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全国博⼠⽣导师信息采集项说明

1. 填报范围：经教育部批准，在教育部备案且具有博⼠研究⽣培养资格的学校（机构）。

2. 统计对象：

2.1本次采集博⼠⽣范围：统计时期内在填表单位具有过学籍记录的博⼠⽣及 2022年 9⽉ 30⽇前⼊学的

博⼠⽣。

2.2本次采集博⼠导师范围：于统计时期内具有博⼠研究⽣指导资格的全部博⼠⽣导师（含未实际指导研

究⽣的导师、外籍导师及兼职导师），应与本年度全国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数据中的相关信息保持

⼀致。 退休、去世、调离的导师且名下没有学⽣的，不需要采集。

3. 统计时点：是指统计数据的调查截⽌时间（2022年的 9⽉ 1⽇）。

4. 统计时期：是指统计数据的调查区间时间（2021年的 9⽉ 1⽇⾄ 2022年的 8⽉ 31⽇）。

5. 归档：本表由学校（机构）和省级教育⾏政部⻔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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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填信息

1.1 基础信息

教博基 1001 博⼠导师信息

导师⼯
号

导
师
姓
名

所属
学院
(单位)

国家
（地
区）

证件
类型

证件
号码

出⽣
⽇期

性
别
年
龄
⺠
族
政治
⾯貌

最⾼
学历

获最⾼学
历的国家
(地区)

获最⾼学
历的院校
或机构

获最⾼
学历所
学专业

最⾼
学位
层次

最⾼
学位
名称

获最⾼学
位的国家
(地区)

获最⾼学
位的院校
或机构

选择 选择
选
择

选
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参加
⼯作
⽇期

⾸次具有
博⼠招⽣
资格⽇期

是否
在编

是否与填
报单位签
订聘⽤合
同

聘⽤
期限

是否于填
报单位承
担全职⼯
作

全职
⼯作
单位

是否
为离
退休
⼈员

聘任
专业
技术
职务

岗位
等级

党政
职务

海外研
修（访
学）经历

⼊选⼈才
项⽬名称
及⼊选年
份

是否具有
其他⾏业
技术职称

是否具
有国内
外学术
兼职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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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类别 是否有国际合作
可指导博⼠
⽣类型

现所属⼀级
学科

现所属⼆
级学科

可指导专业学
位类型

所指导填报单位硕⼠⽣
在读⼈数（⼈）

导师数量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1、该表填写符合统计对象范围要求的博⼠导师统计时点时的基本信息（含本校和外聘博⼠导师）。

指标解释：

导师⼯号：导师⼯号（若外聘博⼠导师⽆⼯号，可由填表单位⾃⾏编号）。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所属学院（单位）：指博⼠导师⼈事关系所在学院（单位）。必填。

国家（地区）、获最⾼学历的国家(地区)、获最⾼学位的国家(地区)：参⻅数据字典-国家（地区）。必填。

证件类型：居⺠身份证、军官证、⾹港特区护照或身份证明、澳⻔特区护照或身份证明、台湾居⺠来往⼤陆通⾏证、护照。必填。

出⽣⽇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必填。

⺠族：参⻅数据字典-⺠族。

政治⾯貌：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中国共产主义⻘年团团员、中国国⺠党⾰命委员会会员、中国⺠主同盟盟员、中国⺠主建国会会员、

中国⺠主促进会会员、中国农⼯⺠主党党员、中国致公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台湾⺠主⾃治同盟盟员、⽆党派⺠主⼈⼠、群众。

最⾼学历：参⻅数据字典-学历。必填。

最⾼学位层次：博⼠层次、硕⼠层次、学⼠层次、其他层次。必填。

最⾼学位名称：参⻅数据字典-学位。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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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最⾼学历的院校或机构：填写学历证件中的学校全称。若学校名称发⽣变更，以学历证件信息为准。必填。

获最⾼学位的院校或机构：填写学位证件中的学校全称。若学校名称发⽣变更，以学位证件信息为准。必填。

参加⼯作⽇期：指该导师参加⼯作时间（⾮填报单位⼊职时间），以档案记录为准。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

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必填。

⾸次具有博⼠招⽣资格⽇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若⽇期只能确定到年

份，则“⽉⽇”统⼀使⽤“0101”，若⽇期只能确定到⽉份，则“⽇”统⼀使⽤“01”）。必填。

是否在编、是否与填报单位签订聘⽤合同、聘⽤期限、是否于填报单位承担全职⼯作、全职⼯作单位结果数据项之间的关系如附表：

数据项
在编博⼠
导师

与填报单位签订聘⽤合同的⾮在编博⼠导师
未签订聘⽤
合同的⾮在
编博⼠导师

合同时间 1年以下 合同时间为 1年及以上且⼩于 3年 合同时间在 3年及以上

全职 ⾮全职 全职 ⾮全职 全职 ⾮全职

是否在编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与填报单位
签订聘⽤合同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聘⽤期限 不填
合同时间 1年
以下

合同时间 1年以
下

合同时间为 1
年及以上且⼩
于 3年

合同时间为 1年及
以上且⼩于 3年

合同时间在 3
年及以上

合同时间在 3年
及以上

不填

是否于填报单位
承担全职⼯作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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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作单位 不填 不填
填⼊全职⼯作所
在单位名称

不填
填⼊全职⼯作所在
单位名称

不填
填⼊全职⼯作所
在单位名称

填⼊全职⼯
作所在单位
名称

是否在编：是、否。根据该导师在填表单位编制占⽤情况填写。必填。

是否与填报单位签订聘⽤合同：“是否在编”选择为“是”时该选项填“是”，否则根据实际情况进⾏选择。必填。

聘⽤期限：聘⽤期 1年以下、聘⽤期 1到 3年且不包括 3年、聘⽤期 3年以上且包括 3年。必填。

是否于填报单位承担全职⼯作：根据附表所示关系进⾏填写。必填。

全职⼯作单位：承担全职⼯作单位全称。视校验内容必填。

是否为离退休⼈员：是、否。根据该导师个⼈情况填写。必填。

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参⻅数据字典-专业技术职务。必填。

岗位等级：专业技术岗位⼀级、专业技术岗位⼆级、专业技术岗位三级、专业技术岗位四级、专业技术岗位五级、专业技术岗位六级、专业技术岗位七级、

专业技术岗位⼋级、专业技术岗位九级、专业技术岗位⼗级、专业技术岗位⼗⼀级、专业技术岗位⼗⼆级、专业技术岗位⼗三级、其他岗位等

级。必填。

党政职务：学校（科研机构）领导正职、学校（科研机构）领导副职、学校（科研机构）其他领导、内设机构领导正职、内设机构领导副职、⾮学校（科

研机构）内任职、⽆党政职务。必填。

海外研修（访学）经历：6个⽉以下、6个⽉及以上且⼩于 1年、1年及以上且⼩于 3年（含 1年）、3年及以上、⽆海外研修（访学）经历。必填。

⼊选⼈才项⽬名称及⼊选年份：参⻅数据字典-⼈才⼊选项⽬。按照“⼈才项⽬名称_⼊选年份”格式填写，⼊选多个项⽬按照“⼈才项⽬名称_⼊选年份,⼈才

项⽬名称_⼊选年份,……”。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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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其他⾏业技术职称：是、否。参照数据字典-国家专业技术⼈员职业资格。必填。

