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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言 

1.1 指南的目的 

为学位申请人提供学位申请相关事项的指导的同时，供学位主管参考学位授

予的工作流程。 

1.2 涉及的文件与规范  

涉及学位的规章制度参见网页 http://www.ipeedu.com/rule/9524.jhtml#degree

（文件）以及 http://www.ipeedu.com/rule/9228.jhtml（撰写指南）。 

1.2.1 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生培养方案》 

《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培养方案》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办法》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中国科学院大学关于发布学生科研成果 署名有关规定的通知》 

1.2.2 学位论文撰写 

《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1——2006）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学位论文撰写指南》 

1.2.3 学位论文延迟公开和涉密管理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管理办法》 

《中国科学院大学涉密研究生与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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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学位申请工作流程 

学位申请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预审核期、申请前期、申请中期及申

请后期。工作流程可简要表示成：完成培养环节—学位预申请登记—论文查重—

论文评阅（含格式审查）—论文答辩—提交材料—系统信息维护。 

学位申请相关表格查阅及下载可前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主页-研究

生教育-在学培养-表格下载栏目

http://www.ipeedu.com/rule/9621.jhtml#degree。 

2022 年冬季学位申请节点参见下表： 

 预答辩 查重 送审 答辩 
提交纸质材料 

学位信息报送 

博士 
查重前完成 

9.15 9.20 
11.20 11.25 

硕士 10.10 10.15 

2.1 学位预申请登记 

在规定的学位预申请期间，学位申请人扫描二维码或访问网址

（https://www.wjx.cn/vj/mJnND4s.aspx）进入问卷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 

  

图 2.1 学位申请预报名二维码 

2.2 学位论文预答辩 

2.2.1 预答辩工作流程 

填写《过程所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表》，经导师同意后，交教育处审查、备

案。预答辩交由所在课题组统一安排，博士学位论文至少提前 5 天送达预答辩专

家。预答辩程序参照正式答辩程序。在预答辩阶段论文要形成初稿，专家形成决

议，明确论文是否允许送审和是否允许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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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预答辩专家要求 

博士预答辩专家组成员不得少于 5 名研究员或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

家，其中所外专家不得少于 2名；硕士预答辩专家组成员不得少于 3名副研究员、

研究员或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其中所外专家不得少于 1 名。申请人导

师必须参加预答辩，但不进行表决。预答辩设秘书负责预答辩工作的组织、记录

及材料的整理工作。 

2.2.3 预答辩完成后提交文件 

预答辩完成后，申请人向教育处提交《过程工程所学位论文预答辩决议》和

《过程所学位论文预答辩后论文修改认定书》，两份文件均须有签字。 

2.3 学位申请预审核 

预审核阶段前，学位申请人必须完成毕业要求的培养过程，包括： 

1) 按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满足学分要求； 

2) 完成培养必修环节； 

3) 完成国科大教育云系统（http://sep.ucas.ac.cn/）“培养指导”模块中“个

人信息维护”栏目中：个人简历、奖惩信息和课程以及“论文”栏目中：开题报

告、中期考核、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 

学位申请人在维护完以上信息后，提交培养主管进行学位申请预审核。学位

申请人仅在通过申请预审核后，才可向学位主管提交学位申请。 

2.4 论文查重 

学位申请人在导师审核通过其学位论文终稿后，方可向学位主管提交论文查

重申请。导师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同意查重：在答辩申请书导师意见中签字或在

同学位申请人邮件往来中包含“同意查重”字眼，其中邮件需抄送学位管理邮箱

（edu@ipe.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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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论文查重前提交材料、待办事项一览表 

