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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                     

课程类型：实践课 

学时/学分：5学分       

适用专业：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1.课程概述  

1.1 课程性质 

《毕业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实践课程，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职业技

能课程，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必要过程环节。本课程安排在第六学期开设，是教学

过程最后阶段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2 课程定位 

本课程对接的工作岗位是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资料员等岗位。通过学

习应具备能够独立开展土石方工程、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及

防水工程方案的施工设计能力。 

2.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培养目标是通过毕业设计，应使学生对所学课程进行一次全面的、

综合的复习与应用，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依据所规定的设计任务进行资料收集、

思考研究、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独立完成较完整的土石方工程、基础工程、

主体结构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及防水工程的设计工作，在设计计算、分析问题、

查阅资料手册、绘图和文字表达、动手能力以及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等方面得到培

养和提高。 

具体目标如下： 



1．方法能力目标： 

（1）具有自学和掌握新技术、新工艺的能力。 

（2）具有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毕业设计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3）具有独立进行工艺设计、编制方案的能力。 

（4）具有查找有关资料、文献等取得信息的能力。 

（5）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 

2．社会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2）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的工作作风。 

（4）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5）培养学生初步的管理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 

3．专业能力目标： 

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能独立完成土石方工程、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

装饰装修工程及防水工程的施工设计工作。设计过程中有较完整的设计技术思路，

在工艺方案确定、施工方案计算等方面能够查阅安全规程、设计手册，做到设计

依据充分；图纸资料完备；设计说明书格式规范。 

3.课程实施和建议 

3.1 毕业设计选题类别 

毕业设计主要为产品设计类、工艺设计类、方案设计类等类型。毕业设计内

容应符合本专业的毕业要求，主要解决建筑施工企业生产中的生产、安全方面问

题，设计课题尽可能从实习生产单位中选取，以便联系实际，结合生产实际情况，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设计工作量要适当，既要有一定的复杂程度，又要使学生

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 

3.2 毕业设计选题要求 

（1）选题应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一定的综合性、典型性和实际应

用价值。能体现学生进行需求分析、信息收集和处理、产品设计、工艺设计、方

案设计、资源综合利用、作品（产品）制作、软件开发、数据分析、图表绘制、



成本核算等专业综合能力和团队协作、安全环保、创新创效、吃苦耐劳、爱岗敬

业等意识的培养。 

（2）选题应尽可能地贴近生产、生活实际，最好是来源于企业真实生产或

工程中的实际项目，可以解决生产或工程实际问题。 

（3）选题应大小适中、难易适度。难易度和工作量应适合学生的知识和能

力状况，使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工作量饱满，且能完成任务。 

（4）选题原则上做到“一人一题”，对于工作量较大的设计课题，可分解为

若干子课题，由多名学生共同完成，但应明确分工并进行独立设计，避免成果雷

同。 

3.3 选题示例 

毕业设计课题可以多种类型，可以参照如下题目： 

1、 XX工程基坑支护、降水工程施工方案 

2、 XX工程土方、降水、护坡工程施工方案 

3、 XX工程桩基工程施工方案 

4、 XX工程建筑幕墙安装工程施工方案 

5、 XX工程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施工方案 

6、 XX工程预应力工程施工方案 

7、 XX工程地基及基础施工方案 

8、 XX工程主体结构（钢筋、混凝土、砌体、钢结构）施工方案 

9、 XX工程装饰装修施工方案 

10、 XX工程屋面及防水施工方案 

11、 XX工程建筑节能工程施工方案 

12、 XX工程施工试验方案 

13、 XX工程水电安装工程施工方案 

 

3.4 毕业设计工作流程 

 

 

http://www.baidu.com/s?wd=%E5%9C%9F%E6%96%B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8A%A4%E5%9D%A1%E5%B7%A5%E7%A8%8B&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8A%A4%E5%9D%A1%E5%B7%A5%E7%A8%8B&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表1     学生毕业设计流程 

