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

关于印发《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成果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处、室、中心：

经研究，现将《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成果登记管理办

法（试行）》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 3月 30日

陕机电职院发〔2020〕46 号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成果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校科研成果登记及科研档案管

理，加快科研成果信息交流，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应用和

推广，提高学校科研工作经济和社会效益，根据上级有关科

研成果管理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成果登记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科技与社科

统计年报、科研档案、科研工作量等形成的重要保证。

第三条 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学校教学科研人

员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广大教职工晋级、晋

职、评优、科研奖励的主要依据之一。

第四条 学校科研成果登记由科研信息处负责。各部门

要指定专人负责本部门科研成果的收集、整理和保管，并根

据学校要求，报科研信息处登记、备案和存档。

第五条 凡符合本办法要求的科研成果，应按规范填写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成果登记表》。

第二章 登记范围

第六条 凡我校教职工为第一作者且第一署名单位是

“ 陕 西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 （ 或 “Shaanxi Institute of

Mechatronic Technology”）的科研成果均在登记范围之内，具

体如下：



（一）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包括专著、编著、译著、

评著、教材、工具书、科普读物等）；

（二）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或编入“国内统一

刊号”的报刊理论版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译文、评论等；

（三）已经授权的职务发明创造（包括发明专利、实用

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

（四）经评审立项（有经费配套的，原则上配套经费应

到学校账户）的各级各类教科研课题；

（五）主持完成并通过鉴定（评审）的各级各类教科研

课题；

（六）获得各级各类奖励的教科研成果（有政府或评审

单位公章）。

第七条 调入我校工作以前出版、发表的科研成果可作

为个人成果登记，但不作为学校成果登记；已调离我校后出

版、发表的科研成果不予登记。

第八条 由校内多人合作完成的课题、著作、论文、发

明创造和成果获奖只作一次登记。由课题负责人、主编、第

一作者或第一完成人负责登记，对于著作，应按实际排名，

分别注明各人承担的部分和字数。

第九条 学校作为参与单位与校外合作的课题和成果获

奖，只在国家级和省部级范围内，由我校排名第一的人员作

一次登记，其他级别及人员不予登记。



第十条 学校人员作为参与者与校外人员合作的著作应

在学校登记，同时需注明所承担的部分和字数。

第十一条 学校人员作为参与者与校外人员合作的论文

和发明创造原则上不在学校登记。

第十二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学校科研成果登记不

予受理：

（一）成果涉及知识产权纠纷尚未完全解决的；

（二）著作、论文、专利未提供原件的；

（三）教科研课题在成果评审、鉴定中未通过的；

（四）获奖成果未提供奖励证书原件的。

第三章 登记方法

第十三条 科研成果每年登记一次，登记时间为每年的

12月份。

第十四条 校属各部门应根据学校通知在规定时间内，

按规定格式，指定专人组织教师填报科研成果登记相关表

格，经申报人所在部门初审, 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

由各部门将相关表格连同电子文档和成果原件、复印件及有

关证明材料在规定时间内统一交科研信息处审核备案，学校

不受理个人申报登记。

第十五条 每年科研成果登记结束后，由科研信息处在

全校范围内对登记结果进行公示。

第四章 成果的奖励和推广



第十六条 科研信息处负责推荐已登记归档的科研成果

参加各级政府部门的科研成果评奖活动。

第十七条 学校对校内科研成果的奖励，按照《陕西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试行）》执行。

第十八条 科研信息处负责定期编制学校科研成果目录

汇编。

第十九条 科研信息处负责组织学校科研成果参加各种

成果推介，及时交流、推广和应用我校科研成果，最大化成

果社会与经济效益。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教职工在进行线下成果登记的同时，应及时

登录学校网上办事大厅，进入人事服务，教职工信息变更管

理项目，更新完善个人科研信息。

第二十一条 没有按时完成登记的科研成果将不得申报

各级各类奖励。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由科研信息处

负责解释。

附件：1.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成果登记表

2.教科研成果登记表填表说明

3.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成果登记流程



附件 1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XX年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一（论文类）

部门（盖章）： 部门负责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职称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学科门类 发表时间

发表情况

年，卷（期）：起止页码
刊物级别 作者性质 收录情况

课题

成果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XX年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二（专利类）

部门（盖章）： 部门负责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授权公告号 授权公告日 第一完完成人 职称 其他完成人

课题

成果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XX年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三（软件著作权类）

部门（盖章）： 部门负责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软件名称 版本号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期 第一完完成人 职称 其他完成人

课题

成果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XX年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四（著作类）

部门（盖章）： 部门负责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著作名称 作者 作者排序 著作总字数 撰写字数 著作类别 出版社 ISBN 出版日期 学科

课题

成果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XX年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五（教科研课题类）

部门（盖章）： 部门负责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课题性质

主管部门

委托单位

课题类型

合作方式
课题级别 课题状态

课题经费

合同金额
学院排名 主要成员 学科分类

立项或结

题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XX年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六（成果获奖类）

部门（盖章）： 部门负责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成果

名称

获奖

名称
获奖类别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学院排名 主要完成人 奖励时间 学科分类 依托课题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附件 2

