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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院代表队在“上海市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上喜获佳绩 

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我校承办的第一届上海市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大赛暨第五届

全国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大赛在我校体育活动中心举行，本届大赛的主题是“幸福生活——

今天和明天”。我院共派出 13 支代表队参加竞赛。 

13 支队伍经过指导老师的悉心启发和指导，设计出了结构新颖、创意独特、造型美观

的各类休闲娱乐、家用康复理疗器械。共荣获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此次

活动及取得的成绩充分展现了我院学生在机械创新方面的高素质水平，大赛评委对于我院学

生制作的优秀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评价。 

一等奖作品： 

  作品名：灵动衣架窗 

设计者：陈盼，何文超，徐成亮 

指导教师：石更强 

  作品名：粉剂定量计数药瓶 

设计者：徐建，宋晓冰，黄琳，胡益 

指导教师：石更强 

二等奖作品： 

  作品名：乐谱翻页器 

设计者：郭哲，由佳，蔡燕华，凌小龙，许晓明 

指导教师：王殊轶，张敏燕 

三等奖作品： 

  作品名：家庭娱乐多功能椅 

设计者：章昆，陈志鹏，王丰斌，雷毅，祁惠 

指导老师：赵展 

  作品名：多用手动吸尘器 

设计者：胡方遒，邹瞿超，方雷 

指导教师：谷雪莲，朱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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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的其他作品： 

  作品名：饮水器提水装置 

设计者：曹涵，邹瞿超，胡方遒  

指导老师：谷雪莲，沈桐 

  作品名：家庭趣味桌 

设计者：龚钰涵，谭启路，于露，朱丹丹,曾红雨 

指导教师：宋成利，吕坤勇 

 作品名：居家康复用可屈腕仿生手 

设计者：易金花，胡鑫，张静，朱沪生，胡姊娟 

指导教师：喻洪流，何荣荣 

作品名：碳纤维颈椎康复枕 

设计者：王杰，丁天骄，赵阳 

指导教师：崔海坡 

 作品名：防污型家用洗鼻器 

设计者：李文栋，刘民胜，董文广 

指导老师：闫士举 

作品名：带溜溜球功能的跳绳电子计数器 

设计者：王成达，李小霞，易金花 

指导教师：严荣国，郭旭东 

 作品名：舒适的电脑椅 

设计者：董梁，李哲龙，康淼 

指导教师：严荣国，徐兆红 

作品名：书法机器人 

设计者：徐健，胡益，宋晓冰，陈东  

指导教师：徐兆红，王成 

 



我院董庆利副教授接受媒体采访谈鸭血豆腐中甲醛问题 

曾获“中国名牌”的老字号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日前被曝光用猪血冒充鸭血豆腐

销售，因当前市场上猪血冒充鸭血豆腐销售的问题比较严重，并且不法商贩用猪血制作鸭血的

过程，大都采用致癌物甲醛。我院董庆利副教授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发表了对这一问题

的看法。 

该公司承认销售终端存在漏洞，相关媒体报道指出，“稻香村各个加盟店实行自行取货、没

有统一配送”。事实上，公司销售环节的确存在问题，鸭血制品本不在公司日常销售范围，公司

门店擅自超范围经营“鸭血豆腐”，不仅如此，门店进货也没有查验问题产品供货商的《肉类品

质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更令人担忧的是，稻香村拥有庞大的销售网络。稻香村

官方网站上显示，稻香村已拥有近百家连锁店、一个物流配送中心、300 多个销售网点，公司生

产基地生产糕点、肉食、速冻食品等 600 多个品种食品，年销售额近 20 亿元。一旦销售渠道无

法控制，让伪劣产品流入市场，危害可想而知。 

有专家向媒体爆料说，猪血冒充鸭血在市场上非常常见，全国多地都存在此现象，而更严

重的是，其制作过程通常采用致癌物甲醛以及工业用氯化镁，大量不法商贩利用有毒化学试剂

甲醛溶液（俗称“福尔马林”）浸泡猪血后，其色泽和质地非常像鸭血，对消费者健康有很大危

害。 

董庆利告诉记者，对于假鸭血豆腐等食品安全问题，均有相应的检测技术，如食品中的甲

醛可用快速检测试剂盒，通过比色可实现定性定量，几分钟即可出结果，且成本低廉。因此，

检测技术本身不是难题，重要的是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和风险预警。 

 

 

