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研究员职称申报标准条件 
条件 内容 

基本条件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 
认真履行现任岗位职责，近 5 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

（合格）以上。 

学历资历条件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取得副研究员职

称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5年。 

能力条件 

（1）科研工作能力强，研究工作积累深厚，学术造

诣深，学科领域活跃度和影响力强。 
（2）能够组织带领科研团队从事高水平研究工作，

取得具有一定影响的原创性科技成果或具有重要学

术价值的科研成果；或能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创造

性地解决学术问题；或取得具有显著社会和经济效益

的关键技术成果；或主持推广项目达到显著规模、获

得突出效益。 
（3）具有指导、培养副高级及以下研究人员或研究

生的能力。 

业绩 
和 
成果 
条件 

取得副研究员职称后，满足下例两项： 

获奖 
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奖。 
或获得过省部级、行业科技奖最高等级奖排名前 8、
第二等级奖排名前 5、第三等级奖排名第 1。 

专著和

图集 
或出版专著（或国家级图集）（排名前 3）不少于 2
部。 

论文 
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

的学术论文，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EI 期刊 (《工

程索引》）收录 5 篇以上。 



项目 
或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2 )主持完成国家级（含

其下一级课题或项目）或省部级科研项目 2项以上。 
专利 或作为第一完成人发明专利不少于 3项。 

标准 
或编制国家（或国际）标准（排名前 5）不少于 2项。 
或编制行业标准（排名前 3）不少于 3项。 

成果 
推广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的研发成果，推广应用

后，经成果转化认定部门认定，取得成果转化收益

400 万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其他 

对被选拔为国家级、省部级人才工程的高层次人选；

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

术难题，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

专业技术人才，可以直接申报评审。 
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可以适当放

宽资历、年限等条件限制。 

 



 

附件 2  

副研究员职称申报标准条件 
条件 内容 

基本条件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认真履行现任岗位职责，近 3 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

（合格）以上。 

学历资历条件 

或具备博士学位，取得助理研究员职称后，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满 2年。 
或取得助理研究员职称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 

能力条件 

（1）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和较丰富的科研工作积累，

能够创造性地开展研究工作，是本学科领域的学术骨

干。 
（2）能够组织带领科研团队从事一定水平的研究工

作，取得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或取得具有

较好社会和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或主持推广项目达

到一定规模、获得一定效益。 
（3）具有指导、培养中级以下研究人员或研究生的

能力。 

业绩 
和 
成果 
条件 

取得助理研究员职称后，满足下例两项： 

获奖 
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奖。 
或获得过省部级、行业科技奖最高等级奖排名前 15、
第二等级奖排名前 10、第三等级奖排名前 3。 

专著和

图集 
或出版专著（或国家级图集）（排名前 3）不少于 1
部。 

论文 
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

的学术论文，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EI 期刊 (《工

程索引》）收录 3 篇以上。 



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

的学术论文，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EI 期刊 (《工

程索引》）收录 2 篇以上，并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内核

心期刊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3篇以上。 

项目 
或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主持完成国家级（含

其下一级课题或项目）或省部级科研项目 1项以上。 
专利 或发明专利（排名前 3）不少于 3项。 

标准 
或编制国家（或国际）标准（排名前 5）不少于 1项 
或编制行业标准（排名前 3）不少于 1项 。 

成果 
推广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的研发成果，推广应用

后，经成果转化认定部门认定，取得成果转化收益

280 万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附件 3 

助理研究员职称申报标准条件 
条件 内容 

基本条件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认真履行现任岗位职责，参加工作以来年度考核均为

称职（合格）以上。 

学历资历条件 

具备博士学位。 
或具备硕士学位，取得研究实习员职称后，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满 2年。 
或取得研究实习员职称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4
年。 

能力条件 

系统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必要的研

究方法和技术，了解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

展趋势。 
参与研究课题、科技成果转化或技术推广项目，获得

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业绩 
和 
成果 
条件 

满足下例一项： 

获奖 
获得过省部级、行业科技奖三等以上且在有效排名之

内。 

论文 
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核心期刊公开发表与

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以上。 
项目 或参加过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专利专

