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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对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力度，保证教学质量，学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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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18-19 日组织 8 名校内评估专家对各教学单位的毕业设计（论文）

进行现场评估。评估专家组综合考虑设计（论文）管理、选题质量、能力水平、

成果质量、评阅与答辩等指标进行，重点检查了毕业设计（论文）管理、指导

教师职称、论文与设计比例，按照不少于毕业设计（论文）总量 10%的要求，

对各单位的 2022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进行随机抽查，并对照《哈尔滨信息

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评估指标和等级标准》进行逐项评估。本次评

估共抽查 140 份毕业设计（论文），抽查评估情况如下。

（一）评估结果

本次评估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软件学院抽评 89 份论文，电子工程学院专

业 18 份，商学院专业抽评 18 份论文，艺术设计学院抽评 15 份论文，合计 140

份。

表1 毕业设计（论文）抽查份数

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 论文份数

1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58

2 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1

3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6

4 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9

5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2

6 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 6

7 商学院 电子商务 18

8 软件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无毕业生

9 软件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无毕业生

10 商学院 物流管理 无毕业生

11 软件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 无毕业生

12 电子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无毕业生

表2 毕业设计（论文）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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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 优 良 及格 不及格

毕业论文（设计）（份） 15 59 65 1

所占比例（%） 10.71% 42.14% 46.43% 0.71%

（二）总体情况

1. 设计（论文）管理方面

本次评估的 2022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由于疫情原因，毕业论文答辩

在网上进行，论文的指导教师、评阅人以及各级领导签字使用的电子签名。

大部分专业指导教师均具有中级以上职称；高级职称教师中参与指导毕业

设计（论文）的比例均≥50%（也有个别学院存在校内职称评聘问题）；大部分

专业指导教师指导论文数符合学校规定。各专业指导教师均按规定给学生发布

任务书，对每个学生的开题报告进行评审、进行中期检查，教师指导记录，每

份毕业设计（论文）都有评语，抽评的设计（论文）的各个环节都有专业主任

和院长进行审议签字。

2.选题质量方面

大部分选题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题目大都紧密结合专业方向，与

实际需求相结合，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题目难易度及工作量适中，能

做到每人一题，50%以上的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来源于生产实践和横向科研课

题，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创新性，题目内容均有一定的覆盖面，能结合本专业的

主干课程的内容。

3.能力水平方面

大部分学生能将所学的知识用于毕业论文中，有一定的查阅文献资料、综

合运用知识、设计研究方案和调查研究、合理利用和分析数据、运用科学的研

究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外文应用能力一般。大多数设计能够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依据充分，公式图表、结论推导正确，数据分析和处理得当、结果正确并

具有一定实用性。

4.成果质量方面

大部分学生能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态度认真，

文题相符，写作较规范，内容较完整，表达较准确，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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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大部分毕业设计（论文）符号运用合理，图表正确，格式基本符合要求。

5.评阅与答辩方面

各学院能够按时有序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相关工作安排，指导教师和评

阅教师的评阅意见较为准确，评分合理、公正。各学院成立毕业设计（论文）

领导小组，答辩过程组织及管理有序，答辩成绩评定较为恰当。

（三）存在问题

1.设计（论文）管理方面

（1）指导记录表明，指导时间一周二次过于密集。

（2）部分指导教师职称不符合要求，未达到中级以上。

（3）大部分论文均为电子版，通篇不见手写和手签，都有电子版替代。

（4）管理过程中的指导记录可信度不高，大多出现时间上的逻辑错误，指

导次数多而不精，指导内容单一而不具体。

2.选题质量方面

（1）部分题目较笼统、表述不清，设计主题不明确，如《基于.....系统》

应该是《基于.....系统的设计或研究》。审查的 13 本毕业设计中，有 4 本存

在此类问题（占比 30.8%）。

（2）题目命名过于简化，没有明确给出实现方法。

（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论文题目与软件工程专业的题目趋同，题目

类型过于单一，难易程度及内容趋同，个别题目工作量偏少，无法充分体现因

材施教的培养理念及专业之间的差别。

（4）商学院与艺术专业部份毕业设计比例内容偏少。电子商务专业的论文

工作量明显不足，分析研究的内容不够系统完整，围绕题目内涵的论述明显偏

弱。

3.能力水平方面

（1）论文低级错误较多。主要体现在排版不规范，多版本模板同时使用。

学生的文字水平较弱，计算机办公软件的运用能力不强，论文图表的画法不够

美观、规范。论文结论撰写普遍不符合要求。

（2）部分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较弱，论文论述逻辑性不强。部分学生

的论文方案设计不科学，执行力不强；部分学生对研究方法理解不透，应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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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有限。

