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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体育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 

（试行） 

第一章 基本申报条件 

为满足学校建设“一流特色高水平大学”发展战略的需求，进一步深化体育

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以下简称“职称”）评聘制度改革，提高评审工作的科学化、

规范化，建设一流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

实际，特制定本条件。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资格条件适用于本校在职在岗的体育教师。 

第二条  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要求 

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人民的教育

事业，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教书育人，敬业

爱岗，为人师表。 

任现职期间，在规定的任职年限基础上，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延迟申报： 

（一）有《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师德负面清单和失范行为处理办法》中规定的

师德负面清单和失范行为者，延迟 3 年以上。情节特别严重者，撤销其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资格。 

（二）有下列弄虚作假行为和学术不端行为者，延迟 3 年以上。情节特别严

重者，撤销其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1．伪造学历、学位； 

2．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3．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4．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 

5．伪造注释； 

6．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 

7．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 

8．一稿多投。 

（三）年度考核基本合格以下或受警告处分者，延迟 1 年；受记过以上处分

者，延迟 2 年。 

（四）发生教学事故 I 级者，延迟 2 年；发生教学事故 II 级者，延迟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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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中出现其他重大失误，造成严重损失者，延迟 3 年以上。 

第三条  学历、资历要求 

（一）教授 

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45 岁以下须具备硕士研究生学历

或硕士学位），取得副教授（副教研员）资格，并受聘副教授（副教研员）职务

5 年。 

（二）副教授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45 岁以下须具备硕士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取得讲师（助理研究员）

资格并受聘讲师（助理研究员）职务 5 年。 

2．获得博士学位后，取得讲师资格并受聘讲师职务 2 年。 

（三）讲师（助理教研员）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受聘助教（研究实习员）职务 4 年； 

2．具有第二学士学位，受聘助教（研究实习员）职务 3 年； 

3．获得硕士学位后，受聘助教（研究实习员）职务 2 年； 

4．具有博士学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经考核合格，可直接定级讲师（助

理研究员）职务。 

（四）助教（研究实习员）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硕士学位； 

2．具有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 

第四条  教师资格证书要求 

申报教师系列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具有博士学位人员申报中级专业技

术职务除外）须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对入校不满三年的海内外引进人才，

教师资格证可“先评后补”，通过评审后须在 2 年内取得教师资格证，否则暂停

聘用。 

第二章 评审条件 

第五条  教授 

（一）教学基本要求 

1．任现职以来，系统讲授过 2 门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课程，其中 1 门



3 
 

为本科生公共基础课或专业课；年均授课课时不少于 192 学时，年均工作量不低

于学校规定的基本工作量要求，每年至少为本科生讲授 1 门课程（不低于 32 学

时）。 

2．任现职以来，课程教学综合评价须为优秀等级 2 次。 

（二）业绩成果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中第 1、2 条、第 3-6 条中的一条和第 7-

10 条中的一条： 

1．获批并主持省部级教研、科研项目 1 项，并通过验收或已经完成准予结

题；或获批国家级教研、科研项目 1 项。 

2．以独立或第一作者发表 1 篇 E 级及以上期刊教学研究论文。 

3．公开发表本学科 E 级论文 8 篇（其中 4 篇 D 级）。 

4．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一等奖排名前 5，二等

奖排名前 3）或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排名前 2）。 

5．获得省部级科技（科研）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排名前 2）。 

6．从事体育教学，担任高水平运动队或普通生运动队的教练员，并指导本

校运动队（员）获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集体项目前 3 名，或全国学生运动会集体

项目第 1 名，或个人项目获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第 1 名，或全国学生运动会 2 项

/人次第 1 名。 

7．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参加 2 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并做口头报告，报告内

容需以会议论文发表或作品展示等形式进行交流（会议论文需有 EI 或 CPCI-SSH

检索收录证明，作品展示需提供佐证材料）。 

8．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裁判工作。 

9．从事体育教学，担任高水平运动队或普通生运动队的主教练，并指导本

校运动队（员）获得国家级比赛单项前 3 名（集体前 5 名），或省级比赛单项第

1名（集体前 3名）。 

10．担任 3次学校群体活动的裁判长（赛事主管）或学校及体育部承办重大

活动的组委会成员或副裁判长以上。 

第六条  副教授 

（一）教学基本要求 

1．2010 年后入校的新教师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新教师主讲资格培训与

考评办法（修订）》（校发〔2018〕111 号）规定，取得主讲教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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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现职以来，系统讲授过 2 门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课程，其中 1 门

