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____数学学院 2019 年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学 科：  数学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

量、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主讲至少 1 门本科生课程，平均每年完成不少于 96 课时

的本科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优良。 

指导研究生 3 届 3 名以上（至少已毕业 1 名）。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

向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

影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

量、获奖、专利及转化、标

准制定、智库成果等）） 
 

一、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项目执行期限为四年及以上）。 

 

二、发表论文满足： 

SCI 论文数 10 篇，其中浙大 TOP 期刊论文至少 1 篇。 

 

 [注] ○1 每增加 1 篇浙大 TOP 期刊论文可减免 2 篇 SCI 论

文； 

○2 出版著作教材（为第一作者或本人撰写 10 万字以上）1

本可减免 1 篇 SCI 论文； 

○3 作为主要获奖者获国家级奖 1 项（排名前 5）或省部一
等奖 1 项（排名前 3）或省部二等奖 1 项（排名前 2）或
省部三等奖 1 项（第一获奖人）；或省部三等奖 2 项（排
名前 2）；或国家发明专利 2 项（第一发明人），可减免 2

篇 SCI 论文； 

○4  以上论文均要求第一或通讯作者（按作者姓氏排名的

论文提交学院人力资源委员会认定）。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

织职务、举办重要国际会

议、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

做主题报告、邀请报告或担

任期刊编委等、发表论文的

篇均引文、团队建设、协同

合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或省级学会

下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 

（3）担任国际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编委； 

（4） 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专题召集人 2 次

（含）以上； 

（5）国内外重点高校或国内外重要会议上做报告 2 次（含）

以上； 

（6）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1 篇（含）以上 SCI 引

用超过 5 次（含）的国际论文或发表论文篇均引用超过 2

次（含）。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

务工作的要求，特别是第

二、三、四课堂教学的具体

要求等内容） 

担任第二、三、四课堂教学导师。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教师系列第二次申报晋升教授，应在第一次申报后取

得以下其中之一项业绩： 

（1）项目方面：作为项目主持人，新增国家基金等国家

级项目； 

（2）论文方面：自然科学类申报人员作为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在本学科 TOP 期刊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人文社

科类申报人员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学科影响因

子 3.0以上SSCI收录论文或SSCI一区论文或影响因子 5.0

以上 SCI 收录期刊上新发表论文； 

（3）教材方面：在一级出版社主编出版教材或专著 1 本

（教材要求个人撰写 20 万字及以上）； 

（4）成果方面：新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二等奖（排名

前二）或一等奖（排名前三），或新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5）为学校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注： 

1. 一般要求以学院（系）为单位制定任职条件，部分院系可按大学科制定以体现学科差异。 

2. 如需制定高校教师研究员（副研究员）、非华裔外籍教师晋升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的具体业

绩条件，也可参考该模板。 



数学学院 2019 年副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学 科：  数学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

量、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主讲至少 1 门本科生课程；平均每年完成不少于 96 课时

的本科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优良。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

向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

影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

量、获奖、专利及转化、标

准制定、智库成果等）） 
 

一、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项目执行期限为三年及以上）； 

 

二、SCI 论文数 5 篇，其中浙大 TOP 期刊论文至少 1 篇 

[注] （1）每增加 1 篇浙大 TOP 期刊论文可减免 2 篇 SCI

论文； 

（2）出版著作教材（为第一作者或本人撰写 10 万字以上）

1 本可减免 1 篇 SCI 论文； 

（3） 作为主要获奖者获国家级奖 1 项（排名前 5）或省
部一等奖 1 项（排名前 3）或省部二等奖 1 项（排名前 2）
或省部三等奖 1 项（第一获奖人）；或省部三等奖 2 项（排
名前 2）；或国家发明专利 2 项（第一发明人）可减免 2

篇 SCI 论文。 

（4）以上论文均要求第一或通讯作者（按作者姓氏排名

的论文提交学院人力资源委员会认定）。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

织职务、举办重要国际会

议、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

做主题报告、邀请报告或担

任期刊编委等、发表论文的

篇均引文、团队建设、协同

合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或省级学会

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 

（2）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 

（3）担任国际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编委； 

（4） 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专题召集人 1 次

（含）以上； 

（5）国内外重点高校或国内外重要会议上做报告 1 次（含）

以上； 

（6）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1 篇（含）以上 SCI 引

用超过 3 次（含）的国际论文或发表论文篇均引用超过 1

次（含）。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

务工作的要求，特别是第

二、三、四课堂教学的具体

担任第二、三、四课堂教学导师。 



要求等内容）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教师系列第二次申报晋升副教授，应在第一次申报后

取得以下其中之一项业绩： 

（1）项目方面：作为项目主持人，新增省部级以上项目。 

（2）论文方面：申报人员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教材方面：在一级出版社主编出版教材或专著 1 本

（教材要求个人撰写 20 万字及以上）。 

（4）成果方面：新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二等奖（排名

前二）或一等奖（排名前三），或新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5）为学校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注： 

