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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高等学校学生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培养

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

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毕业设计（论文）的

质量不但是衡量高等学校的教学水平，还是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通

过毕业设计（论文）的训练，使学生达到系统地巩固并扩大所学知识，创造性地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本专业科学研究及工程技术问题，综合锻炼并提高学生的调查研究、搜

集资料、查阅文献、使用现代工具、绘图、实验实习观察、记录、计算、设计、总结

等能力，从而使学生获得比较全面的训练。

第二章 领导机构和职责

第二条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实行校、院(部)、教研室三级管理原则对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的管理、指导、实施、检查、考核和总结。学校实行宏观管理，院(部)

是管理的主体。

第三条 校级领导机构和职责

1．学校主管教学工作副校长对全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负责，实行宏观管理。

建立校级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人：教学副校长；

成 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教务处处长、各院（部）院长（主任）。

2．校级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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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贯彻落实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对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工作的有关文件，制定

和修订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工作中校级有关政策、条例和规章制度，对全校毕业设

计（论文）实行宏观管理；

（2）负责组织对各院(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各环节的抽查与毕业设计（论

文）工作的评估，将检查结果、建议和意见及时反馈给各院(部)和相关部门；

（3）依据本条例及相关规章制度检查各院(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经验，

组织交流；负责毕业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组织审定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答

辩，确定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和校级优秀指导教师并给予表彰。协调编辑、出

版优秀论文集（摘要）；

（4）负责全校对各院(部)毕业设计（论文）经费的审批；

（5）教务处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院(部)级领导机构和职责

1．院(部)院长（主任）对全院(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负责，建立院(部)级毕

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

负责人：院(部)院长（主任）；

成 员：院(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党总支书记、副院长（主任）、教科办主任、

各专业负责人。

2．院(部)级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职责：

（1）贯彻执行本规定及相关规章制度，制定本院(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细则

与时间安排，对本单位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负责；

（2）组织对初次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教师的培训工作；

（3）组织审定本单位毕业设计（论文）课题，审查指导教师和参加毕业设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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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的资格。在第七学期第 18 周前将院(部)毕业设计情况一览表（附表四）与院

(部)级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名单交教务处；

（4）组织检查本单位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进度和质量，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

（5）组织、审定本单位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和各专业答辩小组，协助学

校对毕业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按学校要求组织、安排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的具

体工作；

（6）组织院(部)级答辩，审核成绩并确定优秀毕业设计（论文）[院（部）级]；

（7）组织评选、推荐本单位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和指导教师；

（8）按学校规定上交、保管本单位毕业设计（论文）文档资料；

（9）做好本单位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放假前，将院(部)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总结（附表十四）交教务处；

（10）负责院(部)毕业设计（论文）经费的管理；

（11）院(部)教学办负责具体管理工作。

第五条 教研室职责

1．教研室主任（或专业负责人）对本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负责，落实各项

具体工作。

2．教研室作为直接组织和指导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基层单位其职责：

（1）落实校、院(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规定；

（2）组织培训初次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教师；

（3）向院(部)推荐毕业设计（论文）课题及指导教师名单；

（4）考核指导教师工作，监控毕业设计（论文）进度和质量；

（5）组织并实施毕业设计（论文）开题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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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织并实施对毕业设计（论文）的评阅、答辩和成绩评定；

（7）向院(部)推荐本专业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8）做好本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按规定汇总毕业设计（论文）文档

资料。

第三章 基本要求

第六条 综合素质

1．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责任意识、协作精神。

2．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理念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强化工程意识和经济意识。

3．在对学生智力因素培养的同时，要注意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如自我控制

能力、自我认识能力、自我激励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

第七条 业务能力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具有解决一定复杂程度的

工程实际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经济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

作风。提高学生获取信息能力、观察能力、表达能力等。

2．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应综合运用学过的多学科理论、知识与技能，

分析、解决给定的任务。通过学习、实践与研究，使得理论知识深化，知识领域扩展，

专业技能延伸。

3．学生应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一项给定的任务，编写符合要求的设计说明或撰

写一份合格的毕业论文。

4．学生应学会依据课题任务，进行资料收集、加工与整理和正确使用工具书，培

养学生掌握工程设计的程序、方法与技术规范，提高工程设计计算、图纸绘制、编写

技术文件的能力；培养学生掌握实验、测试、数据处理等科学研究与应用的基本方法。

5．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应注意强化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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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工作量

为了保证综合训练，所有学生在毕业设计期间应完成以下工作：

1．查阅文献资料不少于 15 篇（列入参考文献中），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2篇。根

据查阅的文献资料情况，写出文献综述，字数不少于 3000 字；翻译外文文献一篇，译

文字数不少于 3000 字，并分别单独装订成册。

2．应安排一定量的计算机应用，使学生掌握现代研究手段，提高毕业设计（论文）

质量；

3．毕业设计(论文)分设计（说明书）或论文两类，毕业设计的学生必须独立完成

一定数量的工程图，其中工程图至少要有 1张是计算机绘图，一份 12000 字以上的设

计说明书（论文）；毕业论文篇幅一般为 2万字左右。

各院(部)应根据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本院(部)专业特点，制定出能

反映本院(部)办学水平、经过学生努力可以完成的具体工作量。

第四章 选题要求

第九条 我校在职的教学、科研人员和校外科研、企业有关人员可以提出毕业设

计（论文）课题；鼓励并提倡学生发挥主动性，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提出想法，在

教师指导下，共同商定课题。

第十条 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应坚持面向专业、面向经济建设、面向生产实际。

选题应达到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设计（论文）所规定的教学基本要求，培养有利于学

生综合应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等能力，并能保证各专业所应当具

有的基本技能的较全面训练，使学生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科学实验能力、工程技

能、应用各种现代化仪器设备的水平以及独立工作能力有较大的提高。

第十一条 选题应与社会、生产、科研、教学和实验室建设等实际任务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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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理工科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应在实际任务、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具有实际

应用前景、具有创新构思的课题中选取；文科及经管类的选题需注重分析解决当前经

济改革和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选题中鼓励不同学科（专业）相

互交叉，相互渗透，并鼓励与校外企、事业单位合作提出课题。课题要真题真做，结

合工程实际（结合社会实践）的课题不少于 70％。

第十二条 选题的内容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调查研究、查阅文献和搜集资料的能

力；理论分析、制定设计或实验方案的能力；设计、计算和绘图能力；实验研究能力；

技术经济分析和组织工作能力；应用计算机开发软件能力；应用外语，特别是专业外

语能力；撰写论文或设计说明书的能力等。

第十三条 题目的工作量和难度要适当，过程要完整。应使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经过努

力能基本完成全部内容，或者能有阶段性的成果，既不使学生承担的任务过重，结束

时遗留很大的尾巴；又不因任务过少，造成学生空闲，以致达不到基本训练的要求。

应采用因材施教的原则，对优秀学生可适当加大份量和难度，针对不同层次学生提高

其研究水平和能力。鼓励学生有所创新。

第十四条 申报课题应于第七学期第 15 周前完成，并由申报人填写“毕业设计（论

文）课题申报表”（附表二）。相同课题不能连续使用两届以上（每届课题重复不得超

过去 30%）。鼓励有条件的院（部）可安排全部或部分学生提前进入毕业设计（论文）

环节，学校提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时间“覆盖一年”。

第十五条 课题由院(部)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组织论证、评审，专业教研

室对所申报的课题进行论证和筛选后，再聘请本专业校外专家对课题进行评审，填写

《河南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校外专家评价表》（附表三）。课题数量应大于

参加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数量，并将课题题目于第七学期第 17 周前向学生公布，



7

安排学生选题，使学生早作准备。

第十六条 课题的分配实行双向选择，学生自愿选题选教师，指导教师依条件选

择学生，最终由院(部)领导小组协调落实学生选定的课题与指导教师。

第十七条 学生选题原则上一人一题，对一些较大的课题，可组成设计小组分工

合作，做到题目相同研究内容不同，以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

第十八条 题目一经选定，不得中途随意更换，若确需更换题目时，必须在开题

前向院(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进行调整，并在教务处备案。

第五章 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第十九条 指导教师应具有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硕士学位。

第二十条 指导毕业设计（论文）人员的资格须经院(部)毕业设计（论文）领导

小组审定。初次指导毕业设计（论文）的教师须经过专门培训。

第二十一条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每位指导教师对其指

导的学生在整个毕业设计（论文）阶段全面负责（含毕业实习）。每个指导教师指导学

生数原则上为 5-7 人，最多不能多于 10 人。

第二十二条 指导教师在申报课题批准后填写“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附表

六），经教研室主任签字后在第七学期第 18 周前发给学生。任务书应与申报课题一致，

下达后原则上不得变动。

第二十三条 指导教师应向学生说明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和作用、任务与要

求、基本内容、工作程序与时间分配、主要参考资料、文档整理、论文撰写及成绩评

定标准等。各专业应编写包含上述内容的“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书”，指导学生完成

毕业设计（论文）。

第二十四条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开题报告”（附表七）和开题答辩（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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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指导教师要经常与学生交流，具体时间安排由各系（部）毕业设计

（论文）领导小组规定，一般每周不少于两次，每次不少于 2小时。指导教师必须抓

住关键问题进行指导，因材施教，不能出现原则性错误；要注意引导学生、充分发挥

其主动性，不能包办替作。要掌握学生的工作进度，使全部工作任务保质有序按时完

成。

第二十六条 指导教师应指导学生撰写说明书（论文）、论文提要和汇报提纲。认

真审查设计说明书、图纸、论文，填写“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意见书”（附表十）。

第二十七条 指导教师临时出差须经院(部)毕业设计领导小组批准，时间超过一

周，要委托代理指导教师；一个月以上，则须另定指导教师，并报教务处备案。

第六章 对学生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 根据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的要求，学生应向指导教师提出调查

研究提纲，在调研基础上拟定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计划，在毕业设计（论文）开始

两周内写出“开题报告”并完成“开题答辩”。“开题报告”内容主要包括：调研资料

准备情况，设计的目的、要求、技术路线与成果形式，工作任务分解，各段完成的内

容及时间分配、存在的问题等。交指导教师审查批准后正式开始设计（论文）工作。

学生完成开题报告工作后，应包括查阅资料、外文文献翻译（3000 字）、文献综述（3000

字）等这些工作也要完成。

第二十九条 学生应对本人的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负责，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给定的毕业设计（论文）各项任务。毕业设计说明书或论文书写格式遵照《河南工

程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规范》。

第三十条 学生应主动向指导教师汇报工作进度和遇到的疑难问题，保证每周与

指导教师见面不少于两次，并做好毕业设计工作记录（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记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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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校统一制作）。第八学期第 8周填写“毕业设计（论文）学生自查表”（附表九）

第三十一条 学生必须独立完成规定的全部任务，严禁抄袭他人的成果或请他人

代做，学校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正文进行学术不端检测，一经发现抄袭他人成果

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二条 毕业设计（论文）的实际工作时间不足规定时间三分之二者，不得

参加当年答辩。

第三十三条 学生应在第八学期第 12 周之前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初稿，并

将正文电子文档交学生所在院（部），以备学校进行学术不端检测。毕业设计（论文）

答辩开始日前一周，学生须提交出毕业设计（论文）全部成果，文档部分按规定装订

成册，并向指导教师提出答辩申请，指导教师同意后，方能进入答辩程序。

第三十四条 学生答辩前需进行充分准备：写出设计说明书或论文提要、发言提

纲，绘制必要的图表等。参加院(部)级、校级答辩需准备 PPT 汇报提纲。

第三十五条 答辩后，学生应交回所有资料（包括设计说明书、图纸、论文、阶

段资料、实验原始记录、译文、软件文档等）。对设计内容中涉及的有关技术资料负有

保密责任，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对外发表或转让。

第七章 实习调研

第三十六条 毕业论文

（1）社会调查。毕业论文、尤其是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应当注意联系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帮助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因此，毕业生应

走向社会，深入实际，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进行论文选题的前期调研，以便理论联系