为本科生公共基础课或专业课；年均授课课时不少于 192 学时，年均工作量不低

于学校规定的基本工作量要求，每年至少为本科生讲授 1 门课程（不低于 32 学

时）。 

3．任现职以来，课程教学综合评价须为优秀等级 1 次。 

（二）业绩成果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中第 1-4 条中的一条和第 5-9 条中的一条： 

1．公开发表本学科 E 级论文 4 篇。 

2．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一等奖排名前 8，二等

奖排名前 5）或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一等奖排名前 5，二等奖

排名前 3）。 

3．获得省部级科技（科研）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排名前 2）。 

4．从事体育教学，担任高水平运动队或普通生运动队的主教练，并指导本

校运动队（员）获得国际级体育比赛（第一类）前 3 名，或获得全国体育比赛(第

二、三类赛事中全国性赛事)个人项目 2 项/人次第 1 名或集体项目 1 次第 1 名。 

5．获批并主持市厅级科研项目 1 项，并通过验收或已经完成准予结题；或

主研（含项目负责人排名前 3）2 项省部级（含）以上项目，并通过验收或已经

完成准予结题。 

6．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参加 1 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并做口头报告，报告内

容需以会议论文发表或作品展示等形式进行交流（会议论文需有 EI 或 CPCI-SSH

检索收录证明，作品展示需提供佐证材料）。 

7．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裁判工作。 

8．从事体育教学，担任高水平运动队或普通生运动队的教练员，并指导本

校运动队（员）获得国家级比赛单项前 5 名（集体前 8 名），或省级比赛单项前

3 名（集体前 6 名）。 

9．担任 2 次学校群体活动的裁判长（赛事主管）或学校及体育部承办重大

活动的组委会成员或副裁判长以上。 

第七条  讲师（助理研究员） 

（一）教学基本要求 

1．专业课教师独立系统讲授过 1 门课程，年均工作量不低于学校规定的基

本工作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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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现职以来，课程教学综合评价良好等级 1 次。 

3．任现职以来，须有 1 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经历（含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 

（二）业绩成果要求 

任现职以来，取得下列业绩成果之一： 

1．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或教学研究论文 1 篇以上。 

2．参加编写正式出版的论著或教材，本人撰写 2 万字以上。 

3．作为前两名参加者承担过校级及以上教学、科研课题，并通过成果鉴定。 

4．获得过校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奖励。 

第八条  助教（研究实习员）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本科毕业，工作满一年，经考核合格，可聘任助教（研究实习员）。 

（二）硕士毕业，经考核合格，可聘任助教（研究实习员）。 

第三章 业绩核算折抵要求与折抵标准 

第九条  所有业绩只能折算为分数；每 4 分可折抵为体育类 E 级论文 1 篇

或每 8 分可折抵为体育类 D 级论文 1 篇，分数不能重复折抵。 

第十条  运动竞赛获奖：比赛以获奖等级为最终结果的，以名次得分的 1/N

界定，并进行业绩折算，折算结果原则“就低不就高”。 

第十一条  比赛均为教育和体育行政机构（或相应的国际机构）的大学生各

级体协举办的正规比赛,赛事对学校影响力提升有重要意义（不含各种邀请赛、友

谊赛等，一些未列赛事奖励由体育部进行赛事级别审核，上报学校批准后进行对

应折算等）。 

第十二条  教授评审中，业绩（含学校认定的 5 种刊物）最多可折算成 4 篇

论文（最多 4 篇 E 级或 2 篇 D 级文章）；副教授评审中，业绩（含学校认定的

5 种刊物）最多可折算成 2 篇 E 级论文。 

第十三条  教师在申请职称评审时，所选择的业绩成果要求条款将不再对照

附表 1（业绩核算折抵标准）进行相应分值折抵核算。 

第十四条  群众体育工作成绩量化：对体育部所举办的群众体育活动或俱乐

部活动等采用竞聘制竞选教师负责或授课，用他评、同行评、学生评等相结合的

发展性评价方式对负责人工作进行年终考评，评选结果的第一、第二、第三名可

进行业绩折抵。 

第十五条  担任国际比赛裁判员的界定（国际化）：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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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的比赛；亚洲奥委会及各单项协会组织的比赛；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及

