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务〔2020〕103 号   

 

 

各学院： 

为推动学院做好工科类专业认证工作，学校决定对工科类本

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2020 届）工作开展专项评估。现将

学校第十七次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评估的依据、范围 

本次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以《广州大学毕业

论文（设计）工作评估指标和等级标准（工科类专业，2020 年

10 月修订）》（见附件 1）为依据，随机抽选学校工科类专业

2020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设计）作为评估对象（见附件 2）。 

二、评估的组织及方法 

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由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

中心统筹安排，聘请校内外有关学科专家，组成评估专家组，负

责毕业论文的评估，评估结论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种。 

三、评估的日程安排 

1.2020 年 10 月 20 -23 日，专家学习有关评估资料，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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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与操作流程。 

2.2020 年 10月 26—30日，专家网上评估。 

3.2020 年 11月中旬，反馈专家初评意见。 

4.2020 年 11月下旬，教师申诉期。 

5.2020 年 12月中旬，发布第十七次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设

计）工作评估（工科类专项）情况通报。 

联系人：黄晓兵 

联系电话：39337054 

 

附件： 

1.广州大学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指标和等级

标准（工科类专业，2020年 10月修订） 

2.广州大学第十七次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

抽评论文一览表 

                       

                         教务处  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中心 

2020 年 10 月 21日 



附件 1          

 广州大学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指标和等级标准（工科类专业，2020 年 10 月修订）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等级标准 
备注 

A C 

一 

过程 

管理 

*1-1 

选题  

选题与科学研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

际结合紧密。选题新颖，大小、难易适宜，符

合专业或专业大类人才培养要求。 

选题注意与科学研究、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实际相联系，选题大小、难易较适宜，

基本符合专业或专业大类人才培养要求。 

1.毕业设计考察《毕业论文（设计）课题

登记表》、《毕业设计任务书》。 

2.毕业论文考察《毕业论文（设计）课题

登记表》、《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3.人才培养要求包括专业或专业大类的

目标要求和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时间要求。 

*1-2 

评阅 

指导教师、评阅教师评阅认真、仔细，分别对

毕业论文（设计）做出客观、准确、针对性强、完

整的评语。 

指导教师对手绘设计图纸有明显的批改标示。 

指导教师、评阅教师评阅较认真，分别对

毕业论文（设计）做出较客观的评语。 

指导教师对手绘设计图纸有批改标示。 

1.考察《毕业论文（设计）成绩单》。 

2.有手绘图纸要求的毕业设计需考察手绘

设计图纸。 

3.评语一般包括以下几项内容：一是任务

的难度、份量及完成情况，有何价值；二是综

合应用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进行实践的评价；三

是有何创新点；四是态度的评价；五是指出存

在的问题及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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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等级标准 
备注 

A C 

1-3 

答辩 

    答辩组由 3—5 名具有指导教师资格的成

员组成。 

指导教师不担任本人指导学生的答辩组成

员。 

学院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对学生答辩资格进

行了审查，答辩过程完全按照规范程序进行。 

答辩组成员符合要求，答辩过程基本符

合规范程序。 

 