序号 工作阶段 时间（周） 

1 调查研究、搜集和查阅资料，初步拟定选题 顶岗实习期间收集资料 

2 资料整理并拟定题报告（报送指导老师审核、

指导） 

1 

3 确定工艺、方法，进行施工方案计算 1 

4 编制设计说明书 1 

5 根据设计说明书绘制相关图纸并送导师审阅 1 

6 准备答辩和答辩 1 

总计 5 

1、制定毕业设计指导书 

确定毕业设计后，指导教师应制定毕业设计指导书。指导书应包括设计任务

和要求，设计内容，设计步骤，设计进度表，设计指导方法，参考资料，毕业答

辩和交流方式及评分标准等。 

2、制定毕业设计任务书 

毕业设计任务书应包括设计课题、有关数据和条件、应完成的技术文件、设

计开始及完成的时间等。 

3、学生研究毕业设计任务书 

学生接到毕业设计任务书后，应当详细地研究设计任务，了解设计要求和服

务对象，拟定设计计划。 

4、学生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收集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和归纳，提出要解

决的问题和探讨解决的正确途径。 

5、按选题进行设计。 

6、编制毕业设计说明书、绘制相关设计图纸。 

7、毕业答辩及成绩评定。 

3.5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1、在毕业设计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从实际出发，有

计划地调查研究，收集资料，重视基础理论的运用和培养独立工作能力。要启发

学生的自觉性，采取正确的学习和工作态度。要掌握学生的进度，使他们有计划



的进行设计和工作。 

2、毕业设计中要有计划地组织专题讲座，如“毕业设计的方法、步骤和工

作要点”、“如何进行现场调查”、“如何进行设计”、“如何编制设计说明书”、

“如何准备毕业答辩”等等课题，以便在整个毕业设计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正确

引导学生有效地进行学习和工作。 

3、教师在整个毕业设计过程中，要抓住方案设计这一环节，学生设计出来

的方案，一定要经过指导教师的审查，只有取得指导教师的认可以后，才能进行

下一步的设计工作，以免重大返工。 

4、在确定毕业设计课题中的实做项目时，应以实习单位项目的设备、场地

为条件， 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且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5、要组织好毕业设计的指导力量，每位教师通常以指导15人为宜，学生的

毕业设计要各具特色，不宜雷同。可以聘请实习所在建筑工地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担任毕业设计的校外指导工作。 

6、毕业设计时间应安排五周左右，毕业设计任务书在毕业设计前一周左右

发给学生。 

3.6 毕业设计评价 

1、毕业答辩 

学生要进行毕业答辩以前应认真作好准备。由领导、有关老师参加，组成毕

业设计审评组，负责审阅、答辩和评分工作。 

2、毕业设计成绩的评定 

    先由指导老师根据学生的平时表现进行过程考核打分，然后由教研室组织指

导老师针对本专业的毕业设计成果进行检查并打分，最后系部组织专家及相关老

师进行答辩打分。其具体评分标准和分值分配如下表。 

（1）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评价 

 

 

 

 

 



`表 2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价指标 指标内涵 评分标准 
分

值 

得

分 

科学性 

毕业设计成果能正确运用本

专业的相关标准，逻辑性强，

表达（计算）准确；引用的

参考资料、参考方案等来源

可靠；能体现本专业新知识、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方法、新设备、新标准等。 

1. 运用了标准吗？ 2  

2. 运用正确吗？ 3  

3. 逻辑性强吗？ 5  

4. 表达（计算）准确吗？ 8  

5. 资料（方案）等来源可靠吗？ 6  

6. 体现了新知识、技术吗？ 6  

规范性 

毕业设计成果相关文档结构

完整、要素齐全、排版规范、

文章畅通，表述符合行业标

准或规范要求。 

1. 结构完整吗？ 4  

2. 要素齐全吗？ 4  

3. 排版规范吗？ 4  

4. 文章流畅吗？ 4  

5. 表述规范吗？ 4  

完整性 

毕业设计成果体现任务书的

要求；物化产品、软件、文

化艺术作品等应有必要的说

明，说明应包括毕业设计思

路、毕业设计成果形成过程、

特点等。 

1. 有任务书吗？ 3  

2. 任务书是教师下达的吗？ 2  

3. 任务下达科学合理吗？ 5  

4. 设计成果体现了任务书要求吗？ 10  

5. 提供的说明（方案）规范吗？ 10  

实用性 
毕业设计成果可以有效解决

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1. 成果和生产、生活相关吗？ 8  

2. 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吗？ 12  

合计（60分以下为不通过） 
 

 

