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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实验室规范设置与调整方案 

学部 学院 实验中心/科研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 建制实验室 

工程科学学部 

化学化工学院 7 10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7 7 

食品学院 7 19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4 1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5 5 

医学科学学部 

医学院 8 17 

药学院 2 12 

农学科学学部 

农学院 12 20 

动物科技学院 10 17 

理学科学学部 

生命科学学院 4 4 

理学院 6 9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文学艺术学院 4 7 

经济与管理学院 6 15 

师范学院 3 6 

外国语学院 1 5 

政法学院 2 6 

体育学院 1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2 

兵团屯垦戍边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戍边研究中心 1 1 

合计 18+1 92 176 

 



工程科学学部（5 个学院） 

学院 实验中心/科研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名称） 建制实验室（名称） 

化学化工学院 

基础化学实验中心 基础化学实验中心 

化工实验中心 

化学工程综合实验室 

环境工程综合实验室 

材料工程综合实验室 

精细化工综合实验室 

省部共建新疆兵团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省部共建新疆兵团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材料化工重点实验室 材料化工重点实验室 

兵团材料化工工程技术中心 兵团材料化工工程技术中心 

氯碱化工清洁生产与产品高值化技术协同创新（培育）

中心 

氯碱化工清洁生产与产品高值化技术协同创新（培育）

中心 

石河子大学环境监测与污染物控制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环境监测与污染物控制重点实验室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实验中心 电气工程实验中心 

机械工程实验中心 机械工程实验中心 

工程训练中心 工程训练中心 

兵团农业机械重点实验室 兵团农业机械重点实验室 

特色经济作物生产机械装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特色作物生产机械装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农业部西北农业装备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西北农业装备重点实验室 

省部共建绿洲农业工程与信息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省部共建绿洲农业工程与信息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食品理化学实验室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室 

食品工程实验室 

园产品加工实验室 

畜产品加工实验室 

大学生技能实训实验室 

农产品加工工程重点实验室 

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 

果蔬加工研究室 

果蔬贮藏研究室 

食品生物技术研究室 

食品营养与风味研究室 

粮油植物蛋白研究室 

功能食品研究室 

食品安全研究室 

公共平台（院级） 精密仪器测试实验室 

新疆特色果蔬加工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新疆特色果蔬加工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特色果蔬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特色果蔬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神内） 

新疆兵团特色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疆兵团特色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神内） 

石河子大学农产品加工与贮藏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农产品加工与贮藏重点实验室 

 

 



 

学院 实验中心/科研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名称） 建制实验室（名称）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水利与土木工程实验中心 

测量学实验室 

材料力学实验室 

建筑材料实验室 

土力学实验室 

水力学实验室 

农业水利工程实验室 

水利水电工程实验室 

土木工程实验室 

建筑学实验室 

给水排水工程实验室 

现代节水灌溉兵团重点实验室/石河子大学干旱

区水资源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 

现代节水灌溉兵团重点实验室/石河子大学干旱

区水资源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寒区城镇建设与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寒区城镇建设与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教学中心 计算机教学中心 

网络与通信实验中心 网络与通信实验中心 

兵团空间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兵团空间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兵团空间信息工程实验室 兵团空间信息工程实验室 

空间信息获取与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

验室（新疆兵团） 

空间信息获取与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

验室（新疆兵团） 

 



医学科学学部（2 个学院） 

学院 实验中心/科研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名称） 建制实验室（名称） 

医学院 

预防医学实验中心 

毒理学基础实验室 

医学营养学实验室 

卫生学综合实验室 

医学教学实验中心  

解剖学综合实验室 

医学形态综合实验室 

免疫微生物综合实验室 

分子生物学综合实验室 

医学机能综合实验室 

临床技能综合实验室 

口腔医学综合实验室 

影像学综合实验室 

新疆地方与民族高发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新疆地方与民族高发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SPF（P3)动物实验中心 SPF（P3)动物实验中心 

新疆地方性高发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新疆地方性高发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新疆地方与民族高发病兵团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新疆地方与民族高发病兵团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石河子大学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预防医学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预防医学重点实验室 