我校主办“‘地沟油’检测究竟有多难？”专题论坛 

5 月 9 日，由我校与上海市分析测试协会及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共同主办的“‘地沟油’

检测究竟有多难？”专题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国食品研究、疾病防控、计量

测试、质量监督检验、检验检疫局、环境监测以及高等院校的 50 多家单位、150 余名专家学者

出席了本次会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校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院长庄松林到会致辞，上海市科委研发

基地建设与管理处主任张露璐代表上海市科委讲话，大会由上海市分析测试协会马兰凤常务副

秘书长及我校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院长刘宝林教授共同主持。 

 

大会主题报告共有 12 个，从“地沟油”监管和法律法规现状、检测技术、技术难点、检测

仪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我校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王欣博士做了题为《低场核磁

共振检测技术在“地沟油”检测中的应用》的报告；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朱亦鸣博士做

了《基于时域太赫兹波谱技术的“地沟油”检测方法》的报告。近两年来，我校依托学科优势，

推进产学研结合，围绕食品安全热点问题，从食品科学、检测技术及仪器研发等方面做了大量

的工作。 

地沟油屡禁不止，严重危害了我国国民的食品安全。针对地沟油问题，在完善法律法规，

增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切实保证监管工作有法可依的同时，应加大食品检测工作的科技投入，

切实保障检测工作准确、全面、高效。本届会议的召开不仅仅为国内外从事“地沟油”检测技

术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次交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全面展示了“地沟油”检测研究领域

最新的科研和技术成果，对早日实现“地沟油”的有效甄别，保障食用油的安全将产生积极影

响。 

  

       张露璐主任         庄松林院士         刘宝林教授      马兰凤常务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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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副教授首先说到，地沟油的有效监管离不开“适用”的检测技术，而我们

的研究目标就是要提供快速的地沟油初筛检测方法，低场核磁共振检测技术便是

其中之一。其优势包括无损检测、操作简单快速、精确度高、样品无需前处理等。 

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王欣副教授总结到，低场核磁共振检测技术可用于油

脂品质的检测，结果稳定且有良好的重现性。同时，不同油脂具有特定的低场核

磁共振信息图谱，而油脂掺伪程度与其低场核磁共振检测结果有较好的相关性，

劣质油精炼过程则对低场核磁共振检测结果无显著影响。 

朱亦鸣教授提到，太赫兹技术是改变未来世界的 10 种技术之一，同属于六大

电子类新技术一列，拥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如 DNA 检测、毒品检测、违禁药品

检测、无损探伤等。随后，朱亦鸣教授从太赫兹波辐射/探测原理、结构示意图、

样机图片多个角度介绍了时域太赫兹波谱检测系统，并举例介绍了该系统在药品检

测、危险品物质区分等领域的实验成果。 

同时，朱亦鸣教授还指出，食用油在 1.6 THz 有显著的太赫兹吸收谱峰，而多

数种类的地沟油在高频处无显著峰。最后，朱亦鸣教授介绍了食用油与地沟油在太

赫兹波段内的折射率变化，由此研发出基于时域太赫兹波谱技术的地沟油检测方法

可以用于解决地沟油检测难题。 



 

李保国教授参加海峡两岸研讨会 

4 月 26 日至 5 月 1 日，应台湾国立宜兰大学邀请，李保国教授率领我院、环境与建筑学

院和理学院师生一行 11 人，参加了在台湾国立宜兰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纳米技术及绿色科

技科学教育研讨会”。李保国教授在研讨会上做了“微纳米胶囊技术在食品与生物医学上的应

用”主题报告。报告中，李保国教授介绍了将物理自控制技术与纳米技术相结合，并将之用于

食品以及生物医学领域，赢得了在场专家和学生的称赞，主办方为感谢李保国教授的精彩演讲

颁发了证书。 

    

 

截止 2012年 4月底各学院（部）科研到款与去年同期比较 

部  门 

2011 年

纵向到款

（万元） 

2011 年  

横向到款

（万元） 

2011 年合计

到款（万元） 

2012 年

纵向到款

（万元） 

2012 年  

横向到款

（万元） 

2012 年合计

到款（万元） 

环境与建筑 95 236 331 103 310 413 

能动学院 204 335 539 476 722 1198 

管理学院 159 175 334 202 165 367 

光电与计算机 417 401 818 2363 318 2681 

机械学院 162 177 339 253 241 494 

材料学院 56 21 77 400 20 420 

理学院 77 0.2 77.2 182 6 188 

医疗与食品 269 218 487 307 86 393 

出版与艺术 

 
12 71 83 58 117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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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上海市学位办和上海市教育评估院主办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学

