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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晓庄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暂行办法南京晓庄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暂行办法南京晓庄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暂行办法南京晓庄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暂行办法

为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合理计算教学编制，调动教师教学工

作的积极性，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现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

精神，参考国内同类高校的相关办法，基于优劳优酬、多劳多得

的分配原则，结合我校教学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我校教师教学

工作量计算的暂行办法。

一、教学工作量计算范围一、教学工作量计算范围一、教学工作量计算范围一、教学工作量计算范围

1．教学工作量计算是学校对院（系）教学工作的量化考核，

按学年度统计，作为学校对院（系）进行学年度教学工作总量考

核和定编的主要依据。

2．教学工作量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院（系）

教学任务书中的计划学时数和学期教学进度表计算。教学计划有

调整或课程学时有变化的，须由院（系）教学委员会讨论通过并

报教务处审核、经校主管领导批准方可执行。

3．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计算范围主要包括：

（1）理论教学工作量：含备课、授课、批改作业、辅导答

疑、考核等环节。



2

（2）实践教学工作是包括指导学生实验、实习、见习、实

训、社会实践、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等类型。其工作内

容包括：组织准备、过程指导、作业（报告）批改、工作总结、

成绩考核等环节。

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

（一）各类教学工作量均折算成标准课时（一）各类教学工作量均折算成标准课时（一）各类教学工作量均折算成标准课时（一）各类教学工作量均折算成标准课时

（二）理论课教学工作量计算（二）理论课教学工作量计算（二）理论课教学工作量计算（二）理论课教学工作量计算

D1=K*R，D1为原始班的教学工作量。

D2=K*L*R，D2 为重复班的教学工作量。一个教师同一学期给

两个及两个以上班级讲授同一门课程，第二次及以上授课算重复

课。

教学工作总量 D= D1 + D2 (下同)。

K 为原始班折算系数，K=1.0;L 为重复班折算系数,L=0.9;R

为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计划学时数。

1111．必修课．必修课．必修课．必修课

必修课（包括公共必修课或通识教育必修课）标准班人数为

40 人，其中公共体育课、技能类课程、外语专业课程、体育专

业课程标准班人数为 35 人。个别专业的特殊课程可根据实际情

况核定标准班人数。

（（（（1111）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D= K*L*K1*R

K=1.0;K1 为权重系数，K1=1.3。

班级学生数多于标准班人数，工作量折算系数在标准班系数

（K=1.0）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名学生，系数 K 增加 0.015。

专业核心课程须教考分离（见具体规定）。

（（（（2222）一般专业课程）一般专业课程）一般专业课程）一般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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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K*L*R

班级学生数多于标准班人数，工作量折算系数在标准班系数

（K=1.0）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名学生，系数 K 增加 0.015。

（（（（3333）公共必修课或通识教育必修课）公共必修课或通识教育必修课）公共必修课或通识教育必修课）公共必修课或通识教育必修课

D= K*L*R

班级学生数多于标准班人数，工作量折算系数在标准班系数

（K=1.0）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名学生，K 增加 0.01。

2222．选修课．选修课．选修课．选修课

D= K*L*R

（（（（1111）公共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公共选修课

满 20 名学生选修方可开班上课。

学生数为 20 人的班级，K=0.7，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一名学

生，K 增加 0.01。

（（（（2222）通识教育任选课）通识教育任选课）通识教育任选课）通识教育任选课

满 20 名学生选修方可开班上课。

学生数为 20 人的班级，K=0.8，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一名学

生，K 增加 0.01。

（（（（3333）专业任选课）专业任选课）专业任选课）专业任选课

满 15 名学生选修方可开班上课。

学生数为 15-40 人的班级，K=1.0;班级人数＞40 人的，每

增加一名学生，K 增加 0.01（实际工作量计算根据参加考核的学

生数确认）。

3333．音乐与美术专业小班课、体育专业术课音乐与美术专业小班课、体育专业术课音乐与美术专业小班课、体育专业术课音乐与美术专业小班课、体育专业术课

D=K*L*K1*R

K1 为主干课程权重系数，K1=1.3

（（（（1111）音乐类专业小班课）音乐类专业小班课）音乐类专业小班课）音乐类专业小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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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非专业课程经过对学生考核后，达到一定标准（由音乐

学院组织教师考核决定）方可开设小课，实行因材施教。音乐类

课程原则上要有小班、小组、大组等课程类型。

钢琴、声乐、器乐（专业）：K=0.7，学生数为 2 人/班

钢琴、声乐、器乐（非专业）：K=0.7，学生数为 6 人/班

表演（演唱/演奏、钢琴）（专业）：K=0.7，学生数为 2 人/

班

表演（演唱/演奏、钢琴）（非专业）：K=0.7，学生数为 6

人/班

舞蹈：自然班 K=1.0；若自然班分为两个班上课，K=0.8。

（（（（2222）））） 美术类专业小班课美术类专业小班课美术类专业小班课美术类专业小班课

美术（包括素描、色彩、写生、书法、雕塑、版画）：自然

班 K=1.0，若自然班分为两个班上课，K=0.8。

绘画专业：若根据方向分班开课，K=0.8。

（（（（3333）））） 体育术课体育术课体育术课体育术课

自然班 K=1.0，若自然班分为两个班上课，K=0.8。

4444．双语课．双语课．双语课．双语课

标准班人数的确定同前述必修课与专业任选课。

D= K*L*K2*R

K=1.0;K2 为双语课权重系数，K2=1.3。

班级学生数多于标准班人数，工作量折算系数在标准班系数

（K=1）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名学生，系数 K 增加 0.015（双语

课的授课标准与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5555．外语网络课．外语网络课．外语网络课．外语网络课

