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文件 
湘安职院教〔2020〕25 号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2020 年学生毕业设计 

工作方案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学生

毕业设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湘教发〔2019〕22 号）、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学生毕业设计管理办法（修订）》（湘

安职院教〔2020〕1 号）文件精神，毕业设计是高等职业院

校毕业生在毕业前进行的最后一个重要的综合性设计环节，

是学生在校学习最后阶段的学习深化、提高和全面总结的综

合训练过程。为加强毕业设计的管理工作，确保毕业设计质

量，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毕业设计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理论联系实

际，独立分析、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探

索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能力、创新能力。 

二、组织机构 



（一）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郭  超 

副组长：周劲松  

成  员：梁瑞升  尹孝玲  蒋海波  谢圣权  黎望坏   

严  品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于教务处。 

办公室主任：梁瑞升 

副  主  任：王  磊  彭元辉 

成      员：杨  弋  谭庆龙  刘海妹  谢力雄 

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制定和完善学院毕业设计的相关制度文件。对毕业设

计类型、时间安排、毕业设计选题、基本流程、组织形式、

教学经费使用、指导教师安排等作原则性规定； 

2.负责毕业设计网络平台选用、建设与管理工作，及时

向二级学院分配网络空间账号； 

3.加强对学生毕业设计选题及实施过程的宏观指导，做

好毕业设计的常规检查工作； 

4.负责对各专业二级学院毕业设计质量进行抽查评估。 

（二）二级学院毕业设计工作小组 

各二级学院成立由院长任为组长，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

长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为副组长的毕业设计工作小组，

成员包括专业带头人、教研室主任或教学团队负责人。 



毕业设计工作小组全面负责本院系毕业设计工作的日

常管理，具体职责如下： 

1.根据学院毕业设计管理的有关规定和各自专业的特

点，制定毕业设计具体工作方案； 

2.负责毕业设计的组织和实施工作，严格毕业设计考核，

确保毕业设计各个环节的质量； 

3.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毕业设计环节要求，组织

制定各专业的《毕业设计标准》； 

4.向专业教学团队布置毕业设计工作任务，组织审定各

专业毕业设计题目和确定指导教师和二级学院毕业设计联

系人； 

5.明确专业教师对学生毕业设计指导的责任，定期检查

指导教师毕业设计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6.组织毕业设计答辩、审阅和成绩评定工作； 

7.进行毕业设计总结，上交有关文字材料； 

8.做好学生毕业设计成果、相关资料管理及存档工作，

并刻录成光盘备份，以便查阅； 

9.指导并审核各专业的《毕业设计标准》。 

（三）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校内毕业设计指导教师遵循自愿、择优聘用原则, 每位

教师以第一指导教师身份指导学生，人数原则上 10人左右，

无特殊情况最多不超过 15 人。指导教师一般具有中级（讲



师、工程师、实验师）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历。第一次指

导毕业设计的教师应配备有经验的教师作为第二指导教师

协同指导。 

具体职责如下： 

1.依据《毕业设计标准》，给学生下达《毕业设计任务书》，

确保毕业设计任务的专业性、实践性、可行性和工作量； 

2.依据学院有关要求，指导学生开展毕业设计的相关工

作，并适时跟踪学生毕业设计的进度。对每名学生毕业设计

的进行指导，并参与毕业设计的评阅工作，确保学生毕业设

计合格； 

3.依据《毕业设计任务书》，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重

点评价学生毕业设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实用性； 

4.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设计成果说明书》的撰写；检查

毕业设计成果是否达到《毕业设计任务书》的要求。从科学

性、规范性、完整性和实用性上对学生的毕业设计成果进行

评价； 

5.将通过后的毕业设计资料上传到指定的网络空间，确

保学生上传的资料能够在线阅读，并填写好所带学生的《学

生毕业设计汇总表》。并将纸质稿和电子稿提交给二级学院

保存。 

三、面向对象 

1.2020 届三年高职、五年高职毕业生； 



2. 2019 年 7 月 11 日－2020 年 7 月 10 日在学信网上标

注为“毕业”状态的学生。 

四、工作流程 

2020 年学生毕业设计工作流程表 

序

号 
工作阶段 时间 工作内容 阶段成果 

1 

毕业设计

选题与审

题 

2019年 11

月下旬 

1.二级学院毕业设计工

作小组公布选题 

2.学生选题 

3.审定毕业设计课题 

1.学院毕业设计工作方案 

2.二级学院毕业设计工作

方案 

3.各专业《毕业设计标准》 

2 
下达毕业

设计任务 

2019年 12

月 

1.下达毕业设计任务 

2.毕业设计任务确认 

3.毕业设计任务书审查 

1.毕业设计任务书 

3 毕业设计 

2019年 12

月 

至 

2020年 4

月 

1.毕业设计指导 
1.毕业设计成果报告书 

2.毕业设计成果 

4 
毕业设计

评审 

2020年 5

月上旬 

1.毕业设计评阅（答辩） 

2.毕业设计审查 

1.毕业设计评阅表 

2.毕业设计成绩表 

5 
毕业设计

校内审查 

2020年 6

月上旬 
1.毕业设计校内审查 

1.毕业设计任务书 

2.毕业设计成果说明书 

3.毕业设计成果（作品） 

4.毕业设计评阅表 

5.学生毕业设计汇总表 

6 

湖南省毕

业设计抽

查 

2020年 7

月至 

2020年 9

月 

1.学生毕业设计省厅抽

查 
1.学生毕业设计汇总表 

7 抽查结论 
2020年 9

月下旬 

1.学生毕业设计省厅抽

查结论 

1.毕业设计抽查情况通知

单 

 

