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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duation thesis is the last part of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but not the least, and it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raining high quality talents in the university; it can train students capacity of
use knowledge, improve the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so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graduation
thesis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and it put forward a reform of graduation thesis. The method of
reform is to take the College of Science, Donghua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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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毕业论文是大学本科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在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它可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提高创新能力等。本文介绍了毕业论文的教学实
践，提出了毕业论文的教学改革。改革是以东华大学理学院为例。
1．引言
毕业论文（graduation thesis）是指高等学校（或某些专业）为对本科学生集中进行科学
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撰写的论文。一般安排在修业的最后一学年（学期）进行。学
生须在教师指导下，选定课题进行研究，撰写并提交论文。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
力；加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从总体上考查学生本科阶段
学习所达到的学业水平。论文题目由教师指定或由学生提出，经教师同意确定。均应是本专
业学科发展或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通过这一环节，应使学生受到有关科学研
究选题，查阅、评述文献，制订研究方案，设计进行科学实验或社会调查，处理数据或整理
调查结果，对结果进行分析、论证并得出结论，撰写论文等初步训练。 。
[1~3]

234

．工作实践
根据“东华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范”的要求，从第7学期起，本科四年级学
生的毕业论文进入选题、准备、预研工作阶段。鼓励本科三年级部分成绩优秀的同学，经本
人申请、学院审核同意后可提前参加毕业论文工作进程。具体工作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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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成立“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计划
↓
“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毕业设计课题
↓
审核合格后的课题，面向师生开展双向选择
↓
学生开始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
组织安排开题报告
↓
对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进行中期检查
↓
导师评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学生修改毕业论文（设计）并定稿
↓
导师填写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表，审查学生答辩资格
↓
通过“知网”论文检测系统进行论文重复率检测，检测“通过”才能参加答辩
↓
学院审定评阅、答辩工作具体安排，导师组织学生进行答辩准备
↓
学院组织组织毕业论文（设计）答辩，答辩委员会给出答辩意见和成绩
↓
完成毕业论文（设计）资料的整理、存档等工作
图1 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流程

毕业论文选题工作
第7学期第8周前，完成毕业论文出题工作。指导教师选题时，应切实做到与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课题必须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把一人一题
作为选题的重要原则。较复杂的大型研究课题，经“专业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同意
后，可由不超过2名同学组成小组完成，应明确每个学生的任务分工，拟定各自的研究题目，
研究解决不同的问题。每个题目须对应一份论文任务书。
2.2 毕业论文审题及双选工作
毕业论文审题及双选工作
第10周前，完成审题工作。学院成立“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院内外专家（不
少于3人，其中1人需为企业专家或校外同行专家），从课题的可行性、工作量和适应性三个
方面审核毕业设计课题。经审核合格后的课题，方可面向师生开展双向选择。
第11周前，各学院将学生毕业论文题目等相关信息输入教务处教务管理系统，同时，学
院填写审题情况总结表并汇总备案，电子版交教务处教学实践科。
2.3 毕业论文开题工作
毕业论文开题工作
第8学期第2周前，完成毕业论文开题工作。学院检查教师到岗情况，课题研究条件、进
度是否合理、学生开题报告完成情况等。学院填写各专业开题情况总结表并汇总备案，电子
版交教务处教学实践科。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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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中期检查工作
毕业论文中期检查工作
第8学期第8周前，完成毕业论文中期检查。主要检查毕业论文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填
写《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表》。对不符合进度和质量要求的给予“黄牌”警告，并帮
助其采取补救措施，及时检查和纠正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各学院填写各专业
检查情况汇总表及处理意见并汇总备案，电子版交教务处教学实践科。
2.5 毕业论文答辩工作
毕业论文答辩工作
第8学期第14周周二前，完成毕业答辩的全部工作。包括“指导教师审阅”、“评阅教师
评阅”、“设计类、制作类课题组织实物验收”、“毕业答辩”、毕业论文成绩全部输入教
务“毕业论文”管理系统等工作。具体时间节点由各学院自定，毕业答辩的时间、地点确定
后，请于第12周周二前报教务处教学实践科。答辩时，为做到公平、公正，避免人情分，原
则要求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三方采用“背靠背”方式，分别给出分数和评语，其中，
论文答辩的评语应客观公正、有针对性，严禁出现“格式化评语”。最后，汇总交各系（专
业）答辩委员会审核确定学生的毕业论文总成绩。各学院总结各专业答辩情况，并填写《毕
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总结表》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表》。
答辩工作结束，请学院汇总《审题情况总结表》、《开题情况总结表》、《中期检查情
况汇总表及处理意见》、《答辩工作总结表》和《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表》，按照专
业及附件顺序整理成册，交给教务处教学实践科。
2.6 其他事项
2.6.1 提交材料
在第8学期第16周周二前，各学院将论文光盘等材料报送教务处教学实践科，并将每个毕
业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表》交一份给学生工作办公室（以便各学院整理学生档
案）。
2.6.2. 论文成绩
按照《东华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规范（修订）》中的规定，严格控制论文
成绩评定的比例，其中，优秀论文比例应≤15%，良好论文比例应≤45%。
2.6.3. 重复率检测
所有毕业论文都需要在教务处引进的知网论文检测系统进行论文重复率检测，学生不必
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论文重复率检测。
2.6.4. 论文外审
教务处随机抽取9%左右的本科生毕业论文外审，邀请高校、中科院研究所及企业的同行
专家进行了评审，及时反馈《校外专家评审情况的通报》。
申报校级优秀毕业论文的，需要外审，其文字重合率检测应严格控制在15%以内，同时，
经学院“专业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同意后，在第8学期第16周周二前，提交优秀毕业
论文（设计）推荐表和优秀毕业论文原件（1份），教务处将组织校内外同行评审，施行“校
外评审一票否决”制，取消评选优秀毕业论文资格。
3．工作改革
工作改革
按照目前本科教学计划，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开展师生双向选择在第7学期的第11周，而
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登分、材料整理上缴工作必须在第8学期的第14周周2前完成；考虑到
按照教学计划，第7学期学校还安排开设不少课程，有一定比例的、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本
科生正在紧张复习，另外准备毕业就业的本科生需要投入实习、应聘职位。若在第7学期的第
11周开展毕业论文选题工作，学生受到多方面的时间牵制，真正能够全身心投入毕业论文工
作的学生比例不高，前置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时间有其积极意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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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工作适当提前启动，将论文选题时间调整为：第6学期第16周，确保学生提
前进入毕业论文实验室工作，并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论文工作进程。
4．结论
本科生参与、完成毕业论文教学环节，重要的是过程，从选题到资料收集，到做实验，
论文组织、撰写、修改，到最后成文，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学术研究过程。经历过这个过程，
不仅可以很好的总结自己的本科专业学习，而且也能初步了解学术研究方式与途径。
旨在深入开展教学研究，提高教学管理质量，改进教学管理效果。根据选题工作时间安
排前置的改革探索情况，将总结得失，积累经验，为以后适当调整开题、中期检查教学环节
进行探索，使本科毕业论文工作与时代前进步伐相匹配、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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