标准班以 40-50 人计。

D=K*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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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5。班级人数＞50 人的，每增加一名学生，工作量系数

在标准班系数（K=0.5）基础上，K 增加 0.01。

6666．新课．新课．新课．新课

新课是指各专业新开的专业课程。

标准班人数的确定同前述的专业必修课与专业任选课。

（（（（1111）专业核心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核心课

D= K*L*K1*K3*R

K1 为专业核心课权重系数，K1=1.3；K3 为新课权重系数，

K3=1.2。

班级学生数多于标准班人数，工作量折算系数在标准班系数

（K=1.0）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名学生，系数 K 增加 0.015。

（（（（2222）一般专业课）一般专业课）一般专业课）一般专业课

D= K*L*K3*R

K3 为新课权重系数，K3=1.2。

班级学生数多于标准班人数，工作量折算系数在标准班系数

（K=1.0）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名学生，系数 K 增加 0.015。

（三）实践教学工作量计算（三）实践教学工作量计算（三）实践教学工作量计算（三）实践教学工作量计算

1111．计算机上机指导课．计算机上机指导课．计算机上机指导课．计算机上机指导课

标准班以 40-50 人计。

D = K*L*R

K = 0.7

班级人数＞50 人的，每增加一名学生，K 增加 0.01。

2222．实验课．实验课．实验课．实验课

D=K*L*K4*R

大班实验：学生数为 20 人，K= 0.9，在此基础上，每增加

一名学生，K 增加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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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循环实验：学生数为 10 人，K= 0.6，在此基础上，每

增加一名学生，K 增加 0.01

K4 为实验类型权重系数，验证性实验 K4=1，综合性、设计性

实验 K4=1.2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认定参照《南京晓庄学院综合性、设

计性实验认定办法》（南晓院教字[2010]44 号）中的相关要求。

R 为某实验项目计划学时数（以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计划

学时数为准）

3333．实训课．实训课．实训课．实训课

以自然班级为实训单位。

D=K*L*R

K=0.8

R 为某实训项目计划学时数（以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计划

学时数为准）。

如因教学条件等因素限制确需要分组进行实训，其分组单位

要求参照分组循环实验分班实验要求，工作量计算中 K=0.6。

分组实训需由院（系）提出申请，报学校批准后方可执行。

4444．其他实践教学环节．其他实践教学环节．其他实践教学环节．其他实践教学环节

（1）野外实习与社会调查指导

D = 学生人数*0.1 *天数

（地理、生物： D = 学生人数*0.2*天数）

（2）见习、毕业实习指导

集中实习

师范生教育实习 D = 学生人数*0.15*实际指导天数

非师范生专业实习 D = 学生人数*0.075*实际指导天数

自行联系分散实习 D = 学生人数*0.05*实际指导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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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指导教师工作量参照集中实习工作量计算方法。

见习 D = 学生人数*0.05*实际指导天数

课外导师制校内指导教师工作量参照见习工作量计算方法。

（3）毕业论文（设计）指导

文经管艺 D =6（课时）*指导学生论文（设计）数

理工科 D = 8（课时）*指导学生论文（设计）数

每个教师指导学生数原则上不超过 8 人，若确需要超过 8

人，由院（系）提出申请，经教务处审核通过后方可执行。

同时开展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的专业，按毕业论文工作量

*1.2 计算。

（4）指导数学建模、电子设计、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及其

他学科竞赛活动、指导体育训练队，按项目划拨经费。

（5）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任务含量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

6 个项目）

D=（公体学生数/35353535）*1*6

D 为全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总工作量。

注注注注：：：：以上实践教学工作量计算中未提及的项目，参照本专业

的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环节安排和专业技能训练中规定

的课时数。未规定课时的以自然班级为单位，按学分的九折计算

成课时。

三、几点说明三、几点说明三、几点说明三、几点说明

1．本方案自 2011 年秋季开始执行。

2．本方案作为各院（系）认定和计算教师教学工作量的原

则意见，院（系）应认真贯彻执行。各院（系）可根据自身实际

制定本《办法》的实施细则。院（系）所制定的实施细则须经院

（系）教学委员会讨论通过，报学校批准后方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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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二位（包括二位）以上教师共同完成的课程教学工作

量，原则上由该课程主讲教师负责工作量的具体切分。计算办法

按照上述计算办法执行。

4．跨院（系）上课的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计入教师所在院（系）

教学工作总量。

5．教学工作量实施校、院（系）两级管理的办法，学校将

按照本办法统计各院（系）所承担的教学工作总量，作为校内津

贴分配等依据。各院（系）应根据各自制定的实施细则统计每位

教师个人所承担的教学工作量，作为年度考核和校内津贴分配等

依据。

6．各院（系）超缺编补贴可以对作业量较大的课程或其它

重要课程（由院系教学委员会认定）进行调节补贴。

四、附则四、附则四、附则四、附则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在试行过程中，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恰当的程序对其中

的部分规定作适当调整，以使本办法更趋合理、科学。

南 京 晓 庄 学 院

二〇一一年九月六日

印发：各院（系）、各部门

录入：徐琪 校对：程培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