是否具有国内外学术兼职：是、否。根据该导师个⼈情况填写。必填。

导师类别：博⼠硕⼠⽣导师、博⼠⽣导师；根据该导师在填表单位获得导师资格填写。“博⼠硕⼠导师”指同时具有博⼠⽣、硕⼠⽣指导资格的导师，“博

⼠导师”指只具有博⼠⽣指导资格⽽不具有硕⼠⽣指导资格的导师。必填。

是否有国际合作：是、否。根据导师是否有实质性成果产出（项⽬、论⽂、专利等）的国际合作情况填写。必填。

可指导博⼠⽣类型：学术型、专业型、学术和专业型。必填。

现所属⼀级学科、现所属⼆级学科：填⼊学科名。参⻅数据字典-学科。涉及多个时，按照“学科名称⼀,学科名称⼆,……”形式填写。“现所属⼀级学科”必

填，“现所属⼆级学科”⾮必填。

可指导专业学位类型：填⼊专业学位名。参⻅数据字典-专业学位类型。涉及多个时，按照“学位名称⼀,学位名称⼆,……”形式填写。

所指导填报单位硕⼠⽣在读⼈数（⼈）：所指导的于填报单位统计时期内完成学籍注册的硕⼠⽣⼈数，填⼊阿拉伯数字。必填。

导师数量：每⾏都填写阿拉伯数字 “1”。必填。

校验内容：

证件号码：居⺠身份证验证。

出⽣⽇期：⼩于当前填报年份，⼤于统计时点起点时间。

⺠族：“国家（地区）”选择“中国”时必填，⾮“中国”时不填。

政治⾯貌：“国家（地区）”选择“中国”时必填，⾮“中国”时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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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作⽇期：⼩于等于当前年份，⼤于出⽣⽇期。

⾸次具有博⼠招⽣资格⽇期：⼩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于等于⼯作⽇期。

是否与填报单位签订聘⽤合同：“是否在编”选择“是”时填“是”，否则根据实际情况进⾏选择。

聘⽤期限： “是否在编”列为“是”且“是否与填报单位签订聘⽤合同”列为“是”或“是否在编”列为“否”且“是否与填报单位签订聘⽤合同”列为“否”时不填。

是否于填报单位承担全职⼯作：“是否在编”选择“是”时填“是”。“是否与填报单位签订聘⽤合同”选择“否”填“否”。必填。

全职⼯作单位：“是否于填报单位承担全职⼯作”选择“否”，且“是否为离退休⼈员” 选择“否”时必填，否则不填。

现所属⼀级学科、现所属⼆级学科：当“可指导学⽣类型”选择“学术型”或“学术&专业型”时“现所属⼀级学科”必填，“现所属⼆级学科”⾮必填；当“可指导

学⽣类型”选择“专业型”时“现所属⼀级学科”、“现所属⼆级学科”均不填。

可指导专业学位类型：当“可指导学⽣类型”选择“专业型”或“学术&专业型”时必填。

所指导填报单位硕⼠⽣在读⼈数（⼈）：⾮空整数。当“导师资格”选择“博⼠导师”时，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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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01续 博⼠导师信息汇总表

指标名称 代码 合计
#⼈事关系在本校

29岁以下 30-34岁 35-39岁
计 #在编⾮全职 #全职⾮在编 #在编且全职

甲 ⼄ 1 2 3 4 5 5 6 7

按指导关系分

博⼠导师 01

#⼥ 02 — — — —

博⼠、硕⼠导师 03

#⼥ 04 — — — —

40-44岁 45-49岁 50-54岁 55-59岁 60-64岁 65岁以上

8 9 8 9 10 11

注：1、填写或修改教博基 1001后，需点开此表保存⼀次，以保证此表数据为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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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02 博⼠⽣信息

学⽣学号
学⽣
姓名

导师⼯
号

导师
姓名

合作指
导导师
⼯号

学⽣
类型

学习
⽅式

国家
（地
区）

⺠族
学位
类型

现所
属⼀
级学
科

现所
属⼆
级学
科

现所
属专
业学
位类
别

⼊学
⽇期

是否
存在
学籍
变动

学籍变
动原因

是否授
予学位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1、该表填写统计对象范围要求的博⼠⽣（含留学⽣博⼠⽣、港澳台地区博⼠⽣）须包含 2022年 9⽉ 30⽇前⼊学博⼠⽣的基本信息。

2、当发⽣学籍变动时，“学籍变动原因”选择“毕业、结业、休学、停学、开除、死亡、转出、肄业、博转硕、出国出境”等表示博⼠⽣学籍终⽌ 或暂

停时，该表填写变动发⽣前信息；“学籍变动原因”选择“复学、转学院、转导师、转学科⽅向”等表示博⼠⽣学籍存续原因时，该表填写变动发⽣后信

息。

3、在统计时期内不存在学籍的博⼠⽣不在统计范围内。在统计时期之前毕业但在统计时期内获得学位学⽣不统计。

指标解释：

学⽣学号：培养机构学⽣学籍系统中学⽣学号。必填。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合作指导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如有多个，按照“导师⼯号 1,导师⼯号 2,……”填写。如果没有，则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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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类型：硕转博、直博⽣、统招博⼠、其他学⽣类型。必填。

学习⽅式：全⽇制、⾮全⽇制。必填。

国家（地区）：参⻅数据字典-国家（地区）。根据博⼠⽣报考考籍填写。必填。

⺠族：参⻅数据字典-⺠族。“国家（地区）”选择“中国”时必填，⾮“中国”时不填。

学位类型：学术型、专业型。必填。

现所属⼀级学科、现所属⼆级学科：填⼊学科名。参⻅数据字典-学科⽬录。

现所属专业学位类别：填⼊专业学位名。参⻅数据字典-专业学位类型。

⼊学⽇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必填。

是否存在学籍变动：是、否。必填。

学籍变动原因：毕业、结业、休学、停学、复学、退学、开除、死亡、转出、肄业、转学院、转导师、转学科⽅向、短期出国、博转硕、返校、⻓期出国、

转⼊、其他学籍变动原因。如有多个，填⼊发⽣时间顺序最后⼀项。

是否授予学位：是、否。

校验内容：

学⽣学号：学校代码在前，学号在后。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导师⼯号”只能填写⼀个。

合作指导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且与博⼠导师⼯号不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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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所属⼀级学科、现所属⼆级学科：当“学位类型”选择“学术型”时，“现所属⼀级学科”必填，“现所属⼆级学科”⾮必填；选择“专业型”时“现所属⼀级学科”、

“现所属⼆级学科”均不填。

现所属专业学位类别：当“学位类型”列为“专业型”时必填；当“学位类型”为“学术型”时不填。

⼊学⽇期：⼩于或等于当前填报年份。

学籍变动原因：当“是否存在学籍变动”选择“是”时必填，选择“否”时不填。

是否授予学位：当“学籍变动原因”选择“毕业”时必填，其他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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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研信息

教博基 1003 科研项⽬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
名

项⽬名
称

⽴项⽇
期

⽴项
编号

项⽬
类型

纵向项
⽬类别

项⽬
状态

国内项⽬
合同⾦额
（万元）

国际项⽬
合同⾦额
（万元）

项⽬累积
到款（万
元）

项⽬年度
到款（万
元）

结题验收
或鉴定⽇
期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1、本表填写统计时期内由填表单位作为项⽬管理单位、统计对象范围内博⼠导师主持的处于“在研”状态或完成“结题”的科研项⽬。

2、涉密项⽬名称统⼀采⽤“其他项⽬+流⽔号（流⽔号为阿拉伯数字整数）”填写。

3、本表统计纵向项⽬仅限于省部级以上项⽬。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项⽇期、⽴项编号、结题验收或鉴定⽇期：当“项⽬名称”为“其他项⽬+流⽔号（流⽔号为阿拉伯数字整数）”时不填。

