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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工作量 

计算办法（修订稿） 

 

第一条 为促进研究生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准确反映教师

承担研究生教学和指导任务的工作量，充分调动广大教师从事

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善导师激励制度，不断提

高我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本着年度评定、绩效挂钩的原则，

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课程教学工作量 

第二条 课程任课教师面对一个自然班（30 人左右）研究生

讲授一节课，并负责批改这些研究生的所有作业、辅导答疑、

考试（考查）命题、监考及阅卷（包括补考），计教学工作量为

1 标准课时。 

第三条 公共课（外语、政治及数学）课程教学工作量 G 的

计算公式为： 

G=T×D×K  

其中符号所表示含义如下： 

T： 计划时数，即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授课时数 

D： 层次系数 

K： 开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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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系数 D 与开班系数 K 具体数值分别依据表 1 与表 2 确定： 

 

表 1：层次系数计算方法 

层次系数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D 1.1 1.2 

表 2：开班系数计算方法 

开班系数 单班 二合班 三合班 四合班 五合班 六合班 

K 1 1.45 1.80 2.15 2.5 2.75 

第四条 专业课课程教学工作量 G1的计算公式为： 

G1=T×D×J×K1  

其中符号所表示含义如下： 

T： 计划时数，即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授课时数 

D： 层次系数 

J： 教材系数 

K1： 选课研究生人数系数 

层次系数 D 具体数值依据表 3 确定 

表 3：层次系数计算方法 

层次系数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D 1 1.1 

教材系数 J 具体数值依据表 4 确定 

表 4：教材系数计算方法 

教材系数 使用中文教材 使用外文原版教材 

J 1 1.3 

 

当修课研究生人数少于 51 人时，选课研究生人数系数 K1 依据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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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表 6 确定；当修课研究生人数多于 51 人时，选课研究生人数系数 K1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K1=1+（修课人数-35）/80  

 

表 5：硕士研究生（含留学生）选课研究生人数系数 K1 计算方法 

选课人数 ≤5 人*
 ≤10 人*

 11-35 36-51 

K1 0.5 0.8 1.0 1.2 

*因专业招生人数限制导致选课人数不足 10 人的，K1 仍按 1.0 计算。 

表 6：博士研究生（含留学生）选课研究生人数系数 K1 计算方法 

选课人数 ≤5 人*
 6-20 21-51 

K1 0.8 1.0 1.2 

*因专业招生人数限制导致选课人数小于 6 人的，K1 仍按 1.0 计算。 

第五条 实验课工作量 G2的计算公式为： 

G2 = T2×E×B×S  

其中符号所表示含义如下： 

T2： 实验学时数 

E： 实验系数 

B： 教学班分组数 

S： 自然班数 

实验系数 E 由教学班分组 B 确定，两者关系由表 7 所示： 

表 7：教学班分组数与实验系数关系对应表 

教学班分组数 B 1 2 3 4 

实验系数 E 1 0.7 0.6 0.5 

第六条 留学生（含博士、硕士、高级进修生）课程教学工

作量 G3 按照专业课课程教学工作量 G1 计算后，将计算结果乘

以 2.25，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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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T×D×J×K1×2.25  

 

第二章  导师指导工作量 

第七条 每位导师指导 1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按学制每年计

算 32 个额定指导工作量；指导 1 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按学制每

学年计算 21 个额定指导工作量。培养单位年度额定指导工作总

量 W0计算公式为： 

W0=培养单位博士人数×32+培养单位硕士人数×21  

第八条 培养单位须按优质优酬的原则在培养单位内统筹

分配额定指导工作量，其中不超过 50%的额定指导工作量作为

基础指导工作量分配给导师，不低于 50%的额定指导工作量作

为导师绩效指导工作量在院内统筹后按导师指导绩效分配给导

师。 

第九条 导师实际指导工作量w分为基础指导工作量 x和绩

效指导工作量 y，在每年年终进行核算。 

基础指导工作量 x 根据额定指导工作量及各培养单位每年

制定的基础工作量分配系数 k（k≤0.5）进行核定，即指导 1 名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按学制每年计算 32×k 个基础指导工作量；指