实际，做到学以致用，发挥毕业论文应有的作用。

（2）实习调研。毕业生应带着毕业论文选题或选题意向进行毕业实习（或生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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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在实习过程中了解现实问题，积累相关资料，做好调研记录，完成调研报告，为

完成毕业论文提供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3）文献检索。做毕业论文必须进行文献资料的检索和查阅，了解有关选题的研

究历史背景、研究水平、已有成果和主要研究动向，以进入该选题研究的学术前沿。

因此，学生应具备熟练查阅中、外文献资料的能力。本阶段要求学生查阅一定数量的

文献资料，并结合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编写相应的文献综述。文献查阅范围包括专业

图书、年鉴、百科全书、文摘、专业核心期刊、重要报纸和政府部门的研究报告等。

第三十七条 毕业设计

实习调研是毕业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习调研前一般要制定实习调研提纲，

以做到目标明确、有的放矢，调研时间由各专业确定。实习调研应包括以下内容：

（1）了解国内外有关本学科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

（2）调查了解选题中需解决的问题并初步确定解决这些问题的设想和思路。

（3）整理分析相关资料，深入实习现场，巩固、深化、扩展所学的理论知识，并

进一步了解选题所涉及的工程技术细节。

（4）结合选题需要，掌握与毕业设计有关的第一手资料。

实习调研结束后，学生需向指导教师提交调研笔记或调研报告。

第八章 中期检查

第三十八条 为确保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使其真正达到预期目的，校、院（部）、

教研室三级都要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全过程的管理，尤其要进行毕业设计（论文）

的中期检查。专业教研室负责人、院（部）领导应不定期检查毕业设计（论文）情况，

教务处会同学校督导组则随机抽查。中期检查时学生应完成如下内容：开题、综述、

外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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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各级检查的主要内容

（1）指导教师是否按要求书写了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学生是否按要求进行

了开题及报告的书写、开题答辩、文献综述情况和外文翻译资料；

（2）根据已审核通过的毕业设计任务书，查看学生的论文初稿、有关图纸、计算

说明、实验报告等，听取学生口头汇报，检查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进度，学生毕业

设计（论文）进度是否正常；

（3）指导教师是否认真负责，是否经常亲临现场检查、指导毕业设计（论文），

听取学生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汇报；

（4）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态度和纪律如何；

（5）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情况；

（6）已完成的研究内容、目前存在的问题，拟采用的解决方案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7）论文题目一人一题，内容是否存在与不同年级之间的抄袭、雷同现象；

（8）进一步强调毕业论文的格式、装订顺序、提交时间 。

第四十条 检查方法

（1）学生提交已经审核通过的毕业设计任务书、开题报告及毕业论文初稿；提交

《毕业设计(论文)学生自查表》附表八。论文工作是否按计划任务书的内容和进度执

行，如有与计划任务书内容不相符的部分，请说明原因。

（2）教务处会同督导组将随机抽查各院（部）对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的执

行情况；各院（部）应将中期检查结果形成简明的书面总结上报教务处，对特殊情况

应有一定的说明。

第四十一条 中期检查后，各院（院）应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对各届本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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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的后期管理，导师要加强对毕业生论文的指导，确保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

顺利进行。

第九章 对组织答辩和成绩评定的要求

第四十二条 我校实行三级答辩，即校级答辩、院（部）级答辩、教研室答辩。

校级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由校级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确定，各院(部)

成立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至少 5人），各教研室成立答辩小组（至少 4人），

和院（部）于答辩两周前公布答辩委员会及各答辩小组组成人员、时间、地点，并报

教务处。

第四十三条 院(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组织各专业教研室对毕业

设计（论文）的评审评阅，每题由 1~2 人评阅并于学生答辩前完成，评阅人应具有指

导教师资格。

第四十四条 评阅人要认真评审毕业设计（论文）、给出成绩、填写“毕业设计（论

文）评审表（评阅人用）”（附表十一（1））或“毕业论文（文科）评审表（评阅人用）”

（附表十一（2）），评阅人应提出 3~5 个问题交答辩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不得泄露。

第四十五条 答辩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本组学生答辩工作（学生汇报 10—15 分钟，

回答问题 10—15 分钟），给出成绩，填写“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评审表”（附表十二），

报院(部)答辩委员会。

第四十六条 院(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组织院(部)级答辩。院(部)级

答辩的方式与具体办法由院(部)答辩委员会确定。各院(部)应控制成绩分布状态，优

秀论文数量不能超过 15%，并按学校规定的比例推荐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填写

“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推荐表”（附表十三）。

第四十七条 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采取“结构分”进行成绩的综合评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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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分”由指导教师评分、评阅人评分、答辩小组评分组成，三部分的比例为 3：3：4。

综合评定成绩按优秀（100-90）、良好（89-80）、中等（79-70）、及格（69-60）、不及

格给定，毕业设计（论文）成绩最后由院(部)答辩委员会核准，报教务处备案。毕业

设计（论文）成绩按附表十五格式填写。

第四十八条 院(部)级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院(部)级优秀毕业设

计（论文）答辩。参加院(部)级答辩人数一般应不少于本届学生总数的 10%，并按本届

学生总数的 1%推荐参加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答辩。院(部)级答辩重在选优和交

流，特殊情况，可对毕业设计（论文）的小组答辩成绩作出调整（替换小组答辩评审

表）。

第四十九条 校级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答辩。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答辩重在学习交流。参加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答辩采取末位淘汰制，淘汰者不属于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获校级优秀毕业设计

(论文)者学校颁发荣誉证书，指导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并享受校级

优秀教学质量奖。

第五十条 各级答辩应做好答辩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时间、地点、学生姓名、

提问题目、学生回答问题情况、总体答辩评语等。

第十章 毕业设计文档管理

第五十一条 毕业设计（论文）有关文档应单独装入专用的资料袋内，资料袋每

生一份，以学生班级为单位按学号排序集中存放。毕业设计（论文）资料袋内文档材

料包括：

1、开题报告、开题答辩记录表；

2、学生自查表（中期教学检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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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记录本；

4、指导教师意见书；

5、评阅人评审表；

6、答辩评审表；

7、文献翻译（与原文（复印）装订成册）；

8、文献综述；

9、毕业设计（论文）及附图；

并按顺序排放。

第五十二条 课题申报表、毕业设计（论文）情况一览表、答辩安排、答辩记录、

毕业设计工作总结、毕业设计成绩单（按学生班）应分年级按专业集中装袋保管。

第五十三条 毕业设计（论文）有关文档资料由院（部）档案室保存。

第十一章 质量控制与检查

第五十四条 毕业设计（论文）开始后第一周，各院(部)应组织指导教师填写“毕

业设计（论文）工作情况一览表”（附表五），并交教务处备案。

第五十五条 教务处负责组织有关专家对全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和毕业设计

（论文）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检查结果写成书面报告并填写附表十六—十八。

第五十六条 院(部)负责组织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初期、中期检查，并将检查

结果与存在问题写成书面材料，报教务处。

第五十七条 教研室负责阶段检查。对毕业设计（论文）中的关键、重点问题进

行质疑，并检查进度和存在问题。检查情况要记录在册，并报院(部)毕业设计（论文）

领导小组。

第五十八条 指导教师负责日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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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附则

第五十九条 下附所有表格空白处可以手写或电子填写，电子填写：宋体、字号

为五号字、单倍行间距。

第六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与该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六十一条 各院(部)可根据本规定，制订适合本单位的实施细则，报教务处审

批备案。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河南工程学院教务处

二 O一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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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日程安排

时间 工作安排

第七学期 15周前 申报课题

第七学期 16周前 审定课题，审查指导教师资格

第七学期 17周前 向学生公布课题和指导教师，发放“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书”

第七学期 18周前
各院(部)将“毕业设计（论文）情况一览表”、院(部)级毕业设计（论文）
领导小组名单交教务处

第七学期 19~20周
放假前

指导教师与学生见面，发“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第八学期第 1周 院(部)将“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情况一览表”交教务处

第八学期第 3周前 学生完成“开题报告”、开题答辩

第八学期第 8周 学生将“河南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学生自查表”交学生所在院(部)

第八学期第 15周
学生完成设计（论文）提交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指导教师评审，评

阅人评审。各院(部)成立答辩委员会和教研室（专业）答辩小组同答辩
时间、地点安排报教务处。

第八学期第 16周 各院(部)向学生公布答辩安排，组织教研室（专业）答辩。

第八学期第 17周 组织院(部)答辩。推荐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第八学期第 18周 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公开答辩。各院(部)整理毕业设计材料。

第八学期第 19周 教务处组织对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进行评估。

放假前 各院(部)将“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报告表”交教务处。

注：“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书”由各院(部)根据本专业特点结合本管理办法自行制定。



17

附表二：

毕业设计（论文）课题申报表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课题类型

指导教师 技术职务 指导学生人数

是否实习 实习地点

课题简介：（选题背景、主要内容、现有条件、时间安排、预期成果及表现形式。）

专业教研室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院(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课题来源要填写明确（如基金项目、攻关项目、某企事业单位项目等）

2、课题类型：（1）A—工程设计；B—技术开发；C—软件工程；D—理论研究；E—应用研究

（2）X—真实课题；Y—模拟课题；Z—虚拟课题；

要求（1）、（2）均要填，如 AY，B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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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河南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校外专家评价表

院(部)： 年级专业（方向）：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A级指标 C级指标

评价等级

Ａ Ｂ Ｃ Ｄ

指导

思想

培养

目标

选题符合培养目标 选题基本符合培养目标

价值
围绕本学科选择有很好理

论和实用价值

围绕本学科选择有一定理论和

实用价值

综合

训练

对所学的知识能力进行很

好综合训练、评估

对所学的知识能力进行一定的

综合训练、评估

知识

面

题目的内容能够涵盖本专

业的主干课程的内容

题目的内容能够涵盖本专业的

部分主干课程的内容

难易

度

符合

专业

培养

要求

符合本专业培养方案和教

学大纲对知识、能力培养的

要求

基本符合本专业培养方案和教

学大纲对知识、能力培养的要求

人题 1人 1题 1.6～2 人 1题。

成果
毕业设计（论文）一定有阶

段成果。

毕业设计（论文）有阶段成果。

工作

量

时间 16～18 周 12～14 周

工作

量

学生正常完成设计题目任

务

学生基本完成设计题目任务

联系

实际

联系

实际

联系实际课题和真实科研

课题≥80％

联系实际课题和真实科研课题

≥60％

总成绩
优秀：Ａ≥8；良好Ａ＋Ｂ≥8；中等：Ａ＋Ｂ＋Ｃ≥8；及格：Ａ＋Ｂ

＋Ｃ≥6；不及格：Ｄ≥4

总体意见（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个，毕业生 名，附选题申报表和毕业设计（论

文）情况一览表）：

专家签名： 职称： 从事专业：

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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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20 年毕业设计（论文）情况一览表（本科）

院(部)： 专业： 第 页 共 页

序号 课题（论文）名称 课题来源 类型 指导教师 职称 教师所在单位 学生姓名 人数 备注

合计

类型说明：（1）A—工程设计 B—技术开发 C—软件工程 D—理论研究 E—应用研究
（2）X—真实课题 Y—模拟课题 Z—虚拟课题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人均经费 元/学生 填表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表头字体及位置不要改动，打印采用 A4 打印纸，不够请转下一页，但每页都要有表头和表底说明（不要填表说明）。

2、一个课题一个序号。

3、按专业进行合计。合计栏中要将课题、类型、教师、职称（正高、副高、中级、初级）、学生等数量分别统计填入。

4、类型一栏中（1）、（2）均要填，如 AY、BX 等。

5、填报内容必须属实，该表是教学检查的依据，若中途更改须有院（部）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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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

20 年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情况一览表

院(部)： （盖章） 专业：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序号 指导教师 学生名单

学生

人数

学生地点 学生工作时间 教师指导

地点
教师指导时间 备注

上午 下午 晚上

注：1.本表按专业填写，学生名单栏按照指导教师分配的课题小组填写；

2.在校外做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在备注栏中注明；

3.若本页不够，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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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河南工程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题目