考察《毕业论文（设计）成绩单》。 

*1-4 

成绩评定 

    各专业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成绩评定标准。 

成绩评定按照以下的先后顺序：指导教师、

评阅教师、答辩组。 

成绩评定科学、公正，能准确反映毕业论

文（设计）的实际质量和水平。 

各专业制定了成绩评定标准。 

成绩评定先后顺序：除 A 等级的其他顺

序。 

    成绩评定较客观，基本能反映毕业论文

（设计）的实际水平。 

1.考察成绩评定标准和《毕业论文（设计）

成绩单》。 

2.已办理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调整申请、

教务处同意，并按照调整审批内容要求修改

的，本项二级指标最高只能评定为 B等级。 

二 

形式 

与 

内容 

2-1 

字数及标

题、摘要、

关键词 

毕业论文（设计）的字数以及其中的标题、

摘要、关键词等的字数符合《广州大学普通本

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规范化要求》的规定。 

标题简明扼要、有概括性；摘要与关键词

能准确反映论文内容，摘要包括研究目的、方

法、结果和结论。 

毕业论文（设计）的字数以及其中的标

题、摘要、关键词等的字数符合《广州大学

普通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规范化要求》

的规定。 

标题较简要，并具有一定的概括性；摘

要与关键词能较准确反映论文内容，摘要包

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1. 毕业论文字数不少于 0.8 万字（实验

研究类 0.6 万字），毕业设计说明书不少于 1.5

万字（建筑类 0.5 万字，计算机软件设计类 0.8

万字）。 

2. 标题字数不超过 20 字。 

3. 摘要（中外文）要求 200 字左右。 

4. 关键词（中外文）要求 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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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等级标准 
备注 

A C 

2-2 

文字、标

点、符号 

无错别字，语言流畅，文字表达准确，无

语法错误，能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专业符号、

序号。 

基本无错别字，语句较通顺，表达较明

白，基本能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序号，无

常识性错误。 

考察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图纸及说明书。 

2-3 

参考文献

与图纸、

图表 

参考文献引用、注释符合规范要求。 

毕业设计图纸、图表符合国家标准或工程

要求。  

参考文献、注释基本符合规范要求。 

图纸、图表基本符合国家标准或工程要

求。 

    1. 参考文献引用、注释规范：期刊文

章：［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

（期号）起止页码；普通图书：［序号］作者.

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

止页码。其他参考文献引用规范详见《广州大

学普通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规范化要求》。 

2. 有手绘图纸要求的毕业设计至少有 1 张

（2 号及以上）手工绘制的图纸。 

2-4 

结构与思

路  

毕业论文结构合理，毕业设计方案科学，

层次分明，逻辑关系正确。思路清晰、开阔。 

    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方案结构基本合

理，条理较清晰，逻辑关系比较正确。有一

定的思路。 

 

2-5 

信息与观

点 

比较充分地收集了相关文献资料，熟悉相

关研究的前沿动态；所提出的观点有相当充实

的材料证明，数据可靠。 

收集了较多的文献资料，对相关研究进

展有一定了解，所提出的观点有一定的材料

证明。 

 

2-6 基本

理论与方

法、工具 

专业基本理论功底比较扎实，能比较熟悉

地运用专业方法和手段、工具开展研究或设计。 

    对相关的基本理论有一定认识，注意运

用不同的方法、手段和工具进行研究或设

计。 

 



 6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等级标准 
备注 

A C 

*2-7 

科学性与

创新性  

毕业论文（设计）无科学性、常识性、原

则性错误，观点正确，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学风严谨，有批判意识，且在理论、方法、手

段、视角、工具、程序等某方面有某种创造或

创新。 

无明显、严重的科学性、常识性、原则

性错误，无任何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的现象。 

    1.根据《广州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抄袭行为检测及处理办法（2017年9月修订）》

文件规定，具有以下行为之一，原则上可认定

为抄袭：①全文引用均未注明来源出处、被普

遍误认为是其原创的；或不论重复字数多少，

其表述的核心思想、关键论证、关键数据图表

抄袭他人的；②连续引用他人作品超过300字

而未注明出处的；③使用他人已发表的数据、

图表等内容未经授权或未注明出处的；④照搬

他人论文或著作中的实验结果及分析、系统设

计和问题解决办法而没有注明出处或未说明

借鉴来源的。 

2.出现以上4种情况之一的即评为不合

格。 

*2-8 

能力培养 

   毕业论文（设计）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综合

能力，包括收集、整理和应用信息能力，制订

方案和分析论证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或实

验研究与数据处理能力，设计、计算、绘图能

力等。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对培养学生综合

能力有一定的帮助。 
 

 

评估结论及其标准： 

一、本方案共有一级指标 2 项，二级指标 12 项，其中核心指标（带*号黑体字）5 项，一般指标 7 项。二级指标的评估等级分为 A、B、C、D

四级，评估标准给出 A、C两级，介于 A、C两级之间的为 B级，低于 C级的为 D级。 

二、评估结论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 3 种，其标准如下：优秀： A+B≥10，D=0，核心指标 A≥4 且 C=0；合格：D=0，核心指标 C≤1；未