药学院 
药学实验中心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实验室 

药剂学实验室 

药物分析实验室 

中药药理学实验室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室 

中药炮制学实验室 

药物化学实验室 

制药工艺实验室 

药用植物腊叶标本室 

中药标本室 

仿真教学实验室 

新疆特种植物药资源重点实验室 新疆特种植物药资源重点实验室 



农学科学学部（2 个学院） 

学院 实验中心/科研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名称） 建制实验室（名称） 

农学院 

植物生产类专业综合实验中心 

林学综合实验室 

园艺综合实验室 

农学综合实验室 

植物生理实验室 

资环综合实验室 

植保综合实验室 

农业生物技术实验室 

生物形态观察互动实验室 

农业信息及数据处理实验室 

新疆兵团绿洲生态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新疆兵团绿洲生态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色果蔬栽培生理与种质资源利用重点

实验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色果蔬栽培生理与种质资源利用重点

实验室 

新疆绿洲农业病虫害治理与植保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新疆绿洲农业病虫害治理与植保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兵团林业有害生物检疫检验鉴定、风险评估和预测预报信

息中心 

兵团林业有害生物检疫检验鉴定、风险评估和预测预报信息

中心 

绿洲现代农业生产与资源高效利用兵团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绿洲现代农业生产与资源高效利用兵团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 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 

棉花生产技术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 棉花生产技术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 

石河子大学新疆特色果蔬生产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新疆特色果蔬生产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绿洲农作物病害防控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绿洲农作物病害防控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麦类作物研究所 石河子大学麦类作物研究所 

石河子大学棉花研究所 石河子大学棉花研究所 



学院 实验中心/科研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名称） 建制实验室（名称） 

动物科技学院 

实验教学中心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教研室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教研室 

预防兽医学教研室 

基础兽医学教研室 

临床兽医学教研室 

科学研究中心 

兽医学科学研究中心 

畜牧学科学研究中心 

动物实验中心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中心 

动物健康养殖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动物健康养殖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绵羊疾病控制兵团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绵羊疾病控制兵团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动物遗传改良与疾病控制重点实验室 动物遗传改良与疾病控制重点实验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动物疾病防控兵团重点实验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动物疾病防控兵团重点实验室 

西部地区高发人兽共患传染性疾病防治协同创新中心 西部地区高发人兽共患传染性疾病防治协同创新中心 

生产力促进中心 生产力促进中心 

石河子大学动物遗传改良与抗病育种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动物遗传改良与抗病育种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学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学重点实验室 



理学科学学部（2 个学院） 

学院 实验中心/科研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名称） 建制实验室（名称） 

生命科学学院 

基础生物学实验中心 基础生物学实验中心 

应用生物学实验中心 应用生物学实验中心 

石河子大学新疆植物资源与生态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新疆植物资源与生态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理学院 

数学实验教学中心 

数学建模及仿真教学实验中心 

数值模拟及仿真实验室 

物理基础实验中心 物理基础实验室 

应用物理工程实训与创新中心 应用物理工程实训与创新实验室 

地理综合实验教学中心 

3S 综合实验室 

自然地理综合实验室 

土地信息工程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干旱区景观生态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干旱区景观生态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生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生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7 个学院） 

学院 实验中心/科研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名称） 建制实验室（名称） 

文学艺术学院 

美术创作实验实践中心 

绘画工作室 

创作设计工作室 

传媒技术综合实训中心 传媒技术综合实验室 

音乐实验实践中心 

现代音乐技术实验室 

音乐实践实训室 

舞蹈实践实训室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实验中心 

经济学综合实验室 

管理学综合实验室 

金融证券与投资模拟实验室 

管理行为学实验室 

生产运作与物流实验室 

国际贸易模拟与商务谈判实验室 

会计与审计模拟实验室 

ERP综合实验室 

创业实训室 

局域网控制室 

兵团屯垦经济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经济研究中心 

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 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 

棉花经济研究中心 棉花经济研究中心 

兵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兵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学院 实验中心/科研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名称） 建制实验室（名称） 

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综合实验中心 

学科教学论综合实验室 

教育技术综合实验室 

心理学综合实验室 

学前教育实训室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 

外国语学院 语言教学实验中心 

网络自主学习室 

语言实验室 

同声传译实验室 

情景模拟实验室 

商务实训室 

政法学院 

文科实训中心 

模拟法庭 

导游实训室 

社工实验室 

法律诊所 

电子教室 

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 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 

体育学院 运动与健康实验中心 运动与健康实验中心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亚文明与西向开放协同创新（培育）中心 中亚文明与西向开放协同创新（培育）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戍边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戍边研究中心 兵团屯垦戍边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