1. 一般要求以学院（系）为单位制定任职条件，部分院系可按大学科制定以体现学科差异。 

2. 如需制定高校教师研究员（副研究员）、非华裔外籍教师晋升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的具体业

绩条件，也可参考该模板。 

 



_____数学学院 2019 年外籍非华裔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Requirements for the Foreign Scholar (Non-Chinese Ethic) to Be 

th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Mathematic Sciences, 2019 

 

学 科：  数学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

量、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Teaching： 

（Including teaching tasks of 

basic courses, course 

evaluation, education reform, 

student counsell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tc.） 

主讲至少 1 门本科生课程，平均每年完成不少于 48 课时

的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优良。 

Teach at least 1 undergraduate course, complete no less than 

48 class periods per year averagely with course evaluations 

being Excellent or Good.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

向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

影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

量、获奖、专利及转化、标

准制定、智库成果等）） 

Scientific research: 

(Including PI of national or 

major non-governmental 

funded research grants,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 (academic quality, 

awards, patents and 

transformation, standard 

setting, think tanks, etc.)) 

一、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项目执行期限为四年及以上）。 

 

二、发表论文满足： 

SCI 论文数 10 篇，其中浙大 TOP 期刊论文至少 1 篇。 

 

[注] ○1 每增加 1 篇浙大 TOP 期刊论文可减免 2 篇 SCI 论

文； 

○2 出版著作教材（为第一作者或本人撰写 10 万字以上）1

本可减免 1 篇 SCI 论文； 

○3 作为主要获奖者获国家级奖 1 项（排名前 5）或省部一

等奖 1 项（排名前 3）或省部二等奖 1 项（排名前 2）或
省部三等奖 1 项（第一获奖人）；或省部三等奖 2 项（排
名前 2）；或国家发明专利 2 项（第一发明人）可减免 2

篇 SCI 论文； 

○4  以上论文均要求第一或通讯作者（按作者姓氏排名的

论文提交学院人力资源委员会认定）。 

1. PI of 1 national grant (the execution period of the project is 

no less than four years) 

 

2. Meet following conditions: 

Publish 10 SCI papers, among which at least 1 papers are in 

TOP Journal of ZJU； 

 

○1 Publishing one more SCI papers in TOP journals of ZJU 

can be exempted for 2 SCI paper； 

○2 Publishing a textbook (as the first author or contributing 

more than 100,000 words in the book) can be exempted for 



one SCI paper； 

○3 Win 1 national prize (top 5) or 1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first prize (top 3) or 1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second prize 

(top 2) or 1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third prize (the first 

winner); Or 2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third prizes (top 2); 

Or 2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s (the first inventor) can be 

exempted from 2 SCI papers； 

○4 For all publications above, the author needs to be the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Eligibility of publications with 

author names in alphabetical order will be submitted to the 

Human Resources Committee of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

织职务、举办重要国际会

议、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

做主题报告、邀请报告或担

任期刊编委等、发表论文的

篇均引文、团队建设、协同

合作等） 
Academic influence: 

(Including the membership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academic organizations, 

holding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doing keynote speeches or 

being invited to present 

reports a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hips, citations, team 

building, collaboration, etc.)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或省级学会

下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 

（3）担任国际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编委； 

（4） 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专题召集人 2 次

（含）以上； 

（5） 国内外重点高校或国内外重要会议上做报告 2 次

（含）以上； 

（6）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1 篇（含）以上 SCI 引

用超过 5 次（含）的国际论文或发表论文篇均引用超过 2

次（含）。 

Meet any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1) Serve as the Specialized Committee member under the 

national first-level academic conference or deputy director of 

Specialized Committee under the provincial-level academic 

conference; 

(2) Serve in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 

(3) Serve as the editor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s or domestic 

core journals; 

(4) Serve as the organizer of academic conference held by a 

first-level domestic academy twice or more; 

(5) Present at key universities or important conferences twice 

or more; 

(6) Publish at least one SCI paper cited 5 or more times, or 

with each published paper cited twice or more on average as 

the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

务工作的要求，特别是第

二、三、四课堂教学的具体

要求等内容） 

Social work: 

(Including requirements on 

social public work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especially teaching 

requirements for the first,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class.) 

参与国际合作、人才引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

务。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lik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alent recruitment, admission campaig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tc.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Requirements on  new 

achievements for  

reapplying 

教师系列第二次申报晋升教授，应在第一次申报后取

得以下其中之一项业绩： 

（1）项目方面：作为项目主持人，新增国家基金等国家

级项目； 

（2）论文方面：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学科 TOP

期刊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教材方面：在一级出版社主编出版教材或专著 1 本

（教材要求个人撰写 20 万字及以上）； 

（4）成果方面：新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二等奖（排名

前二）或一等奖（排名前三），或新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5）为学校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Faculty who apply for the professional title of professor for 

the second time should get one of the following achievements 

AFTER the first application: 

(1) Grants: Receive NSFC grants or other national grants as 

the principle investigator; 