达到合格标准者即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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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州大学第十七次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抽评论文一览表 

序号 学生所在学院 专业 学生学号 
学生  

姓名 
课题名称 指导教师 

指导教  

师职称 

1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投资与造价管理) 1513400010 杨志炜 基于BIM的建筑碳排放核算研究 崔雪竹 副教授  

2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投资与造价管理) 1665400028 张红扬 
基于二层规划理论的碳交易驱动下建筑领域碳

减排决策机制研究 
宋向南 讲师  

3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投资与造价管理) 1665400102 张帅星 
大数据环境下区域公共建筑能耗动态监测系统

的提升路径研究 
王泽宇 副教授  

4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605200068 肖太全 年产10万吨甲醇合成工艺的设计 乔智威 教授  

5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605200036 赵丽建 
年产1000吨阳离子丙烯酸抗菌树脂的合成工艺

设计 
王琪莹 副教授  

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1404100038-2 曾曼琳 纺织印染工业园废水集中处理工艺设计 黄晓武 讲师  

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1604100067 周云香 零价锰负载生物炭去除废水中的铊 
龙建友 

李伙生 
副教授  

8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 
1507600039 田姗让 序号调制低复杂度算法设计 李俊 讲师  

9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 
1607400075 植达威 基于Flutter 的视频会议控制中台 赵赛 讲师  

10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 
1507400006 施梓健 基于LABVIEW的数字通信系统的仿真设计 李丽 讲师  

11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 
1607400004 刘俊华 宽带直流放大器设计 魏百申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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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所在学院 专业 学生学号 
学生  

姓名 
课题名称 指导教师 

指导教  

师职称 

12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607600006 蒋颖怡 非正则线性系统的学习控制的设计 韦蕴珊 讲师  

13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607600002 李俊韬 一种无线智能插座设计与开发 卓泽腾 讲师  

14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1619500051 陈俊威 电动自行车安全行驶防护系统的设计 梁海燕 副教授  

15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1619500020 彭啟轩 基于单片机的空气净化系统设计 浣沙 讲师  

16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1619500015 郭磊 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孕期糖尿病预测技术 张曼 讲师  

17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

统自动化) 
1607300068 郑义 变电站一次部分设计 谢宏威 

副研究

员  

18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

统自动化) 
1607300100 李伟明 

基于飞蛾扑火优化的PID参数整定算法研究与

设计 
李致富 

副研究

员  

19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自

动化) 
1607300128 吴胜浪 永磁同步电动机模型预测速度控制研究 石坚 讲师  

20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自

动化) 
1607300016 朱培森 基于ESO的自适应神经网络滑模控制系统设计 王建晖 实验师  

21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自

动化) 
1607300138 陈广新 

基于空气净化器的开关磁阻电机控制系统建模

与仿真 
王孝伟 讲师  

22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自

动化) 
1607300095 李显锋 一种并联冗余均流模块设计 舒华 讲师  

23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607200010 郭镇濠 钻进采样测试平台进尺装置设计 崔金生 讲师  

24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607200032 林志浩 钢管平移液压小车设计 戴杰涛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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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所在学院 专业 学生学号 
学生  

姓名 
课题名称 指导教师 

指导教  

师职称 

25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07200162 李舜强 低速开路式风洞设计及实现 谢金龙 讲师  

26 
计算机科学与教育软件

学院 
网络工程 1606100260 王垚 图书馆网络组网方案设计 唐琳 副教授  

27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

学院 
网络工程 1606100206 温斯琪 会议管理系统 高崇志 教授  

28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

学院 
软件工程 1606100134 陈嘉健 基于BS模式的中小学校教务管理系统设计 邢萧飞 副教授  

29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

学院 
软件工程 1606100095 邓瑛 电商购物网站设计与实现 饶彦祎 讲师  

30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

学院 
软件工程 1606100133 卢活丰 幼儿成长简记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淼 副教授  

