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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 技术的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台

韩阜益， 陈建荣， 唐俊峰， 李斌荣
(东华大学 资产管理处，上海 201620)

摘 要: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发展建设，我校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网络设备系统，设备
系统更加规范了管理工作并带来了巨大帮助。通过分析高校固定资产处置过程中
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的问题及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迫切性，探索建设符合我校实际情
况的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台建设思路，详细分析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台
的功能需求和实现方式。平台的建成实现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过程中各管理环节
的全在线化，增强了各个岗位的管理职能，为学校师生打造更为便利的服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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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al Service Platform of Fixed Assets Based on the Web Technology

HAN Fuyi， CHEN Jianrong， TANG Junfeng， LI Binrong
(Department of Asset Management，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In 2006，the CPC issued a strategic document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the university
informatization has been facing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After many years of informationization
construction，we has established an Equipment System，the Equipment System standardized the management，as well as
provided a great help． In this paper，the drawbacks of fixed assets in disposal proces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and the
urgency of informatio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nalyzed． The ideas of constructing the disposal service platform of fixed
assets according to our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re presente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implementations of the
platform are analyzed in detail． The disposal management of fixed assets is realized on online，and the management
function of each post is enhanced． It provides more convenient service environment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 words: informatization; service platform; fixed assets; disc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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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化，高校更加注重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大精仪

器正源源不断地进入实验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被淘

汰的仪器设备也逐年剧增，这给高校资产的处置管理

工作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1-6］。在互联网+的背景

下，如何提高高校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水平，满足教

学实验、科研实验的需求，资产管理部门需要不断地反

思探索，本文就如何构建高校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

平台进行了有益探索。

1 构建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台的必要性

近年来，国家及教育部对高校的关注度、投资力度

不断提高，高校承担的教学任务、科研项目也不断增

加，随之面临着报废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数量也在不断

攀升，固定资产处置管理过程中如何提高报废仪器的

利用率、保证资金的投资效益和使用效益最大化，是高

校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管理工作不断探索的问题。传统

的对于固定资产处置全过程采用的纸质+Excel 电子

表格管理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当前信息时代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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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7-10］。为了缩短固定资产处置的申请、审批、残值

回收，提高工作效率，做到各使用部门能够更便捷地进

行固定资产报废，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固定资产报废处

置服务平台对高校固定资产处置的全过程进行动态管

理是十分必要［11-12］。

2 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台的构建思路

根据“东华大学仪器设备及家具报废处理实施细

则”的规定，研究报废处置过程(申请报废－审批－回收

－上会－销账－评估－拍卖－残值回收等整个过程) 中的

执行主体、审批部门及其他参与人员的职能，分析各环

节容易出现的问题和漏洞，充分考虑不同执行主体间

的相互制约和监督因素，为“勤俭办学、物尽其用”的

处置原则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图 1 所示为固定资产

报废处置的流程图。该流程经过进一步优化，根据不

同原值的资产，实现申请、审批、核对、资产报废论证、
回收信息确认、报废申请单打印、拟报废资产信息发

布、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申请表、资产分类汇

总表、线上监管、归档、统计、数据分析等全程信息化处

置过程管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台提高了信息

公开度和透明度，多渠道接受监督。

图 1 固定资产处置流程图

3 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台的业务流程

(1) 固定资产报废申请。个人在数字化校园门户

的客户端使用校内“一卡通”账号进入资产报废管理

中的资产报废申请，系统自动获取个人领用的学校资

产。选出拟报废资产的卡片，填写经办人、联系方式、
存放地点后，保存提交。

(2) 固定资产报废审批。提交的报废申请需要在

学院内部进行论证，论证通过后自动流转到学院分管

资产的负责人进行审批，学院审批通过后将进行报废

资产公示，公示 5 天后若无人办理调拨，报废申请单将

自动流转到资产管理处进行审批。
(3) 状态编辑。审批通过后，设备与实验室管理

科将对固定资产进行回收—上会—销账—评估—拍

卖—回收残值，操作员将对处于不同节点的申请单进

行状态编辑来分类、打包。
(4) 信息数据统计阶段。设立全方位查询、统计

功能，实现报废处置服务平台内的每一个信息字段的

查询、统计。

4 系统设计

4．1 系统架构

为了提高系统开发、维护、部署的灵活性和可扩展

性，东华大学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台的设计采用

Browser /Server 架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系统的物理拓扑图

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台采用 MySQL 作为数

据库管理系统，MyEclipse 作为开发环境，Tomcat7 作为

服务器软件，基于 SSH 框架进行开发。SSH 是 Struts+
Spring+Hibernate 的一个集成框架，是目前广为流行的

Web 应用系统开源框架［13］。其中，Struts 作为整个系

统的基础架构，采用 MVC 设计模式，在系统设计中起

控制作用。采用 Struts 架构可使得项目结构更清晰、
设计分工更明细。Hibernate 框架对持久层提供支持，

降低对数据访问的复杂度，把对数据库的操作转换为

对持久对象的操作。Spring 是一个全方位的整合框

架，在系统设计中对 Hibernate 和 Struts 进行整合，解

决层与层之间的耦合问题［14］。图 3 所示为 SSH 架构

设计图。

图 3 SSH 架构设计图

4．2 系统安全设计

系统安全性是 Web 应用的重要设计，本系统的安

全管理包含了权限管理、角色管理、操作人员和系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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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等子模块。其流程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安全管理流程图

4．3 数据库安全管理设计

系统数据库安全管理基于 ＲBAC 模型设计［21］，该

模型结构如图 5 所示，在模型实体中，包含了用户集、
会话集、角色集、操作集等内容。管理员根据用户的责

任通过指定用户为某角色来为用户授权，从而简化授

权管理操作。

5 平台的主要特点

基于原有的设备系统进行构建和开放，参照“互

图 5 数据库 ＲBAC 模型

联网 + 管理”思维和理念，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

台真正实现了实验室仪器设备处置管理的全在线化

(见图 6)［15］，其具有以下特点:① 最大程度的实现固

定资产处置管理工作的在线化。在原有设备系统基础

上，添加仪器设备的报废申请、审批、公示、处置库管理

等功能模块;② 对各环节进行了流程梳理，进行功能

模块流程化改造，将实际工作流程中不同岗位的履职

操作，在网上逐一进行;③ 创建“状态查询”模块，实现

各项线上工作进展情况的全过程展现，让申请人、管理

员可以查看工作进展情况，了解各节点工作人员处理

结果;④ 引入责任制理念，增强日志管理功能，实现各

项线上具体操作的全过程可查证、可追溯;⑤ 重视数

据挖掘，强化统计分析功能，努力活化数据、用活数据。

图 6 东华大学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台

6 结 语

为提高服务质量、规范报废仪器设备的处置流程，

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服务平台的上线，实现了报废仪器

设备的处置管理网络化，教师不再填写、递交报废单，

在电脑上就可以完成仪器设备的报废申请、审批等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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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手续。截至目前，共有 25 092 台件资产通过系统提

交报废申请、审批，报废总额 4 756 万元。固定资产报

废处置服务平台的应用大大解放了管理人员，也为教

师提供便利，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使管理员能够把

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仪器设备的有效共享、数据挖掘等

工作中，创造更有意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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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毕业设计、自选实验、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创

新实验提供了实验平台，为产业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

应用型人才奠定基础。自制实验设备不但引进了新的

技术，还有利于完善实训室建设。在实验设备研制过

程中，教师积极解决了工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

专业能力既得到锻炼，又提高了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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