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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士学位论文是人才培养方案中重要的综合教学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科研能力,是对本科四年所学课程的全面总结。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计算机学院近五年的学位论文为

研究对象，从选题、开题、过程监督、中期检查，到论文评阅与答辩对其管理过程进行梳理,全过程探讨提升研究型

大学本科学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方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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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chelor's dissert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rehensive teaching link i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program, 

which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by applying the basic theori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flexibly, and is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courses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past four years. Taking the dissertation of the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research team compares the management process 

from topic selection, proposal, process supervision, mid-term inspection to thesis evaluation and defense, and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dissertation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Key words—research-oriented undergraduate, graduation design, dissertation, process management 

 

 

 

1  引  言 

“以本为本”的教育方针和理念下，本科教育在

当代高等教育中具有突出作用
[1]
。学位论文，是普通

全日制本科生取得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而本科生毕

业论文(设计)环节是本科培养方案中最重要的综合实

践教学环节,是达到专业培养要求的关键任务
[2]
。不同

类型的大学本科对学位论文有不同的要求，研究型大

学本科对学位论文应有更高的目标。因此, 从选题、

开题、过程监督、中期检查，到论文评阅与答辩全过

程管理进行探讨对于提高研究型本科学士学位论文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 

2018 年，宋文妙等
[3]
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着手，

提出了鼓励教师参与电子设计大赛,提高师资硬件开

发能力，重硬件电路和具体应用背景, 严格把选题关，

挖掘学生兴趣结合教师的科研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多措施并举提高毕业设计环节的质量,增强电子专

业毕业生的就业水平。2019 年，王守佳等
[4]
从指导教

师的资格认定、论文课题的科学把关、教学过程的严

格管理,到训练成果的验收检查、论文原创性检测、答

辩成绩规范管理等事项探究了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

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毕业论文(设计)质量保障体系,

提高了教学质量。同年，丹娟等
[5]
校体育学院为例研

究了体育学本科学位论文过程性质量管理的机制。

2020 年，邓俊英等
[6]
课程体系设置、增强实习实践的

效果,提高教师学术水平和责任意识、转变学生观念,

加强日常论文训练和科学化管理等几个方面，讨论了

提高学位论文质量，从而提高毕业生综合素质。同年，

周好斌等
[7]
结合西安石油大学当前的运行状态和该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自身的特点，从管理角度出发,

通过改革毕业论文出题选题方式、激励教师提高专业

知识水平和毕业论文要求及评审办法等多种措施,探＊基金资助：本文得到湖北省教育厅, 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网

络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研究(编号:202116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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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通过完善本科毕业设计教学过程中的管理体系来提

高本科学位论文的质量。何素敏等
[8]
三基于“三段三

治三化”模式论述了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模式。甘奇慧
[9]
发文“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提升的路径研究”从基

础性因素,能动性因素和保障体系三个大的方面入手,

研究了提升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具体路径。冯波等
[10]

导师制视角下的海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过程

管理的实践,探讨了导师在毕业论文(设计)过程管理

中各个关键点的职责。 

张莉等
[11]

以全国共有 214 所高校开设的电子科学

与技术专业为例,分析了影响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

量的因素，从题目来源灵活多样、学生兴趣优先和跨

学科与团队协作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提升电子科学与技

术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为相关专业本科毕

业设计(论文)改革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Schefer-Wenzl S 等
[12]