⽴项⽇期、⽴项编号、项⽬合同⾦额：根据项⽬⽴项书（或合同）中情况填写。

⽴项⽇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必填。



- 12 -

项⽬类型：纵向、横向。必填。

纵向项⽬类别：科技部项⽬、国家⾃然基⾦项⽬、国家社科基⾦项⽬、国家艺术基⾦、境外合作科研项⽬、部委级项⽬、省教育厅科研⽴项、省科技厅⽴

项、省⾃然科学基⾦、省哲学或社科基⾦、省级其他。

项⽬状态：在研、结题、终⽌、其他状态。必填。

项⽬合同⾦额、项⽬累计到款、项⽬年度到款：⾦额统⼀折算为⼈⺠币⾦额数，单位万元，填写阿拉伯数字，保留六位⼩数。必填。

项⽬累积到款：按照项⽬⽴项时间⾄统计时点项⽬到款累计总额填写（需减除外拨经费）。必填。

项⽬年度到款：按本统计时期内（上⼀年度 9⽉ 1⽇⾄本年度 8⽉ 31⽇之间）到账经费额（需减除外拨经费）。必填。

结题验收或鉴定⽇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

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

项⽬名称：当“项⽬名称”为“其他项⽬+流⽔号”时⽴项⽇期、⽴项编号、结题验收或鉴定时间不可填。

⽴项⽇期：⼩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

纵向项⽬类别：当“项⽬类型”选择“纵向”时必填，选择“横向”时不填。

项⽬合同⾦额（万元）：⾮空，数字（最多 6位⼩数）。

项⽬累积到款（万元）：⾮空，数字（最多 6位⼩数）。

项⽬年度到款（万元）：⾮空，数字（最多 6位⼩数）。

结题验收或鉴定时间：: ⼤于⽴项时间。当“项⽬名称”不是“其他项⽬+流⽔号（流⽔号为阿拉伯数字整数）”且“项⽬状态”选择“结题”时必填，其他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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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填信息

2.1 教学信息

教博基 1004 开课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名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教学学时 开课对象 上课⼈数（⼈）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该表填写统计时期内实际开设的所有课程。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课程编号：学校内部对课程的管理编号。必填。

课程性质：理论课，术科课，独⽴设置实验课。必填。

课程类别：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课。必填。

开课对象：本科⽣、研究⽣、本科⽣和研究⽣。必填。

教学学时：统计时期内该课程中该导师所承担的所有教学环节学时（⾼等学校⼀般以 50分钟为⼀学时），包括授课学时、实验学时、上机学时、讨论学

时、实践学时等。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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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且“导师⼯号”+“课程编号”唯⼀。

教学学时：⾮空，数字（保留⼀位⼩数）。

上课⼈数（⼈）：⾮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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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05 研究⽣教育教学改⾰研究项⽬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名 项⽬名称 ⽴项⽇期 项⽬状态 结束⽇期 项⽬等级 ⽴项经费（万元） 经费来源 本⼈⻆⾊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本表填写统计时期内省部级及以上教改项⽬。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项⽇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必填。

项⽬状态：在研、结题、终⽌、其他状态。必填。

结束⽇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

项⽬等级：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必填。

本⼈⻆⾊：主持者、参与者。必填。

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且“导师⼯号”+“项⽬名称”唯⼀。

⽴项⽇期：⼩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

结束⽇期：⼤于⽴项⽇期，当“项⽬状态”选择“结题”或“终⽌”时必填，其他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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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经费（万元）：⾮空且不能为负数，数字（最多 6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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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06 出版教材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
名

教材名
称

教材⼊选
情况

出版社
出版社所在国
家（地区）

总字数
（万字）

发⾏数（册） 出版⽇期
书号

（ISBN）
出版语⾔ 本⼈⻆⾊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本表填写统计时期内公开出版的教材情况。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教材名称：按照公开出版教材名称填写。必填。

教材⼊选情况：国家级规划教材、省部级规划教材，国家级精品教材、省部级精品教材。必填。

出版社所在国家（地区）：参⻅数据字典-国家（地区）。必填。

总字数（万字）：填写阿拉伯数字，可保留四位⼩数。必填。

发⾏数（册）：填写阿拉伯数字整数。必填。

出版⽇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若⽇期只能确定到⽉份，则“⽇”统⼀使

⽤“01”）。必填。

书号（ISBN）：按照公开出版书号填写。必填。

出版语⾔：中⽂、英⽂、德⽂、法⽂、⽇⽂、俄⽂、其他语⾔。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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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编、副主编、编者、丛书主编、丛书副主编、丛书编者、分册主编、分册副主编、分册编者、其他⻆⾊。必填。身兼多⻆⾊时，按照“⻆⾊ 1,

⻆⾊ 2,……”格式填写。

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且“导师⼯号”+“教材名称”+“本⼈⻆⾊”唯⼀。

总字数（万字）：⾮空，数字（4位⼩数）。

发⾏数（册）：⾮空，整数。

出版⽇期：⼩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1。

书号（ISBN）：ISBN格式“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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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07 研究⽣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名 完成⼈序位 奖项名称 证书号
第⼀获奖单位是
否为填表单位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获奖⽇期 颁奖单位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本表填写统计时期内⾯向研究⽣教育的省部级及以上获奖情况。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完成⼈序位、奖项名称、证书号、获奖⽇期、颁奖单位：根据获奖证书内容填写。必填。

第⼀获奖单位是否为填表单位：是、否。必填。

获奖级别：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必填。

获奖等级：特等奖、⼀等奖、⼆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其他获奖等级。必填。

获奖⽇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必填。

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且“导师⼯号”+“奖项名称”+“证书号”唯⼀。

完成⼈序位：⾮空，整数。

获奖⽇期：⼩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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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08 指导博⼠⽣获奖情况

注：本表填写统计时期内省部级及以上获奖情况。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获奖题⽬、奖项名称、证书号、颁奖单位：根据获奖证书内容填写。必填。

获奖级别：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必填。

获奖等级：特等奖、⼀等奖、⼆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其他获奖等级。必填。

获奖学⽣唯⼀识别码：填写“导师⼯号”所指代导师指导博⼠⽣的唯⼀识别码。必填。

指导教师排序：“导师⼯号”所指代导师在所有指导教师中的排序。填⼊阿拉伯数字整数。必填。

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且“导师⼯号”+“学⽣唯⼀识别码”+“获奖题⽬”+“奖项名称”唯⼀。

获奖学⽣学号：存在教博基 1002中。

导师⼯号 导师姓名 获奖题⽬ 奖项名称 证书号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颁奖单位 获奖学⽣学号 指导教师排序

选择 选择



- 21 -

2.2 科研信息

教博基 1009 科研论⽂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
名

论⽂名
称

论⽂类
型

期刊（论⽂集）
名称

期刊号
（ISSN）

发表语⾔ DOI
是否ESI
收录

收录索引 作者序位
是否通讯
作者

信息项数
量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本表填写统计时期内发表科研论⽂信息。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论⽂名称、期刊（论⽂集）名称：根据公开发表论⽂情况填写。必填。

论⽂类型：期刊论⽂、会议论⽂、内刊。必填。

期刊号（ISSN）：根据公开发表论⽂情况填写。

发表语⾔：中⽂、英⽂、德⽂、法⽂、⽇⽂、俄⽂、其他语⾔。必填。

DOI：根据公开发表论⽂情况填写。⾮必填。

是否ESI收录：是、否。必填。

收录索引：SCIE、SSCI、A&HCI、ESCI、CPCI-S、CPCI-SSH、EI、MEDLINE、CSCD、CSSCI、其他。按照“收录索引名_收录号”格式填⼊；多项收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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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收录索引名_收录号,索引名_收录号,……”填⼊。当选择“CSSCI”或其他时，可不填；其他必填。

作者序位：填⼊阿拉伯数字整数。根据公开发表论⽂情况填写。必填。

是否通讯作者：是、否。必填。

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且“导师⼯号”+“论⽂名称”+“作者序位”唯⼀。

期刊号（ISSN）：当“论⽂类型”选择“期刊论⽂”时必填，其他可不填。

作者序位：⾮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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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10 科研获奖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名 获奖级别 奖项名称
本单位是否为
第⼀完成单位