专业 学号 姓名

主要内容、基本要求、主要参考资料等：

完 成 期 限：

指导教师签名：

专业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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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开题报告表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课题类型 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学 号 专 业

开题报告内容：（调研资料的准备，设计的目的、要求、思路与预期成果；任务完成的阶段内容

及时间安排；完成设计（论文）所具备的条件因素等。）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可加页）

课题类型：（1）A—工程设计；B—技术开发；C—软件工程；D—理论研究；E—应用研究
（2）X——真实课题；Y——模拟课题；Z—虚拟课题

要求（1）、（2）均要填，如 AY、BX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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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开题答辩记录表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课题类型 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学 号 专 业

开题答辩记要

开题时间 开题地点 两个综述完成情况

答辩

小组

成员

姓名 职称 姓名 职称 姓名 职称

开题报告答辩摘要：

答辩小组长签名： 日期：

（可加页）

课题类型：（1）A—工程设计；B—技术开发；C—软件工程；D—理论研究；E—应用研究
（2）X——真实课题；Y——模拟课题；Z—虚拟课题

要求（1）、（2）均要填，如 AY、BX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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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河南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学生自查表

（中期教学检查用）

学生姓名 专业 班级

指导教师

姓 名

课题名称

个人作息

时 间
上午

自 时

至 时
下午

自 时

至 时
晚上

自 时

至 时

工作地点 上午 下午 晚上

个人精力

实际投入

日平均工

作时数

周平均工

作时数

迄今

缺席

天数

出勤

率%

指导教师

每周指导

次数

每周指导

时间（小时）
备注

毕业设计

（论文）

工作进度

已完成的主要内容 % 待完成的主要内容 %

存在问题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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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意见书(评审标准)

课题名称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学号

序号 评审项目 指 标
满分

评分
理 文

1
工作量、

工作态度

按期圆满完成规定的任务，难易程度和工作量符合教

学要求；遵守纪律，学习认真；作风严谨，踏实肯干；

善于与他人合作。

20 20

2 调查论证

能独立查阅文献和调研；能较好地写出开题报告；有

综合、收集和正确利用各种信息及获取新知识的能

力。

10 20

3 译文 翻译准确，语句通顺、流畅；译文数量符合要求。 5 10

4
设计、实验

方案，分析

与技能

设计、实验方案科学合理；数据采集、计算、处理正

确；论据可靠，分析、论证充分；结构设计合理、工

艺可行、推导正确或程序运行可靠；绘图准确、符合

国家标准；有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分析。

40 0

5
设计说明书

论文质量

综述简练完整，有见解；立论正确，论据充分，结构

严谨合理；文理通顺，技术用语准确，符合规范；图

表完备、正确。

20 40

6 创新
有创新意识，有独特见解，设计（论文）有一定应用

价值。
5 10

是否同意参加答辩： 总 分

评语：

指导教师签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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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1）

毕业设计（论文）（工科）评审表（评阅人用）

课题名称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学号

序号 评审项目 指 标 满分 评分

1 选题及工作量
课题能使学生受到本专业全面综合训练。课题完

成达到教学基本要求，难易程度、工作量适宜。
20

2 调查论证

根据课题任务，能独立查阅文献资料和从事其它

调研。有收集、分析、综合和正确利用各种信息

的能力。

10

3 译 文 翻译准确，语句通顺、流畅；译文数量符合要求。 5

4
设计、实验方案、

分析与技能

设计、实验方案科学合理；数据采集、计算、处

理正确；论据可靠，分析、论证充分；结构设计

合理、工艺可行、推导正确或程序运行可靠；绘

图正确、符合国家标准；有必要的社会、经济效

益分析。

45

5 设计说明书
条理清楚，文理通顺，用语符合技术规范，图表

清楚，书写格式规范。
15

6 创 新 有独特见解，结论有一定应用价值。 5

总分

评语：

评阅人签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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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2）：

毕业论文（文科）评审表（评阅人用）

课题名称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学号

序号 评审项目 指 标 满分 评分

1 选题和工作量 课题的内容、难易程度和工作量符合教学基本要求。 20

2 调查论证
根据课题任务，能独立查阅文献资料和从事其它调

研。有收集、分析、综合和正确利用各种信息的能力。
20

3 译 文 翻译准确，语句通顺、流畅，译文数量符合要求。 10

4 论文质量

文章切合选题，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观点明确，论

据充分，论证严格，文笔流畅，语言通顺，使用专业

术语准确，图表清楚，符合要求。

40

5 创 新 有独特见解，或有一定应用价值。 10

总分

评语：

评阅人签名：

日 期：



28

附表十二：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评审表

课题名称

学生

姓名

专业

班级

学

号

指导教师

姓名
职称

序号 评审项目 指 标 满分 评分

1 课题介绍

思路清新；语言、图、表、文字表达准确，概念

清楚，论点正确；实验（论证）方法科学，分析

归纳合理。

40

2 答辩准备 准备工作充分，答辩材料齐全，时间符合要求。 10

3 创 新 有独特见解，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10

4 答 辩
回答问题有理有据，基本概念清楚。主要问题回

答准确，有一定深度。
40

总分

评语：

答辩委员会（小组）成员：

姓名职称（签名）：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职称（签名）：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职称（签名）：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职称（签名）：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职称（签名）：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职称（签名）：_________________

答辩委员会（小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毕业设计（论文）总评定成绩

指导教师评分：________ 评阅人评分：_________ 答辩评分：___________

综合评定分数（上述三项按比例 3:3:4）：_______ 总评定成绩：__________

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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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

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推荐表

设计（论文）名称 导师姓名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

评阅人 技术职务

评阅人评审意见：

评阅人签名： 日期：

评阅人拟提问问题（3—5个）：

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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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报告表

院(部)： 年 月 日

专业名称 合计

课题数

课

题

类

型

工程设计 A
数量

%

技术开发 B
数量

%

软件工程 C
数量

%

理论研究 D
数量

%

应用研究 E
数量

%

真实课题 X
数量

%

模拟课题 Y
数量

%

虚拟课题 Z
数量

%

指

导

教

师

高级
人数

%

中级
人数

%
初级

（辅助）

人数

%
总数

参加毕设学生人数

学

生

成

绩

优秀
人数

%

良好
人数

%

中等
人数

%

及格
人数

%

不及格
人数

%

缓答辩
人数

%
毕设生均经费

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

项
受到生产部门重
视或准备采纳

项
有较大经济
或实用价值

项
有较高学
术水平

项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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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组织管理、学生成绩分析、总体评价及典型经验、存在问题及分析、整改建议。不少于

2000字）

（请加页）

院(部)负责人签名： 教学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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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五

河南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一览表

院(部) 专业班级 填表人 专业负责人

序号
学生

姓名
毕业设计题目

指导

教师
职称

学生

成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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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六

河南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质量评价表

院(部)： 专业： 201 届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等级

备注
A B C D

1 严格执行学校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

2 制定了补充管理细则和要求

3 毕业设计（论文）资料（含电子文档）保管规范

4 毕业设计（论文）数量齐全 不齐全不能评 A

5 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资料袋中资料完整齐全 不齐全不能评 A

6 开题报告规范完整

7 学生自查表规范完整

8 指导教师意见书规范完整

9 评阅人评语规范完整

10 答辩评审表规范完整

11 答辨程序规范、答辩记录规范完整、成绩评定规范
无答辩记录不能

评 A

12 课题申报表规范完整

13 情况一览表规范完整

14 成绩一览表规范完整

15 毕业设计工作总结认真全面

评定成绩
优秀的标准是：A≥12（黑体项目为 A），D＝0；良好的标准是：

A+B≥12；合格的标准是：A+B+C≥12；不合格的标准是：D>3

专

家

评

语

评审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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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七

河南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评价表

院(部)： 专业班级：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题目

指导

教师

指导教

师评定

成绩

评阅人
评阅人

评定成绩

答辩委员

会

评定成绩

评 价 项 目 A B C D

选题

质量

1 选题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体现综合训练基本要求

2 题目难易度

3 题目工作量

4 题目与生产、科研、实验室建设等实际的结合程度

毕业

设计

质量

5
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论文（设计）涉及学科范围，

内容深广度及问题难易度）

6 应用文献资料的能力

7 实验（设计）能力

8 计算能力（数据运算与处理能力等）

9 外文应用能力

10 计算机应用能力

11
对实验结果的分析能力（或综合分析能力、技术经

济分析能力）

12 插图（或图纸）质量

13 论文（或设计说明书）撰写水平

14 论文（或设计）的实用性与科学性

15
论文（或设计）规范化程度（论文（或设计）栏目

齐全合理、SI 制的使用等）

16 创见性（只分“有”或“无”）

评阅与

答辩
17

评阅与答辩（有否指导教师和论文评阅人评阅意

见、答辩委员会意见以及成绩评定是否恰当等）

评定成绩（分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等）

专

家

评

语

（如不够填写，可另附纸）

评审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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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八

河南工程学院毕业论文评价表

院(部)： 专业班级： 学生姓名：

毕业论文题目

指导

教师

指导教师评

定成绩
评阅人

评阅人

评定成绩

答辩委员会

评定成绩

评 价 项 目 A B C D

选题

质量

1 选题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体现综合训练基本要求

2 题目难易度

3 题目工作量

4 理论意义或实际价值

能力

水平

5 查阅文献资料能力

6 综合运用知识能力

7 研究方案的设计能力

8 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运用能力

9 外文应用能力

成果

质量

10 文题相符

11 写作水平

12 写作规范

13 篇幅

14 成果的理论或实际价值

评阅与

答辩
15

评阅与答辩（有否指导教师和论文评阅人评阅意

见、答辩委员会意见以及成绩评定是否恰当等）

专家评定成绩（分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等）

专

家

评

语

（如不够填写，可另附纸）

评审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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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九

河南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程序表

序号 环节 主要工作内容 时间

安排

1

参加答

辩资格

审查和

答辩准

备工作

(1)参加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的学生必须于答辩开始日
前一周（第八学期第 15周），提交出毕业设计（论文）全部
材料（含电子文档），纸质文档按规定装订成册，并向指导教

师提出答辩申请，在指导教师同意后，方可进入答辩程序。
第八学

期第 15

周
(2)教研室负责对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经审查符合要求，由教
研室主任批准后获得参加答辩资格；凡未按时完成毕业设计

（论文）者或毕业设计（论文）的实际工作时间不足规定时

间三分之二者（查看《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记录》或

存在其他问题不得参加当年答辩。

(3)各院(部)于第八学期第 14 周组成院(部)答辩委员会和各专
业（教研室）答辩小组，并于周五之前把院(部)整体答辩安排
报教务处以备检查。

2

毕业设

计 ( 论

文 ) 答

辩 ( 教

研 室

级)

(1)各院(部)于第八学期第 15 周初向学生公布院(部)答辩委员
会和各专业（教研室）答辩小组组成成员(含职务、职称、专

业方向、分工等)，并公布答辩具体时间、地点安排，第十六

周开始答辩。

第八学

期第 16

周

(2)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首先要经过专业答辩小组（至

少有 4 人组成，其中一位答辩秘书）答辩。答辩前，学生要

向专业答辩小组递交所有答辩材料，答辩小组每个成员都必

须详细审阅每位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报告，了解设计(论文)

的质量和水平，并准备答辩时应向学生提出的问题，为答辩

作好准备。答辩中，学生须报告自己毕业设计(论文)的主要

内容，但不能少于 10 分钟，并回答答辩小组成员的提问。每

个学生答辩时间约 10～20 分钟，指导教师不得参与自己指导

学生的答辩工作。

（3）专业答辩小组答辩时间应安排在第 16 周完成，答辩结
束后专业答辩小组要及时向本院(部)推荐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和答辩不合格者。最后完成答辩成绩评定和总结。

3

毕业设

计 ( 论

文 ) 答

辩 ( 院

部级)

