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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final year project take a very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to cultivate and enhance students’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However, the graduation design
levels decrease and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is not high nowadays due to the various reasons.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approaches of integrating the final year project design into the cultivation.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quality were improved by enhancing guiding and training on the practice.
Keywords: Final Year Project; Comprehensive Ability; Quality

加强毕业设计环节在提高本科学生综合能力
与素质中的作用*
赵

健

天津理工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天津
Email: nankaizhao@gmail.com
收稿日期：2012 年 9 月 11 日；修回日期：2012 年 9 月 21 日；录用日期：2012 年 9 月 24 日

摘

要：毕业设计作为大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承担着培养和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

要责任。但是目前由于种种原因，造成毕业设计水平下降，学生的综合能力不高等现象。作者探讨了
把毕业设计教学工作融入到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培养的措施和方法，并进行了实践。通过加强对学生
的指导和训练，提升了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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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
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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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
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根据这个目标，高等学校培养的学生，应是基
础理论扎实，知识面宽广，综合能力强，素质修养高
和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1]。
我国本科教学质量在世界上是先进的，但是也有
严重不足，最为突出的就是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较
差。毕业设计是本科阶段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
31

加强毕业设计环节在提高本科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中的作用

是理论与实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过程，是培养大学

用说明书或者帮助文档，来快速掌握软硬件的使用，

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的关键阶段。当

并要敢于上手，积极上手，边学边用，不断熟悉，最

前，毕业设计的质量呈下降态势，严重制约了整体教

终能使用这些软件和硬件设备开展工作。毕业设计之

[2,3]

。所以提高毕业设计

前的课堂教学一般是教师主动讲授，而学生被动接

质量，加强学生综合能力培养，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受。但是，在毕业设计环节中，学生应该转变思路，

已成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4-8]。

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地解决困难。同时教师应帮助学

学质量和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作者在本文中将探讨把毕业设计教学工作的主

生学习遇到困难如何解决，提高学习能力，而不是帮

要内容融入到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四个方面，通过加

助学生直接解决问题。通过启发性教学，激发学生的

强毕业设计指导和对学生的训练，进一步提升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自主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让学生

综合能力与综合素质，提高本科毕业设计水平。

体会到通过自身努力把问题解决带来的成就感，不断

2. 综合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四个方面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本科毕业设计对学生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

2.2. 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的培养

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自主学习能力的

具有独立研究和工作的能力是一个本科毕业生

培养、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的培养、文案写作能力的

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技能。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的培养

培养、交流演讲能力的培养。通过在这四个方面对学

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人综合素质提升的综合过程，是一

生加强指导和训练，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个长期的培养过程。毕业设计是大学生非常重要的一

综合素质以及社会竞争力。

项实践教学环节，时间周期长，工作内容较系统全面，

2.1.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工作内容多，工作量比较大，是学生走出校门前培养
提升学生独立性和综合素质的一个最重要阶段。

毕业设计选题应是本专业较前沿的技术，学生并

现在我校在毕业设计工作中采用一人一题的措

不熟悉这些高深的理论知识和复杂的工程技术。这些

施，主要目的是避免搭车现象。而且，通过一人一题

知识和技术就需要学生自学来掌握。在选题之后，指

的方式，可以非常有效的锻炼学生独立进行工作和研

导老师就会布置学生开始调研文献。这个过程可以是

究的能力。教师通过指导学生选题、开题、制订研究

学生自行查找和选题内容相关的文献，也可以由教师

方案，指导学生实施具体实验，整理实验结果，对实

先指定 3~5 篇代表性的文献给学生阅读，然后学生再

验数据进行分析，到最后撰写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说

根据读到的内容继续自行调研，并学会利用学校图书

明书和参加答辩，经过这样一个系统的科学研究过

馆、网络数据库等资源来查找资料。这个过程实际上

程，使学生能够掌握如何完成一件系统工作，在完成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自学习训练过程，它完全不同于以

毕业设计的过程中，自身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显著提

往的课堂教学，由教师讲授和学生被动接受转变为教

升。毕业设计环节不仅是对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

师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完成。在读文献的过程

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次全面训练和提高，

中，学生遇到不懂的就继续查所读文献的参考文献，

也是对学生克服困难的毅力与智慧、严谨务实的工作

这样一步一步的深入开展下去可以使学生逐步学会

作风与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的一次全面培养。这都为

如何开始一项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也可以帮助他们

他们将来工作或者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断完善知识体系，使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明显提
高。

2.3. 文案写作能力的培养

毕业设计的过程中还会涉及使用一些专业的仿

学生毕业以后，无论是参加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真软件、数据处理软件和很多实验仪器设备的使用，

都需要完成很多的报告或者论文。因此对学生的文章

这也是锻炼学生积极性和动手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写作能力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本科教育阶段

这一阶段要求学生必须独立地仔细认真阅读仪器使

要完成的。无论是毕业论文或者毕业设计说明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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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求很高很严谨的，而且要有一定的学术性。我校

排 2 个学生做报告，要求做幻灯片配合报告，并且要

理工类学生的毕业设计需要完成 2000 字的开题报告

接受老师和其他同学的提问，并回答问题。另外还安

和 10,000 字以上的毕业论文的写作。学生在完成这些

排本科学生参加课题组研究生的每周汇报会，向研究

写作任务时，要求文体格式合乎规范，使用学术性语

生学习如何做好幻灯片，如何做好报告，如何得体的

言。但是学生在进入毕业设计阶段之前，基本上没有

回答问题。通过经常参与这些学术活动和交流，逐渐

论文写作的训练，也没有任何经验，学生缺乏基本的

学会演讲交流的方法和技巧。答辩前一周作者安排学

学术论文写作技能，语言不够专业化，书写格式不规

生多次系统地预演答辩过程，到真正答辩的时候学生

范，尤其是文献引用和图表绘制方面。

已经不再紧张，而且讲的从容，答的得体。通过幻灯

在毕业设计说明书中，大篇幅引用他人论文，甚

片制作和进行口头报告的多次训练，以及毕业答辩的

至整段摘抄而未加注参考文献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

检验，学生们的逻辑思维、概括能力、表达能力和演

学生态度不认真，将网上查到的内容直接“复制”
“粘

讲能力等综合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贴”过来，以至于说明书中有很多乱码和错字，说明
在复制粘贴之后学生都没有从头到尾通读一遍就上

3. 结论

交老师，整体写作水平偏低。教师通过指导学生完成

毕业设计作为本科阶段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毕业论文写作，让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得到较大幅度

一个综合训练过程，是实现大学生培养目标的重要阶

的提升。要让学生了解科技论文写作的一般格式和规

段。学校、教师、学生三方面必须统一思想，高度重

范，包括摘要，关键字，参考文献的格式，以及图表

视毕业设计教学工作。作者在两年毕业设计教学工作

的绘制与说明等。要教会学生基本的论证方法，使用

的实践中，在以上四个方面对学生加强指导和进行严

自己得到的实验数据得出结论。通过毕业论文写作的

格训练，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综合素质，提高了

训练，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锻炼了学生的思维逻

毕业设计质量，获得了良好效果。

辑性，同时也使学生意识到了个人信用的重要性，建
立诚信意识，不抄袭，不剽窃，做到严谨自律。

2.4. 幻灯片制作与交流演讲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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