在改革计算机本科生学位

课程的过程中，修改课程内容以使学生为科研项目做

好准备，并引入一些课程之外的研究主题。根据学生

的技能水平对所有研究主题分类，并将研究主题按层

次高低整合进入课程之中。 

综上所述，国内外从事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从

不同角度研究了管理与提升学位论文质量理论和方

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以中国地质大学计算

机学院近 5 年的毕业设计（论文）为研究对象探讨研

究型大学本科学位论文的全过程管理，以提升学位论

文质量，培养学生的科研综合能力，增强学生考研深

造或就业市场竞争力。 

2  学位论文全过程管理 

本章介绍了计算机学院本科毕业生全过程管理的

具体流程，包括毕业论文的命题选题、论文开题、学

生与导师的交流过程记录、论文中期检查、论文查重

和本科毕业生论文论文答辩等步骤。 

2．1 选题: 双向选择确定导师与学生组合 

计算机学院的双向选题系统已经用了 7 年，采用

Brower/Server 结构实现了论文指导教师出题，系主

任（或专家）审题，特招指定，毕业生选题，教务管

理员管理全过程的主要功能。 

（1）严选命题 

指导教师出题：每个题目有且只能允许 1 个学生，

限制出题量，把握论文题目数量； 

系主任（或专家）审题：把控论文选题方向和研

究内容，确保命题质量。 

（2）师生双向选择 

选题目标：让导师挑选最满意的学生，让学生选

到最适合自己的题目。 

特招指定：针对部分指导教师与毕业生既有约定

或已有项目合作的情况。 

学生选题：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喜好去选题，

可选多个志愿，设置优先级。 

导师选学生：指导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了

解的学生综合能力，进行同题目的多个学生设置选择

志愿的优先级。 

落选学生指派：在师生双向选择后会有部分落选

学生和落选题目，学院管理员根据师生双方意愿为每

个学生指派相应论文题目。 

公布毕业设计选题结果：师生双向选择完成后学

院教务科从选题系统中导出最终汇总表向全体师生公

布，公示后学生如更换题目需征得指导老师同意，如

更换导师需征得原指导老师和新指导老师双方同意。 

2．2 开题：群策群力把握选题方向和研究内容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计算机学院开题前要求指

导老师向学生下达任务书，其内容包括论文（设计）

的主要内容及任务要求、论文（设计）的进程安排、

主要参考文献等；要求学生开题前在指导老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开题报告。 

各系教研室针对学生选题的类型成立开题检查小

组，小组专家成员根据毕业论文（设计）的任务书、

开题报告及学生开题汇报情况等评议其选题方向是否

合适，研究内容是否充实，进度安排是否得当，研究

方法是否可行等。由开题检查小组专家成员的综合评

议结果，决定是否批准这一选题，未通过开题的毕业

论文（设计），一周内修改后可以重新开题，如再不

通过则取消答辩资格。  

整个开题过程通过构建对毕业答辩资格的前馈淘

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师生对毕业论文（设计）

撰写的积极性和重视度，有助于促进师生间对于选题

方向和研究内容的的深入沟通，从而达到对毕业论文

选题的程序化监督管理，实现对毕业论文前期质量的

计划性把控。 

2．3  过程记录：记录导师与毕业生之间的指

导和答疑过程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计算机学院要求全体毕业

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填写《教师指导毕业论文（设

计）情况登记表》，全程记录指导老师参与毕业论文

（设计）的指导和答疑过程。学生须定期向指导教师

汇报论文撰写进展，每个学生和导师会面沟通的频率

不得小于每周 2 学时，学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如遇到

           计算机技术与教育学报 
Journal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25-0208 /© 2022 ISEP

20



 

   

 