 

 

 

 

 



（2）毕业设计评阅（答辩）标准 

序

号 

评

分

项

目 

优秀 

（100≥X≥90） 

良好 

（89≥X≥80） 

中等 

（79≥X≥70） 

及格 

（69≥X≥60） 

不及格 

（X≤59） 

1 

答

辩 

报

告 

水

平 

答辩内容组

织合理，报告

水平高。 

答辩内容组织

较合理，报告

水平较高。 

答辩内容组织

可以，报告水

平尚可。 

答辩内容组织

得一般，报告

水平一般。 

答辩内容组织

得不好，报告

水平差。 

2 

回

答

质

疑 

能准确流利

地回答各种

问题。 

能较恰当地回

答与论文有关

的问题。 

对提出的主要

问题一般能回

答，无原则错

误。 

对提出的主要

问题经提示后

能做出回答或

补充。 

主要问题答不

出或有错误，

经提示后仍不

能回答或纠

正。 

3 

答

辩

思

维

表

达 

能简明扼要、

重点突出地

阐述论文的

主要内容。 

能比较流利、

清晰地阐述论

文的主要内

容。 

能基本叙述出

论文的主要内

容。 

能阐明论文的

基本观点。 

不能阐明论文

的基本观点。 

 

4.课程资源 

4.1 行业标准 

《建筑工程安全规程》、《建筑工程设计规范》、《建筑工程施工规范》等。 

4.2 参考资料  

《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基础工程》、《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等教材或工具书。 

4.3 网络资源 

应急管理局官网、住建部官网等。 



5.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不高于 25:1，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

一般不低于 60%，专任教师队伍要考虑职称、年龄， 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 

（2）专任教师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本专业领域有关证书；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建筑工程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扎实的建筑工程

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

科学研究；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建筑行业、专业发展，

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教学

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

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4）兼职教师 

主要从相关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

有扎实的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

业职称，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

务。 

6.实践教学 

校内： 

（1）建筑模型实训（实验）室，主要模型一般包括房屋建筑剖切、外墙节

点详图、砖基础、桩基础混凝土基础、片筏基础（3种）、箱形基础、240墙转角

和斜搓、梁、柱刚性连接节点构造、牛腿构造、钢筋混凝土梁配筋、钢筋混凝土

板配筋、钢筋混凝土牛腿柱配筋、现浇柱下基础配筋、钢筋混凝土桩配筋、板式

楼梯配筋、装配式楼梯斜梁配筋、现浇楼盖（含配筋）等，可以开展建筑构造认

知、建筑结构基础识图等相关实训项目； 

（2）建筑虚拟仿真实训（实验）室，一般包括台式电脑 60台，建筑三维虚

拟仿真系统 60 节点，可以开展基础工程施工、主体结构工程施工、装饰装修工



程施工等实训项目； 

（3）建筑材料试验室，一般包括电热鼓风干燥箱、新标准砂子筛、新标准

石子筛、砂浆搅拌机、水泥净浆搅拌机、水泥标准养护箱、水泥胶砂振实台、单

卧混凝土搅拌机、立方体抗压试模等，可以开展集料、水泥、混凝土、砂浆等相

关实训项目； 

（4）建筑工程测量实训室，主要设备一般包括水准仪、全站仪、陀螺仪、

经纬仪等设备，可以开展建筑工程测量等实训项目； 

（5）建筑 CAD 实训室，一般包括计算机、CAD 绘图软件等，可以开展建筑

CAD 绘图等实训项目； 

（6）工程制图实训室，一般包括制图桌、A0 绘图板等，可以开展工程图样

绘制等实训项目。 

（7）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实训基地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

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能够接纳一定规模的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的学生进行相关实训。 

（8）学生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实习基地要求能涵盖当前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主

流技术，可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安排实习；能够配备相应 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

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有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

全、保险保障。 

校外： 

校外顶岗实习的企业（项目）。 

 

 

 

 

 

编写：刘晓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