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院教师教学科研量化标准 
一、总则 

该量化标准作为医学院教师职务晋升和考核的参考依据。职务晋升按任现职以来取得的教学科研成绩计算分值，年度考核按照学

年度取得的教学科研成绩计算分值，聘期考核按照聘期取得的教学科研成绩计算分值。 

 

二、教学工作积分 

内容 指标 分值 
课堂教学工作量 

T= 100
252





QR实际课时

 

说明： 

1.硕士课程班、函授等领

取课时费的课程不记入

考核； 

2.MBBS 课时按双倍计算。

3.指导本科生科创工作

量按《厦门大学医学院教

师参与指导本科生科创

工作量认定办法（试行）》

（厦大医教[2016]02 号

文）相关规定执行 

课程累计系数：R=R1+R2+R3 

各门课分值加总 

R1 为课程系数：主干课为 1.2，其他课程为 1（主干课由教务办确定） 

R2 超标准班系数： 按课型规定一个合适的授课人数为标准班，少于或等于标准班，其 R2=0。具体如下：

理论课程：以 40 人为一个标准班(人数不足 40 人的以 40 人计)；实验课程：以 15 人为一个标准班；超过标

准班人数的按以下公式计算 R2 

              R2
标准班人数

标准班人数授课人数
 N  

N 为课程类别系数，理论课 N=0.5，实验课/见习课 N=0.3  

R3 特殊补贴系数：双语课程分 A、B、C 三类，系数分别为 0.7、0.5、0.3； 
                 新开课程（院内从未开设过的课程）：首轮 0.3，以后为 0；                

Q 为课程质量系数，以教师测评分数为依据，85 分以上 Q=1.2；65-84 之间 Q=1；64 分以下 Q=0.8。 
当年测评结果未出的，以上一学年的测评结果为准。 

252：额度课时（计算积分用，不作为实际规定工作量） 

全职临床教师教学工作量按照基础类教师年均教学工作积分计算  



 

三、研究工作积分（K1+ K2+ K3+ K4）【该项所有项均指新入选的项目，所有项目只计分一次】 

注：1. 研究经费：纵向课题经费数以立项书为准，横向课题以到校经费数为准（应扣除按立项合同或协议必须转出的数额）。经

费承担人可根据纵向课题执行年限分配每年度经费的计算额度，已计算额度不得重复计算。 

2.教改课题：由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立项后确定分值分配方案，长期有效，未经主管部门审批不得变更方案；项目负责人可占

项目分值的1/2。 

 

 

 

 

内容 指标 分值/备注 
K1 研究经费 
（含教学课题。人才支持

计划类课题不在此计分） 

到校经费数（以校财务处和抗癌研究中心证明为准。不含院内课题经费）；教改课题、

精品课程等教学类课题经费按2倍计算。 
2 分/万元 

K2 新增科研课题级别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或同级别课题首席科学家 100 分/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优秀青年基金、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课题或同级别课题负责人 
75 分/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国家重点研究计划项目子课题 50 分/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或省部级重点项目、省杰出青年基金 30 分/项 

省部级以上课题主持人 （不含省属公益经费） 15 分/项 

K3 新增教改项目 
国家级 150 分/项 

省部级 75 分/项 

校级 30 分/项 



 

四、教学、科研成果积分 

类别 内容 指标 分值 

教 学

成果 

教学论文 在一类、二类、正式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教学论文 分别为 15、5、2 分/篇 

教学获奖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二、三等奖；  分别为 500、250、125 分/项 

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二、三等奖；  分别为 100、50、25 分/项 

校级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特等奖、一、二、三及优秀奖 分别为 30、15、8、5、3 分/项 

教学名师 国家级和省部级 分别为 500、250 分 

指导学生活动或比赛

获奖 

指导“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大学生科技作品大赛”等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含研究生相关活动），获国家级特等/
一等、二等、三等的分值分别为 100 分、50 分、25 分；获省级特等奖、一等奖的分值分别为 25 分、15 分，获省级

二、三等奖的分值为 5 分 

指导研究生论文获奖 聘期内，指导的研究生获优秀博士生论文，国家级 500 分、省级 200 分；  

指导的研究生获校级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研究生导师可加 2 分/人。 

科 研

成果 

研究论文 

Science/Nature或者影响因子≥20分以上 

该3项不再重复计算

JCR分区分数 

500分/篇 

影响因子≥10分以上 300分/篇 

影响因子≥7分以上 200分/篇 

JCR1区（本学科TOP杂志）、2区、3区杂志论文 100、50、25分/篇 

JCR4区、其他普通SCI、EI论文 15分/篇 

国内一类核心学术刊物论文 15分/篇 

二类核心学术刊物（教学论文不再计算） 5分/篇 

授权专利 

国际发明专利 75分/项 

国内发明专利 25分  

实用新型专利 5分 



 
 

