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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本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至少有 4 个稳定的学科方向，其中至少有 2-3 个是本一级学科的主干学科。

具体主干学科可参见《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 
2．学科特色。学科特色符合学校定位和学科发展方向，在一些方向上处于学科发展的前沿，

能为国家、社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获得社会认同并有较高的

社会声誉。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 40 人，其中每个学科方向不少于 10 人，每个学科方向正高

级职称不少于 3 名。 
4．人员结构。有一支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历结构以及专业技术职务结构合理的专任教

师队伍，45 岁以下教师占 50%以上，最高学历来自外单位的比例不低于 50%，专任教师 70%以

上具有博士学位。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有 3-5 名学术造诣深厚、治学严谨且具备指导博士生能力的学

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近 5 年作为主要研究成员获得过国家级（排名前

五）、省部级（排名前三）科研或教学成果奖至少 1 项；在国际或国家级相关专业领域重要学术

组织担任理事，或在省部级相关专业委员会（或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及以上职务的至少 1 人；获

得国家级、省部级人才计划称号不少于 3 人（每人只记一次）；每个学科方向的正高级职称教师

至少有 1 名在同学科或相近学科担任博士生导师，并完整指导过 1-2 届博士生。 
三、人才培养 
6．培养概况。近 5 年授予的硕士学位人数不少于 60 人；具有较好的生源，近 5 年录取的硕

士研究生中，第一志愿报考率较高。 
7．课程与教学。所开设的课程能够支撑博士一级学科的课程体系，能够覆盖学科各主要研

究方向，并根据特色进行课程构建和创新。硕士生专业课程应该能够提供学科领域所需要的背景

知识、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及信息知识；为研究生提供承担本科生的课程助教或实验课指导教师的

机会，培养研究生的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指导能力。博士研究生课程与硕士研究生课程相

互贯通，博士生课程强调学科前沿，注重研究论文的案例分析。现有教师能够满足本学科博士硕

士学位人才培养课程需要。 
8．培养质量。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高，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成果突出，学位论

文质量高。有一定比例的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国内外博士研究生。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9．科学研究。本学科整体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在国内同学科中处于较先进地位，科研成果

显著。近 5 年，专任教师在本学科领域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篇数合计平均不少于

20 篇/年（不含会议文章和综述），作为第一负责人主持或承担的本学科领域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

项目合计平均不少于 5 项/年，师均科研项目经费平均不少于 10 万元/年。 
10．学术交流。有浓郁的学术氛围，能够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近 5 年，骨干教师主持

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每年不少于 1 次，专任教师参加国内会议每年人均不少于 1 次。每年研究生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人次占总研究生人数 10%以上；参加国内学术会议人次占总研究生人数 20%
以上。硕士生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科研交流的基本能力。 

11．支撑条件。有良好的教学、研究实验平台，有先进的教学、研究实验仪器设备。现有实

验室面积不少于 3000 平方米，仪器设备总价值不少于 2000 万元。应设置学业奖学金，用于资助

研究生的学费。有规范的导师选聘、培训和考核制度；研究生培养管理的保障体系健全，包括组

织结构和管理机构等；有研究生参与科研训练的制度，以及博士生分流制度等；开展科学道德和

学术规范的教育工作；有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并设有专职管理人员保障各项制度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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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本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至少有 3 个稳定的学科方向，其中至少有 2-3 个是本一级学科的主干学科，

兼具宏观和微观研究。具体主干学科可参见《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 
2．学科特色。学科建设紧密结合行业或区域发展，已形成一定的学科特色，有良好的社会

声誉，能为国家和地方培养高级人才。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 30 人，其中每个学科方向不少于 7 人；每个学科方向高级职

称不少于 3 名。 
4．人员结构。有一支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历结构以及专业技术职务结构合理的专任教

师队伍，45 岁以下教师占 50%以上，最高学历来自外单位的比例不低于 50%，专任教师 70%以

上具有博士学位。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有 3-5 名具备一定学术造诣、治学严谨且具备指导硕士生能力

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应为正高级职称，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独立指导过 2 届以

上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重要学术组织担任重要学术职务且近 5 年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

各学科方向带头人应具有高级职称、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独立指导过 1
届以上硕士研究生，且近 5 年承担过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三、人才培养 
6．课程与教学。在本学科或相近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培养方面具有很好的基础，生源质

量较高。能够为硕士生的培养开设高水平的系列课程，所开设的课程能够支撑一级学科的课程体

系，能够覆盖各主要学科方向。现有教师能够满足本学科硕士学位人才培养课程需要。 
7．培养质量。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本科生培养已形成一定规模，质量较高。毕业生职业发

展良好，用人单位评价较高。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8．科学研究。本学科整体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较高，科研成果显著。近 5 年，专任教师在

本学科领域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篇数合计平均不少于 15 篇/年（不含会议文章和

综述），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合计平均不少于 3 项/年，作为主持或参与获得过国家级、省部

级科研或教学成果，师均科研项目经费平均不少于 6 万元/年；在学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比例占

本学科本科生总人数的 10%以上。 
9．学术交流。本学科学术氛围较浓，学术交流与合作广泛。近 5 年，骨干教师主持或参加

国际学术交流每年不少于 1 次，专任教师参加国内会议每年人均不少于 1 次。 
10．支撑条件。有良好的教学、研究实验平台，有先进的教学、研究实验仪器设备。本学科

现有实验室面积不少于 1500 平方米，仪器设备总价值不少于 600 万元。应设置学业奖学金，用

于资助研究生的学费。有规范的导师选聘、培训和考核制度；有比较完善的研究生培养管理保障

体系；有研究生参与科研训练的制度，以及研究生分流制度等；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

工作；建立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并设有专职管理人员保障各项制度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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