学的新技术、新成果，不断更新实验内容，改革教学方法，

通过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及严谨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

践能力及创新能力。 

6、掌握各项实验的实验原理和实验技术，熟练地掌握各种仪器设备的工作原理与操作使用，对部分仪器设

备能进行故障诊断和维修。负责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管理和使用工作，建立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技术档案，

认真做好设备使用记录。 

7、承担实验室开放工作，安排、指导、协助申请学生完成实验内容。 

肖云 中级 

1、遵守和贯彻学校、学院制定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完成实验室主任分配的各项工作任

务。 

2、负责仪器设备的咨询对比、申购、报增入账、验收入库等工作。负责仪器设备的报废工作。 

3、根据教学大纲要求承担《土木工程材料实验》、《土力学实验》、《路基路面工程实验》、《土木工程材料设

计性实验》、《道路工程综合试验》等实验教学任务；协助任课教师进行《工程测量》和《工程地质》的实

验教学。编写实验讲义、实验指导书等教学资料，准备及指导学生实验、批改实验报告等，确保完成实验

教学任务。 



4、努力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和质量。吸收科研和教学的新技术、新成果，不断更新实验内容，改革教学方法，

通过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及严谨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

践能力及创新能力。 

5、掌握各项实验的实验原理和实验技术，熟练地掌握各种仪器设备的工作原理与操作使用，对部分仪器设

备能进行故障诊断和维修。负责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管理和使用工作，建立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技术档案，

认真做好设备使用记录。 

6、承担实验室开放工作，安排、指导和协助申请学生完成实验内容。 

7、负责实验室各类文件、材料和实验报告的分类归档管理工作。 

9、 建筑材料实验室（杨医博） 

王恒昌 中级 

1、 负责土木工程材料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包括设备仪器的购买、安装、维护、管理、报废工作；实验室

的修缮、安全、防火、防盗、防洪等工作。 

2、 负责土木工程，工程管理，水工专业的《土木工程材料》课内试验、《土木工程材料设计性实验》等实

验课程的试验准备及实验教学工作。 

3、 协助指导研究生的论文试验。 

4、 指导本科生课外科研及课外竞赛。 

5、 负责土木与交通检测中心建筑材料检测部的检测和管理工作。 

 

10、 岩土实验室（谷任国） 

巴凌真 中级 

1. 负责土木工程（全英、房建、地下结构方向）、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本科生《土力学》实验课

的教学工作； 

具体要求： 

（1）有计划地安排好每学期教学实验任务，做好实验前的资料、试验方法等准备工作。 

（2）编写实验指导书或实验讲义，不断充实和更新实验内容。 

（3）预做有关教学实验，写出实验报告，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实验课教学质量。 

（4）严格指导学生进行实验操作，批阅实验报告，做好实验课教学总结工作，评定实验课成绩。 

（5）承担实验技术的开发与研究，不断革新实验手段，促进实验教学的现代化。 

2. 负责岩土工程专业研究生《土工测试原理与技术》实验课的教学工作； 

具体要求同岗位职责 1。 

3. 负责岩土实验室常规仪器设备的选购、验收、安装、调试、维护、操作等；负责与本科教学有关的大

型贵重仪器设备的操作、维护和维修； 

4. 负责实验室安全卫生、日常管理等工作； 

5. 完成实验室主任安排的日常行政事务及其它工作； 

6. 土木与交通检测中心检测部内审员； 

7. 岩土综合党支部支部委员； 

8. 岩土教研室工会小组长。 

 