各单项协会组织的比赛；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及各单项协会组织的比赛。 

第十六条  体育比赛级别界定： 

国际级：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协会  

亚洲奥委会及各单项协会   

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及各单项协会   

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及各单项协会； 

国家级：教育部体卫艺司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及各单项协会   

省  级：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及各单项分会 

第十七条  体育竞赛获奖业绩的科研折抵中赛事类别认定及折抵说明 

（一）比赛获奖分类 

1．第一类比赛获奖 

国际级比赛中所有项目的比赛获奖。 

2．第二类比赛获奖 

（1）全国学生运动会 

①足球、篮球、排球等集体项目：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组队且我校教师担任

主教练或教练员获得名次。 

②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跆拳道等个人项目：我校运动员参赛获得

名次且我校教师为主教练或教练员。 

（2）省运会高校部比赛。 

（3）足球（十一人制）、篮球（五人制）、排球、田径、游泳、乒乓球（高

水平）、跆拳道（高水平）等项目参加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及各单项协会、江苏

省学生体育协会及各单项分会主办的比赛获奖。 

3．第三类比赛获奖 

（1）足球（七人制、五人制）、篮球（三人制）、气排球等项目参加中国

大学生体育协会及各单项协会、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及各单项分会主办的比赛获

奖。 

（2）棒垒球、羽毛球、网球、击剑、健美操（啦啦操）、艺术体操、武术、

乒乓球等项目由普通生运动员组队参加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及各单项协会、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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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学生体育协会及各单项分会主办的比赛获奖。 

4．第四类比赛获奖 

第三类比赛中集体项目参赛队伍不足六队（含）、个人项目不足六人（含）。 

5．第五类比赛获奖： 

第三类比赛中集体项目参赛队伍不足三队（含）、个人项目不足三人（含）。 

（二）各类比赛获奖折抵说明 

1．第一类、第二类比赛获奖按照“业绩核算折抵办法”执行。 

2．第三类比赛获奖按照“业绩核算折抵办法”70%执行。 

3．第四类比赛获奖按照“业绩核算折抵办法”50%执行。 

4．第五类比赛获奖不执行折抵。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资格条件中规定的年限、数量、等级等均含本级及以上。如 5年

含 5年及以上，1项含 1项及以上，三等奖含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第十九条  本条件相关的材料要求、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若干问题说

明等见《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办法（2021 版）》。 

第二十条  论文、专著、译著、专利等，同类之间折抵方法与《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办法（2021 版）》一致。 

第二十一条  附表 2 所列体育类核心期刊必须被当期《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或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除外）。 

第二十二条  本文件由学校授权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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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业绩核算折抵标准 

 等级 类型 折抵分值 

科研
工作 

科研项目
（结题）与
获奖类，获
奖类按完成
人排名顺序
80%递减）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8/（重点项
目 16） 

省部级 省部级（含）以上科研项目 
4/（重点项

目 8） 

省部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
奖，一等奖（前 8）/二等奖（前

5） 

18/12 

省部级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前
5）/二等奖（前 3） 

12/8 

国际级 

入选奥林匹克科学大会/亚运会体
育科学大会二等奖及以上（第一

作者，只可折抵一次） 

16/12 

国家级 

入选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全国学
生运动会科研报告会一等奖/二等
奖（第一作者，只可折抵一次） 

8/4 

质量工程项
目 

省部级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项目 18 

江苏省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教
育部教指委本科教学项目/江苏省
高等教育学会课题、江苏省教育

评估院项目 

12 

教学
群体
管理
对外
交流
等工
作 

群体工作
（只可折抵
两次） 

校级 第 1 名/第 2、3 名 4/2 

教学奖励类
（奖励按完
成人排名顺
序 80%递

减） 

国家级 

教学成果一等奖（前 8）/二等奖
（前 5） 

24/18 

微课、青年教师竞赛、教学创新
大赛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18/12/6 

全国体育技能大赛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 

8/4/2 

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级一流课
程（含在线开放课程、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国家级在线开放课

程、精品课程等）等 

24 

省部级 

教学成果一等奖（前 8）/二等奖
前 5） 

16/12 

微课、青年教师竞赛、教学创新
大赛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12/8/4 

省级体育技能大赛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 

4/2/1 

省级教材、省级一流课程（含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在线开放课

程、精品课程等）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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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 