问题可及时向导师请教，汇报后导师可向学生提出论

文修改意见、下达后续论文撰写计划，师生须将沟通

和答疑过程详细记录在登记表中。另外，在实验阶段

性结束后，学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对实验数据进行归

纳和整理，并将实验成果及与导师的沟通过程记录在

登记表中，留下痕迹，于学院存档。 

详细的过程记录可督促师生定期进行沟通交流，

有助于导师科学把握论文研究方向，适时引导研究思

路，为导师跟踪规划论文撰写全过程提供条件。同时

师生定期交流的过程中可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实验

技能、文献查阅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促

进其对课题内容和要求的深入理解，进而提高论文整

体质量。 

2．4  中期检查：检查学位论文研究进度，早

发现早预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计算机学院已形成完善的

毕业论文（设计）中期检查制度，在第八学期期中，

学院按照学号顺序每班随机抽取一位同学参加中期检

查，由学院主管教学院长，各系主任，各系教师代表

等组成 6-8 人的检查小组对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所

做工作从选题思想、论文进展、方法论证、所存在的

问题等方面进行检查，随后及时将中期检查评价表及

时反馈给全体师生，便于导师指导学生及时调整论文

撰写进度，修改补充论文存在的问题。 

中期检查一般答辩 1-2 月前进行，此时检查出论

文存在的问题可以给广大师生提出预警，促进导师指

导学生及时调整论文撰写进度及运行方案，修改论文

中存在的问题，从宏观上营造高质量论文写作氛围。 

2．5  导师评定与同行评阅：导师总结、同行

评阅检验学生论文完成质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计算机学院的毕业生在答

辩前一周需将论文定稿发送给指导老师和同行评阅

人，评阅人由系教研室根据论文研究方向指定，指导

老师和评阅人分别在《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评

语》和《毕业论文（设计）评阅意见》两项附件中针

对论文的选题意义、文献综述能力、学术水平、写作

能力等方面分别填写详细的书面评语，明确指出论文

的优点和不足，并决定是否同意通过答辩、给出客观

公正的打分，此两项分数均以 30%的比例计入答辩总

分。教师评语和评阅意见这两项附件不全者不得进入

答辩环节。 

学生答辩总评成绩中通过加入指导老师评分和评

阅人评分这两项分值，使成绩能更客观的体现出论文

的整体质量。指导老师可通过分数评定学生考勤、学

习工作态度、查阅文献能力、实验操作技能、数据处

理能力、学术科研水平等，同时同行评阅专家作为毕

业论文（设计）的监督第三方，对论文的完成质量、

规范性写作进行检查，能有效的激励学生投入更多的

精力到论文写作中，从而形成高质量完成毕业论文的

专业传统。 

2．6  学位论文答辩：学生全面展示自己工作，

考察学生语言组织、逻辑思维、科研能

力、总结与汇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计算机学院举行毕业答辩

前按系成立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均由各系在各

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教师组成，不得低于中级及以

上职称，人数不少于 5 人。每个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

由论文报告和专家提问、学生回答两个环节组成，学

生应在答辩过程中充分展示其进行的文献查阅和处理

实验数据的过程、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应用过程、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等。由论文答辩委员会对学

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工作量、创新性、方法论证可

行性、行文规范性等方面做出整体评价，经研究讨论

给出答辩结果，并当场做出宣布和总结。 

通过严肃有序的答辩过程可对学生的毕业论文

（设计）实行最后的把关，答辩成绩不及格和答辩成

绩居专业最后两名且总分低于 70 分的学生应参加学

院二次答辩，二次答辩未通过的学生全院通报并报教

务处备案。 

2．7  查重：保证基本方法和基础理论的合理

引用，避免抄袭 

依据相关规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计算机学

院的全体毕业生须上传毕业论文（设计）至统一的查

重系统进行检测，并下载系统自动生成的查重报告，

导师签字后和论文一并存档，做到有据可循。查重系

统中每个学生有三次免费检测机会，学生论文成文后

即可提前提交至系统进行检测，如未通过，可以依据

系统生成的全文片段对照报告，针对出现的问题在导

师的指导下做出相应处理。 

最终学院以学生最后一次提交结果作为是否通过

查重检测的认定依据，通过前两次的检测可提前向问

题论文提出预警，在反复比对、修改的过程中对毕业

论文（设计）质量实现有效的、动态的全程监督和管

理。 

3  毕业论文统计分析 

本章分析了中国地质大学计算机学院 2017 年至

2021 年的本科毕业论文和对应的论文最终成绩，总结

得出以下几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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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突出研究型大学培养思路，培养研究型人

