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范大学教师教学竞赛认定目录（2022年版）

为规范教师的教学竞赛管理工作，激励教师参加各级各类高水平

教学竞赛，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建设高质素创新型的教师队伍，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和《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认定目录。

教师教学竞赛是指以提高教师教学业务水平及专业基本能力为

目标，设置竞赛奖项并颁发获奖证书的教学类竞赛。教师参加教学竞

赛须与教师本人所在工作岗位或所学专业相符。教师教学竞赛获奖均

以竞赛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或文件为依据。

学校教师教学竞赛认定目录

序号 比赛名称 主办单位
学校认定

级别

1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A类

2 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 A类

3 上海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B类

4 上海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B类

5 全国高校多媒体课件大赛
中国教育战略发展学会、教育部教育管

理信息中心、教育信息专业化委员会
B类

6
“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

学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

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职业院校

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主办

B类



7 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 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B类

8
全国高等学校自制实验教学仪

器设备评选活动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B类

9

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图学与机械

课程示范教学与创新教学法观

摩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中国图学学会制图技术专业

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图学与

机械基础教学协作联席会

B类

10
全国高校GIS青年教师讲课竞

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B类

11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材料青年教

师讲课比赛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材料学科研究会、

CCPA教育与人力资源委员会
B类

12
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

年教师讲课比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物理学

会物理教学委员会

B类

13
全国高等院校工程应用技术教

师大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B类

14 中国外语微课大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 B类

15
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

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

究中心

B类

16

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电子技

术基础、电子线路课程授课竞

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电子学会电子线路

教学与产业专家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

电子技术研究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

高等教育出版社

B类

17
全国高校自动化专业青年教师

实验设备设计“创客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B类

18
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实验

课）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物理学

会物理教学委员会

B类

19
全国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

青年教师授课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B类

20
全国高等学校结构力学及弹性

力学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结构力学和弹性力学课程教

学指导小组（后简称课指组）

B类



21 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

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B类

22
全国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

学案例设计竞赛

教育部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

员会、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B类

23

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电路、

信号与系统、电磁场课程教学

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委员会
B类

24
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电工学

课程教学竞赛

教育部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

员会、中国高等学校电工学研究会
B类

25
全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师教学基

本功大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全国高

等师范院校外语教学与研究协作组
B类

26
全国高校经管类实验教学案例

大赛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经管学科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

等财经教育分会

B类

27
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

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B类

28
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

大赛
上海交通大学 B类

29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展示活动
教育部社科司 B类

30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教育专

业教师基本功展示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B类

31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

业教师基本功展示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B类

32 全国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 B类

33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课程思政教

学比赛

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

训中心、《中国外语》编辑部
B类

34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教

师组)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 B类

35
长三角师范院校教师智慧教学

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浙

江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厅
B类

36 水利类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中国水利教育协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

水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C类

37
全国医学(医药)院校青年教师

教学基本功比赛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和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联合举

办

C类



38
“中医药社杯”全国高等中医

药院校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C类

39
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药学类教学指导委员

会和中国药学会药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C类

40 全国高校钢琴大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C类

41
全国高等学校测绘类专业青年

教师讲课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C类

42
全国基础医学青年教师讲课大

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

会
C类

43
全国高等学校中药学类专业青

年教师教学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C类

44
全国《麻醉学》独立开课讲课

比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

会
C类

45
全国高校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

业青年教师讲课大赛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C类

46
全国医学影像专业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竞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

会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C类

47
全国大学青年教师地质课程教

学比赛

中国地质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地质学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

地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地质

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

C类

48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

校教学能力比赛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C类

49
全国农业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

赛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农村与农业职

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出版社
C类

50 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微课大赛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信息化工作委

员会
C类

51 西浦全国大学教学创新大赛 西交利物浦大学 C类

52 信息化教学说课大赛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

会
C类

53
上海师范院校教师智慧教学大

赛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C类

注：教师参与B类级别的教学竞赛，在上海市赛选拔环节获奖的奖项，归入C类级别。



未纳入本目录的教师个人学科专业竞赛、教学指导获奖和行业协

会、协作组织、社会团体及各类报刊、出版社等单独组织的教师教学

竞赛奖项，不属于学校教师教学竞赛认定范围。

本目录依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最新版“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竞

赛统计项目”每年度更新，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上海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