（1）院(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至少有 5人组成）
在第 17 周进行，对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者、不合格者以及

有争议者进行二次答辩。院(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
要对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进行最终审核并推荐校级优秀毕

业设计（论文）。

第八学

期第 17

周

4

毕业设

计 ( 论

文 ) 答

辩 ( 校

级)

（1）校级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于第 17 周周五对推

荐参加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进行公开答辩，并最终确

定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获得者。学校将在第 18周周一
上午召开学位授予大会，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获得者

和指导教师在大会上将受到表彰。

第八学

期第 18

周

5
成绩评

定

（1）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由三部分构成，指导教师:评阅

教师:答辩委员会（小组）=3:3:4，评审标准见《河南工程学

第八学

期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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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条例》附表十---附表十二。 周

6
检查评

估和总

结

1、各系（部） 要 （1）做好毕业设计（论文）资料收集、归档、整理工作，对

本院(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行总结，并将总结材料交教
务处。

第八学期

第 19 周

2、第 19 周学校将 （2）组成专家组到各院(部)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行检查、
指导、评估，教务处负责全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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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关于本科生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暂行规定

为了鼓励学生到社会、生产、科研一线进行毕业设计和撰写毕业论文，强化

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极探索主动适应市场经济条

件下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新模式，同时，加强学校与校外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联

系和合作，扩大学生就业机会，实现毕业生的“零适应期”，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申报条件

校外企事业单位所从事的技术领域与申请者的专业方向相同或相近，且具备指

导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技术条件、人员条件。同时，申请者应提供校外企事

业单位同意接受该毕业生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公函并按河南工程学院要求

已办理分散实习手续。

二、申报程序

1、院(部)确定的校内指导教师负责填写《毕业设计（论文）课题申报表》，并

注明是否同意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

2、在校外进行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申请原则上必须由学生本人提出，并

征得校内指导教师的同意。

3、学生一般应当在毕业设计（论文）开始前三周（不含寒假），向本人所在院

(部)提出到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书面申请，并负责填写《河南工程学院校

外毕业设计（论文）审批表》（见附件 2）和《河南工程学院校外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指导教师登记表》（见附件 3），院(部)审核并填写《河南工程学院校外本科毕

业设计（论文）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1），汇总后，院(部)集中将附件 1报教务处

备案。

4、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申请被批准，并办理完必要的手续后，学

生方可离校前往。

三、过程管理和质量要求

1、毕业设计（论文）的开题、指导、中期检查、论文撰写、答辩等环节参考

《河南工程学院毕业设计管理条例》执行。

2、毕业设计（论文）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有关院(部)应与接收

单位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使接收单位能提供毕业设计（论文）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

避免其安排与申报课题不符的其它工作，保障我校学生的合法利益。

3、学生所在院(部)及校内指导教师应与接收单位或校外指导教师保持经常性

的沟通，负责对学生的监管，对不能履行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目标的情况应及时



39

采取措施。

4、校内指导教师应对在校外进行的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把关，质量标准与

校内毕业设计（论文）等同要求。

5、校外指导教师负责对学生在校外期间的日常管理包括：指导学生毕业设计

（论文）、按时填写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记录本等，校内指导教师应与校外指导

教师协商处理学生指导酬金，成果的产权应尊重接收单位意见，但应保证答辩的需

要。

6、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期间，学生应遵守接收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

服从校外指导教师的安排。学生本人应将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地点和联系方式

告知家长或监护人，加强对自身及财物安全的防范意识。

7、学生在校外期间应定期向校内指导教师书面汇报毕业设计（论文）进展情

况，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时间返回学校进行毕业答辩。

8、毕业设计（论文）的答辩工作原则上必须在学校进行，答辩前要求的综述、

翻译、论文及其它材料必须齐备。

四、其它

1、对于工作特别出色，毕业设计（论文）课题取得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得到用人单位充分肯定的毕业生，将优先推荐为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2、各院(部)在毕业设计（论文）的经费安排上，应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倾

斜。

3、指导毕业设计（论文）的酬金按学校有关工作量计算办法执行。

4、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附件：

1．河南工程学院校外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情况汇总表

2．河南工程学院校外毕业设计（论文）审批表

3．河南工程学院校外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登记表

河南工程学院教务处

2012 年 12 月



40

附件 1：

河南工程学院校外毕业设计（论文）情况汇总表（本科）
院(部)： 第 页 共 页

序号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学号 课题（论文）名称 工作地点 校内指导教师 校外指导教师 备注

填表人： 教学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院（部）根据“河南工程学院校外毕业设计（论文）审批表”和“河南工程学院校外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登记表”填写；

2.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留系（部），一份交教务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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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工程学院校外毕业设计（论文）审批表

申请人姓名 专业、班级 校内指导教师

性 别 家庭住址及联系方式

接收单位名称和地址

校外指导教师姓名 技术职务 联系方式

课题名称

课题基本

情况及

主要内容

学生对校

外期间的

生活、安

全等方面

的保证 签名： 年 月 日

校内指导

教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校外指导

教师意见
（单位盖章或附单位公函）

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所在

院(部)

审批意见
（单位盖章）

主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与《河南工程学院聘请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校外指导教师登记表》配合使用；2、

本表一式二份，一份交学生所在院(部)，一份交校内指导教师。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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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校外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技术职称

毕业学校

学 历
外语语种

工作单位 电 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专业特长

主要工作

经 历

主要指导

内容、计

划安排和

单位接纳

情 况

校内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所在院(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交学生所在院(部)，一份交校内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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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规范

为规范我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写作，使学生掌握规范的论文写作要求和方

法，特制定“河南工程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规范”。学生在进行毕业设

计（论文）写作时应严格遵照规则的要求，指导教师应按此规则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论

文)的写作。

毕业设计（论文）文档资料包括：版权使用授权书、原创性声明、中文摘要与中

文关键词、外文摘要与外文关键词、目录、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书、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评语、毕业设计（论文）评阅人评语、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小组评语、翻译用的外文资料原文及译文。对各部分的要求分

述如下：

一、论文印装

毕业论文采用 A4 幅面打印。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字；版面页边距：上 2.5cm，下

2.5cm，左 3cm，右 2.5cm；行距：1.5 倍行距；字间距：正常；页码用小五号字底端

居中；靠左边装订。毕业设计(论文)、中文综述、外文译文要求胶装。

二、论文结构及要求

毕业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

A．封面；B．版权使用授权书；C．原创性声明；D．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E．目录；F．中文摘要；G．英文摘要；H．正文；I．致谢；J．参考文献；K．附录

（若图纸中有大于 A3 幅面时，所有图纸应单独装订成册）。

（一）封面及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封面：要求桔黄色皮纹纸，格式见撰写模板。

版权使用授权书、原创性声明在封面之后，学校制定有统一模板。毕业设计（论

文）的发明属于职务发明，其知识产权属于培养单位。要十分注意发掘毕业设计（论

文）成果的经济效益，努力使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并按有关法规进行成果的有偿

服务和转让。“原创性声明”要求毕业设计（论文）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不得抄

袭他人研究成果。

任务书的格式应符合“河南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条例”的要

求。任务书由指导教师填写，经专业教研室主任签字后生效。任务书装订于设计说明

书（或论文）原创性声明之后，目录页之前。

论文题目要简练、准确，通过标题把毕业设计（论文）的内容、专业特点概括出

来，一般不应超过 20 个字，如果有些细节必须放进标题中，可以设副标题把详细细

节部分放在副标题中。

（二）中英文摘要（中文在前，英文在后）及关键词

摘要是论文内容的简要陈述，应尽量反映论文的主要信息，内容包括研究目的、

方法、成果和结论，不含图表，不加注释，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中文摘要以 300

字左右为宜，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内容一致。

“摘要”字样位置居中。

关键词是反映毕业设计（论文）主题内容的名词，供检索使用。词条应为通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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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词汇，不得自造关键词，尽量从《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关键词一般为 3~4 个，

按词条外延层次（学科目录分类），由高至低顺序排列。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写

在摘要正文之后。

关键词排在摘要正文部分下方。

（三）目录

目录应层次分明，章、节、页号清晰，且要与正文标题一致。主要包括绪论、正

文主体、结论、致谢、主要参考文献及附录等。

（四）正文

论文正文部分包括：绪论（或前言、序言）、论文主体及结论。

绪论是综合评述前人工作，说明论文工作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

以及论文所要研究的内容。

论文主体是论文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求层次清楚，文字简练，通顺，重点突出。

中文论文撰写的题序层次的格式：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一章 1．

第一节 1．1

一、 1．1．1

（一）

格式是保证文章结构清晰、纲目分明的编辑手段，撰写毕业论文可任选其中的一

种格式，但所采用的格式必须符合上表规定，并前后统一，不得混杂使用。格式除题

序层次外，还应包括分段、行距、字体和字号等。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一层次（章）题序和标题用三号黑

体，居中。题序和标题之间空一个字，不

加标点，下同。第一层次（章）题序和标

题距下文双倍行距。段落开始后缩两个字。

行与行之间，段落和层次标题以及各段落

之间均为 1.5 倍行距。

第一层次题序和标题用三号黑体，左

顶格。题序和标题之间空一个字，不

加标点，下同。第一层次（章）题序

和标题距下文双倍行距。段落开始后

缩两个字。行与行之间，段落和层次

标题以及各段落之间均为1.5倍行距。

第二层次（节）题序和标题用小三号

黑体字，居中。

第二层次（节）题序和标题用小

三号黑体字，左顶格。

第三层次（条）题序和标题用四号黑

体字。左对齐，前空两格。

第三层次（条）题序和标题用四

号黑体字，左顶格。

第四层次及以下各层次题序及标题一

律用小四号黑体字。左对齐，前空两格。

第四层次及以下各层次题序及标

题一律用小四号黑体字，左顶格。

正文的内容用小四号宋体字，1.5 倍行距。

结论（或结束语）作为单独一章排列，结论（或结束语）前不加题序。结论是整

个论文的总结，应以简练的文字说明论文所做的工作，一般不超过两页。

（五）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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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是作者对他认为在论文过程中特别需要感谢的组织或者个人表示谢意的内

容。文字要简洁、实事求是。

（六）主要参考文献

为了反映论文的科学依据和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同时向读者提供

有关信息的出处，正文之后一般应刊出主要参考文献。

列出的只限于作者亲自阅读过的，最重要的且发表在公开出版物上的文献或网上

下载的资料。论文中被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用方括号括起来，置于所引用部分的右上

角如[1]。参考文献所列的著作按论文中引用先后顺序排列，格式应符合 ISO690 及

ISO690-2，如：

①专著的著录格式：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示例：

[1] 李兴昌.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34—50.

②期刊文献的著录格式：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示例：

[3] 赵元磊,于福利.涤纶工业丝的发展及对策[J].化学与纺织,l996,(3):1-4

③专利的著录格式

[序号] 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年-月-日.

示例：

[1] Harry M,Van Tassell,Arlington Heights. Process for Producing

Para-Diethyl-Benzene[P].US:3 849 508,1974—11—19.