11、 结构实验室（王湛，侯爽，吴源青） 

吴源青 高级 

本科实验教学 

1、本科实验教学工作。2、本科实验教学工作的改进与提高。 

科研试验、研究生论文试验 

1、科研及研究生论文实验的合作与支持。2、试验方案的讨论、加载方案的制定。 

3、加载时贵重仪器设备的操作 

设备管理（包括贵重设备管理） 

1、常规仪器设备的日常管理 

a. 试验机类设备，      b. 加载架及附件 



2、贵重设备 MTS150T。3、设备采购 

实验室管理、安全与维护 

1、实验室管理。2、实验室安全。 

CMA 管理 

1、CMA 质量管理 

谭哲东 高级 

本科实验教学 

1、本科实验教学工作。2、本科实验教学工作的改进与提高。 

科研试验、研究生论文试验 

1、科研及研究生论文实验的合作与支持。2、试验方案的讨论、加载方案的制定。3、加载时贵重仪器设备

的操作 

设备管理（包括贵重设备管理） 

1、常规仪器设备的日常管理 

1）传感器、应变仪、电子类设备       

2、贵重设备 1500T 机。 

实验室管理、安全与维护 

1、实验室管理。2、实验室维修 

CMA 管理 

1、CMA 技术管理。2、CMA 计量管理 

王  涛 高级 

本科开放实验 

1、风洞二楼本科开放实验管理工作； 

2、开放实验教学研究与探索。 

设备管理 

1、常规仪器设备的日常管理与维护； 

2、开放大厅管理、安全与维护。 

其他工作 

1、完成学院的其他工作。 

陈杰斌 初级 

本科实验教学 

1、本科实验教学工作。2、本科实验教学工作的改进与提高。 

科研试验、研究生论文试验 

1、科研及研究生论文实验的合作与支持。2、试验方案的讨论、加载方案的制定。3、加载时贵重仪器设备

的操作 

设备管理（包括贵重设备管理） 

1、常规仪器设备的日常管理 

1）千斤顶及油泵，2)计算机类设备管理     

2、贵重设备 500T 机，50 吨 MTS。 

实验室管理、安全与维护 

1、实验室管理。 

CMA 管理 

1、CMA 测试报告管理 

 

12、 结构抗火实验室（赵新宇） 

杨柳 高级 

1、除特殊情况外，正常上班时间内应值守结构耐火实验室，负责该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仪器设备操作、仪

器设备申购/验收/保管/维修/报废、水电气维护/维修、卫生督查、研究生基本实验技能培训、工人日常管

理、财务管理等工作； 

2、协助完成结构耐火实验室所依托的“工程结构防灾减灾”团队的相关工作，例如，科研项目申请及执行

过程中的相关事宜、团队的部分财务事宜等。 

3、完成结构耐火实验室主任和“工程结构防灾减灾”团队负责人交办的与实验室和团队有关的其他工作。 



13、 结构抗风实验室（石碧青） 

石碧青 高级 

1、 风洞实验室的使用管理、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实验安排。 

2、 大型贵重仪器——大气边界层风洞的使用、日常保养维护。 

3、 大型贵重仪器——高速电子扫描压力测量系统的使用、日常保养维护。 

4、 一般仪器设备的使用管理、日常保养维护。 

5、 对进入风洞实验室开展科研实验的研究生进行风洞试验技术相关的基础培训。 

6、 参与教研室结构抗风方向的教学科研项目和试验工作。 

7、 协助完成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风工程广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的结构抗风方向的学科建设

工作。 

8、 学院安排的其他相关事项。 

 

14、 结构抗震实验室（王湛，周靖） 

周靖 高级 

1、 协助学院实验室中心主任和设备管理员、配合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管理、安排学院实验室相关的事

宜； 

2、 《振动台试验结构模型设计与测试方法》本科实验教学工作，对进入振动台实验室开展科研实验的研

究生进行试验技术相关的基础培训； 

3、 大型贵重仪器—振动台及辅助测试设备的使用、日常保养维护； 

4、 振动台实验室的使用管理、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实验安排；  

5、 振动台实验室的日常工作、安全管理、档案管理、设备管理； 

6、 开展振动台测试相关的科研工作。 

时丽珉 高级 

1、实验室日常工作，文件及档案管理，安全记录。 

2、设备采购及设备管理、财务管理。 

3、控制系统硬件维护，起重机的维保安排。 

4、协助设备管理员，对设备的清查工作。 

5、配合实验项目的数据采集工作。 

 

15、 学校力学实验中心（韩强，潘桂梅） 

潘桂梅 中级 

1. 本科教学：实验前准备（包括确保试验机的正常运作、试验用具的配套，试验用试件准备等）、实验课

讲授与指导、实验报告的批改、实验课的合理安排、实验教材的编写 

2. 力学教学试验中心微信公众号的的建设、实施与维护 

3. 设备管理：日常维护、保养、维修、定期的标定 

4. 新设备：设备的采购、招标、验收、报增 

5. 实验室的维护与维修：实验室内部的装修、水电线路的更新等 

6. 力学教学示范中心：网站的制作，示范中心验收资料的准备、网站内容的更新、丰富与完善，网站的

日常维护 

7. 实验室开放的管理 

教学大纲计划以外的实验任务都定义为开放实验。实验室在完成正常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利用现

有师资力量、仪器设备、实验室等资源，向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及外单位相关人员开放，提高实验室及

仪器设备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教学资源的效能。 

土木与交通检测中心的工作：参与定期内审工作、标准的更新与完善、配合定期复评审的工作、参与定期

比对实验 

周希平 中级 同上 

张洁 中级 同上 

 



16、 设备员 

张瑶  

1、 设备报废、核查等工作。 

2、 设备处相关数据统计报送。 

3、 设备处相关工作的通知传达。 

4、 学院用房用电信息管理。 

5、 领导安排的其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