（3）部分设计（论文）参考文献过于陈旧，学位论文和书籍过多，期刊偏

少，绝大多数论文的参考文献几乎没有核心期刊；个别论文的参考文献选择相

关性较弱，所选文献不是专业领域的期刊。

（4）部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偏低，语言不规范，语法、标点符号错误较多。

论文表达的准确性、简洁性与学术性欠缺，口语化较严重，章节之间缺乏

必要的言语过渡。

4.成果质量方面

（1）部分专业设计质量不高，主要设计过程或技术要点内容略少，论述不

够充分；立项书、任务书的撰写不够规范，尤其是关键内容（研究内容与要求）

的写法不够具体准确，不应仅对论文撰写提出要求，而应对项目的相关技术指

标或功能给出明确要求。

（2）部分设计（论文）摘要格式不正确；表格没有表头；没有使用三线表；

图表混合编号；参考文献标注不正确等；软件学院和电子工程学院的论文模板

中，中英文摘要没有论文标题。

（3）部分设计（论文）参考文献数量不符合学校要求，部分没有外文文献。

文献综述部分质量较低，仅停留在资料和数据的罗列上；摘要及结论部分撰写

质量偏低。摘要不能体现论文写作目的、研究方法及结论和结果。结论不能体

现论文的核心观点及研究价值，变成了工作总结或复述论文内容。

（4）论文深入论述的内容偏少，大多以图表居多，缺少必要的深入分析与

论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5.评阅与答辩方面

（1）答辩的时间略显不够充分。充足的时间可以促进学生表达能力的锻炼，

保障答辩过程的严谨性与严肃性。

（2）指导教师评语、评阅老师评语、答辩评语，三方面的评语大部分没有

区分度，单从评语上看无法区分学生所做设计（论文）的好坏，不能真正反映

学生论文（设计）的亮点和问题。明确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区别，指导教师应

提出学生的不足之处。

（3）部分设计（论文）指导教师、评阅教师或指导教师、答辩教师为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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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导教师成绩、评阅教师成绩、答辩成绩录入时间顺序不正确。

（4）个别评阅教师不太认真. 例 1.学生荣泽源（软件 18 嵌 02）的毕业论

文（设计），评审教师 A评阅评定成绩 48 分（满分 100 分），评审教师 B评阅

成绩 49 分（满分 100 分），为不及格。而两位教师的评阅评语中的同意该同学

参加毕业答辩，欠妥！

（5）软件工程专业 18 级本科 586 名学生参与毕业论文（设计），68 名教

师担负毕业设计指导，586/68=8.6，超 C 等级（≤8.0）；另外，68 名指导教

师中，高级职称 41 位（占比 60.3%）、中级以下职称 19 位（占比 28.0）。

（6）软件学院的答辩评分标准应进一步完善，指导教师审阅评分、开题及

过程评分应统筹考量。

（7）论文致谢篇中用词欠妥，个别论文的致谢内容中无实名。

（四）改进建议

评估专家针对毕业设计（论文）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完成和完善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及时完善指导教师个人

信息.

2.加强论文选题管理，增加设计（论文）类型和题目的广度。建议将学生

的毕业论文更多地和教师的教研、科研项目相结合，在坚持“一人一题”的原

则下，建议选题有明确应用背景，符合技术发展趋势、前沿性的领域，工作量

大、设计复杂的软硬件项目。

3.加强设计（论文）写作规范训练，如文字中标 ）及、业业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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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指导记录表明，指导时间过于密集，建议一周指导一次即可，设计

是需要时间的，学生需要时间进行设计和思考。

7. 致谢无实名，降低了论文内容的可信度，建议致谢时，一定要给出具体

人的姓名。

8. 建议题目中给出拟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实现的深度不够，研究方法和

技术运用能力有待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