位论文新标准的培训会议召开，会议颁布了学位论文的新标准。请各位导师注

意查看相关文件，更好地培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上海市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体系 
（试行）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三月 

 

一、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概述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当是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所学基础理论、专门知识、专业

技能和职业道德的综合反映，也是衡量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论文应在具有工程实

践经验的学校导师与企业、工程建设部门的高级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人员的联合指导下，由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独立完成。 

 

二、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内容与形式的基本要求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内容须体现论文作者综合运用工程理论、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

进行工程实践的能力；须联系工程实际、重点突出，应能反映工作成果的实用性与新颖性；

须突出社会性、经济型和使用价值。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形式可分为产品研发类、工程设计类、应用研究类、工程/项目

管理类、调研报告类五种。                                                                    

 



 

（一）产品研发类论文 

1.内容要求 

（1）选题 

产品研发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解决本领域生产或工程中的实际问

题，进行新产品或关键部件研发、设备技术改造及对国外先进产品的引进消化再研发等。选题

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技术难度和应用价值，能体现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2）研发内容 

须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需求分析，确定性能或技术指标；阐述设计思路与技术原理，进行

方案设计及论证、详细设计、分析计算或仿真等；对产品或其核心部分进行试制、性能测试等。

研发工作有一定的先进性、新颖性及工作量。 

（3）研发方法 

说明研发产品所遵循的完整的工作流程；所采用的科学、规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 

（4）研发成果 

阐述研发产品所遵循的行业规范要求、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说明研发产品的性能的先进

性、创新性与实用价值。 

2.撰写要求 

产品研发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由封面（中、英文）、原创性声明、版权使用授权书、

论文摘要及关键词（中、英文）、目录、正文、参考文献和致谢等 8 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字

数应不少于 2.5 万字。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绪论 

阐述所研发产品的背景及必要性、国内外同类产品研发和应用的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并

阐述本产品研发工作的主要内容。 

（2）理论及分析 

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需求分析与总体设计，确定性能技术指标，给出设计思路与技术原理，

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其进行详细设计、校核计算和性能分析。 

（3）实施与性能测试 

对所研发的产品或其核心部分进行试制，并对其性能进行测试及对比分析，必要时进行改

进或提出具体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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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结 

系统的概括产品研发中所涉及的主要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产品研发中的新思路

或新见解；展望所研发产品的应用及改进前景。 

3.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评价要素 权重 

选题与综述 
选题背景来源于工程实际；选题目的明确，具有必要性与应用

前景；国内外相关文献全面新颖，总结客观正确。 
15% 

创新性 
采用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产品性能先进，有新

思路与自主关键技术。 
20% 

应用性与论

文价值 

研发方案科学可行；产品符合行业规范与质量标准；产品功能

先进实用，具有潜在的经济或社会效益。 
30% 

基础知识 
研发基本原理准确；分析计算正确；研发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工作量饱满。 
20% 

论文规范性 
文字论述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

式规范；技术文件规范。 
15% 

综合评价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90；良好：89—70；合格：69—60；不合格：

≤59。  

（二）工程设计类论文 

    1.内容要求 

   （1）选题 

工程设计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本领域的实际需求，具有较高的技术含

量。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设计项目，也可以是某一个工程设计项目中的子项目，还可以是设

备、工艺及其流程的设计或关键问题的改进设计。设计须有一定的先进性、新颖性及工作量。 

   （2）研发内容 

工程设计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研发内容可以是工程图纸、设计作品、工程技术方案、

工艺方案等，可以用文字、图纸、表格、模型等方式表述。要求设计方案科学合理、数据准确，

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同时符合技术经济、环保和法律要求。 

   （3）研发方法 

工程设计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研发方法是对工程设计中的设计理念、技术原理、设计

方法和可行性等作详尽描述，对比分析国内外同类设计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工程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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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包括计算与分析、技术经济分析、测试分析、仿真实验分析、结果验证等进行具体描述。 

   （4）研发成果 

工程设计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应体现作者在设计中的新思路或新见解。 

2.撰写要求 

工程设计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设计报告作为

正文主体，设计方案、设计图纸和设计说明作为必须的附件。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2万字，组