 

注：1.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篇数按《厦门大学医学院专任教师及工程、实验等系列专业技术岗位绩效考核评价实施细则》中

相关约定执行；第二作者按论文分值的 15%计分，其他合作者按论文分值的 10%计分；教学论文、会议报告等分值不分配。 

2. 专利：第一发明人占专利的全分值，第二、三发明人按专利分值的15%计分，其他发明人按专利分值的10%评分。 

科 研

成 果 

著作 

学术专著 
2分/万字 

国家一级出版社+10分 

教材 

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统编教材

主编+100分，副主编+50分，编委+25分；其他教材主编+10分，副主编+5分 

5分/章（完整章） 

全国统编教材（限前列三大出版

社）+20分 
科普、通俗读物、编著、译著 

主编+10分，副主编+5分 

1分/万字 

国家一级出版社+10分 

科研获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一、二等） 5000、1000分/项 

国家部、委（如教育部、卫生部）级奖励（一、二、三等） 500、250、100分/项 

省级科研成果类奖励（一、二、三等） 300、150、50分/项 

副省级、副部级、厅级科研成果类奖励（一、二、三等） 80、50、25分/项 

学术活动 

在正式国际会议上做大会报告25分，分会特邀报告15分，一般报告8分；  

在正式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10分，分会特邀报告5分，一般报告2分 

主办正式的学术会议：其中国际会议（含洲际会议）100分；全国性学术会议50
分，由负责人分配 

 

人才支持计划 

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450分 

入选“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校级特聘教授、“长江学者”青年项目等 200分 

入选省级各类人才支持计划（双百、高校领军人才项目等、省引进高层次B类以

上人才） 

100分 

入选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省引进高层次人才C类项目 50分 



 

3. 获奖：教学科研获奖根据完成排序，第一负责人可占1/2分值（独立完成占全分值），其他合作者由第一负责人根据工作量分配

剩余分值并报科研办备案，一经确认，不得更改。 

4. 一篇论文同时被SCI、EI、ISTP等多个刊物收录，只计分一次；同一成果同时获得两个以上（含两个）的奖励，选 高奖项计

分，不重复计算。 

5. 学术活动：限正式的官方学会组织的学术年会；参加同一学术会议并做多场报告，只计分一次，就高计分。参与会议分值100

分封顶。组织学术会议另计。 

6. 所有成果只计算一次分值，不重复计算。 

7. 该表中未列的成果如在《厦门大学医学院专任教师岗位教学科研业绩等效选项》中“通用替代项”中列出的，可进行替换后计

算分值。 

8. 教师若承担本考核标准未列入的其他工作，由各系、部、中心提请学院聘委会和教授委员会讨论、认定。 



 

五、 兼职工作考核量化标准（可累加，不超过3项） 

兼职项目（建议按兼职工作所占比例折算成课时计算） 分 值 

按照学校规定不占岗位人员（正、副院长等） 60 

院长助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研究中心、工程中心、教学示范中心负责人、

基础医学部主任 
50 

系、部、中心主任、基础部副主任 30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中心负责人 30 

学校任命的系、部、中心等副主任、或学院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 25 

市、校级实验室、中心负责人、院级各类委员会秘书 20 

各主干课程课程组长（教研室主任、研究所负责人）、工会副主席、党支部副书记、院级科

研平台负责人 
15 

教学模块负责人、部门工会委员 10 

班主任、教学秘书、科研秘书、工会小组长、党支部委员 8 

*各系按教职工人数设加分项，每人5分，在年度考核时，由系主任（含系副主任）根据年度兼职工作表现、贡献度分配加分

值。 

六、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标准 

（一）年度考核 

年度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档； 

1.年度考核合格分数线：  

教授：150分 

副教授：115分 



 

助理教授：85分。 

2.在同一职称内，按照年度考核分数从高到低排序，评优人员同时还需满足《厦门大学医学院专任教师及工程、实验等系列专业

技术岗位绩效考核评价实施细则》中相关约定。 

3.基本合格及不合格：考核分数未达到合格线，根据考勤时数及平时工作表现，由学院聘委会确定考核等级。 

（二）聘期考核 

聘期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档  

1.优秀：完全满足学院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中的要求，且考核分数在参与考核的人员中位居前列； 

2.合格：满足学院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中的要求或聘期内年度考核均在合格及以上； 

3.基本合格或不合格：未能满足学院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中的要求，根据考勤时数及平时工作表现，由学院聘委会确定考核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