青年教师竞赛、教学创新大赛一
等奖/二等奖  

8/4 

教学名师 8 

裁判工作 国际级 国际比赛裁判工作（限一次） 4 

运动
竞赛
工作 

运动竞赛奖
励（只可折
抵三次，教
练员按排名
顺序 80%递

减） 

国际级 
第 1 名/2、3 名/4、5、6 名/7、8

名 
16/12/8/4 

国家级 

（高水
平） 

个人项目（小项），第 1/第 2、3

名； 

集体项目，第 1 名/第 2 名/第 3

名 

8/4 

12/8/4 

省级 

（高水
平） 

个人项目（小项），第 1/第 2、3

名； 

集体项目，第 1 名/第 2、3 名 

2/1 

4/2 

国家级 

（普通
生） 

第 1 名/2、3 名/4-8 名 12/8/4 

省级 

（普通
生） 

个人项目（小项），第 1 名/第 2、
3 名； 

集体项目，第 1 名/第 2、3 名 

2/1 

4/2 

 

 

附表 2：体育类核心期刊认定 

论 文 

级 别 
刊物名称（149种，文章内容必须与体育学科相关，且字数不少于 4000字） 

中文核心

期刊 

一．体育类（16 钟） 

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体育与科学；体育学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

海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西安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广州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研究；体育

文化导刊；山东体育学院学报；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二．教育类（25 种） 

中国特殊教育；教育与职业；教师教育研究；江苏高教；中国高等教育；黑

龙江高教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科学；人民教育；黑龙江民族丛刊；职业

技术教育；高教探索；中小学管理；课程.教材.教法；当代教育与文化；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上海教育科研；教育科学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思想理论教

育导刊；教育学术月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思想教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三．医药卫生类（36 种） 

中国公共卫生；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中华高血压

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华物理医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GD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HLJG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HLJG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JYLL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JYKO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RMJY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HLM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GJTA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XXG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KJJF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GSJG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SJYY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XXD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GXS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GXSJ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q&BaseID=QHD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SIXI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ZGGW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ZMXB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KLS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ZGG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ZGG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HL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GSL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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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康复杂志；现代预防医学；中国老年学杂志；中国学校卫生；中国健康教育；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中国运动医学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

志；现代预防医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免疫学杂志；中国比较医学杂志；生

命科学；护理研究；食品研究与开发；食品工业；中国食用菌；中国卫生事业管

理；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中华疾病控制杂志；中国公共卫生；黑龙江畜牧兽医；

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复旦学报(医

学版)；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四．综合类（67 种） 

人民教育；人民论坛；中华文化论坛；青年记者；伦理学研究；江西社会科

学；学术研究；民族学刊；西藏研究；社会科学家；电影评介；民族艺术；中国

青年社会科学；学术界；贵州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战线；传媒；山东社会科学；

黑龙江民族丛刊；人文杂志；河北法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民俗研究；农业经

济；农业技术经济；林业经济问题；建筑结构；核农学报；材料保护；价格月刊；

企业经济；商业经济研究；地理科学；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科技管理研究；宏观

经济管理；生态经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西财经大

学学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合肥工业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扬州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三峡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福建师范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云南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沈阳工业大学学报。 

五．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5 种；职称资格评审时每种期刊只认定 1 篇） 

四川体育科学；体育成人教育学刊；吉林体育学院学报；山东体育科技；阅

江学刊。 

外文核心

刊物 
EI、SCI、SSCI 检索收录论文。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HLY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XDYF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LXZ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XDYF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ZLCY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SMK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SMK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SPGY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SY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WSG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WSG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HYF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JBK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APJ&BaseID=ZGGW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HLJ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HY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HX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GX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SHYK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SHYK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GYK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HNYK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RMLT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RMLT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HWL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QNJ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YJLL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JXSH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JXSH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XZY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SHK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DYP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QN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QNZ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SHZ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CMEI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SDSK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HLM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RWZ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HBF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MSYA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NYJ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NYJ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NYJS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LYJW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HNXB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CLBH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SYJ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DLK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XDKF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KJGL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STJJ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FJLW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NTS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ZNZ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SWDX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XTGS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GXZS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q&BaseID=XBDR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FJS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FJS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D&BaseID=NJD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XNZK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XAJ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YNDZ
https://client.vpn.nuist.edu.cn/https/webvpn6b6e732e636e6b692e6e6574/KNS8/Navi?DBCode=cjfq&BaseID=YNDZ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q&BaseID=FJSZ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q&BaseID=HNSZ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q&BaseID=HN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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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校内群体竞赛认定 

 

赛事分类 

校田径运动会 

校田径运动会开幕式表演 

校园马拉松赛 

校体育俱乐部承办的各类校级体育比赛 

由学校或体育部承办的重大活动 

赛事认定 

由校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办，校体育部或校体育俱乐部承办；或

学校及体育部承办的重大活动 

赛事应包含秩序册（纸质）、宣传报道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