注：作者姓名写到第三位，余者写“，等”。

（七）附录

对于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内容（例如公式的推导、编

写的程序清单、实验的数据等）可以编入毕业设计（论文）的附录中。

三、其它要求

（一）文字

论文中汉字应采用《简化汉字总表》规定的简化字，并严格执行汉字的规范。

（二）表格

论文的表格可以统一编序（如：表 15），也可以逐章单独编序（如：表 2.5），采

用哪种方式应和插图及公式的编序方式统一。表序必须连续，不得重复或跳跃。

表格的结构应简洁。

表格中各栏都应标注量和相应的单位。表格内数字须上下对齐，相邻栏内的数值

相同时，不能用“同上”、“同左”和其它类似用词，应一一重新标注。

表序和表题置于表格上方中间位置，无表题的表序置于表格的左上方或右上方

（同一篇论文位置应一致）。

（三）图

插图要精选。图序可以连续编序（如：图 52），也可按章单独编序（如：图 6.8），

采用的方式应与表格、公式的编序方式统一，图序必须连续，不得重复或跳跃。仅有

一个图时，在图题前加“附图”字样。毕业设计（论文）中的插图以及图中文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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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打印，无法打印时一律用钢笔绘制和标出。

由若干个分图组成的插图，分图用 a，b，c,……标出。

图序和图题置于图下方中间位置，用 5号字。

（四）公式

论文中重要的或者后文中须重新提及的公式应注意序号并加圆括号，序号一律用

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序（如：（45））或逐章编序（如：（6.10）），序号排在版面右侧，

且距右边距离相等。公式与序号之间不加虚线。

（五）数字用法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间和各种计数、计量，均用阿位伯数字。年份

不能简写，如 1999 年不能写成 99 年。数值的有效数字应全部写出。

如：0.50:2.00 不能写作 0.5:2。

（六）软件

软件流程图和源程序清单要按软件文档格式附在论文后面，特殊情况可在答辩时

展示，不附在论文内。

（七）工程图

工程图应遵循国家标准的最新规定，对设计类专业计算机绘图应占一定的比例。

若工程图均小于或等于 A3 幅面时，应与论文装订在一起，若有大于 A3 幅面时，所有

图纸应按国标规定单独装订成册作为附图。

（八）计量单位的定义和使用方法按国家计量局规定执行。

计量单位的定义和使用方法按国家计量局规定执行。

四、毕业设计（论文）装订顺序

（一）毕业设计（论文）封面

（二）版权使用授权书

（三）原创性声明

（四）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五）目录

（六）中文摘要、关键词

（七）英文摘要、关键词

（八）正文

（九）致谢

（十）参考文献

（十一）附录（设计图纸、源程序及软件使用说明书等有关内容视情况可单独成

册）

（十二）封底

五、装袋要求

每个学生的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有关文档须单独装入专用的资料袋内（学校

统一印制）；资料袋按学号排列集中保管。

资料袋袋内应包含以下内容：

1、开题报告；

2、学生自查表（中期教学检查用）；

3、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记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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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导教师意见书；

5、评阅人评审表；

6、答辩评审表；

7、文献翻译（外文资料译文（打印）与原文（复印）装订成册，译文在前原文

在后）；

8、文献综述；

9、毕业设计（论文）（热胶装订）及附图（工程图纸至少有一张用计算机绘制）

及源程序及软件使用说明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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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学 号：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毕业设计（论文）

题 目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学 号

系 （部）

指导教师(职称)

完成时间 20 年 月 日

3 号黑体，论
文题目不得超

过 25个汉字

所填内容为黑

体 3号

固定内容为

宋体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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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学 号：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文献综述

题 目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学 号

系 （部）

指导教师(职称)

完成时间 20 年 月 日

华文新魏 小初号

3 号黑体，论
文题目不得超

过 25个汉字

所填内容为

黑体 3号

固定内容为

宋体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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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学 号：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文献翻译

题 目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学 号

系 （部）

指导教师(职称)

完成时间 20 年 月 日

华文新魏 小初号

3 号黑体，论
文题目不得超

过 25个汉字

所填内容为

黑体 3号

固定内容为

宋体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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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河南工程学院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如

下各项内容：按照学校要求提交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学校有权保存论文的

印刷本和电子版，并采用影印、缩印、扫描、数字化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学校

有权提供目录检索以及提供本论文全文或者部分的阅览服务；学校有权按有关规

定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者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前

提下，学校可以适当复制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用于学术活动。

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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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

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

已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

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

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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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学院

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摘要撰写规范

为了宣传、交流我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水平和成果，学校将从优秀毕业

设计（论文）中遴选代表各专业教学质量的课题，并整理出版《河南工程学院本科生

毕业设计（论文）摘要选编》，为了保证《毕业设计（论文）摘要选编》的质量，特

制定本规范。

一.文章结构形式

前置部分：论文题目（3号黑体）居中，隔一行居中排列专业学院名称、学号、

学生姓名（间隔三个汉字，小 4号宋体），下一行居中排列指导教师

姓名（不标职称，小 4号宋体）。

摘要（居中）：中文 300 字左右，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内容相同（1000

个字符左右）。

关键词（左顶格）：3－5个词。

正文部分：1.××××××…… ……（标题左顶格）

1.1 …… ……

1.2 …… ……

…… ……

2.××××××…… ……

2.1 …… ……

2.2 …… ……

…… ……

参考文献（标题居中）：

[1] …… ……

[2] …… ……

…… ……

（列出 2―5条即可）

上述各项，除特殊要求的字号与字体外，一律用 5号宋体,标题加粗。

二.行文要求

每篇文稿 4000 字左右，不超过四页（A4 纸），要言简意赅，术语规范，论据充

分，条理清楚，图表、公式，程序要安排紧凑。

三.插图要求

图形大小合适、规范，图号清楚，中文标注。

四.打印要求

采用 A4幅面打印。每页约 40行，每行约 40字；打印正文用宋体五号字；版面
页边距：上 2.5cm，下 2.5cm，左 3cm，右 2.5cm；行距：单倍行距；页码用小五号
字底端居中；靠左边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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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示例

中加矿业公司经山寺采场爆破设计

XX 学院 学号 X X X

指导教师 X X X

摘要

本文以河南省舞钢市中加矿业公司经山寺露天铁矿采场为设计对象，通过分析影响爆破效果

的参数，设计了合理的施工工序，确定最小抵抗线、孔深、单孔装药量、炮眼间排距等参数。并

对工程中用到的深孔爆破、预裂爆破、缓冲爆破、二次破碎等方法进行了设计，同时制订了施工

组织、相关的安全技术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设计为工程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对以后工程爆破

的设计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露天采矿 爆破设计 安全技术 应急措施

Abstract
In the article, taking Jingshansi Open-Pit Iron Mining of Henan Wugang City Zhongjia Mining

Company as designing object via analyzing the parameters on the blasting effect, the author works out
such parameters as the minimum resisting line, depth of hole, explosive amount in a single hole and
array pitch between explosive holes ,and designs such methods as deep hole blasting, presplit blasting,
buffer blasting and secondary crushing used in the project, and meanwhile maps out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related security technological measures and emergency plans, providing a smooth process
for the project, which is of great use for the later engineering blasting designs.
Key words : open-pit mining, blasting design, safety technology, emergency measures
1 概述

经山寺露天矿地处河南省舞钢市八台镇和庙街乡交界处，矿床西北部跨入叶县的辛店乡界

内，东南距铁山矿床 6km。采场周围有铁路、公路穿过，交通便利。经山寺露天矿区域地表平坦，

标高基本在 102～118m 之间，矿体赋存特点是西高东低，东部埋藏浅，局部有露头，向东北方向

埋藏逐步加深，矿区大部分被第四系覆盖。开采时测算的最大地下涌水量为 5760m3/d，实际最大

地下涌水量约为 2880 m
3
/d。共有矿石资源 1262.97 万 t，其中原生矿 1032.58 万 t，氧化矿石

230.39 万 t。

2 施工爆破方案

设计主要包括设计采场的整体开采方法。矿区整体以分层为单位，自上而下进行开采。各个

分层根据实际生产能力进行工程推进。主要包括各爆破工艺爆破参数确定、布孔方式、起爆网络

及施工工艺，另外还有设备选型等。

2.1 爆破施工方案确定

根据以往开采经验及该工程特点，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爆破施工方式，主要包括深孔台阶爆

破、边坡预裂爆破、边坡缓冲爆破、堑沟爆破和沟槽浅孔爆破，此外还包括二次解炮、泵坑爆破

等。工程使用的主要有钻爆设备和英格索兰 CM351 柴油风动潜孔钻机和 BCJ-3 型装药车。

2.2 爆破方案确定

工程进行爆破拟采取以下几个步骤进行：（1）采用中深孔爆破与浅孔爆破相结合，垂直孔与

倾斜孔（抬炮）并用方式推进平整台阶面；（2）对岩石和矿石分别进行爆破；（3）永久边坡采用

预裂爆破和缓冲爆破；（4）二次破碎：包括浅孔破大块、浅孔爆破拉底、中深孔抬炮处理根底。

主要运用到的爆破方法：

1）岩石台阶爆破采的参数确定。

台阶高度 H =10m,钻孔直径Φ=140mm,钻垂直孔，矩形孔。钻孔深度：L=11.5m，堵塞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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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4.3m，延米装药量：q1=22kg/m。

装药长度：h2=L-h0=11.5m-4.3m=7.2m

单孔装药量：Q=q1×h2=158.4kg

初设单耗：q=0.6kg/m3

设计孔网：a设=5.75 - 0.49=5.26m, b 设= W 设=4.6 - 0.49=4.11m

设计延米爆破量：Vl=abH/L=18.8m3/m；

2）矿石台阶爆破的参数确定：

台阶高度 H =10m,钻孔直径Φ=140mm,钻垂直孔，布梅花形孔。人工装Φ110 乳化药卷为辅的

装药结构。钻孔深度：L=12m，堵塞长度：h=3.0m，装药长度：h2= 9m。

3）预裂爆破

预裂爆破的特点是沿开挖边界布置 65º密集斜孔，在预裂孔和主炮孔之间布设一排浅孔，预

裂孔采用不耦合装药或装填低威力炸药，确保炸药能量分布均匀，在主爆区之前起爆，从而在爆

区和保留区之间形成裂缝，以阻碍主爆区产生的爆破震动向保留区传播，且形成平整边坡。

参数确定：

台阶高度 H＝10m，钻孔直径φ＝105mm，钻孔倾角α=65º。由于现场药卷直径采用φ32mm，

而炮孔直径为φ105mm，考虑 Kd=2～4,故本工程不耦合系数 Kd=3.3。预裂孔的线装药密度 q取值

在 420～505g/m 之间。深孔台阶爆破网络采用豪秒微差顺序起爆，电雷管起爆。

2-1预裂爆破网络图 2-2缓冲爆破结

构示意图

4）缓冲爆破

特点是在边坡界线上钻一排较密的缓冲孔为 70º斜孔，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对边坡的超挖，

起到保护边坡的作用。缓冲孔与主爆孔之间设一排浅孔，缓冲孔装药量减半,采用不偶合装药结

构，使炸药能量分布均匀。主要目的是保证边坡的平整，减少边坡超挖,缓冲爆破炮孔不单独起

爆,安排与主炮孔相应的顺序起爆（分散夹杂到主爆孔各响中）。

参数确定：

台阶高度 H =10m，钻孔直径Φ=90mm，钻 70º斜孔,采用人工装Φ70mm 的乳化炸药卷。主爆孔

孔距为 3.3m，缓冲孔的孔距为 2.7m，装药结构参见上图 2-2。

2.3 布孔方式

起爆网络类型：排间顺序起爆、排间奇偶式顺序起爆、径向顺序起爆。而在工程中多用 V字

形起爆、对角线型起爆 布孔方式类型：有矩形孔、方形孔、梅花形三种。匹配方案：斜线起爆

法的三角形布孔方案 、V形起爆法的矩形布孔方案 。一般根据岩石难保程度、抛掷方向等确定。

3 爆破安全设计



- 56

3.1 危险源辨识

为保证工程安全顺利的确保社会财产和职工的人身安全，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现制定爆破

作业危险性分析表、危险源辨识表，在工程开始前进行危险源辨识。

3.2 安全距离确定及事故预防处理

1）爆破安全距离

爆破地震效应是炸药在土岩、建筑物及其基础中爆炸时引起的爆区附近地层的震动现象。爆

破地震衡量标准目前多用振动速度，目前一般采用质点垂直振动速度值作为判定标准。大量实测

资料表明，爆破振动的大小与炸药量、距离、介质情况、地形条件和爆破方法等因素有关，目前

主要根据萨道夫斯基经验公式估算，其基本形式如下：

根据垂直振速公式
a
3

a

kv = Q
R

，故最大一段（次）起爆药量为

a

k
vRQ

3

3
max 






 (3-1)

