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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宁波理工学院宁波理工学院宁波理工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    

本科生毕业本科生毕业本科生毕业本科生毕业设计设计设计设计（（（（论文论文论文论文））））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细则细则细则细则（（（（试行试行试行试行））））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 

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过程是实现本科培养目标要求的重要阶段，是基础理论学习深化与升华的重要

环节，是全面检验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培养效果的主要手段，是学生毕业及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

是衡量高等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评价内容。做好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对提高本科毕业生全

面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根据《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暂行办法》，结合实际情况，针对毕业论文各具体环节制定本细则。 

二、毕业设计（论文）要求 

（一）学分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的学分为 12学分。 

（二）能力要求 

1、掌握对本专业相关中外文文献资料进行检索、收集、阅读、翻译及独立分析能力。 

2、巩固所学基础理论，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和创新，提出分析结果

或论证方案的能力。 

3、掌握撰写论文的能力，以及开题报告、设计（论文）答辩时的口头表达能力。 

（三）内容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主要包括选题、下任务书、课题调研及查阅资料、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外文翻

译、撰写论文或设计说明书、答辩和成绩评定等几个环节，具体工作内容有： 

1、查阅与选题内容相关的文献文献文献文献 10101010 篇篇篇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外文文献外文文献外文文献 2222 篇篇篇篇以上），撰写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 3000300030003000 字以上。

文献综述的内容应切题，具体包括综合评述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外文翻译内容应与专业相关。 

2、撰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开题报告 3500350035003500 字以上。开题报告的内容应包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的内容及可行性分

析、研究方法、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预期结果、实施进度计划和主要参考文献（不少于 2222 篇外文文献篇外文文献篇外文文献篇外文文献，任

务书中的参考文献必须列出）等。 

3、毕业论文的格式应符合相关撰写规范的要求，论文主体不少于论文主体不少于论文主体不少于论文主体不少于 10000100001000010000 字字字字，要求计算与分析严密。

论证可靠、有阶段性软硬件成果及相应的图标、程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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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论文进程安排 

（一）选题环节（第 7学期 8-13周） 

1、各专业组织教师申报选题，专业负责人审核选题，选题公开。 

2、学生选题，指导教师接收学生，师生双向关系确认。 

（二）论文准备环节（第 7学期 14周-第 8学期 3周） 

3、指导教师老师布置任务，学生汇报任务，过程控制。 

4、分院管理员创建答辩小组。 

（三）论文开题报告答辩环节 （第 8学期 4-5 周） 

5、学生学生提交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和外文翻译，指导老师审核。 

6、答辩小组审核开题报告，进行开题答辩。 

（四）毕业论文撰写环节（第 8学期 6-12周） 

8、指导教师、学生通过布置和汇报任务，修改论文达成定稿。 

（五）论文答辩环节（第 8学期 13-16周） 

9、分院管理员指定论文评审老师。 

10、学生上传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评审老师评审论文，答辩小组审核论文，组织答辩。 

四、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一）选题基本原则 

1．选题应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及教学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之在专业技术知

识和科学研究能力方面得到综合训练； 

2．选题应尽可能结合生产实际和社会需要，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提倡真题真做，促进

教学、科研、服务的有机结合； 

3．选题应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课题工作量和难易程度应相当，让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经过

自身的努力就能够完成阶段性的成果； 

4．选题应力求有益于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与技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避免

出现选题过大、偏虚的现象； 

5．由多个学生共同参加的项目或协作进行的课题，应明确每个学生独立完成的工作内容和要求，防

止雷同； 

（二）选题工作程序 

1.毕业论文（设计）课题一般由指导教师在“毕业论文管理系统中”提出选题，说明选题的意义、目

的、要求、主要内容、工作难点及进行课题具备的条件，由各专业负责审定批准。课题确定后，由师生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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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选择。个别情况由分院调配解决。 

2.选题、审题工作应在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的前一学期落实到学生，以便学生及早考虑和准备。选

题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选题的，须在开题前在系统中提请报告说明，报分院审

定批准。 

3.选题结束后，指导教师应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数据，提出明确的工作内容和要求，并拟定阶段工作进

度计划，列出部分推荐参考文献。 

（三）选题数量要求 

根据省相关文件精神要求，每位指导老师所指导的学生人数不能超过 8人。 

五、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工作职责 

（一）认真学习学院的相关规定和分院制定的“毕业（设计）论文”实施细则，并严格执行； 

（二）本着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宗旨，对学生严格要求，引导学生养成严谨治学、踏实认真、独立

完成的良好习惯； 

（三）因材施教，重视对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及设计思想和基本

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应注重启发引导，注重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拟订并审核选题，填写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并在学生进入课题前下达。指导学生收集、

查阅文献资料，并批改外文翻译； 

（五）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的过程管理，定期检查学生的工作进度和质量，审定学生拟订的方案，