获奖
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期 颁奖单位
获奖证书
编号

完成单位
排名

本⼈排序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本表填写统计时期内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情况。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奖项名称、获奖⽇期、颁奖单位、获奖证书编号：根据获奖证书内容填写。必填。

获奖级别：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必填。

获奖等级：特等奖、⼀等奖、⼆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其他获奖等级。必填。

获奖⽇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必填。

获奖类别：国家最⾼科学技术奖、国家⾃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国家级⼈⽂社科奖、教育部⾼校科研成果

奖_科学技术、教育部⾼校科研成果奖_⼈⽂社科、省（市、⾃治区）政府⾃然科学奖、省（市、⾃治区）技术发明奖、省（市、⾃治区）科技

进步奖、省（市、⾃治区）哲学社科奖、国际奖励、国外奖励。必填。

完成单位排名：填表单位在获奖单位中的排名。填写阿拉伯数字整数。必填。

本⼈排序：“导师⼯号”所指代导师在获奖⼈中的排名。填写阿拉伯数字整数。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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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且“导师⼯号”+“奖项名称”+“获奖证书编号”唯⼀。

获奖⽇期：⼩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于等于当前年份-1。

完成单位排名：⾮空，整数。

本⼈排序：⾮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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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11 出版著作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名
著作
名称

著作
类别

出版社
出版社所在国
家（地区）

总字数（万
字）

发⾏数（册） 出版⽇期
书号

（ISBN）
语种

本⼈
⻆⾊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本表填写统计时期内公开出版的著作情况。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著作类别：专著、编著、译著、科普著作、其他著作类别。必填。

出版社所在国家（地区）：参⻅数据字典-国家（地区）。必填。

总字数（万字）：填写阿拉伯数字，可保留四位⼩数。必填。

发⾏数（册）：填写阿拉伯数字整数。必填。

出版⽇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若⽇期只能确定到⽉份，则“⽇”统⼀使

⽤“01”）。必填。

书号（ISBN）：按照公开出版书号填写。必填。

语种：中⽂、英⽂、德⽂、法⽂、⽇⽂、俄⽂、其他语⾔。必填。

本⼈⻆⾊：主编、副主编、编者、丛书主编、丛书副主编、丛书编者、分册主编、分册副主编、分册编者、独著。身兼多⻆⾊时，按照“⻆⾊ 1,⻆⾊ 2,……”



- 26 -

格式填写。必填。

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

总字数（万字）：⾮空，数字（4位⼩数）。

发⾏数（册）：⾮空，整数。

出版⽇期：⼩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于等于当前年份-1。

书号（ISBN）：ISBN格式“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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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12 专利（著作权）授权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名
专利（著作
权）名称

知识产权类别 授权号 获批⽇期 本⼈排序
本单位是否为第
⼀申请单位

是否⾏业联合专
利（著作权）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本表填写统计时期内获授权专利（著作权）情况。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专利（著作权）名称 、授权号、获批⽇期、本单位是否为第⼀申请单位：根据授权证书内容情况填写。必填。

知识产权类别: 发明专利、实⽤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PCT专利、软件著作权、其他专利。必填。

获批⽇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必填。

本⼈排序：“导师⼯号”所指代导师在专利完成⼈中的排序。填写阿拉伯数字整数。必填。

是否⾏业联合专利（著作权）：是、否。指此项专利是否与⾏业界联合研究开发、共享专利（著作）权。必填。

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且“导师⼯号”+“专利（著作权）名称”唯⼀。

本⼈排序：⾮空，整数。

获批⽇期：⼩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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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13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名 学术会议名 主办单位
会议举办所在
国家/地区

会议举办
所在城市

会议开幕
⽇期

是否为⼤会
主席

报告类型 报告题⽬ 报告⽇期 报告⼈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本表填写统计时期内发表国际学术会议报告情况。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学术会议名、主办单位：根据学术会议情况填写。必填。

会议举办所在国家（地区）：参⻅数据字典-国家（地区）。必填。

会议开幕⽇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中间两位为“⽉”，最后两位为“⽇”。必填。

是否为⼤会主席：是、否。填写“导师⼯号”所指代导师情况。必填。

报告类型：⼤会报告、特邀报告、分会场报告、其他报告类型、⽆报告。必填。

报告⼈：填写“导师⼯号”所指代导师⼯号，或其指导学⽣学号。多个时，按照“标识码 1,标识码 2,……”格式填写。

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且““导师⼯号”+“会议名称”+“报告题⽬”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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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期：⼩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1。

报告⽇期：⼩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1。

报告题⽬：当“报告类型”选择“⽆报告”时不填，其他必填。

报告⼈：当“报告类型”选择“⽆报告”时不填，其他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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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14 学术任职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名 职务名称 职务级别 任职组织 组织类型 开始任职年⽉

选择 选择

注：本表填写统计时点学术任职情况。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职务级别：国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以上、国际学会理事以上、国际学术期刊编委以上、国家⼀级学会理事以上、国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以上、国内学术期

刊编委以上、省部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以上、省部级学会理事以上、其他职务级别。必填。

任职组织：根据任职情况填写。必填。

组织类型：国际学术组织、国内学术组织、政府相关学术组织、其他组织。必填。

开始任职年⽉：按照“XXXXXX”格式填写，“X”为阿拉伯数字，前四位为“年”，后两位为“⽉”。必填。

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且“导师⼯号”+“职务名称”+“任职组织”唯⼀。

开始任职年⽉：⼩于等于当前填报年份⼤于等于（1-1-1）参加⼯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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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博基 1015 依托科研平台情况

导师⼯号 导师姓名 科研平台名称 科研平台级别 科研平台类别 省部级主管部⻔ 任职

选择 选择 选择

注：本表填写统计时点依托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情况。

指标解释：

导师⼯号：填⼊教博基 1001中已添加导师的唯⼀识别码。必填。

导师姓名：必填。

科研平台名称：根据依托科研平台情况填写。必填。

科研平台级别：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必填。

科研平台类别：国际级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专业（专项）实验室、国家⼯程实验室、国家⼯程研究中⼼、国家级⼈⽂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国家级 2011协同创新中⼼、其他国家级科研平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其他省部重点实验室、其他省部设置的研究所（院、中⼼）、

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他省部⼈⽂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他省部 2011协同创新中⼼、其他省部级科研基地。必填。

省部级主管部⻔：根据依托科研平台情况填写。必填。

任职：主任、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员、其他任职职务。必填。

校验内容：

导师⼯号：存在教博基 1001中，且“导师⼯号”+“科研平台名称”+“任职”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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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数据字典

1. 国家（地区）

代码直接引⽤国标 GB/T 2659-2000
中国 安圭拉 苏⾥南 ⻢⽿他

中国⾹港 南极洲 斯瓦尔巴群岛 ⻢绍尔群岛

中国澳⻔ 安提⽠和巴布达 斯威⼠兰 ⻢提尼克

中国台湾 阿根廷 瑞典 ⽑⾥塔尼亚

德国 亚美尼亚 瑞⼠ ⽑⾥求斯

法国 阿鲁巴 叙利亚 ⻢约特

英国 奥地利 塔吉克斯坦 墨⻄哥

美国 阿塞拜疆 坦桑尼亚 密克罗尼⻄亚联邦

⽇本 巴哈⻢ 泰国 摩尔多瓦

澳⼤利亚 巴林 多哥 摩纳哥

多⽶尼加共和国 孟加拉国 托克劳 蒙古

东帝汶 巴巴多斯 汤加 蒙特塞拉特

厄⽠多尔 ⽩俄罗斯 特⽴尼达和多巴哥 摩洛哥

埃及 ⽐利时 突尼斯 莫桑⽐克

萨尔瓦多 伯利兹 ⼟⽿其 缅甸

⾚道⼏内亚 ⻉宁 ⼟库曼斯坦 纳⽶⽐亚

厄⽴特⾥亚 百慕⼤ 特克斯科斯群岛 瑙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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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 不丹 图瓦卢 尼泊尔