31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06100224 范健钊 智慧教室网络的设计与实现 李鹏 副教授  

32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06100063 林宇锋 基于本地图像的风格迁移系统 张汛涞 副教授  

33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06100087 赖奕衡 基于vuejs的购物单页面富应用设计 王显珉 讲师  

34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6100049-1 廖威 移动终端搜索引擎设计与实现 颜国风 副教授  

35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规划 1509500020 罗巧靖 中山市老安山城市更新片区规划设计-02 骆尔提 工程师  

3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规划 1509500013 徐梓菲 
贵安新区“一城一带”及重要节点城市设计方

案（3） 
宋立新 

其他正高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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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所在学院 专业 学生学号 
学生  

姓名 
课题名称 指导教师 

指导教  

师职称 

3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规划 1509500046 赖玮璘 
广州市港头村乡村振兴项目—建筑师公社详细

规划设计5 

姜浩 ,陈

晓明 

高级工程

师  

3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风景园林 1509700027 余颖浩 
广东西樵国家生态公园香草疗养园规划设计

（3） 
徐瑾 讲师  

3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风景园林 1509700045 侯雯琪 
中山古镇海洲少年儿童体验式植物科普基地规

划设计（4） 
宁艳 副教授  

4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风景园林 1509700049 方圳彬 河源春沐源生态小镇景观规划设计（1） 王墨 讲师  

4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学 1209100029-3 陈作沂 
珠海市某调度指挥中心总部大楼建筑方案设计

2 
罗志华 副教授  

4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学 1509100018 黎海虹 贵阳乌当区幼儿园规划及建筑方案设计02 
左纯 ,姜

省 

其 他 中

级  

4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学 1509100044 冷旖琪 广州城市老旧社区局部空间更新设计06 夏大为 讲师  

4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学 1509100046 林佛森 广东恩平山地商业综合体建筑方案设计04 万丰登 讲师  

45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工程 1614100057 李琪 早熟菜心材料菜薹外观品质性状的变异分析 夏岩石 副教授  

46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工程 1614200021 徐丹 用于优化腺嘌呤碱基编辑器的慢病毒载体构建 王刚 副教授  

47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信息安全 1600009027 

阿 娜 尔

古丽·波

拉提 

基于FCSR收缩生成器流密码的研究 林志强 讲师  

48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信息安全 1615300030 杨璐 
特征2的域上形如(x^(2^m)+x+a)^s+bx的完全

置换多项式的密码性质研究 
张玉丽 副教授  

49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信息安全 1615300014 陈彩连 
大整数加法链的新构造及最短加法链的唯一性

与长度 
蔡庆军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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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所在学院 专业 学生学号 
学生  

姓名 
课题名称 指导教师 

指导教  

师职称 

50 土木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516500072-1 丁一倍 华南地区封开县给水工程初步设计 赵美花 讲师  

51 土木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516500021-1 曾庆东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给水工程初步设计 瞿芳术 副教授  

52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616600020 郑佩萍 个性化可穿戴空调与性能研究 吴会军 研究员  

53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616600046 刘晓飞 上海虹松图书馆空调工程设计 赵矿美 
高级工程

师  

54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616600021 曹滇钿 南昌市育新学校行政楼空调工程设计 刘燕妮 讲师  

55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 1616100029 张涛 榕江四桥初步设计 潘楚东 讲师  

56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 1616100073 范志凯 伊川至登封二级公路设计 包秀宁 副教授  

57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地下建筑工程) 1616100127 刘楠生 珠海长隆大鱼馆前广场基坑支护工程设计 罗威力 讲师  

58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1616100259 杨创钧 广州市沧海文化中心展览中心建筑结构设计 吴轶 教授  

5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1616100336 李嘉轩 武汉厚德公司员工宿舍楼建筑结构设计 王娇 讲师  

6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619300031 江锦荣 光纤光镊的设计与仿真 张武 副教授  

61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619300040 杨永健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工作原理及研究进展 张伟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