教科研成果登记表填表说明

一、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一（论文类）

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教员,未定职级。

学科分类：110 数学、120 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130 力

学、140 物理学、150 化学、160 天文学、170 地球科学、180

生物学、190 心理学、210 农学、220 林学、230 畜牧、兽医

科学、240 水产学、310 基础医学、320 临床医学、330 预防

医学与公共卫生学、340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350 药学、360

中医学与中药学、410 工程与技术科学基础学科 、413 信息

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416 自然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

420 测绘科学技术、430 材料科学、440 矿山工程技术、450 冶

金工程技术、460 机械工程、470 动力与电气工程、480 能源

科学技术、490 核科学技术、510 电子与通信技术、520 计算

机科学技术、530 化学工程、535 产品应用相关工程与技术、

540 纺织科学技术、550 食品科学技术、560 土木建筑工程、

570 水利工程、580 交通运输工程、590 航空、航天科学技术、

610 环境科学技术及资源科学技术、620 安全科学技术、630

管理学、710 马克思主义、720 哲学、730 宗教学、740 语言

学、750 文学、760 艺术学、770 历史学、780 考古学、790 经



济学、810 政治学、820 法学、830 军事学、840 社会学、850

民族学与文化学、860 新闻学与传播学、870 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880 教育学、890 体育科学、910 统计学。

发表时间：发表时间具体到年、月、日，如 2019年 5月 1

日。

发表情况（年，卷（期）：起止页码）：通过“知网”查询论

文→勾选论文前的方框→导出为参考文献→通过论文作为参

考文献中的信息提取“年，卷（期）：起止页码”。

刊物级别：刊物级别分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普刊三类。

权威期刊指：SCI、SSCI、A&HCI、EI、CPCI-S、CPCI-SSH

来源期刊。核心期刊指：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

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

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来源期刊”。普刊指：省级以上知网收录的期刊。

作者类型：独撰、第一作者选其一。

收录情况：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A&HCI人文艺术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CPCI-S科技会

议录索引；CPCI-SSH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情

况按论文最高级别收录选择。



课题成果：论文是否课题成果，选“是”或“否”。

备注：若论文是课题成果，则在备注中填写课题名称及编

号，否则不填。

二、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二（专利类）

专利类型：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选其一。

授权公告日：日期填写格式：例 2019年 10月 1日。

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教员,未定职级。

其他完成人（按序）：完成人姓名间用逗号分隔，例：张

三，李四，王五。

课题成果：专利是否课题成果，选“是”或“否”。

备注：若专利是课题成果，则在备注中填写课题名称及编

号，否则不填。

三、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三（软件著作权类）

首次发表日期：日期填写格式：例 2019年 10月 1日。

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教员,未定职级。

其他完成人（按序）：完成人姓名间用逗号分隔，例：张

三，李四，王五。

课题成果：专利是否课题成果，选“是”或“否”。

备注：若专利是课题成果，则在备注中填写课题名称及编

号，否则不填。

四、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四（著作类）

作者排序：作者排序按印刷次序，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著作总字数：字数单位：千字。

撰写字数：字数单位：千字。

著作类别：专著、编著、译著、评著、教材、工具书、科

普读物、其他选其一。

ISBN：填写 13位完整的 ISBN号。

学科分类：同表一学科分类。

课题成果：著作是否课题成果，选“是”或“否”。

备注：若著作是课题成果，则在备注中填写课题名称及编

号，否则不填。

五、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五（教科研课题类）

课题性质：纵向课题、横向课题、院级课题、学会（协会）

课题选其一。

主管部门/委托单位：横向课题填写委托单位，其他性质课

题填写主管部门，如院级课题，填写“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课题类型/合作方式：横向课题选择合作方式（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其他），其他性质课题选择课题类

型（自然科学类、人文社科类、教学改革类）。

课题级别：国家级、省部级、市厅局级、国家一级学会、

国家二级学会、省级一级学会、院级、其他选其一。

课题状态：已立项、已结题选其一。

课题经费/合同金额：经费单位千元。

主要成员：按序填写学院主要成员，姓名间用逗号分隔，



例：张三，李四，王五。

学科分类：同表一学科分类。

立项或结题时间：时间填写格式：例 2019年 10月 1日。

六、教科研成果登记表之六（成果获奖类）

获奖类别：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

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国

家教学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级

教学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省教育厅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院级课题优秀结题奖、论文奖、其他，

选其一。

获奖级别：国家级、部级、省级、地市厅局级、国家一级

学会、国家二级学会、省级一级学会、院级、其他，选其一。

获奖等级：最高成就奖、基础研究重大贡献奖、特等奖、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普及奖、优秀奖、其他，选其一。

主要完成人：按序填写学院主要完成人，姓名间用逗号分

隔，例：张三，李四，王五。

奖励时间：奖励时间具体到年、月、日，如 2019 年 8 月

20日。

学科分类：同表一学科分类。

依托课题：成果获奖是否依托课题，选“是”或“否”。

备注：若成果获奖是依托课题，则在备注中填写课题名称

及编号，否则不填。



附件 3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成果登记流程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3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