埃塞俄⽐亚 玻利维亚 乌⼲达 荷兰

福克兰群岛(⻢尔维纳斯) 波⿊ 乌克兰 荷属安的列斯

法罗群岛 博茨瓦纳 罗⻢尼亚 新喀⾥多尼亚

斐济 布维岛 俄罗斯联邦 新⻄兰

芬兰 巴⻄ ⼏内亚⽐绍 尼加拉⽠

法属圭亚那 英属印度洋领⼟ 圭亚那 尼⽇尔

法属波利尼⻄亚 ⽂莱 海地 尼⽇利亚

法属南部领⼟ 保加利亚 赫德岛和⻨克唐纳岛 纽埃

加蓬 布基纳法索 洪都拉斯 诺福克岛

冈⽐亚 布隆迪 匈⽛利 北⻢⾥亚纳

格鲁吉亚 柬埔寨 冰岛 挪威

加纳 喀⻨隆 印度 阿曼

直布罗陀 加拿⼤ 印度尼⻄亚 巴基斯坦

希腊 佛得⻆ 伊朗 帕劳

格陵兰 开曼群岛 伊拉克 巴勒斯坦

格林纳达 中⾮ 爱尔兰 巴拿⻢

⽠德罗普 乍得 以⾊列 卢旺达

关岛 智利 意⼤利 圣赫勒拿

危地⻢拉 圣诞岛 ⽛买加 圣基茨和尼维斯

⼏内亚 科科斯(基林)群岛 约旦 圣卢⻄亚

阿联酋 哥伦⽐亚 哈萨克斯坦 圣⽪埃尔和密克隆

美国本⼟外⼩岛屿 科摩罗 肯尼亚 圣⽂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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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 刚果（布） 基⾥巴斯 萨摩亚

乌兹别克斯坦 刚果（⾦） 朝鲜 圣⻢⼒诺

瓦努阿图 库克群岛 韩国 圣多美和普林⻄⽐

梵蒂冈 哥斯达黎加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委内瑞拉 科特迪瓦 吉尔吉斯斯坦 塞内加尔

越南 克罗地亚 ⽼挝 塞⾆尔

英属维尔京群岛 古巴 拉脱维亚 塞拉利昂

美属维尔京群岛 塞浦路斯 黎巴嫩 新加坡

瓦利斯和富图纳 捷克 莱索托 斯洛伐克

⻄撒哈拉 丹⻨ 利⽐⾥亚 巴布亚新⼏内亚

也⻔ 吉布提 利⽐亚 巴拉圭

南斯拉夫 多⽶尼克 列⽀敦⼠登 秘鲁

赞⽐亚 斯洛⽂尼亚 ⽴陶宛 菲律宾

津巴布⻙ 所罗⻔群岛 卢森堡 ⽪特凯恩群岛

阿富汗 索⻢⾥ 前南⻢其顿 波兰

阿尔巴尼亚 南⾮ ⻢达加斯加 葡萄⽛

阿尔及利亚 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德⻙奇岛 ⻢拉维 波多黎各

美属萨摩亚 ⻄班⽛ ⻢来⻄亚 卡塔尔

安道尔 斯⾥兰卡 ⻢尔代夫 留尼汪

安哥拉 苏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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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族

代码引⽤国标 GB/T 3304-1991

阿昌族 东乡族 赫哲族 满族 撒拉族 锡伯族

⽩族 侗族 回族 ⽑南族 畲族 瑶族

保安族 独⻰族 基诺族 ⻔巴族 ⽔族 彝族

布朗族 俄罗斯族 京族 蒙古族 塔吉克族 仡佬族

布依族 鄂伦春族 景颇族 苗族 塔塔尔族 裕固族

藏族 鄂温克族 柯尔克孜族 仫佬族 ⼟家族 壮族

朝鲜族 ⾼⼭族 拉祜族 纳⻄族 ⼟族

达斡尔族 哈尼族 黎族 怒族 佤族

傣族 哈萨克族 傈僳族 普⽶族 维吾尔族

德昂族 汉族 珞巴族 羌族 乌孜别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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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历

代码引⾃：GB/T 4658-2006
博⼠研究⽣毕业 博⼠研究⽣结业 博⼠研究⽣肄业 硕⼠研究⽣毕业

硕⼠研究⽣结业 硕⼠研究⽣肄业 ⼤学本科毕业 ⼤学本科结业

⼤学本科肄业 其他学历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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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位

代码引⾃：《学位授予和⼈才培养学科⽬录》
博⼠ 硕⼠ 学⼠ 其他

哲学博⼠学位 哲学硕⼠学位 哲学学⼠学位 ⽆学位

经济学博⼠学位 经济学硕⼠学位 经济学学⼠学位

法学博⼠学位 法学硕⼠学位 法学学⼠学位

教育学博⼠学位 教育学硕⼠学位 教育学学⼠学位

⽂学博⼠学位 ⽂学硕⼠学位 ⽂学学⼠学位

历史学博⼠学位 历史学硕⼠学位 历史学学⼠学位

理学博⼠学位 理学硕⼠学位 理学学⼠学位

⼯学博⼠学位 ⼯学硕⼠学位 ⼯学学⼠学位

农学博⼠学位 农学硕⼠学位 农学学⼠学位

医学博⼠学位 医学硕⼠学位 医学学⼠学位

军事学博⼠学位 军事学硕⼠学位 军事学学⼠学位

管理学博⼠学位 管理学硕⼠学位 管理学学⼠学位

艺术学博⼠学位 艺术学硕⼠学位 艺术学学⼠学位

教育博⼠专业学位 法律硕⼠专业学位 建筑学学⼠专业学位

⼯程博⼠专业学位 教育硕⼠专业学位

临床医学博⼠专业学位 ⼯程硕⼠专业学位

兽医博⼠专业学位 建筑学硕⼠专业学位

⼝腔医学博⼠专业学位 临床医学硕⼠专业学位

⼯商管理硕⼠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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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推⼴硕⼠专业学位

兽医硕⼠专业学位

公共管理硕⼠专业学位

⼝腔医学硕⼠专业学位

公共卫⽣硕⼠专业学位

军事硕⼠专业学位

⾦融硕⼠专业学位

应⽤统计硕⼠专业学位

税务硕⼠专业学位

国际商务硕⼠专业学位

保险硕⼠专业学位

资产评估硕⼠专业学位

审计硕⼠专业学位

社会⼯作硕⼠专业学位

警务硕⼠专业学位

体育硕⼠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硕⼠专业学位

应⽤⼼理硕⼠专业学位

翻译硕⼠专业学位

新闻与传播硕⼠专业学位

出版硕⼠专业学位

⽂物与博物馆硕⼠专业学位

城市规划硕⼠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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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园林硕⼠专业学位

林业硕⼠专业学位

护理硕⼠专业学位

药学硕⼠专业学位

中药学硕⼠专业学位

会计硕⼠专业学位

旅游管理硕⼠专业学位

图书情报硕⼠专业学位

⼯程管理硕⼠专业学位

艺术硕⼠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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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教授级⾼级经济师 ⾼级⼯艺美术师 副研究馆员(群众⽂化)
副教授 ⾼级经济师 主任舞台技师 教授级⾼级审计师

