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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duation design or thesis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undergraduate training.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aduation design. Taking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of Hohai Univers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novative practices
including discipline management, topic selection renewal, achievement management and academic misconduct detection. The practice results show that a series of manageme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improved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graduation design and promoted the level of practical
teaching. These innovative management practice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graduation design of relevant speci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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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本科生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加强规范化管理是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抓手。论文针对河海大学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在毕业设计
(论文)管理方面的实践，重点从规范基层管理制度角度，总结了包括纪律管理、选题更新、成绩管理和
学术不端检测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实践结果表明一系列管理规章制度的出台与实施，规范了毕业设计(论
文)实践教学的管理，提高了毕业设计(论文)水平和质量，有力地促进了实践教学水平的提升，相关的管
理制度创新做法可以作为相关专业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管理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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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是河海大学最早设立和建设的骨干本科专业之一，具有扎实的办学基础和广泛的
社会需求[1] [2]。实践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教学环节，加强实践教学是实施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保证。
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计划和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科教学过程中最后一个重要
的教学环节，对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获得基
本训练、实现培养目标等具有重要作用[3] [4] [5] [6]。通过毕业设计(论文)，学生可全面回顾本科阶段所
学知识，并从解决实际问题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出发，实现对本学科基础理论、专门知识的综合理解和掌
握。通过毕业设计(论文)，学生可以熟悉和掌握农业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内容、一般步骤和具体方法，具
备开展本学科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为毕业后独立从事规划、设计工作以及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奠定基础。
河海大学为规范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过程管理，从全校层面出台了《河海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
文)工作若干规定》，内容涉及选题、指导教师职责、对学生的要求、答辩与成绩评定、评优和材料归档、
组织领导、其他方面的规定等，同时也发布了《河海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基本规范》，明确了规范格
式及其要求。为进一步规范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保证本科生毕
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结合本专业近年来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的实际，从制度管理规范化着手，在学校相关管理规定基础上，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制度文件办法细
则，健全和完善了毕业设计(论文)实践教学的相关管理规章制度，规范了毕业实践教学各个环节的任务、
目标与要求，有力地提高了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环节的水平和质量。本文重点总结了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在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制度方面的创新做法和实践效果，主要包括纪律管理、选题更新、成绩管理和
学术不端检测等方面，以期为其他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管理提供借鉴。

2. 创新做法与实践效果
2.1. 纪律管理制度
从细化、量化的角度研究了毕业设计(论文)期间纪律管理相关方面的实施细则，出台了《毕业设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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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期间纪律管理规定》，具体内容包括一般规定、请假制度、考勤制度、安全制度、卫生制度、文明制
度等，并制作了规范化格式的《毕业设计(论文)期间学生请假申请表》和《毕业设计(论文)考勤表》两套
表格，落实了详细的办法、程序等。在请假制度方面，明确了学生一般不准请假，如因生病或遇紧急事
情等需要请假的，视请假天数经指导教师、辅导员、系、学院、教务处批准后方可离校，请假期满须向
指导教师销假，指导教师应做好登记管理；请假时间在 3 天以内的，由指导教师和辅导员审批；请假时
间在 1 周以内的，由系和学院分级审批；请假时间在 1 周以上的，需教务处审批。在考勤制度方面，明
确了以设计组为单位，由指导教师负责考勤记录，系、学院组织不定期抽查；学生不得迟到、早退，凡
迟到、早退累计 3 次按旷课 1 天计，凡无故缺勤或未按时销假的按旷课处理；根据旷课天数，从毕业设
计(论文)总评分中扣除相应分数，并进行相应处分。累计旷课 3 天，总评分扣 10 分；累计旷课 6 天，通
报批评，总评分扣 20 分；累计旷课 10 天，警告处分，取消答辩资格，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为不及格。纪
律管理规定的出台实施，有力地保障了毕业设计(论文)整个期间的纪律，打造成纪律严明、学风优良、积
极上进的毕业设计学生队伍。

2.2. 选题更新制度
为进一步保障和提前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针对部分选题及其指导书的设
计资料陈旧、选题数不多、新专业方向(水土保持)的迫切需求等实际情况，研究出台了《毕业设计(论文)
选题更新补充办法(试行)》。农业水利工程系每三年组织一次毕业设计选题“回头看”和集中更新补充完
善的组织实施工作，并通过专业建设项目经费、年终教学工作量补贴分配、争取学院教学经费补助、申
报教改项目等方式，积极筹措落实此项工作的补贴经费，调动负责老师的积极性，确保毕业设计选题更
新工作的实质性开展。毕业设计选题更新工作主要包括编写任务书、基本资料汇编、指示书三部分，工
作补贴经费以选题个数为单位并结合新编、更新工作量进行确定，待成果审核通过后以报销的形式发放。
为了确保选题新编或更新的质量，组织并聘请相关的督导教师、资深教授或教学成果突出的老师，开展
毕业设计指导书成果的审核工作，并明确审核工作补贴费用。毕业论文的选题应结合实际和科研课题，
原则上不允许重复，要做到真题真做，由指导老师申报。学生选择做毕业论文实行从严审核，学生必须
提前联系指导老师、充分沟通论文研究主题及其思路，填写毕业论文申请书，并由指导教师、系主任签
署意见。选题更新的出台明确了选题更新的周期，规范了选题“回头看”、集中更新任务和选题指南材
料审核工作办法，创造性地明确了选题更新的工作补贴经费筹措办法、筹措渠道和补贴标准，有力地调
动了指导老师的积极性，也保证了选题更新工作的实质性开展及其高质量完成。