式中：

v—介质质点振动速度，cm/s； 一般砖房 v=2.5cm/s
Q—药量，齐发爆破时取总药量，分段起爆时取最大段药量，kg；
R—爆源中心到观测点距离，m；
k—与介质特性、爆破方式和条件等有关的系数；根据经验 k 取 150；
α—与传播途径、距离、地形等因素有关的系数，α取 1.5；
根据上述选值，及萨道夫斯基公式计算得出药量 Q与距离 R的对应关系[15]：具体见表 3-1。

表 3-1 药量 Q与距离 R的关系

R/m 50 100 130 150 200 250

Q/kg 34.7 277.7 610.2 937.5 2222.2 4340.3

2）爆破飞石安全距离

在露天爆破中，爆破飞石往往是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和设备等损坏的主要原因。因此，在

确保爆破安全中，防止发生爆破飞石事故至关重要。在确定飞石范围时，如在高山陡坡条件下进

行爆破施工，还应考虑滚石的危害。爆破安全规程规定：

（1）破碎大块岩块、浅孔爆破法个别飞石最小安全距离为 300m；
（2）深孔爆破时安全距离为 200m；
（3）浅孔爆破形成台阶的安全距离为 200m，未形成台阶的安全距离为 300m。
3）事故预防

（1）盲炮的预防
爆破器材要妥善保管，严格检查，禁止使用性能不符合要求的导爆管、电雷管等爆破器材；

同一串联支路上使用的电雷管，其电阻差不应大于 0.8Ω，重要工程不要超过 0.3Ω；
提高设计质量。设计内容包括炮孔设计、起爆方式、延期时间、网路敷设、起爆电流、网路

检测等对于重要的爆破，必要时须进行网路模拟试验；

（2）早爆事故
（1）搜集相关资料，仔细勘察现场，精心设计施工，尽量预估出意外事故的可能性；
（2）制定安全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和关键技术操作规程；
（3）做好药室、炮孔的监督检查和验收工作；
（4）按规程要求做好爆破器材的检验。保证起爆器材和炸药的质量，防止由于导爆索的快

燃，炸药自身的化学反应引起的早爆；

（5）注意天气预报，避免在雷雨天从事爆破作业，对已装药又不能在雷雨前起爆的，人员
和设备要撤离到危险区以外；

3.3 安全警戒
安全警戒是爆破作业时的重要工作，其任务是在起爆阶段将无关人员、爆破材料、机械设备

等撤离危险区；在装药等作业时将装药作业区与周边隔离。一般按爆破作业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

的安全警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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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期间安全警戒，是由爆破负责人划出警戒范围，在警戒区边界设立明显的标志，禁止无关人

员进入，防止爆破器材丢失，检查施工安全情况，制止人员在作业区内吸烟、打闹、使用电子设

备、违章作业等。

4 施工组织
1）组织机构
项目部现设以下组织机构：职能部门：设有质量技术部、总调度室、钻爆大队、安全保卫部、

器材部、合同部、财务部和综合部等 8个部门。施工队：挖运队、道路维护队、抽排水班、大钻

队、小钻队、爆破队等 6个部门。

2）人员及设备配备

包括钻爆设备、铲装设备、运输设备、推压修路设备。包括油罐车、洒水车、工具车、指挥

车、生活材料车、排水泵、电焊机、气焊设备等，按以往工程经验选型配备。

本工程安排职工总数 617人，其中管理人员 50人，占总人数的 8.9%。 工人总数为 512人，
主要包括机械操作手、汽车驾驶员、爆破工、风钻工、电工、电焊工、修理工、测量工、普通工

人等，除普工为当地临时雇佣外，其余均为本单位在职职工

5 安全管理

主要包括：施工爆破安全技术措施、现场安全管理、专项安全防护措施等。

6 应急措施

措施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要求制定，其目的是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时，能以最快的

速度发挥最大的效能，有序地实施救援，达到尽快控制事态发展，降低事故造成的危害，减少事

故损失。

总 结

本文分析了影响深孔爆破效果的主要因素、安全防护及现场管理可能存在的隐患，经过工程

对比和理论研究，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结论：

（1）根据不同的工程要求，选用合适的爆破方法。
（2）爆破参数的确定要根据爆破方法、具体爆破要求进行确定，并根据实际的爆破效果进

行调整，以达到最优。

（3）分析爆破震动的影响范围，计算出最大安全装药量，确定出合适的爆破安全距离。
（4）起爆网络和布孔方式要进行合理匹配，才能达到理想的爆破效果。
（5）分析了爆破施工工艺，提出了降低大块率及减少根底的措施。
（6）对现场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源进行了辨识，并提出了防护措施。
（7）编制了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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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蛋白纤维纺纱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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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胶原蛋白的提取和应用现状，测试了胶原蛋白改性纤维的形态结构、长度、

细度、拉伸性能、卷曲性能、回潮率、质量比电阻等基本性能，并和棉、麻、丝等纤维进行对比。

实验结果分析表明，胶原蛋白纤维细度较小，断裂强度较大，卷曲弹性较好，回潮率略低于棉，

含油率适中，具有良好的可纺性。根据胶原蛋白纤维的性能特点，设计了混纺纱产品和纺纱工艺，

纺制出不同混比的纱线，经过对混纺纱的断裂强力、毛羽、条干等主要指标测试表明，随着胶原

蛋白纤维混入比例的增大，成纱质量指标有逐渐变好的趋势。

关键词：胶原蛋白纤维 性能 混纺纱 纺纱工艺

Abstract
The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tra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llagen protein,

tests the basic performances as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length, fineness, tensile properties, crimp
performance, moisture regain and quality specific resistance of collagen modified fiber and compares
them with cotton, hemp, silk fiber. It is shown in the test that the collagen fiber fineness is lesser,
fracture strength is bigger, crimp elasticity is better, moisture
regain is slightly lower than cotton, oil rate is moderate with good spinn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agen fiber, the author designs the blended yarn products and spinning
process, produces the yarn of different mixing ratios. After testing the blended yarn breaking strength,
hairiness ,evenness and other major index, it is shown that the yarn quality index has the trend of
gradually becoming better with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collagen fiber
Key words: collagen fiber, performance , blended yarn, spinning process
1 概述

胶原蛋白广泛存在于动物的皮、骨、软骨、牙齿、肌腱、韧带和血管中其独特的理化性质和

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2]。

1972年，湖南常德的曾国爱 [5]等就研制成功了胶原蛋白纤维。从牛屈肌腱的骨胶原悬浮液制

得的胶原蛋白纤维强度高，可作为医用缝合线，这种缝合线在人体酶解后可以被组织吸收 [3][4]。

胶原蛋白与壳聚糖共混纺丝，得到的复合纤维具有和皮肤具有较好的亲合性能，穿着更加舒

适的特点，同时具有生物降解和广谱抗菌性能[5]。

纯度高的胶原蛋白纤维易发生降解，且纺出的丝强度太低。因此，胶原蛋白纤维多是利用胶

原蛋白对纤维进行改性而成。目前国内外胶原蛋白多广泛用于医疗、美容整形及食品等方面。胶

原蛋白纤维作为一种新型纤维，在服用纺织产品生产中的应用还不多见。本课题所研究胶原蛋白

纤维是由上海全宇生物科技遂平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一种动物蛋白质改性的合成纤维，是我国拥

有知识产权的的新型纤维，其原料为动物胶原蛋白及羟基、氰基高聚物。

2胶原蛋白纤维性能测试分析
2.1胶原蛋白的形态结构

应用 Y171型纤维切断器、生物显微镜对所采集到的胶原蛋白纤维的进行测试，获得胶原蛋
白纤维长度为 39.5mm，线密度为 1.49dtex，其横、纵向形态如图 1、2所示，可见该纤维纵向有
沟槽，截面为不规则圆形或腰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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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纤维横向形态 图 2 纤维纵向形态
2.2胶原蛋白纤维的主要性能

对胶原蛋白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吸湿性能、电学性能以及热学性和含油性况进行测试，其

各项性能与几种常见纤维进行对比的结果见表 1-表 4，吸湿性见图 3所示。
表 1胶原蛋白纤维与其他几种纤维的机械性能

表 3 胶原蛋白纤维卷曲性能
项 目 卷曲率（%） 卷曲弹性率（%） 卷曲回复率（%） 卷曲数（个/25mm）
胶原蛋白纤维 5.06 47.44 2.35 14.7

表 4 几种纤维的质量比电阻对比

项 目 胶原蛋白 棉纤维 羊毛纤维 家蚕丝 粘胶长丝

质量比电阻 7.125×109 106～107 108～109 109～1010 107

图 3 几种纤维回潮率对比直方图
经测试胶原蛋白纤维抵抗较高温度的能力比较强，但会出现一定的热收缩。含油率为 0.38%，

高于一般粘胶纤维的含油率。

3胶原蛋白纤维的纺纱工艺

3.1原料的选配

通过对胶原蛋白纤维的性能测试，可见胶原蛋白纤维的长度、细度适中；机械性能良好；摩

擦因数相对其他纤维偏低，且动、静摩擦因数差值较小；卷曲数较多，能弥补因纤维摩擦因数较

小而纱条抱合力差的弱点；纤维的回潮率相对化学纤维较大，且质量比电阻也较小，在纺丝过程

中又加上了较多的油剂，具有较好的防静电性能，整体可纺性较好。

考虑到胶原蛋白纤维的生产价格比较贵，在用于服装时应和其它原料混用。为使纺纱能够顺

利进行，选择胶原蛋白纤维和棉纤维混纺。

3.2产品设计与工艺流程
采用四种混纺比的胶原蛋白纤维与棉纤维进行混纺，以便分析不同混比与成纱质量的关系。

设计纱号为 21tex和 14.6tex两种。工艺流程采用实验室内的棉纺小样机流程：DHU A202型清梳
小样机→DHU A301型并条实验机→DHU C01型棉型粗纱试验机→DHU X01型棉型细纱实验机。
3.3工艺原则与参数
3.3.1工艺原则

项 目
断裂强度（cN/dtex） 相对打结

强度(%)
初始模量

（cN/dtex）
断裂伸长率（%） 摩擦因数

干态 湿态 干态 湿态 静态 动态

胶原蛋

白纤维
4.24 4.05 91.6 54.39～

107.1 12.64 15.27 0.3414 0.3519

棉纤维 3.0～4.9 3.3～6.4 90～100 68～93 3～7 ------ 0.22～0.25 0.29～0.57
毛纤维 1.0～1.7 0.76～1.63 85 11～25 25～35 25～50 0.20～0.25 0.38～0.49
家蚕丝 3.4～4.0 2.1～2.8 80～85 50～100 15～25 27～33 0.52 0.26
粘胶 1.7～2.3 0.8～1.2 45～60 65～85 10～24 24～35 0.43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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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梳加工之前，先对纤维进行手工开松，尽量将块状纤维束撕扯开。采用“轻定量、低速度、
快转移、少损伤、小张力牵伸、轻打多梳”的工艺原则。并条工序采用预并再经三道混并的流程，
采用“低速度、重加压、中定量、大隔距”的工艺原则。粗纱的工艺重点是选择合适的总牵伸、

后区牵伸及适当的捻度，采用“重加压、慢车速、偏大捻度”的工艺原则。细纱工序以“小隔距，

中加压，低车速，小后区牵伸，大后罗拉隔距，中硬度胶辊”为工艺原则。

3.3.2工艺参数
各工序具体工艺参数见表 5-表 8。

表 5 清梳工艺表
项目 工艺参数 项目 工艺参数

设计生条定量（g/5m） 18 剥棉形式 单罗拉剥棉板剥棉

锡林速度（r /min） 637 导棉罗拉与给棉罗拉间牵伸 1.386
道夫速度（r /min） 18 刺辊与锡林间牵伸 1.614
刺辊速度（r /min） 535.1 剥棉罗拉与道夫牵伸 1.345
盖板根数/总根数 18根/48根 剥棉罗拉与大压辊间牵伸 1.0857
开棉形式 三只滚筒打手 打手规格 刀片数：6排×14片