讲师 教授级⾼级会计师 国家级教练 ⾼级审计师

研究员 ⾼级会计师 ⾼级教练 主任法医师

副研究员 教授级⾼级统计师 ⼀级律师 副主任法医师

助理研究员 ⾼级统计师 ⼆级律师 教授级⾼级政⼯师

教授(改⾰） 编审 ⼀级公证员 ⾼级政⼯师

副教授(改⾰) 副编审 ⼆级公证员 ⼀级演员

助理教授(改⾰) 译审 ⾼级船⻓ ⼆级演员

⾼级讲师(中专) 副译审 ⾼级轮机⻓ ⼀级演奏员

特⾼级教师(⼩学) ⾼级记者 ⾼级电机员 ⼆级演奏员

⾼级教师(⼩学) 主任记者 ⾼级报务员 ⼀级编剧

正⾼级教师 ⾼级编辑 ⼀级⻜⾏员 ⼆级编剧

⾼级讲师(技校) 主任编辑 ⼀级领航员 ⼀级导演

⾼级实习指导教师 播⾳指导 ⼀级⻜⾏通信员 ⼆级导演

⾼级实验师 主任播⾳员 ⼀级⻜⾏机械员 ⼀级指挥

教授级⾼级⼯程师 主任医师 ⾼级引航员 ⼆级指挥

⾼级⼯程师 副主任医师 研究馆员(图书) ⼀级作曲

农业技术推⼴研究员(农艺) 主任药师 副研究馆员(图书) ⼆级作曲

⾼级农艺师 副主任药师 研究馆员(⽂博) ⼀级美术师

农业技术推⼴研究员(兽医) 主任护师 副研究馆员(⽂博) ⼆级美术师

⾼级兽医师 副主任护师 研究馆员(档案) ⼀级舞美设计师

农业技术推⼴研究员(畜牧) 主任技师 副研究馆员(档案) ⼆级舞美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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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畜牧师 副主任技师 研究馆员(群众⽂化)

6. ⼈才⼊选项⽬

中国科学院院⼠ 国家级教学名师

中国⼯程院院⼠ 国家主管部⻔批准的其他专家

两院院⼠ 中科院“百⼈计划”
外国科学院院⼠ 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才⽀持计划”⼊选者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年专家 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带头⼈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按⽉发放)专家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次性发放)专家
国家⾃然科学基⾦⼊选者

国家杰出⻘年科学基⾦⼊选者

国家优秀⻘年科学基⾦⼊选者

国家⾼层次⼈才特殊⽀持计划(万⼈计划)⼊选者
杰出⼈才

科技创新领军⼈才

科技创业领军⼈才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才

教学名师

百千万⼯程领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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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拔尖⼈才

7. 学科⽬录

代码引⾃：学位授予和⼈才培养学科⽬录（2018年 4⽉更新）
⻢克思主义哲学_博⼠⽣台账 固体地球物理学_博⼠⽣台账 城乡规划学_博⼠⽣台账
中国哲学_博⼠⽣台账 空间物理学_博⼠⽣台账 ⻛景园林学_博⼠⽣台账
外国哲学_博⼠⽣台账 矿物学、岩⽯学、矿床学_博⼠⽣台账 软件⼯程_博⼠⽣台账
逻辑学_博⼠⽣台账 地球化学_博⼠⽣台账 ⽣物⼯程_博⼠⽣台账
伦理学_博⼠⽣台账 古⽣物学与地层学_博⼠⽣台账 安全科学与⼯程_博⼠⽣台账
美学_博⼠⽣台账 构造地质学_博⼠⽣台账 公安技术_博⼠⽣台账
宗教学_博⼠⽣台账 第四纪地质学_博⼠⽣台账 ⽹络空间安全_博⼠⽣台账
科学技术哲学_博⼠⽣台账 植物学_博⼠⽣台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_博⼠⽣台账
政治经济学_博⼠⽣台账 动物学_博⼠⽣台账 作物遗传育种_博⼠⽣台账
经济思想史_博⼠⽣台账 ⽣理学_博⼠⽣台账 果树学_博⼠⽣台账
经济史_博⼠⽣台账 ⽔⽣⽣物学_博⼠⽣台账 蔬菜学_博⼠⽣台账
⻄⽅经济学_博⼠⽣台账 微⽣物学_博⼠⽣台账 茶学_博⼠⽣台账
世界经济_博⼠⽣台账 神经⽣物学_博⼠⽣台账 ⼟壤学_博⼠⽣台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_博⼠⽣台账 遗传学_博⼠⽣台账 植物营养学_博⼠⽣台账
国⺠经济学_博⼠⽣台账 发育⽣物学_博⼠⽣台账 植物病理学_博⼠⽣台账
区域经济学_博⼠⽣台账 细胞⽣物学_博⼠⽣台账 农业昆⾍与害⾍防治_博⼠⽣台账
财政学_博⼠⽣台账 ⽣物化学与分⼦⽣物学_博⼠⽣台账 农药学_博⼠⽣台账
⾦融学_博⼠⽣台账 ⽣物物理学_博⼠⽣台账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_博⼠⽣台账
产业经济学_博⼠⽣台账 系统理论_博⼠⽣台账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_博⼠⽣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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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_博⼠⽣台账 系统分析与集成_博⼠⽣台账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_博⼠⽣台账
劳动经济学_博⼠⽣台账 ⼀般⼒学与⼒学基础_博⼠⽣台账 基础兽医学_博⼠⽣台账
统计学_博⼠⽣台账 固体⼒学_博⼠⽣台账 预防兽医学_博⼠⽣台账
数量经济学_博⼠⽣台账 流体⼒学_博⼠⽣台账 临床兽医学_博⼠⽣台账
国防经济_博⼠⽣台账 ⼯程⼒学_博⼠⽣台账 林⽊遗传育种_博⼠⽣台账
法学理论_博⼠⽣台账 机械制造及其⾃动化_博⼠⽣台账 森林培育_博⼠⽣台账
法律史_博⼠⽣台账 机械电⼦⼯程_博⼠⽣台账 森林保护学_博⼠⽣台账
宪法学与⾏政法学_博⼠⽣台账 机械设计及理论_博⼠⽣台账 森林经理学_博⼠⽣台账
刑法学_博⼠⽣台账 ⻋辆⼯程_博⼠⽣台账 野⽣动植物保护与利⽤_博⼠⽣台账
⺠商法学_博⼠⽣台账 光学⼯程_博⼠⽣台账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_博⼠⽣台账
诉讼法学_博⼠⽣台账 精密仪器及机械_博⼠⽣台账 ⽔⼟保持与荒漠化防治_博⼠⽣台账
经济法学_博⼠⽣台账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_博⼠⽣台账 ⽔产养殖_博⼠⽣台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_博⼠⽣台账 材料物理与化学_博⼠⽣台账 捕捞学_博⼠⽣台账
国际法学_博⼠⽣台账 材料学_博⼠⽣台账 渔业资源_博⼠⽣台账
军事法学_博⼠⽣台账 材料加⼯⼯程_博⼠⽣台账 草学_博⼠⽣台账
政治学理论_博⼠⽣台账 冶⾦物理化学_博⼠⽣台账 ⼈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_博⼠⽣台账
中外政治制度_博⼠⽣台账 钢铁冶⾦_博⼠⽣台账 免疫学_博⼠⽣台账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_博⼠⽣台账 有⾊⾦属冶⾦_博⼠⽣台账 病原⽣物学_博⼠⽣台账
中共党史_博⼠⽣台账 ⼯程热物理_博⼠⽣台账 病理学与病理⽣理学_博⼠⽣台账
国际政治_博⼠⽣台账 热能⼯程_博⼠⽣台账 法医学_博⼠⽣台账
国际关系_博⼠⽣台账 动⼒机械及⼯程_博⼠⽣台账 放射医学_博⼠⽣台账
外交学_博⼠⽣台账 流体机械及⼯程_博⼠⽣台账 内科学_博⼠⽣台账
社会学_博⼠⽣台账 制冷及低温⼯程_博⼠⽣台账 ⼉科学_博⼠⽣台账
⼈⼝学_博⼠⽣台账 化⼯过程机械_博⼠⽣台账 ⽼年医学_博⼠⽣台账
⼈类学_博⼠⽣台账 电机与电器_博⼠⽣台账 神经病学_博⼠⽣台账