才。从 2017 年至 2021 年，科研方向的毕业论文占比

逐年增加；在 2017 年，侧重于软件系统开发的论文占

比约 40%；而在 2021 年，侧重于软件系统开发的论文

占比降低到约为 25%，科研方向的毕业论文占比则达

到了约 75%。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科研方向的论文

在命题时更加关注学术界的科研热点和新成果，如强

化学习、深度学习中的注意力机制、Transformer 等。 

（2） 不同的毕业论文导师基于自己的研究方向

或熟悉领域，命制贴近自身工作与成果的题目。 在这

种命题模式下，能有效降低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成

本，有助于提高学生在科研与开发实践过程中的信心，

也有利于及时解决科研实验或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毕业论文的质量。 

（3） 结合中国地质大学的办学特色与优势，与

遥感和地质学科进行学科交叉。毕业论文中有相当部

分的论文都涉及遥感地质学科的知识。这一部分论文

中，科研方向的论文，研究方向多涉及遥感目标检测

和语义分割，高光谱遥感图像的影像处理，地质灾害

预测等；而系统开发方向论文，则会根据地质行业的

现实需求，开发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应用场景的程

序，如地质三维重建、地理数据可视化等。 

（4） 对系统开发方向论文题目进行精简，为系

统开发论文加入更多研究和探索属性。在缩减系统开

发论文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剩余命题的质量。以 Java 

Web 相关论文题目为例，前三年命制这类题目时，只

要求使用 Java Web 相关技术，这就导致可选开发框架

和技术较多，各种框架技术新旧不一，有些甚至是已

经淘汰的技术；而近两年则逐渐在命题中突出业界主

流技术栈，如 spring、springboot 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安卓开发相关的论文题

目占比，安卓相关的论文在 17、18年占比较大，而近

三年稳定在7份左右（每年毕业论文总量超过 300份），

这一调整与移动互联网市场增速放缓，安卓开发方向

就业形势下滑有直接关系。通过科学调整不同技术类

型的论文命题比例，能在一定程度上辅助学生做就业

规划，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 

论文成绩是衡量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

全过程管理过程有效性的重要标准。统计 2017 年至

2021 年这五年毕业论文的评分情况，得出的结论是高

质量科研方向论文的比例在逐年升高。在 2021年，评

分排名前 20的论文全部是科研方向论文，评分排名前

50 的论文中系统开发方向的论文仅有几份；而在 2017

年，评级为“优秀”的论文共 18 份，其中科研方向论

文共 12 份，但评级为“良好”的论文（共计 150 份）

中系统开发方向论文仍占较大比例。 

客观来说，科研方向论文质量的上限高于系统开

发方向论文。系统开发方向论文的主题集中在 Web 网

页开发、移动端开发以及相对简单的底层系统开发，

如 Web 服务器等。系统开发的学习曲线较为平滑，对

应的论文质量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系统开发的完成度

与工作量，对拥有扎实编程基础的学生来说难度适中，

对于科研能力的要求也相对较低。而科研方向命题一

般会要求学生自主探索，寻找解决方案或改进方法，

对于学生的科研能力有一定的要求，最后也需要学生

对提出的方法进行编程实现，对编程能力也有一定要

求甚至更高的要求。所以科研命题一般比系统开发命

题要难是客观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审专

家打分的主观判断。 

即使在打分上存在主观因素，但总结近五年的本

科毕业论文成绩，仍然可以看到本科生科研论文的质

量在不断提高，这体现了研究型大学对于科研能力的

重视，本科阶段的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基础理论与

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动手开发能力，因此本科生的

科研能力。因此通过对本科生毕业论文从命题到答辩

的全过程管理，能充分弥补本科生在科研能力上的不

足。 

4  结束语 

为适应现代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要求，满足社会

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提高本科毕业生的专业知

识、实践技能和综合文化素养，综合型大学规范了研

究型本科学位论文的整个过程管理工作。本论文以学

位论文的师生双向选择系统为起点，从选题、开题、

过程监督、中期检查，到论文评阅与答辩全过程管理，

探讨提高研究型本科学士学位论文质量的途径，提升

学位论文质量，培养了学生的科研综合能力，增强了

学生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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