打手速度（从上到下）

（r/min）
560、800、900 大压辊与小压辊间牵伸 1.005

实际棉条定量（g/5m） 18.40 实际胶原蛋白条定量（g/5m） 17.70

表 6 并条工艺参数表
项 目 并合根数 设计棉条量

（g/5m）
设计牵伸

倍数

实际棉条量

（g/5m）
实际牵伸

倍数

喇叭口直径
(mm)

出 条 速 度

（m/min）

预并 胶原 6 18 5.90 17.89 5.94 40 6
棉 6 18 6.13 17.85 6.18 40 6

头并
A 6 18 5.95 17.94 5.97 40 6
B 9×1 18 10.42 18.01 10.17 40 6
C 4×1 18 4.96 17.94 4.98 40 6
D 7×3 18 9.92 17.97 10.08 40 6

二并
A 8 18 7.97 18.04 7.95 40 8
B 8 18 8 18.12 7.95 40 8

C 8 18 7.98 18.10 7.93 40 8

D 8 18 7.99 18.07 7.69 40 8

三并
A 8 16 9.02 16.06 8.69 38 8
B 8 16 9.06 16.10 9.00 38 8
C 8 16 9.05 16.02 9.03 38 8

D 8 16 9.04 15.96 9.06 38 8
（注：A、B、C、D代表不同的混比纱，对应的设计胶原蛋白混比为 A-0%、B-10.02%、、C-20.03%、D-30.05%）

表 7 粗纱工序参数表

粗纱定量（g/10m） 粗纱捻度（捻/10cm） 原料系

数
锭速（r/min） 成型系数

纺纱长度

（m）14.6tex 21tex 14.6tex 21tex
4.5 5 4.5 4.5 0.3 500 1.5 300

表 8 细纱工序参数表
14.6tex 21tex

项 目 工 艺 参 数 项 目 工 艺 参 数

捻度（捻/10cm） 85 捻度（捻/10cm） 75
捻系数 325 捻系数 345

锭速（转/min） 8000 锭速(转/min) 10000

4 成纱性能测试及分析

4.1 试验方案
根据上述工艺和技术要求，纺制出 21tex和 14.6tex两种纱号、四种不同的混纺比的纱共 8管。

编号为 A1、B1、C1、D1和 A2、B2、C2、D2。各试样的混比与实际纱号如表 10。
表 9 试样编号及混比表

组号 设计号数 编号 胶原蛋白混比（%） 测试号数（tex）

第 1组 14.6tex
A1 0 14.2
B1 10.02 14.4
C1 20.03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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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30.05 14.2

第 2组 21tex
A2 0 20.6
B2 10.02 20.4
C2 20.03 20.8
D2 30.05 20.5

4.2成纱性能

按试验方案对 8个试样的强伸性、毛羽和条干均匀度进行测试，结果见表 10-12所示。
表 10 混纺纱断裂强力测试结果

项 目
断裂强力

(cn）
断裂强度

（cn/tex）
断裂伸长

（mm）
断裂伸长

率（%）
断 裂 功

（cnmm）
断 裂 时

间（s）
初 始 模 量

（cn/tex）

A1 167 11.76 27.204 5.441 5147.237 3.264 178.363

B1 212 14.72 29.179 5.836 5600.742 3.501 174.529
C1 207 14.58 35.042 7.008 6207.836 4.205 162.375
D1 220 15.49 34.174 6.835 6857.317 4.103 168.453
A2 249 12.09 31.336 6.267 5503.441 3.760 201.110
B2 267 13.09 36.389 7.279 6657.245 4.367 191.278
C2 347 16.68 38.215 7.643 7540.357 4.586 197.394
D2 326 16.06 43.945 8.787 7550.383 5.271 187.015

表 11 各试样的毛羽指数
试样 1 2 3 4 5 6 7 8
A1 163.7 24.32 7.42 2.70 1.30 0.80 0.00 0.00

B1 157.2 17.47 6.89 2.20 1.30 0.50 0.20 0.00
C1 167.4 17.75 5.97 1.90 1.60 0.60 0.10 0.00
D1 154.5 18.33 5.54 1.40 1.40 0.50 0.20 0.10
A2 196.6 28.37 13.72 3.70 2.50 0.40 0.00 0.00
B2 179.8 27.43 13.55 3.60 2.60 0.20 0.10 0.00
C2 182.3 26.82 12.54 2.70 1.90 0.40 0.10 0.10
D2 163.9 28.14 12.52 2.10 2.10 0.50 0.20 0.00

表 12 混纺纱条干测试结果
项 目 CVm （%） Um （%） Thin（-50%） Thick（+50%） Neps（+200%）

A1
Mean 20.10 17.43 212/km 47/km 7985/km
CVb 7.54 9.36 42.55 37.49 62.56

B1
Mean 19.25 17.22 354/km 58/km 6479/km
CVb 6.51 9.74 29.06 55.62 37.23

C1
Mean 19.51 15.80 272/km 87/km 5331/km
CVb 5.39 7.22 40.27 23.00 43.40

D1
Mean 18.97 17.21 237/km 104.59 6102
CVb 6.33 7.64 26.99 54.32 35.37

A2
Mean 19.59 17.81 196/km 173/km 7422/km
CVb 6.86 9.42 27.02 34.22 46.52

B2
Mean 18.64 16.53 182/km 274/km 6722/km
CVb 4.48 6.34 17.55 35.12 24.25

C2
Mean 18.74 16.31 302/km 19/km 8201/km
CVb 4.07 5.79 19.70 78.77 31.48

D2
Mean 16.7 15.94 132/km 204/km 7107/km
CVb 4.21 5.81 35.01 29.49 40.26

5 结论

本课题通过对由上海全宇生物科技遂平有限公司开发生产胶原蛋白纤维进行性能测试和试

纺，并对混纺纱进行相关性能的测试，得出如下结论：

（1）胶原蛋白质纤维的长度、细度适中，适合纺中细特纱；断裂强力相对较高，湿态强度
同干态强度相比差距不大，在纺纱过程中车间的相对湿度对该纤维强度的影响较小；胶原蛋白纤

维的摩擦因数相对其他纤维偏低，且动、静摩擦因数差值较小，使纺出的纱条抱合力差，松散易

断，纺纱过程中要加大纱线捻度或适当加入一定量的油剂；卷曲数较多，能弥补因纤维摩擦因数

较小而纱条抱合力差的弱点；纤维的回潮率相对化学纤维较大，且质量比电阻也较小，在纺丝过

和中又加上了较多的油剂，能抵抗较高的温度，具有较好的防静电性能；耐热学性能比较好，但

会出现一定的热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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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实验所用的胶原蛋白纤维是可纺性很好的纤维。胶原蛋白纤维制得的混纺纱强力较
大，断裂伸长较大；随着胶原蛋白纤维的混比增大，成纱质量指标有逐渐变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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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网络内部的企业竞合博弈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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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基于价值网络而展开，目的是研究价值网络内部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一企

业、供应商、竞争者和顾客通过资源共享和竞争合作，共同实现价值创造。本文运用

博弈论，建立了网中主体间的合作竞争博弈模型及相应的均衡解，然后使用斯坦科尔

伯格模型，分析网中的主体间的动态博弈价值创造的机理；运用沙普利模型对合作创

造的收益进行分配，证明价值网络内部主体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价值网络 博弈关系 竞合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value network and the purpose is to study different economic behavior

principals---enterprises, suppliers, competitors and customers within value network through sharing the
resources and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alizing value together.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establishes
th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game model and corresponding equilibrium between the principals
within the network by using the game theory, and then analyses the dynamic game value cre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principals within the network by using Stan kolhberg's model; and distributes
the profit created by the cooperation by using Lloyd S. Shapley, proving the possi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realizing cooperation within value network principals.

Key words: value network, game relationship, competition & cooperation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企业的组织模式、竞争机制和竞争环境正在发

生变化，使得企业间的竞争观念正在从“对抗式竞争”的传统竞争逐步向“合作竞争”过渡。价

值网理论正是基于合作竞争机制的一种新的理论，它是从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管理模式派生出来的

一种管理模式。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此部分我们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基于

媒介技术的价值网、基于博弈论思想的价值网和基于供应链整合的价值网。学内学者的研究主要

侧重以下两个方面：价值网络的特点和价值网络内部的主体博弈分析。

主要存在一下研究不足：（1）合作是价值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大多文章集中于价值网理

论层面的研究，很少有文章对价值网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合作模型做出具体深入的研。（2）大部

分的文献对于价值网内主体间的研究是基于阶段性的静态博弈研究，而主体博弈行为是阶段性

的，不会一下子就达到均衡状态，因此，有必要在动态的条件下考虑主体间的行为。（3）价值网

络内部的主体博弈主要适用于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而对于完全竞争市场不一定适用，前人未能

提出。（4）顾客是价值网络的核心，但大多数文献很少将顾客效用纳入模型中去。

1.3 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首先我们建立了价值网络内部各主体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解，

然后我们运用斯坦科尔伯格模型和沙普利法探讨了价值网络内部的合作创造价值机理，论证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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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网络内部企业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研究方法：数学推理，博弈论模型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创新点：（1）明确了价值网络内主体博弈的条件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2）运用斯坦科尔

伯格模型从多角度分析了价值网络内部主体之间的合作创造价值理论，并运用沙普利法对利润进

行了分配。（3）将顾客效用引入到企业与供应商的博弈模型中来，强调了顾客在价值网络中的重

要性。

2.理论综述

本文就与文章相关的理论基础进行了介绍.

2.1 价值网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2.2 博弈论

3. 价值网络内部的企业竞合博弈模型及其均衡解

本章将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角度来分析问题，探讨企业与供应商，企业

与竞争对手，企业与顾客的博弈均衡问题。

3.1 企业与供应商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解

我们分别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两个角度来探讨企业与供应商的博弈模

型及其均衡。

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下，企业与供应商的博弈均衡解为（小批量采购，高价）

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供应商先采取行动，其博弈均衡解均为为（小批量

采购，高价）

3.2 企业与竞争者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解

我们分别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两个角度来探讨企业与竞争者的博弈模

型及其均衡。

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下，企业与竞争者的博弈均衡解为（竞争，竞争）

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无论是企业还是竞争者先采取行动，其博弈均衡解均为为（竞争，

竞争）

3.3 企业与顾客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解

我们分别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两个角度来探讨企业与顾客的博弈模型

及其均衡。

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下，当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收益大于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收益时，存在

纯策略下的纳什均衡，企业与顾客的博弈均衡解为（高质量，购买）。当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的

收益大于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收益时，只存在混合策略下的纳什均衡解，顾客以
2
1
的概率选择购买

时, 企业以的
dbec
dme



概率选择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由于触发策略的存在，我们容易得到企业与顾客的博弈均衡解为（高

质量，购买）

4 价值网内主体合作创造价值分析

在本章，我们首先将运用斯坦科尔伯格模型来证明，通过价值网内的合作，使价值网整体达

到 1+1>2 的效用。然后通过沙普利法合理分配整体利益，并使得每一个主体所得到的利润大于单

干时的利润。

4.1 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创造价值模型

我们将从传统模型和改进后的模型两个方面来探讨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创造价值问题。在改

进后的模型中，我们引入了顾客效用，将原有的两方博弈扩展到三方博弈。在两个模型下我们均

得到这样的结论：合作使得企业与供应商不仅满足整体理性，也满足个体理性。

4.2 企业与竞争者的合作创造价值模型

我们将从供应商角度和市场角度分析企业与竞争者的合作创造价值模型。从供应商角度分析

问题时，我们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均得到一致的结论：合作使得企业与竞争者获得比单

干时更多的利益。从市场角度分析时，我们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综合可得：合作企业与竞争者

不仅满足整体理性，也满足个体理性。

5.结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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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1）合作使得价值网络内部主体不仅满足整体理性，也满足个体理性（2）运用沙普