- 44 -

⺠俗学_博⼠⽣台账 电⼒系统及其⾃动化_博⼠⽣台账 精神病与精神卫⽣学_博⼠⽣台账
⺠族学_博⼠⽣台账 ⾼电压与绝缘技术_博⼠⽣台账 ⽪肤病与性病学_博⼠⽣台账
⻢克思主义⺠族理论与政策_博⼠⽣台账 电⼒电⼦与电⼒传动_博⼠⽣台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_博⼠⽣台账
中国少数⺠族经济_博⼠⽣台账 电⼯理论与新技术_博⼠⽣台账 临床检验诊断学_博⼠⽣台账
中国少数⺠族史_博⼠⽣台账 物理电⼦学_博⼠⽣台账 外科学_博⼠⽣台账
中国少数⺠族艺术_博⼠⽣台账 电路与系统_博⼠⽣台账 妇产科学_博⼠⽣台账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_博⼠⽣台账 微电⼦学与固体电⼦学_博⼠⽣台账 眼科学_博⼠⽣台账
⻢克思主义发展史_博⼠⽣台账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_博⼠⽣台账 ⽿⿐咽喉科学_博⼠⽣台账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_博⼠⽣台账 通信与信息系统_博⼠⽣台账 肿瘤学_博⼠⽣台账
国外⻢克思主义研究_博⼠⽣台账 信号与信息处理_博⼠⽣台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_博⼠⽣台账
思想政治教育_博⼠⽣台账 控制理论与控制⼯程_博⼠⽣台账 运动医学_博⼠⽣台账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_博⼠⽣台账 检测技术与⾃动化装置_博⼠⽣台账 麻醉学_博⼠⽣台账
公安学_博⼠⽣台账 系统⼯程_博⼠⽣台账 急诊医学_博⼠⽣台账
教育学原理_博⼠⽣台账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_博⼠⽣台账 ⼝腔基础医学_博⼠⽣台账
课程与教学论_博⼠⽣台账 导航、制导与控制_博⼠⽣台账 ⼝腔临床医学_博⼠⽣台账
教育史_博⼠⽣台账 计算机系统结构_博⼠⽣台账 流⾏病与卫⽣统计学_博⼠⽣台账
⽐较教育学_博⼠⽣台账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_博⼠⽣台账 劳动卫⽣与环境卫⽣学_博⼠⽣台账
学前教育学_博⼠⽣台账 计算机应⽤技术_博⼠⽣台账 营养与⻝品卫⽣学_博⼠⽣台账
⾼等教育学_博⼠⽣台账 建筑历史与理论_博⼠⽣台账 ⼉少卫⽣与妇幼保健学_博⼠⽣台账
成⼈教育学_博⼠⽣台账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_博⼠⽣台账 卫⽣毒理学_博⼠⽣台账
职业技术教育学_博⼠⽣台账 建筑技术科学_博⼠⽣台账 军事预防医学_博⼠⽣台账
特殊教育学_博⼠⽣台账 岩⼟⼯程_博⼠⽣台账 中医基础理论_博⼠⽣台账
教育技术学_博⼠⽣台账 结构⼯程_博⼠⽣台账 中医临床基础_博⼠⽣台账
基础⼼理学_博⼠⽣台账 市政⼯程_博⼠⽣台账 中医医史⽂献_博⼠⽣台账
发展与教育⼼理学_博⼠⽣台账 供热、供燃⽓、通⻛及空调⼯程_博⼠⽣台账 ⽅剂学_博⼠⽣台账