著等 
或专著、专利、标准、技术规范不少于 1项。 

成果 
推广 

或参加研究开发、推广应用的成果，经成果转化认定

部门认定，取得成果转化收益 50万元以上的经济效

益。 



附件 4 

破格申报研究员职称标准条件 
条件 内容 

取得副研究员职称满 3年，近三年年度考核合格，满足下例条件两项： 

代表作 

完成重大创新任务业绩显著，解决行业实际问题有突

出贡献，个人代表作（项目成果、研究报告、专著译

著、技术标准、科普作品等）在本领域内处于领先水

平，具有较大影响力，受到 2名以上同行专家（院士、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的推荐（每位专家限推荐申报人选 2名）。 

获奖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排名前 30 )、一等奖（排

名前 12)、二等奖（排名前 8)。 
或省部级、行业科技奖最高等级奖（排名前 3 )、第

二等级奖（排名前 2)。 
专著和图集 或第一作者出版专著（或国家级图集）不少于 2部。 

论文 
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

的学术论文，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EI 期刊(《工

程索引》）收录 8 篇以上。 

项目 
或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国家级（含其下一级课题

或项目）和省部级研究项目 3项以上。 
专利 或作为第一完成人发明专利不少于 4项。 

标准 
或编制国家（或国际）标准（排名前 3）不少于 2项。 
或编制行业标准（排名前 2）不少于 3项。 

成果 
推广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的研发成果，推广应用

后，经成果转化认定部门认定，取得成果转化收益

600 万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附件 5 

破格申报副研究员职称标准条件 
条件 内容 

取得助理研究员职称后，近三年年度考核合格，满足下例条件两项： 

代表作 

完成重大创新任务业绩显著，解决行业实际问题有突

出贡献，个人代表作（项目成果、研究报告、专著译

著、技术标准、科普作品等）在本领域内处于领先水

平，具有较大影响力，受到 2名以上同行专家（院士、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的推荐（每位专家限推荐申报人选 2名）。 

获奖 
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奖。 

或获得过省部级、行业科技奖二等以上且排名前 3名。 

专著和图集 或第一作者出版专著（或国家级图集）不少于 1部。 

论文 

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

学术论文，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EI 期刊(《工

程索引》）收录 5 篇以上。 
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

学术论文，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EI 期刊 (《工

程索引》）收录 3 篇以上，并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内核

心期刊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5篇以上。 

项目 或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主持完成国家级（含

其下一级课题或项目）和省部级研究项目 2项以上。 

专利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的发明专利不少于 4项。 

标准 
或编制国家（或国际）标准（排名前 5）不少于 2项。 

或编制行业标准（排名前 3）不少于 2项 。 

成果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的研发成果，推广应用

后，经成果转化认定部门认定，取得成果转化收益 400
万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附件 6 

申报材料清单
一、个人提交材料 

（一）《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二）职称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三）《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综合情况表》。 

（四）证明材料，包括学历学位证书、现有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证书或聘书、获奖证书等复印件，装订成册。 

（五）业绩成果材料，包括任现职以来业绩与成果、论文与

专著等证明材料复印件，按统一规定的格式和目录顺序印刷装订

成册。提交代表性论文数，研究员不超过 8篇（破格 10篇），副

研究员不超过 6 篇（破格 8篇）；提交项目数控制在 5个以内。 

（六）个人免冠证件照 1张（1 寸，蓝底）。

（七）同行专家推荐意见表。

二、单位提交材料 

测科院人事部门对各单位申报人员的材料审核后，通知有关

单位正式报送的评审人选材料： 

1.委托评审函 1 份。

2.职称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1份。

3.《2020年申报人员情况登记表》（A3纸）1份。

4.《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 2份。

5.《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综合情况表》一式 27份。

6.证明材料、业绩成果材料装订成册各 1 份。

7.同行专家推荐意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