成及具体要求如下： 

（1）绪论 

阐述所展开的工程设计背景及必要性，重点阐述设计对象的技术要求和关键问题所在，对

设计对象的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并简述本工程设计的主要内容。 

（2）设计报告 

详细描述工程设计过程中的设计理念、技术原理、设计方法和可行性等；对比分析国内外

同类设计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工程设计项目，还可包括计算与分析、技术经济分析、测试分析、

仿真实验分析、结果验证等具体描述。 

（3）总结 

系统地概括工程设计中的主要工作及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设计中的新思路或新见解；

简要论述本工程设计的优缺点，并对工程应用前景进行展望，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 

3.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评价要素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选题与 

综述 

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工程实际； 

系所属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国内外相关设计分析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内容 

 

设计内容的合理性 

方案合理，依据可靠； 

合理采用了基本理论及专业知识； 

综合运用了技术经济、人文和环保知识。 

 

15% 

设计方法的科学性 
设计方案科学、合理、可行； 

技术手段先进、实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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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 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 
设计工作量饱满； 

设计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成果 

设计成果 
设计图纸完整； 

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 
8% 

设计成果的实用性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可产生社会经济效益。 
10% 

设计成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路或新见解； 12% 

 

撰写及 

规范性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工程设计的核心内容。 
4%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贴切性、规范性。 3% 

综合评价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90；良好：89—70；合格：69—60；不合格：

≤59。 

（三）应用研究类论文 

    1.内容要求 

   （1）选题 

应用研究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本领域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应

用背景，是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等的应用研究。命题具有实用性，主题要鲜明具

体，避免大而泛，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或工程应用前景。 

   （2）研发内容 

应用研究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须直接来源于工程实际问题或具有明确的

工程应用背景，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应用性研究。针对研

究问题查阅文献资料，掌握国内外应用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对拟解决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仿真或试验研究。 

   （3）研发方法 

    应用研究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要求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所研

究的命题进行分析研究，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方法和程序，通过资料检索、定性或定量分

析等技术手段开展工作，实验方案合理，数据翔实准确，分析过程严谨。 

   （4）研发成果 

应用研究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或实际应用价值，成果

应体现作者的新观点或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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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撰写要求 

应用研究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正文字数一般

不少于 2.5 万字，组成及具体要求如下： 

   （1）绪论 

阐述所开展的应用研究命题的背景及其必要性，对应用研究命题的国内外现状有清晰的描

述与分析，并简述应用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 

   （2）研究与分析 

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所解决的工程实际问题进行理论

分析、仿真或试验研究。 

   （3）应用或验证 

    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或进行验证，并对成果的先进性、实用性、可靠性、局限性等进行

分析。 

   （4）总结 

系统地概括应用研究所展开的主要工作及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研究中的新思路或新见

解；简要描述成果的应用价值，并对未来改进研究进行展望或提出建议。 

 

3.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评价要素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选题与 

综述 

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工程实际； 

系所属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内容 

 

研究内容的合理性 

对国内外应用研究现状论述清晰准确， 

发展趋势判断合理； 

研究资料与数据全面、可靠。 

 

15%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研究思路清晰，方案设计可行；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准确。 
15% 

工作量 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 
工作量饱满； 

具有一定难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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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研究成果的价值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具有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5% 

研究结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路或新见解； 15% 

 

撰写及 

规范性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应用研究的核心内容。 
4%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权威性、规范性。 3% 

综合评价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90；良好：89—70；合格：69—60；不合格：

≤59。 

（四）工程/项目管理类论文  

工程管理是指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工程任务，此类论文可以研究工程的各职能

管理问题，也可以设计工程的各方面技术管理问题等。项目管理是指一次性大型复杂任务的管

理，此类论文研究的问题可以涉及项目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或者项目管理各个方面，也可以是企

业项目化管理、项目组合管理或多项目管理问题。  

1. 内容要求 

（1）选题 

来源于实际需求，是行业或企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本领域工程与项目管理问题。主题要鲜

明具体，避免大而泛，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或工程应用前景。 

（2）研究内容 

就某一行业或企业的工程与项目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

度；对国内外解决该类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管理方法及相关领域的方法进行分析、选择或作必

要的改进。对该类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设计，并对该解决方案进行案例分析和验证，或进行有

效性和可行性分析。研究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及工作量。 

（3）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所研究的工程/项目管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采取规范、

科学、合理的工程/项目管理问题研究方法和程序，通过资料检索、实地调查、定性定量分析

等技术手段开展工作，资料和数据来源可信。 

（4）研究成果 

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成果应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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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撰写要求 