- 45 -

应⽤⼼理学_博⼠⽣台账 防灾减灾⼯程及防护⼯程_博⼠⽣台账 中医诊断学_博⼠⽣台账
体育⼈⽂社会学_博⼠⽣台账 桥梁与隧道⼯程_博⼠⽣台账 中医内科学_博⼠⽣台账
运动⼈体科学_博⼠⽣台账 ⽔⽂学及⽔资源_博⼠⽣台账 中医外科学_博⼠⽣台账
体育教育训练学_博⼠⽣台账 ⽔⼒学及河流动⼒学_博⼠⽣台账 中医⻣伤科学_博⼠⽣台账
⺠族传统体育学_博⼠⽣台账 ⽔⼯结构⼯程_博⼠⽣台账 中医妇科学_博⼠⽣台账
⽂艺学_博⼠⽣台账 ⽔利⽔电⼯程_博⼠⽣台账 中医⼉科学_博⼠⽣台账
语⾔学及应⽤语⾔学_博⼠⽣台账 港⼝、海岸及近海⼯程_博⼠⽣台账 中医五官科学_博⼠⽣台账
汉语⾔⽂字学_博⼠⽣台账 ⼤地测量学与测量⼯程_博⼠⽣台账 针灸推拿学_博⼠⽣台账
中国古典⽂献学_博⼠⽣台账 摄影测量与遥感_博⼠⽣台账 ⺠族医学_博⼠⽣台账
中国古代⽂学_博⼠⽣台账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程_博⼠⽣台账 中⻄医结合基础_博⼠⽣台账
中国现当代⽂学_博⼠⽣台账 化学⼯程_博⼠⽣台账 中⻄医结合临床_博⼠⽣台账
中国少数⺠族语⾔⽂学_博⼠⽣台账 化学⼯艺_博⼠⽣台账 药物化学_博⼠⽣台账
⽐较⽂学与世界⽂学_博⼠⽣台账 ⽣物化⼯_博⼠⽣台账 药剂学_博⼠⽣台账
英语语⾔⽂学_博⼠⽣台账 应⽤化学_博⼠⽣台账 ⽣药学_博⼠⽣台账
俄语语⾔⽂学_博⼠⽣台账 ⼯业催化_博⼠⽣台账 药物分析学_博⼠⽣台账
法语语⾔⽂学_博⼠⽣台账 矿产普查与勘探_博⼠⽣台账 微⽣物与⽣化药学_博⼠⽣台账
德语语⾔⽂学_博⼠⽣台账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_博⼠⽣台账 药理学_博⼠⽣台账
⽇语语⾔⽂学_博⼠⽣台账 地质⼯程_博⼠⽣台账 中药学_博⼠⽣台账
印度语⾔⽂学_博⼠⽣台账 采矿⼯程_博⼠⽣台账 航空、航天与航海医学_博⼠⽣台账
⻄班⽛语语⾔⽂学_博⼠⽣台账 矿物加⼯⼯程_博⼠⽣台账 医学技术_博⼠⽣台账
阿拉伯语语⾔⽂学_博⼠⽣台账 安全技术及⼯程_博⼠⽣台账 护理学_博⼠⽣台账
欧洲语⾔⽂学_博⼠⽣台账 油⽓井⼯程_博⼠⽣台账 军事思想_博⼠⽣台账
亚⾮语⾔⽂学_博⼠⽣台账 油⽓⽥开发⼯程_博⼠⽣台账 军事历史_博⼠⽣台账
外国语⾔学及应⽤语⾔学_博⼠⽣台账 油⽓储运⼯程_博⼠⽣台账 军事战略学_博⼠⽣台账
新闻学_博⼠⽣台账 纺织⼯程_博⼠⽣台账 战争动员学_博⼠⽣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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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_博⼠⽣台账 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_博⼠⽣台账 联合战役学_博⼠⽣台账
⼴播电视学_博⼠⽣台账 纺织化学与染整⼯程_博⼠⽣台账 军种战役学_博⼠⽣台账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_博⼠⽣台账 服装_博⼠⽣台账 合同战术学_博⼠⽣台账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_博⼠⽣台账 制浆造纸⼯程_博⼠⽣台账 兵种战术学_博⼠⽣台账
历史地理学_博⼠⽣台账 制糖⼯程_博⼠⽣台账 作战指挥学_博⼠⽣台账
历史⽂献学_博⼠⽣台账 发酵⼯程_博⼠⽣台账 军事运筹学_博⼠⽣台账
专⻔史_博⼠⽣台账 ⽪⾰化学与⼯程_博⼠⽣台账 军事通信学_博⼠⽣台账
中国古代史_博⼠⽣台账 道路与铁道⼯程_博⼠⽣台账 军事情报学_博⼠⽣台账
中国近现代史_博⼠⽣台账 交通信息⼯程及控制_博⼠⽣台账 密码学_博⼠⽣台账
世界史_博⼠⽣台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_博⼠⽣台账 军事组织编制学_博⼠⽣台账
基础数学_博⼠⽣台账 载运⼯具运⽤⼯程_博⼠⽣台账 军队管理学_博⼠⽣台账
计算数学_博⼠⽣台账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_博⼠⽣台账 军队政治⼯作学_博⼠⽣台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_博⼠⽣台账 轮机⼯程_博⼠⽣台账 军事后勤学_博⼠⽣台账
应⽤数学_博⼠⽣台账 ⽔声⼯程_博⼠⽣台账 后⽅专业勤务_博⼠⽣台账
运筹学与控制论_博⼠⽣台账 ⻜⾏器设计_博⼠⽣台账 军事装备学_博⼠⽣台账
理论物理_博⼠⽣台账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程_博⼠⽣台账 军事训练学_博⼠⽣台账
粒⼦物理与原⼦核物理_博⼠⽣台账 航空宇航制造⼯程_博⼠⽣台账 管理科学与⼯程_博⼠⽣台账
原⼦与分⼦物理_博⼠⽣台账 ⼈机与环境⼯程_博⼠⽣台账 会计学_博⼠⽣台账
等离⼦体物理_博⼠⽣台账 武器系统与运⽤⼯程_博⼠⽣台账 企业管理_博⼠⽣台账
凝聚态物理_博⼠⽣台账 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_博⼠⽣台账 旅游管理_博⼠⽣台账
声学_博⼠⽣台账 ⽕炮、⾃动武器与弹药⼯程_博⼠⽣台账 技术经济及管理_博⼠⽣台账
光学_博⼠⽣台账 军事化学与烟⽕技术_博⼠⽣台账 农业经济管理_博⼠⽣台账
⽆线电物理_博⼠⽣台账 核能科学与⼯程_博⼠⽣台账 林业经济管理_博⼠⽣台账
⽆机化学_博⼠⽣台账 核燃料循环与材料_博⼠⽣台账 ⾏政管理_博⼠⽣台账
分析化学_博⼠⽣台账 核技术及应⽤_博⼠⽣台账 社会医学与卫⽣事业管理_博⼠⽣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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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_博⼠⽣台账 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_博⼠⽣台账 教育经济与管理_博⼠⽣台账
物理化学_博⼠⽣台账 农业机械化⼯程_博⼠⽣台账 社会保障_博⼠⽣台账
⾼分⼦化学与物理_博⼠⽣台账 农业⽔⼟⼯程_博⼠⽣台账 ⼟地资源管理_博⼠⽣台账
天体物理_博⼠⽣台账 农业⽣物环境与能源⼯程_博⼠⽣台账 图书馆学_博⼠⽣台账
天体测量与天体⼒学_博⼠⽣台账 农业电⽓化与⾃动化_博⼠⽣台账 情报学_博⼠⽣台账
⾃然地理学_博⼠⽣台账 森林⼯程_博⼠⽣台账 档案学_博⼠⽣台账
⼈⽂地理学_博⼠⽣台账 ⽊材科学与技术_博⼠⽣台账 艺术学_博⼠⽣台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_博⼠⽣台账 林产化学加⼯⼯程_博⼠⽣台账 ⾳乐学_博⼠⽣台账
⽓象学_博⼠⽣台账 环境科学_博⼠⽣台账 舞蹈学_博⼠⽣台账
⼤⽓物理学与⼤⽓环境_博⼠⽣台账 环境⼯程_博⼠⽣台账 戏剧戏曲学_博⼠⽣台账
物理海洋学_博⼠⽣台账 ⻝品科学_博⼠⽣台账 电影学_博⼠⽣台账
海洋化学_博⼠⽣台账 粮⻝、油脂及植物蛋⽩⼯程_博⼠⽣台账 ⼴播电视艺术学_博⼠⽣台账
海洋⽣物学_博⼠⽣台账 农产品加⼯及贮藏⼯程_博⼠⽣台账 美术学_博⼠⽣台账
海洋地质_博⼠⽣台账 ⽔产品加⼯及贮藏⼯程_博⼠⽣台账 设计艺术学_博⼠⽣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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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业学位类型

代码引⾃：学位授予和⼈才培养学科⽬录（2018年 4⽉更新）

教育_博⼠⽣台账 能源动⼒_博⼠⽣台账 临床医学_博⼠⽣台账
电⼦信息_博⼠⽣台账 ⼟⽊⽔利_博⼠⽣台账 ⼝腔医学_博⼠⽣台账
机械_博⼠⽣台账 ⽣物与医药_博⼠⽣台账 中医_博⼠⽣台账
材料与化⼯_博⼠⽣台账 交通运输_博⼠⽣台账
资源与环境_博⼠⽣台账 兽医_博⼠⽣台账



9. 国家专业技术⼈员职业资格⽬录

01 教师资格 26 船员资格（含船员、渔业船员） 51 ⼯程咨询（投资）专业技术⼈员职业资格

02 注册消防⼯程师 27 执业兽医 52 通信专业技术⼈员职业资格

03 法律职业资格 28 乡村兽医 53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04 中国委托公证⼈资格（⾹港、澳⻔） 29 拍卖师 54 社会⼯作者职业资格

05 注册会计师 30 演出经纪⼈员资格 55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06 ⺠⽤核安全设备⽆损检验⼈员资格 31 医师 56 资产评估师

07 ⺠⽤核设施操纵⼈员资格 32 乡村医⽣ 57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

08 注册核安全⼯程师 33 ⼈体器官移植医师 58 ⼟地登记代理专业⼈员职业资格

09 注册建筑师 34 护⼠执业资格 59 环境影响评价⼯程师

10 监理⼯程师 35 ⺟婴保健技术服务⼈员资格 60 房地产经纪专业⼈员职业资格

11 房地产估价师 36 出⼊境检疫处理⼈员资格 61 机动⻋检测维修专业技术⼈员职业资格

12 造价⼯程师 37 注册设备监理师 62 公路⽔运⼯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员职业资格

13 注册城乡规划师 38 注册计量师 63 ⽔利⼯程质量检测员资格

14 建造师 39 ⼴播电视播⾳员、主持⼈资格 64 卫⽣专业技术资格

15 注册结构⼯程师 40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 65 审计专业技术资格

16 注册⼟⽊⼯程师 41 注册安全⼯程师 66 税务师

17 注册化⼯⼯程师 42 执业药师 67 认证⼈员职业资格

18 注册电⽓⼯程师 43 专利代理⼈ 68 出版专业技术⼈员职业资格

19 注册公⽤设备⼯程师 44 导游资格 69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

20 注册环保⼯程师 45 注册测绘师 70 银⾏业专业⼈员职业资格



21 注册⽯油天然⽓⼯程师 46 空勤⼈员、地⾯⼈员 71 证券期货业从业⼈员资格

22 注册冶⾦⼯程师 47
⺠⽤航空器外国驾驶员、领航员、⻜⾏机械员、
⻜⾏通信员

72 ⽂物保护⼯程从业资格

23 注册采矿/矿物⼯程师 48 航空安全员 73 翻译专业资格

24 注册机械⼯程师 49 ⺠⽤航空电信⼈员、航⾏情报⼈员、⽓象⼈员

25 注册验船师 50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员资格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