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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实验报告记录本 

新生开题报告 

日常管理 

立德树人 



实验报告本记录要求 

 规范实验报告记录是我所对每位科技工作者开展科学研究
的基本要求，是确保实验数据真实可查、可追溯和重复的
重要保证。养成良好的实验报告记录不仅可以提升大家的
科研效率，养成良好科研习惯，提升科学素养，而且可以
避免电子实验数据丢失无法查找、自己或其他人长时间后
无法重复相关实验等问题。因此，根据大连化物所的相关
规定，特制定以下规范性制度要求： 

 一般性原则要求： 

 所有实验现象的记录，不能有个人主观判断认为重要的选
择性记录； 

 真实、客观、详细、实事求是的记录，确保他人可重复； 
 及时、实时的记录，不能后面补充记录； 
 清楚、整洁、规范的记录，无涂改、缺页和大面积空白等； 
 课题组将每年不定期检查报告记录本，不符合规定者将停
止实验整改 



 具体记录要求： 

 封面信息完整：项目名称、起止时间、姓名、报告本编号等 
 实验当日基本信息：具体年月日，温度、湿度和气压等信息； 
 实验目的、过程、主要方案内容等：简要目的（与以前研究
是否关联），详细研究内容和方案，如果跟以前类似，可写
参考xx报告本xx页（或本报告xx页）。初次使用药品需要有
详细药品型号、公司和纯度等说明；初次使用仪器需要进行
型号、厂商等说明；初次实验方案要求有流程图或方案图说
明等。 

 实验现象：客观全面、实事求是记录 
 获得样品编号：具有唯一性 
 原始数据整理总结：自画表格或粘贴原始结果图表或有原始
数据保存位置说明 

 初步结论与分析：针对所取得实验数据或现象进行初步分析，
提出下一步研究计划和设想。 
 



新生开题报告要求 

 深入检索和调研所选课题方向的相关文献，阅读至少50篇

以上（含精读文献15篇以上），熟悉课题组在该领域的研

究重点和特色，系统掌握该研究领域的科学前沿，思考在

已有研究基础上如何进行继承和创新，提出新的问题，分

析其存在问题原因，选定论文拟解决的问题，并对其进行

研究必要性分析（即：该研究的科学意义和价值）； 

 针对选定的拟解决科学难题，理性客观分析其存在问题的

原因，系统调研文献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形成初步的解

决问题实验方案，并作出必要的可行性分析（理论和实验

两方面）； 



 文献阅读过程中，要求系统掌握科技论文的写作思路和
逻辑，与课题研究息息相关的实验详细过程，洞悉每一
步实验的设计构思原因，系统掌握论文是如何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思路； 

  针对自己提出的想法和具有可行性的实验方案开展初步
的实验工作，快速熟悉课题组和大连化物所具备的实验
条件和分析方法，知悉它们的使用原理和用途，学习它
们的操作方法，掌握相关实验技能； 

  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与组里高年级同学和老师
多讨论，学会分析和理解取得的实验数据和现象，学会
掌握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不断循环更替的
螺旋式上升科研逻辑；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篇博士论文之计
在于开题报告。希望新入所的同学能从入所开始就养成
一个良好的科研习惯，掌握专业的做研究方法，形成专
业的科研素养，早日完成学业。 



实验室一般性管理规定 

一、日常事务（祁育） 

     原则上早上要求8点半以前到岗，4.1-10.31期间为8点前，中午午餐和
休息总时间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如有长时间午睡习惯的单独商谈）；
病假、事假半天（4小时）以上都必须向组内老师请假告知，由祁育登
记统计；出差时向祁育、组长告知；请假二天以内的，需本人提前填写
《请假单》，经组长审核同意后，交祁育留存备案登记；请假超出两天
者请依照大连化物所相关规定到相应部门领导处请假，并告知组长和祁
育处知悉；每人每年可享受最长不超过一周的除法定假期外的事务性请
假，事务性请假原则上不得与法定假日相连；因病需请假者，须有医院
出具证明并经所卫生所同意；无人知晓去向，无故不按时上班者视为旷
工。作息、考勤、请假、各实验办公场所的卫生工作安排以及来组人员
访问与入组人员接待等常规事务性事宜由祁育统一负责，建立相应的值
日表和考勤表，确保公共场所整洁安全，考勤和请假做到有章可依，有
据可查。 



二、工作进展与文献汇报交流（汇报ppt一律采用英文，学

生组长负责协调） 

 平均每4-7周安排一次数据讨论，每位报告人需提前2-3天准备好，以
备临时调整时间。报告格式要求：1）以前研究结果和存在问题简要
总结说明；2）最近研究进展（条理逻辑清晰，备注详细，不人为选
择删减等）；3）后期研究计划（详细说明其必要性可行性） 