指导学生进行实验研究、理论分析； 

（六）指导学生正确撰写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和毕业论文，并认真批阅； 

（七）指导教师应每周对每个学生进行个别指导和答疑。因工作需要而必须出差的，应事先向学生布

置好任务或委托他人代为指导； 

（八）认真审核学生所完成的毕业设计（论文）及相关资料。根据学生的工作态度、应用能力、研究

水平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进行客观评价，写出评语，并按照要求进行答辩。 

六、毕业设计（论文）学生工作规范 

（一）自觉学习学院的相关规章制度，以及分院的“毕业设计（论文）实施细则”，刻苦钻研、勇于

创新，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书规定的任务； 

（二）尊敬师长、团结互助，虚心接受指导教师及有关人员的指导和检查，定期向指导老师汇报毕业

（设计）论文工作进度、设想； 

（三）独立完成毕业设计（论文）人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不

抄袭他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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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遵守组织纪律，在指定地点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在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应填

写毕业设计（论文）校外实习申请审批表，交分院审批。因事、因病离岗，应事先向指导老师请假，否则

以旷课处理。 

（五）节约材料，爱护仪器设备，遵守操作规程及实验室有关规章制度，确保安全。离开工作现场时

关闭电源、水源。 

（六）毕业设计（论文）以及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外文原文及翻译等需按规定的撰写规范进行撰写，

并根据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及时上传毕业论文，否则不能取得答辩资格。学生对毕业设计（论文）内容中涉

及的有关技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未经许可不能擅自对外交流或转让。鼓励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按相

关刊物要求整理并正式对外发表。 

（七）在答辩完成后一周内，登陆图书馆网站，按照要求提交毕业设计（论文）电子版。被分院推荐

入选学院优秀毕业设计（论文）集的学生，还需提交 5000 字的缩写电子版，具体格式参见相关要求，以

便汇编《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优秀毕业论文选集》。 

七、毕业设计（论文）督察方案 

（一）前期：各专业着重检查指导教师到岗情况，课题安排、开题工作的落实和进展情况。 

（二）中期：分院着重检查学生的工作进度、教师指导情况及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 

教师指导可通过中期检查对学生进行阶段考核，并将此阶段的考核表现作为优秀成绩评定的参考。 

（三）后期：答辩前分院着重对学生进行答辩资格审查。 

八、毕业设计（论文）的评阅、答辩及成绩评定 

（一）指导老师评阅要求 

1、指导教师应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认真、全面的审查，并“毕业论文管理系统”中输入评语，评评评评

语一般在语一般在语一般在语一般在 300300300300 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字左右。指导教师的评分要素指导教师的评分要素指导教师的评分要素指导教师的评分要素主要有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意义、资料选择与整合能力、综

合应用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的能力、学术水平、文字表述与图标质量、实际动手能力、规范要求完成情况、

毕业设计（论文）完成情况等 8个方面。 

2、毕业论文评语应正确反映论文的质量，避免随意性。论文成绩采用百分制。 

（二）评阅教师评阅要求 

1、由分院指派评阅人对毕业论文进行认真细致的评阅，并在“毕业论文管理系统”中输入评阅评语，

并打分。 

2、评阅教师的评分要素评阅教师的评分要素评阅教师的评分要素评阅教师的评分要素主要有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意义、难易度、资料选择与整合能力、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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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的能力、学术水平、文字表述与图表质量、规范要求完成情况等 7各方面。 

（三）答辩小组评分要求 

答辩小组的评分要素答辩小组的评分要素答辩小组的评分要素答辩小组的评分要素主要有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意义、难易度、综合应用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的能

力、学术水平与论文质量、对论文所涉及问题的理解程度、回答问题的圆满程度、答辩语言表述水平、相

关知识面等 8个方面。 

（三）毕业论文答辩 

1、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完成后必须进行答辩。在答辩前须对学生进行答辩资格审查。 

2、分院成立答辩委员会，下设答辩小组。答辩小组人数一般为 3人以上，成员应由副高以上职称并有

较强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能力的人员担任。 

3、答辩小组应根据课题涉及的内容及要求，以有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为主，准备好不同难度的问题，

在答辩时进行提问。答辩时间：学生介绍陈述约学生介绍陈述约学生介绍陈述约学生介绍陈述约 1010101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提问和回答提问和回答提问和回答提问和回答约约约约 1515151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答辩情况需当场进行记

录。 

5、答辩结束后，答辩小组应对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及答辩情况进行评价，给出成绩并录入“毕业

论文管理系统”。 

（四）成绩评定 

1、毕业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应以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研究水平、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

学术研究的态度以及答辩情况为依据，不应以学生以往的成绩或教师的水平来决定。凡工作态度差或未完

成规定任务的学生，应从严评分，不得降低要求。 

2、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一般采用百分制记分评定，原则上要求优秀优秀优秀优秀（90～100 分）比例控制在 15151515

％％％％以内以内以内以内；良好良好良好良好（80～89 分）比例控制在 45454545%%%%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其余为中等（70～79 分）、及格（60～69 分）和不及格