2.3. 成绩管理规定
按照学校关于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的相关规定，成绩由指导教师、评阅教师和答辩小组分别评定，
三者评分在总成绩中的比例为 4:2:4，由系负责人根据评定成绩核定最终成绩，最终成绩一般采用五级计
分：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为进一步规范农业水利工程系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各个环节的
管理工作，确保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的客观、公平、公正，针对近年来部分学生对最终成绩要求
在“良好”及其以上的情况，研究出台了《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管理补充规定(试行)》。规定的主要对象
是对最终成绩要求在“良好”及其以上的学生，包括已经获得报送研究生资格的、获得出国留学深造的、
提高绩点以保证毕业的、已签订工作单位对毕业设计成绩有要求的、对最终成绩有高要求的学生。对最
终成绩要求在“良好”及其以上的学生要在毕业设计(论文)正式开始前一周内以设计小组为单位向指导老
师小组的组长老师申报、并填写《毕业设计(论文)成绩需求申报表》，组长老师汇总确定后一式三份，组
长老师和分管系主任各留存一份，一份张贴在所在设计(论文)小组的教室。对最终成绩要求在“良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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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上的学生在整个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要接受同学、老师的监督，严禁“轻过程”、给“人情分”和
“关系分”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一经发现并查实，该学生申报和评定的成绩无效，最终成绩按照“不及
格”处理。部分同学在设计(论文)过程中能积极组织同学讨论、辅助老师管理日常秩序、有创新性思维，
以及有促进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提升、有利于设计(论文)工作开展的好想法、好作法，表现突出、积
极上进的，在成绩评定过程中给予适当体现。通过出台成绩管理补充规定，制作了规范化格式的《毕业
设计(论文)成绩需求申报表》，明确了成绩需求的预申报、公开、监督、鼓励等政策和办法，有效地杜绝
了“轻过程”、给“人情分”和“关系分”等不端现象的发生，保证成绩评定的客观、公平、公正，也
保护所有学生的权益。该规定出台实施后，实现了学生对成绩评定不公的零举报和零投诉，也保障了预
申报同学毕业设计成果的质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2.4. 学术不端检测
为进一步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促进学术诚信，加强学风建设，从 2017 年开始，学校要求
对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开展全面的学术不端检测。本专业响应学校政策，并对学生、指导老师开展了调
查，针对农业水利工程专业选题、设计或论文任务的实际，提出了具体的操作作法和参考数据，出台了
《毕业设计(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管理办法(试行)》。文件明确按毕业论文 100%检测、毕业设计 50%的学
生随机抽取，原则上每位教师指导的学生至少抽取一人。拟申请优秀、参评校优、省优的毕业设计(论文)、
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前一学年度因设计(论文)质量原因未获通过而推迟毕业的学生毕业设
计(论文)，申请提前毕业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均必须送检。初次抽检不合格者，根据抽检修改意见进
行修改，延期 2 周进行复检，如再次检测仍不合格，按照不及格进行处理。关于检测标准，毕业论文文
字复制比合格率为 ≤ 30%，毕业设计文字复制比合格率为 ≤ 40% (学校规定 30%~40%)；拟参评校优、取
得保送研究生资格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的文字复制比合格率为 ≤ 15%，参评省优毕业设计(论文)的文字
复制比合格率为 ≤ 10%；达不到此合格率者，取消参评资格。该办法明确了检测对象、抽检范围、检测
时间和次数、检测内容及要求、检测标准、检测结果处理办法，制作了规范化格式的《毕业设计(论文)
检测修改说明》表格，促进了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成果质量的提升。

2.5. 创新实践效果
针对毕业设计(论文)管理，本专业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管理制度文件，全方位保障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的稳步提升。主要创新点包括：制订完整的纪律管理规定，建立请假、考勤、安全、卫生、文明等五大
制度，制作了规范化格式的请假申请表和考勤表，打造成纪律严明、学风优良、积极上进的毕业设计学
生队伍；出台了选题更新补充办法，明确选题更新的周期，规范了选题更新任务和审核工作办法，创造
性地明确了选题更新的工作补贴经费筹措办法，保证了选题更新工作的实质性开展及其高质量完成；出
台了成绩管理补充规定，制作了规范化格式的成绩需求申报表，保证成绩评定的客观、公平、公正，也
保护所有学生的权益；出台了学术不端检测管理办法，制作了规范化格式的检测修改说明表，促进了学
生毕业生设计(论文)成果质量的提升。一系列规范管理制度文件的出台与实施，有力的提升了学生毕业设
计(论文)成果质量，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例如，灌区规划及节水工程优化设计指导组获江苏省普通高等
学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团队称号，两篇毕业论文分别江苏省高等学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二等奖、三等奖。

3. 结语
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本科生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DOI: 10.12677/ces.2019.73043

246

创新教育研究

陈丹 等

而加强规范化管理是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抓手。本论文针对河海大学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在毕业设计
(论文)管理方面的实践，重点从规范基层管理制度角度，总结了包括纪律管理、选题更新、成绩管理和学
术不端检测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实践结果表明一系列管理规章制度的出台与实施，规范了毕业设计(论文)
实践教学的管理，提高了毕业设计(论文)水平和质量，有力地促进了实践教学水平的提升，相关的管理制
度创新做法可以作为相关专业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管理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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