工程/项目管理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正文字

数一般不少于 2.5万字，组成及具体要求如下： 

（1）绪论 

提出所研究的问题，对研究问题的国内外现状进行清晰的描述与分析，重点阐述研究问题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简述论文的主要内容。 

（2）理论方法综述 

对解决论文所涉及的管理问题的国内外代表性理论、方法进行简要描述，比较和分析各种

理论、方法在解决该问题上的优缺点，提出解决本问题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或方法体系）

与技术路线。 

（3）解决方案 

详细描述问题解决方案的分析和设计过程，并给出具有可操作性和适用性的解决方案。 

（4）案例分析或可行性分析 

若所设计的解决方案在实际中应用，依据实际结果分析方案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若解决方

案尚未在实际中应用，则从理论和应用条件方面分析解决方案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5）总结 

系统地概括论文所涉及的所有工作及其主要结论，重点描述论文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案或

新结论，简要描述研究工作的价值，同时简要给出进一步工作的建议。 

3.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评价要素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选题 

选题背景 
来源于工程实际； 

系所属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内容 

国内外相关研究 
文献资料全面、新颖； 

总结归纳客观、正确。 
5% 

内容的合理性 
内容明确、具体、适度； 

资料与数据全面、可靠。 
15% 

方法的科学性 
过程设计与论证合理；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准确。 
15% 

工作的难度及工作量 
具有一定难度； 

工作量饱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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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评价要素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果 

成果的可靠性 
成果明确、具有可信度； 

成果具有合理性及先进性。 
10% 

成果的实用性 
成果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可产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0% 

结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10% 

 

 

写作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高度概括和总结研究工作的核心内容。 
4%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真实、贴切、规范、新近 3% 

综合评价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85；良好：84—70；合格：69—60；不合格：

≤59。 

（五）调研报告 

此类调研报告是指对相关领域的工程和技术命题进行调研，通过调研发现本质，找出规律，

给出结论，并针对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并符合论文规范的研究报告。 

1.内容要求 

（1）选题 

作为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调研报告须来源于实际需求，是行业或企业发展中急需调研

的本领工程与技术命题。主体要鲜明具体，避免大而泛，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价值或工

程应用前景。 

（2）调研内容 

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既要包含被调研对象的国内外现状及发展趋势，又要调研影响该

命题的内、外在因素，并对其进行深入剖析。调研工作要有一定的难度及工作量。 

（3）调研方法 

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所调研的命题进行分析研究，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方

法和程序，通过实地调查，结合资料收集、数据统计与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工作，资料和数据

来源可信。 

（4）调研成果 

通过科学论证，给出明确的调研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成果应体现作者的新观

点或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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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撰写要求 

调研报告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3万字，组成及具

体要求如下： 

（1）绪论 

对调研命题的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重点阐述被调研命题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并简述本调研报告的主要内容。 

（2）调研方法 

针对调研命题，主要介绍调研范围及步骤，资料和数据的来源、获取手段及分析方法。 

（3）资料和数据分析 

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调查资料和数据进行汇总、处理和分析，给出明确的结果，并采用

数理方法进行可信度和有效性分析。 

（4）对策或建议 

对调研对象存在的问题或者调研结果应用于实际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科学论证，提出

相应的对策或建议。对策及建议应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具有可操作性及实用性。 

（5）总结 

系统地概括调研报告涉及的所有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哪些结论是作者独立提出

的，简要描述调研成果的应用价值。 

 

3.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评价要素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选题 

选题背景 
来源于工程实际，内容具体； 

系所属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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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评价要素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容 

国内外相关研究 
文献资料全面、新颖； 

总结归纳客观、正确。 
5% 

调研内容的合理性 

全面，具有一定广度； 

细致，具有一定深度； 

资料与数据全面、可靠。 

 

15% 

调研方案的科学性 

过程设计合理； 

方法科学规范；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准确。 

 

15% 

调研工作的难度及工作量 具有一定难度； 

工作量饱满。 
10% 

 

 

成果 

调研成果的可靠性 
成果具体、明确； 

成果可信、有效。 
10% 

调研成果的实用性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对策或建议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 

可产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2% 

调研成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观点或新见解。 8% 

 

 

写作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反映调研报告的核心内容。 
4%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真实、贴切、规范、新近。 3% 

综合评价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85；良好：84—70；合格：69—60；不合格：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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