[59 分以下（含 59分）]。 

3、毕业设计(论文)综合成绩评定比例分配：指导教师评审成绩（50%），评阅教师评阅成绩（20%），

答辩小组给出的答辩成绩（30%）。 

4、评分标准 

    优秀：选题紧扣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现实意义明显；文章观点正确，内容充实，见解独特，富有新意，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或较强的应用价值；能熟练地综合运用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表述概念清楚、

正确；结构严谨，层次清晰，文字流畅，逻辑缜密，格式规范；答辩时概念准确，思路清晰，能正确流利

地回答答辩组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良好：选题能较好地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有现实意义；文章观点正确，内容充实，见解较有新意，

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能比较熟练地运用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表述概念清楚、正确；

结构完整，层次清晰，文字流畅，格式规范；答辩时概念准确，思路较清晰，能较好地回答答辩组所提出

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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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选题属于专业的业务范围；文章观点明确，内容尚充实，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但见

解一般；能较好地掌握和运用有关基本理论，表述概念较正确；文章结构完整，层次较为清晰，文字通顺，

格式也较规范；答辩时思路一般，对提出的主要问题回答上正确。 

   及格：选题与本专业的业务范围有某种关联但不够明确；文章观点基本明确，但内容不够充实，见解

一般、立意不新；能基本掌握和运用有关基本理论知识，但表述概念时有时不够正确；结构尚完整，文字

基本通顺，格式也基本符合规范，但层次不够清楚，逻辑性不够强；答辩时不能回答某些主要问题或回答

有错误，经提示后能补充或进行纠正。 

不及格：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成绩为不及格。选题与本专业业务范围无关；文章观点不明确或有严重

政治性错误；无新意，无自主见解并有抄袭、剽窃现象；结构不完整，层次不清楚，语言不通顺，格式不

规范；大便中不能回答问题或表现出对自己论文内容完全不熟悉。 

九、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评审推荐程序 

（一）学生提出申请，下载并填写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申请评审表。 

（二）指导教师填写推荐意见，答辩前交答辩小组。 

（三）答辩后答辩小组在 15%15%15%15%的比例的比例的比例的比例内，根据实际情况推选出本届的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四）经分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报学院教务处。 

 

 

 

 

附附附附 1111：：：：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毕业设计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毕业设计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毕业设计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毕业设计（（（（论文论文论文论文））））工作指导小组名单工作指导小组名单工作指导小组名单工作指导小组名单    

附附附附 2222：：：：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 2011201120112011 届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分解图届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分解图届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分解图届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分解图    

    

 

 

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 

2011 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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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 2020202011111111 届届届届毕业设计毕业设计毕业设计毕业设计（（（（论文论文论文论文））））工作指导小组名单工作指导小组名单工作指导小组名单工作指导小组名单    

组组组组                长长长长：：：：      梅乐和 

小组成员小组成员小组成员小组成员：：：：      童微星        金志华 

邹建卫        沈昊宇 

方征平        赵迎宪 

高  坤        尚龙安 

胡桂香        钟国伦 

王进波        张胜建 

 

 

 



 8

生化分院生化分院生化分院生化分院 2011201120112011 届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安排分解图届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安排分解图届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安排分解图届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安排分解图    

时间安排时间安排时间安排时间安排    角色任务分解角色任务分解角色任务分解角色任务分解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周周周周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环环环环

节节节节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评阅教师评阅教师评阅教师评阅教师    答辩小组答辩小组答辩小组答辩小组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负责负责负责负责

人人人人    

分院分院分院分院    

管理员管理员管理员管理员    

8888              

9999      
申报选题 

        

10101010            
审核

选题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月月月月    

11111111            

12121212    
选题 接收学生 

        

13131313    

选

题 

环

节 

          
调剂选题，确

定双向关系 

二二二二    

OOOO    

一一一一    

OOOO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月月月月    

一月一月一月一月    

14141414----20202020    

寒假寒假寒假寒假    
二月二月二月二月    

1111    

汇报 

任务 
布置任务         

2222    

论

文 

准

备 

环

节 

          
创建答辩小

组 

3333            

4444          

5555    

开

题 

环

节 

上传开

题报告 

审核开题报告; 

录入指导老师评

语   

审核开题报告; 

组织开题答辩; 

录入答辩小组评语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6666            

7777            

8888            

9999            
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撰

写 

环

节 

汇报 

任务 
布置任务 

      
指定论文 

评审老师 

13131313          
五月五月五月五月    

14141414    

上传 

论文 

审核论文; 

录入指导老师评

语，并打分 

评阅论文; 

录入评阅老师评

语，并打分 
    

15151515          

审核论文; 

组织答辩; 

录入答辩评语，并

打分 
    

16161616    

答

辩 

环

节 

  
提交学生所有评

语表格纸质稿 
  

提交学生成绩纸质

稿、答辩记录 
    

17171717              

二二二二    

OOOO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六月六月六月六月    

18181818    

存

档           
资料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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