 课题组集中安排1-2次数据总结汇报讨论（每年高温假前后和元旦前
后），为研究进展的系统阐述，重点研讨工作故事性和完整性。 

 文献专题与最近文献总结交流每周二晚上进行，为了保持课题组文献
总结交流的连贯性和实时性，建议遇到大组会的两周安排小组内的老
师和同学作报告。专题重点总结规律性和趋势、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
和策略、以及相关展望等，最新文献重点总结文章创新点和核心支撑
数据，用到的新方法、新表征和新实验设计（如果有）等介绍。（详
细阐述结合文献总结对自己研究工作有哪些启发）      



三、实验安全管理（范文俊） 

水、电、气和药品等安全管理严格依照大连化物所的相

关规定执行，由范文俊等统筹负责管理，制定出一个落实

到个人的年度责任安排表，明确权责，针对药品和气体等

购买、使用和处理等过程根据各成员使用情况每人分担的

原则进行任务分配，制定出相应的购买管理流程与细则，

发给组内成员积极配合执行，谁的任务谁负责，出了问题

找谁。 



四、论文专利、文档归档和药品购买管理（郭向阳）

论文和专利撰写前务必先归纳总结好所有相关数据，在充

分讨论基础上做到创新点明确，数据支撑完整，达到自认为可

自圆其说无懈可击的基础上方可动手书写，一旦书写务必一个

月左右完成投稿。论文投稿前严格依照大连化物所相关规定，

完成数据审查和数据出处两表的填写签证后方可投稿。两表填

写审核、实验报告本原始数据记录检查以及论文等资料管理、

相关材料建档归档、专利申请维护、网站维护、实验室文化建

设以及药品购买等由郭向阳统一负责管理。 





 五、日常维护与事务协调管理（祁育） 

实验室仪器日常使用维护、环境卫生、表征预约审核等实验

室各项事宜的执行督促与协调事宜由祁育统一负责，负责排查

日常实验过程中各种影响实验顺利开展的不规范事宜，负责公

共仪器的维护和使用培训，尤其对新入组者和新使用者务必进

行培训和手把手教学，告知相关安全和规范程序，与安全工作

进行对接纳入具体的安全责任认定和年度任务分配。 
六、人事管理 

  正式职工、项目聘用和博士后等人事管理通常情况依照所人

事处签定的合同执行，在合同执行期内申请出国交流、休长假、

离退职等需提前至少半年与组长协商同意，以便课题组相关工

作协调。反之亦然。 



七、奖惩制度管理（学生组长） 

所有成员岗位津贴每年将依照个人业绩、公共事务承担

和规章制度遵守情况、主持基金情况等确定，业绩和公益事

情完成情况全体成员打分投票评定，综合项目基金奖励确定

来年绩效。课题组内部设置文献总结优秀奖，每年奖励2名

左右优秀报告人，全体成员投票产生。出现违犯请假、值日

卫生、各项安全和仪器操作维护等相关管理规定应及时提醒

改正，拒不改正或屡次违犯者将进行警告、停止实验1-30天、

通报批评、劝退和开除等不同程度处理，造成安全事故者将

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培养什么人？ 

新时代的人才教育与培养 
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家国情怀、自信自律、思维新、视野广、人格正、志向高、讲诚信、有担当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民族复兴大任的担当者，中国梦的夯实者，

大化所精神的传承发扬者，个人家庭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传递正能量、引导思维方法、为人师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价值性与知

识性相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因材施教、灌

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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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文化：团结协作，锐意进取 
叶子人：人工光合 
太阳：太阳能转化 
主要反应：水分解、合成氨等 
金色麦穗：人工光合累累硕果 
绿色背景：清洁能源、绿色路线 

组训：慎思敏事，志高德馨 

使命与愿景：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研制洁净能源 

课题组Logo、组训和使命 



祝大家工作愉快顺利！学业有成！家庭美满幸福！ 

DNL16T2组的人才培养期望： 

 爱国爱所爱组，自立自信自强，敬业乐群，诚实守信 

 科研思维发散，烂熟研究课题的发展史，文献知识面广，

理论扎实，善于“见异思迁” 、由此及彼、举一反三 

 熟练掌握“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研思

维方法，善于管理科研时间和归纳数据，敏于新现象 

 具备不抛弃、不放弃、不歇气、不服输的顽强拼搏精神，

敢想敢做，勇于担当，团结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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