五、毕业设计工作要求 

（一）毕业设计选题与审题 

1.选题原则上一人一题，不计副标题。最多 3 名学生共



同完成一个课题。多人完成同一课题的必须在《毕业设计任

务书》中明确规定每位学生独立完成的任务内容，任务内容

不得雷同。同时由指导教师提出书面申请报告，详细说明原

因。由专业带头人，二级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可执行，且在校

内的毕业设计抽查中列为重点抽查对象； 

2.各专业的《毕业设计标准》应根据相关产业发展及时

更新，每年更新 30%左右的选题，每 4 年要全部更新一次。

与近三年的毕业设计选题相同的，列为校内的重点抽查对象； 

（二）毕业设计内容 

1.毕业设计应结合对所学专业的理解，在理论分析或阐

述技术原理的基础上，着重于产品设计或工艺设计或方案设

计技术路线的可行性、设计过程的完整性、设计依据的可靠

性。要注意问题的提出、设计思想、设计原则、调研数据分

析，以及方案的选择与比较论证、测试步骤和测试方法、结

果或问题分析以及改进意见或设想等，同时要指出该技术或

业务领域的发展方向； 

2.每名学生的毕业设计成果须包括毕业设计任务书、毕

业设计成果说明（方案）书、作品（产品）。任务书应明确目

标、任务、实施步骤和方法、时间安排和成果表现形式等；

设计方案应明确设计思路、技术路线、工具设备要求、技术

规范等；作品（产品）可以表现为物化产品、软件、文化艺

术作品、策划方案等；成果说明书应全面总结毕业设计的过

程、收获、作品（产品）特点等。 

（三）毕业设计评审 



1.各二级学院的毕业设计工作小组，可根据各专业的实

际情况，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灵活组织线上或线下的毕业

设计评审工作。 

2.各二级学院在《毕业设计评阅表》的基础上，以《高

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抽查评价指标》为依据，各二级学

院根据所属专业的特点自行制定评价指标详细内容，评分点

原则上不得少于 4 项。 

3.评阅人至少为 2 人，指导教师不得担任评阅教师。评

阅人可由校内教师，和二级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组指定的校外

专家组成。 

4.有以下情况的毕业设计 

（1）毕业设计展示网址无法正常打开，且未上传《毕业

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成果说明（方案）书》、毕业设计作

品等资料，记零分。 

（2）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成果的学生信息与评阅

的学生信息不一致，记零分。 

（3）以论文、实习总结、实习报告方式呈现，记零分。 

（4）毕业设计成果是否存在剽窃和抄袭。请将剽窃和抄

袭的来源作为附件，记零分。 

（5）毕业设计任务选题与毕业设计成果名称不一致，依

据评分指标酌情扣分。 

（三）毕业设计挂网 

在世界大学城，指导老师自己的账户下。建立“2020 年

毕业设计”二级栏目，以每个学生姓名创建一个“三级栏目”，



并在对应的学生的栏目中上传：任务书、成果说明书、成果

和毕业设计评阅表。 

（四）毕业设计成绩提交 

1.指导老师或专业带头人在毕业设计校内审查后完成

学生毕业设计成绩录入工作。 

2.各二级学院在毕业设计校内审查后提交往届生的《学

生毕业设计汇总表》纸质稿和电子稿，纸质稿每页加盖二级

学院公章提交至明正楼 203，电子稿提交至教务处邮箱：

jwc14025@qq.com。电子稿由二级学院统一提交到教务处邮

箱，不接受个人报送的数据。 

六、毕业设计问责机制 

1.抽查不合格的毕业设计，相关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不

予发放费用。抽查中有剽窃和抄袭情形，或者被记为零分的

毕业设计，相关指导教师当年的教学质量等级下降一个档次，

相关评阅教师当年教学质量不得评优。抽查合格率低于 60%

的专业，该专业不予发放毕业设计费用，且抽查不合格相关

的指导教师当年的教学质量等级下降一个档次，相关专业和

二级学院取消评优评先资格。合格率 100%的专业依据学院相

关文件对该专业团队、二级学院及服务人员进行奖励。 

2.二级学院根据有关实践教学规定，从指导教师配备、

经费投入、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就业工作的安排管理等方面

采取有效措施，为毕业设计工作创造和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

件，保证毕业设计工作优质高效有序完成。 



3.二级学院要加强毕业设计环节的学风建设，积极倡导

科学、求实、创新、团结协作的优良学风，切实纠正毕业设

计脱离实际的倾向，坚决杜绝毕业设计中出现的抄袭、造假

等不良现象。凡在毕业设计实践或撰写过程中，有弄虚作假、

抄袭剽窃和直接使用他人成果的学生，要严肃处理，毕业设

计成绩按零分记，相关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取消当年的评优

评先的资格。 

4.当年毕业或领取毕业证的学生，都必须依据本方案完

成毕业设计。 

5.教务处将与规划与质量建设处一起完善毕业设计工

作抽查制度；依据湖南省教育厅有关文件开展毕业设计抽查

工作，抽查结果运用到二级学院年度教学工作考核当中。 

七、毕业设计工作说明 

1.学院已提供“中国知网大学生论文检测系统”，协助指

导老师检查和评阅学生毕业设计。 

2.毕业设计评审未通过者，参加学院组织安排的二次毕

业设计评审。指导教师有义务指导学生做好二次评审的准备

工作。二次评审按重修对待，最好成绩为及格。二次评审仍

未通过者，本届不再安排评审，随下一届毕业生参加毕业设

计工作。 

3.工作方案中未尽事宜，并依据学院《学生毕业设计管

理办法》进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