导 1 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按学制每学年计算 21×k 个基础指导工

作量。计算公式为： 

x=指导博士人数×32×k+指导硕士人数×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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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工作量的剩余乘以 1-k 纳入绩效工作量，进行重新分

配。培养单位绩效指导工作总量 W1为额定指导工作总量 W0的

1-k，并分为博士绩效指导工作总量 Wb 和硕士绩效指导工作总

量 Ws，W1、Wb 和 Ws的计算公式为： 

W1=Wb+Ws  

Wb=培养单位博士人数×32×(1-k)  

Ws=培养单位硕士人数×21×(1-k)  

导师绩效指导工作量 y 在培养单位内部，根据每位导师当

年的指导质量考核评分重新分配。计算公式为 

b

s

y W

  W

培养单位

培养单位

导师指导评分 指导博士人数

导师指导评分 指导博士人数

导师指导评分 指导硕士人数

导师指导评分 指导硕士人数


 




 







 

导师实际指导工作量 w 的计算公式为： 

w=x+y  

第十条 博士生指导教师每届指导博士生人数不超过 2人，

累计不超过 6 人，年指导博士研究生工作量最多按 6 人计算（不

包括留学研究生）；硕士生指导教师每届指导硕士生人数不超

过 5人，累计不超过 15人，年指导硕士研究生工作量最多按 15

人计算（不包括留学研究生）。 

第十一条 提倡和鼓励导师组成团队指导，对于超过上述

指导人数限制的指导教师必须组成团队指导，博士生指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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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应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硕士生指导团队

小组成员应具有讲师以上职称或硕士学位。 

第十二条 团队指导研究生工作量总量不变，其分配由第

一导师按实际承担工作量确定各小组成员的工作量分割，鼓励

向团队成员中年轻教师倾斜，团队组成成员名单在导师与研究

生双向选择完毕后，由各培养单位统一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十三条 提倡校内教师与国内外知名学者组成联合指导

小组，指导工作量的分配由各培养单位自行决定。 

第十四条 导师指导留学研究生工作量按照普通硕士、博

士研究生指导工作量计算后×1.5 系数计算。 

第十五条  如计算研究生最后半年工作量时该生仍未开

题，其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量不在该学期计算，该生学位论文

答辩后再计入对应学期工作量。 

第十六条 研究生休学或保留学籍期间不计导师工作量；

研究生推迟或延期毕业，其推迟或延期期间不再计算导师工作

量；研究生退学或肄业，其退学或肄业当年不再计算导师工作

量。 

第十七条 研究生转导师前后工作量按学期进行分割：转

导前的学期指导工作量记入转出导师工作量；转导对应学期指

导工作量，按指导时间进行四舍五入，计入对应导师工作量；

转导后指导工作量，计入转入导师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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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术和竞赛指导工作量 

第十八条 研究生学术指导工作量计算按武汉理工大学研

究生学术指导工作量计算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指导在读研究生参加国家（国际）级、省级或行

业协会组织的竞赛（一般为学术或科技竞赛），根据赛事级别

为项目指导教师团队计算工作量，具体如下： 

（一）指导研究生参加国家（国际）级竞赛，按 50-70 个/

项（队）计算工作量，具体工作量由研究生院负责认定； 

（二）指导研究生参加省级或全国行业协会举办的竞赛，

按 30 个/项（队）计算工作量。 

第二十条 竞赛指导奖励工作量遵循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同一项目参加多项竞赛活动，工作量按就高原则，不重复计

算。具体竞赛活动等级由研究生院负责认定。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工商管理（MBA）、公共管理（MPA）及工程

管理（MEM）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及来华留学研究生教

育工作量由相关培养单位参照本办法负责计算和认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武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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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工作量计算办法》（校研字〔2015〕36 号）同

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