(2) Papers: publish SCI papers in the TOP journals of related 

discipline as the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3) Textbook: publish one textbook or monograph in the 

first-level publishing house (200,000-word volume or more is 

required for a textbook);   

(4) Awards: win the second prize (top 2) or the first prize (top 

3) of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award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r newly win the national award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5) Mak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数学学院 2019 年外籍非华裔副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学 科：  数学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

量、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Teaching： 

（Including teaching tasks of 

basic courses, course 

evaluation, education reform, 

student counsell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tc.） 

主讲至少 1 门本科生课程；平均每年完成不少于 48 课时

的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合格以上。 
Teach at least 1 undergraduate course, complete no less than 

48 class periods per year averagely with course evaluations 

being qualified.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

向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

影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

量、获奖、专利及转化、标

准制定、智库成果等）） 

Scientific research: 

(Including PI of national or 

major non-governmental 

funded research grants,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 (academic quality, 

awards, patents and 

transformation, standard 

setting, think tanks, etc.)) 

一、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项目执行期限为三年及以上）； 

 

二、SCI 论文数 5 篇，其中至少一篇在浙大 TOP 期刊目

录上。 

[注] （1）每增加 1 篇浙大 TOP 期刊论文可减免 2 篇 SCI

论文；  

（2）出版著作教材（为第一作者或本人撰写 10 万字以上）

1 本可减免 1 篇 SCI 论文； 

（3） 作为主要获奖者获国家级奖 1 项（排名前 5）或省
部一等奖 1 项（排名前 3）或省部二等奖 1 项（排名前 2）
或省部三等奖 1 项（第一获奖人）；或省部三等奖 2 项（排
名前 2）；或国家发明专利 2 项（第一发明人）可减免 2

篇 SCI 论文。 

（4）以上论文均要求第一或通讯作者（按作者姓氏排名

的论文提交学院人力资源委员会认定）。 

1. PI of 1 national grant (the execution period of the project is 

no less than three years) 

 

2. Publications: 

Publish 5 SCI papers, at least one of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in TOP journals of ZJU. 

○1  Publishing one more SCI papers in TOP journals of ZJU 

can be exempted for 2 SCI paper. 

○2 Publishing a textbook (as the first author or contributing 

more than 100,000 words in the book) can be exempted for 

one SCI paper. 

○3 Win 1 national prize (top 5) or 1 provincial first prize (top 

3) or 1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second prize (top 2) or 1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third prize (the first winner); Or 2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third prizes (top 2); Or 2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s (the first inventor) can be exempted from 2 

SCI papers;  

○4 For all papers above, the author needs to be the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Eligibility of publications with author 

names in alphabetical order), papers will be submitted to the 

Human Resources committee of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

织职务、举办重要国际会

议、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

做主题报告、邀请报告或担

任期刊编委等、发表论文的

篇均引文、团队建设、协同

合作等） 
Academic influence: 

(Including the membership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academic organizations, 

holding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doing keynote speeches or 

being invited to present 

reports a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hips, citations, team 

building, collaboration, etc.)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或省级学会

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 

（2）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 

（3）担任国际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编委； 

（4） 担任国内一级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专题召集人 1 次

（含）以上； 

（5）国内外重点高校或国内外重要会议上做报告 1 次（含）

以上； 

（6）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1 篇（含）以上 SCI 引

用超过 3 次（含）的国际论文或发表论文篇均引用超过 1

次（含）。 

Meet any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1) Serve as the Specialized Committee member under the 

national first-level academic conference or deputy director of 

Specialized Committee under the provincial-level academic 

conference; 

(2) Serve in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 

(3) Serve as the editor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s or domestic 

core journals; 

(4) Serve as the organizer of academic conference held by a 

first-level domestic academy once or more; 

(5) Present at key universities or important conferences once 

or more; 

(6) Publish at least one SCI paper cited 3 or more times, or 

with each published paper cited once or more on average as 

the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

务工作的要求，特别是第

二、三、四课堂教学的具体

要求等内容） 

Social work: 

(Including requirements on 

social public work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参与国际合作、人才引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

务。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lik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alent recruitment, admission campaig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tc. 



especially teaching 

requirements for the first,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class.)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Requirements on  new 

achievements for  

reapplying 

教师系列第二次申报晋升副教授，应在第一次申报后

取得以下其中之一项业绩： 

（1）项目方面：作为项目主持人，新增省部级以上项目。 

（2）论文方面：申报人员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教材方面：在一级出版社主编出版教材或专著 1 本

（教材要求个人撰写 20 万字及以上）。 

（4）成果方面：新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二等奖（排名

前二）或一等奖（排名前三），或新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5）为学校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Faculty who apply for the professional title of associate 

professor for the second time should get one of the following 

achievements AFTER the first application: 

(1) Grants: Receive national grants or other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grants as the principle investigator; 

(2) Papers: publish SCI papers as the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3) Textbook: publish one textbook or monograph in the 

first-level publishing house (200,000-word volume or more is 

required for a textbook);   

(4) Awards: win the second prize (top two) or the first prize 

(top three) of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award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r newly win the national 

award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5)Mak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