利法成功的解决了集体利益分配问题

展望: (1）由于企业与顾客的博弈关系要涉及到非完全信息博弈，由于本人的能力水平，

本文未对企业与顾客合作创造价值机制，以及合作利益分配进行探讨

（2）本文中有些模型，因为个人能力问题，人为的进行了简化，用特殊性代替一般性的博

弈及其均衡解时，人为的用特殊性的数字来代替一般的模型。

参考文献

[1] David J. Teece.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for regimes of rapid technological progres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08(131),2-8

[2] M. Tina Dacin, Michael A. Hitt and Edward Levitas. Upstream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aluminum and tin industries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oice between market

and intrafirm coordin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05(109),2-9

[3] 李仁安.顾客让渡价值最大化的博弈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67),7-9

[4] 石盛林.合作竞争战略的博弈分析[D].广东工业大学学位论文.200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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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一个空格（两个字符位置）

括号内的内容表示视论文而定的内容

3号黑体

4号黑体页码编
为ⅠⅡ Ⅲ

4号黑体

4号宋体 小 4号宋体，目录只到三级编
号，正文可以到四级编号



毕业论文题目（将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作为页眉）

- 67

□□□□□□□□□

空 1行

摘■■要

空 1行

■■□□□□□□□□□□□□□□□□□□□□□□□□□□□□□□□□□□

□□□□□□□□□□□□□□□□□□□□□□□□□□□□□□□□□□□□

□□□□□□□□□□□□□□□□□□□□□□□□□□□□□□□□□□□□

□□□□□□□□□□□□□□□□□□□□□□□□□□□□□□□□□□□□

□□□□□□□□□□□□□□□□□□□□□□□□□□□□□□□□□□□□

□□□□□□□□□□□□□□□□□□□□□□□□□□□□□□□□□□□□

□□□□□□□□□□□□□□□□□□□□□□□□□□□□□□□□□□□□

□□□□□□□□□□□□□□□□□□□□□□□□□□□□□□□□□□□□

□□□□□□□□□□□□□□。
空 1行

关键词■■□□□/□□□/□□□/□□□

论文题目，3号黑体，
分 1行或 2行居中打印

小 3号黑体

小 4号黑体 小 4号宋体，关键
词数量为 3～5个

小 4号宋体
3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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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3行

Abstract:

空 2行

■■□□□□□□□□□□□□□□□□□□□□□□□□□□□□□□□□□□

□□□□□□□□□□□□□□□□□□□□□□□□□□□□□□□□□□□□

□□□□□□□□□□□□□□□□□□□□□□□□□□□□□□□□□□□□

□□□□□□□□□□□□□□□□□□□□□□□□□□□□□□□□□□□□

□□□□□□□□□□□□□□□□□□□□□□□□□□□□□□□□□□□□

□□□□□□□□□□□□□□□□□□□□□□□□□□□□□□□□□□□□

□□□□□□□□□□□□□□□□□□□□□□□□□□□□□□□□□□□□

□□□□□□□□□□□□□□□□□□□□□□□□□□□□□□□□□□□□

□□□□□□□□□□□□□□。
空 1行

KEY WORDS■■□□□,□□□,□□□,□□□

论文题目(英文)，加粗 3号大写Times
New Roman，分 1～3行居中打印，
每行左右两边至少留 5个字符空格

加粗 4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小 4 号 Times
New Roman

小 4号小写 Times
New Roman

小 4号小写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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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1.1.1■□□□□□□
1.1.1.1■□□□□□□

聚氨酯的加工方式多样，适用性广泛。聚氨酯弹性体既可跟通用橡胶一样采用塑

炼、混炼、硫化工艺成型(指MPU) [3] ；也可以制成液体橡胶，浇注模压成型或喷涂、

灌封、离心成型(指 CPU)；

3号黑体左顶格

一级节标题为 1.1，1.2，1.3…，小 3号黑体

二级节标题为 1.1.1，1.1.2，1.1.3…，4号黑体

三级节标题为 1.1.1.1，1.1.1.2，1.1.1.3…，小 4号黑体

高分子 分子

High
molecule

Molecule

图 2-5■关系图

图中英文文字为 5
号正体 Times New
Roman

图中中文文字

为 5号楷体

图号按大标题加编，如图 2-5
表示第 2章中的第 5个图。图
题在图下，小 4号宋体

注：如果下面还有编号，可依次用(1)，(2)，(3) …和①，②，③…。正文
中具体对某个问题进行说明，但并不属于全文的整体编号时，使用第一，

第二，第三…进行分点说明。

正文部分：文字小 4号，中文宋体；
英文和数字 Times New Roman

正文开始标注页码，位置居中
zhong

1

小 5号宋体居中
格

文中参考文献

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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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dNXedSNc tTr  (2-7)

（如果有的话）

表 6-1■2000—2010年世界聚氨酯产量

产品类型 2000年产量/t 2005年产量/t 2010年产量/t

CASE 3484940 4792195 5877100

粘合剂 476000 592370 669700

软泡 3672125 4944500 5942000

硬泡 2290215 3423500 4418800

总计 9923280 13752565 16907600

■■数据来源：2008年《企业快报[J]. 聚氨酯》，

（正文部分字数为 2～3万，应按各院(部)的具体要求执行）

同行靠右注明公式序号，

编号方法与图相同

公式：公式另起

一行居中打印

表题在表上，小 4号宋体，与图的编号方法相同

表内文字 5
号，分别用

宋 体 和
Times New
Roman

数据必须注明来源。表注小 5号宋体
和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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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空 1行

■■□□□□□□□□□□□□□□□□□□□□□□□□□□□□□□□□□□

□□□□□□□□□□□□□□□□□□□□□□□□□□□□□□□□□□□□

□□□□□□□□□□□□□□□□□□□□□□□□□□□□□□□□□□□□

□□□□□□□□□□□□□□□□□□□□□□□□□□□□□□□□□□□□

□□□□□□□□□□□□□□□□□□□□□□□□□□□□□□□□□□□□

□□□□□□□□□□□□□□□□□□□□□□□□□□□□□□□□□□□□

□□□□□□□□□□□□□□□□□□□□□□□□□□□□□□□□□□□□

□□□□□□□□□□□□□□□□□□□□□□□□。

3号黑体

小 4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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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空 1行

［1］莫健华，罗华. 耐热聚氨酯树脂材料的热性能和力学性能[J]化工学报， 2007(07)：40-45

［2］陈鼎南.聚氨酯制品生产工艺[M].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210-217

［3］范兆荣，刘运学，谷亚新，张晴. 新型单组分聚氨酯防水涂料的研制[J]辽宁化工，

2007(04)：5-6

注：
（1）按论文中参考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并与文中的编号顺序相对

应。

（2）参考文献中每条项目应齐全。文献中的作者不超过三位时全部列出；超过三位时只列
出前三位，后而加“,等”字；作者姓名之间用逗号分开；中外人名一体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
录法。

小 3号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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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注：论文的附录依次为附录1，附录2，……编号。附录中的图表公式另编排序号，与
正文分开。

小 3号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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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1行

摘 要：□□□□□□□□□□□□□□□□□□□□□□□□□□□□□□□

□□□□□□□□□□□□□□□□□□□□□□□□□□□□□□□□□□□□

关键词：□□□/□□□/□□□

1■□□□□□□

1.1■□□□□□□

1.1.1■□□□□□□
1.1.1.1■□□□□□□

聚氨酯的加工方式多样，适用性广泛。聚氨酯弹性体既可跟通用橡胶一样采用塑

炼、混炼、硫化工艺成型(指MPU) [3] ；也可以制成液体橡胶，浇注模压成型或喷涂、

灌封、离心成型(指 CPU)；

（正文部分为在查阅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对相关专门问题的综合评

述，字数在 3000 字以上，具体应按各系(部)的具体要求执行。）

综述题目，3号黑体，分 1行或 2行居中打印，
综述题目与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应有相关性

大标题为 3号黑体居中

一级节标题为 1.1，1.2，1.3…，小 3号黑体

二级节标题为 1.1.1，1.1.2，1.1.3…，4号黑体

三级节标题为 1.1.1.1，1.1.1.2，1.1.1.3…，小 4号黑体

注：如果下面还有编号，可依次用(1)，(2)，(3) …和①，②，③…。正文中具体对
某个问题进行说明，但并不属于全文的整体编号时，使用第一，第二，第三…进行

分点说明。

正文部分：文字小 4号：中文宋体；
英文和数字 Times New，1.5倍行距

综述题目 小 5 号宋体居中
中

小 4号 楷体

4号 黑体

页码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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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空 1行
［1］莫健华，罗华. 耐热聚氨酯树脂材料的热性能和力学性能[J]化工学报， 2007(07)：40-45

［2］陈鼎南.聚氨酯制品生产工艺[M].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210-217

［3］范兆荣，刘运学，谷亚新，张晴. 新型单组分聚氨酯防水涂料的研制[J]辽宁化工，

2007(04)：5-6

注：
（1）按论文中参考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并与文中的编号顺序相对

应。

（2）参考文献中每条项目应齐全。文献中的作者不超过三位时全部列出；超过三位时只列
出前三位，后加“等”字；作者姓名之间用逗号分开；中外人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法。

（3）参考文献不少于 15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2篇。

小 3号黑体居中5 号 宋 体 和 Times New
Roman(英文)；1.5倍行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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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1行

1■□□□□□□

1.1■□□□□□□

1.1.1■□□□□□□
1.1.1.1■□□□□□□

聚氨酯弹性体有许多特性，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它们的合成是以聚醚或聚酯二醇

和二异氰酸酯为基础，然后扩链形成大分子。其基本化学结构是氨基甲酸酯基团（R

- NHCOO - R1 ）。由于氮原子具有很强吸引电子的能力，氢原子可以与氧原子形成氢

键。结果产生物理交联 [ 1,2 ]，这种链结构可以用硬段和软段来描述。软段部分主要来

自二醇低聚物。随着二醇链的长度增加，玻璃化转变温度（Tg）变低，从而导致更多

的相分离 [ 3,4 ] 。

翻译题目，3号黑体，
分 1行或 2行居中打印

大标题用 3号黑体。是否居中依据原文排版格
式，序号依据原文序号。

一级节标题序号依据原文，小 3号黑体

二级节标题序号依据原文，4号黑体

三级节标题序号依据原文，小 4号黑体

High
molecule

Molecule

Fig.

图中英文不翻译，直接复制全

图

图名应翻译

正文部分：文字小 4号：中文宋体；英
文和数字 Times New Roman，1.5 倍行
（人名、地名用原文）

作者姓名，单位，地址用原

文 ， 五 号 字 Times New
Roman。摘要，关键词 5个
字黑体 5号字，内容 5号宋
体，1.5倍行距

译文的文体格式应与原

文一致，译文后面应附上

能反映文献出处的原文，

如复印件等。

页码居中

翻译题目 小 5 号宋体
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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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dNXedSNc tTr  (2-7)

（如果有的话）

表 6-1■2000—2010年世界聚氨酯产量

CASE 3484940 4792195 5877100

476000 592370 669700

3672125 4944500 5942000

2290215 3423500 4418800

9923280 13752565 16907600

■■数据来源：2008年(企业快报[J]. 聚氨酯)

（正文部分字数应在 3000 字以上，具体应按各院(部)的具体要求执

行）

同行靠右注明公式序号，编号

方法与图相同
公式：公式另起一

行居中打印

原表复制，表中内容不翻译，表的名称翻译。

数据来源。表注小 5 号宋体和 Times
New Roman

表内文字 5
号，分别用

宋 体 和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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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1行

参考文献

空 1行
[1] Miller JA, Lin SB, Huang KKS, Cooper SL. Macromolecules ,1985;18:32.

[2] Boyarchuk YM, Rapport LY, Apukhtine NP. Polym Sci, USSR ,1965;7:859.

[3] Petrovic ZS, Simendic B. Rubber Chem and Technol ,1985;58:685.

[4] Petrovic ZS, Simendic B. Rubber Chem and Technol,1985;58:701.

小 3号黑体居中5 号 Times New Roman；1.5
倍行，不翻译

原文可直接复制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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