 提交材料、待办事项清单 对象 

1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 硕、博 

2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专利全文，或正式录用函） 
录用函须导师签字认可 

硕、博 

3 读书报告成绩单（成绩单必须打印，课程名称要求中、英文） 博 

4 教育云系统完成培养指导中必修环节以及答辩申请中的信息维护 硕、博 

5 预答辩材料 硕、博 

学位主管对材料审核的内容包括： 

 “答辩申请书”中导师和实验室主管的签字； 

 科研成果中发表的论文中署名（务必署名国科大）和作者排名情况。 

 教育云系统（http://sep.ucas.ac.cn/）中信息维护 

得到学位主管认可后，学位申请人方可将查重版论文（仅取引言至结论与展

望部分，以 PDF 格式存储），并按要求命名（学号_姓名_学术博士/专业博士/

专业硕士/学术硕士学位论文）发送至教育处学位管理邮箱（edu@ipe.ac.cn）。 

学位论文查重结果分为通过/不通过两类，查重率低于 10%（含）即为通过。

学位申请人只有在收到“查重通过”邮件后才可继续进行学位申请。 

硕士学位申请人如在查重期间仍未发表科研学术成果，须向学位主管提交知

情函（参见附录 D）方可继续进行学位申请。若在所学位会召开前仍未提供已发

表（或已接受）的科研学术成果，教育处不承认其此次学位申请有效，申请人视

为自动放弃此次学位申请。 

2.5 论文评阅 

2.5.1 论文评阅送审 

通过论文查重阶段后，申请即进入学位论文评阅阶段（论文送审——意见返

回——根据意见修改论文并回复相关意见）。在论文送审前，学位申请人向教育

处学位主管提交以下材料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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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论文送审前提交材料一览表 

 送审前提交材料清单 
【以邮件形式发送】 

格式要求 命名要求 

1 
《论文送审信息汇总表》 Excel Form_姓名 

独立文件，不要放入压缩包 

2 

论文摘要 Txt. 80041_学号_ZY 

论文原文 Pdf. 80041_学号_LW 

将论文摘要和论文原文打包发送（zip 格式），并命名“论文_姓名” 

请注意以上文件，格式及命名务必要符合要求，填写内容务必符合《论文送

审信息汇总表》规范（说明参见表内第二行），否则无法上传系统，延迟送审！ 

确认提交的材料满足要求后，学位主管方同意学位申请人进行学位论文送审。

在论文送审的同时，学位主管将电子版学位论文送至格式审查老师处。 

2.5.1.1 硕士论文送审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平台（以下简称：教育部学位中心）对硕

士论文的评阅时间约为 20 个工作日。除进行通讯评审外，专业硕士学位申请人

论文送审一位企业专家进行评阅，由研究生导师提供不少于 3 位同行企业专家推

荐名单，需要时可以提交专家回避名单，教育处从导师提供的推荐名单和企业导

师数据库中随机选择 1 位同行专家作为评阅人。 

送审后学位主管会持续关注相关进程，待回复意见满三份后即可将结果反馈

至学术硕士学位申请人，待回复意见满两份后即可将结果反馈至专业硕士学位申

请人。申请人在领取送审返回意见后需要根据意见回复并修改论文。由于盲审时

间较长且不可控，学位申请人应注意申请时间节点，尽早提交送审材料。 

2.5.1.2 博士论文送审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平台（以下简称：教育部学位中心）对博

士论文的评阅时间约为 35 个工作日。送审后学位主管会持续关注相关进程，待

回复意见满五份后即可将结果反馈至申请人。申请人在领取送审返回意见后需要

根据意见回复并修改论文。 

由于盲审时间较长且不可控，学位申请人应注意申请时间节点，尽早提交送

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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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硕士论文评阅要求 

送审专家人数为 3 人。 

2.5.3 博士论文评阅要求 

送审专家人数为 5 人。 

2.5.4 论文评阅意见及处理办法 

参见文件《过程工程所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评审规定》。 

2.6 学位论文答辩 

2.6.1 答辩前送审材料、待办事项一览表 

答辩前，学位申请人需要将以下材料提交到教育处学位主管进行答辩前材料

审核。 

表 2.3 答辩前送审材料、待办事项一览表 

 答辩前提交材料清单 

1 对论文评阅人提出修改意见的答复（导师签字认可） 

2 中国科学院大学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 

3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打印份数要和答辩专家人数一致）

4 答辩秘书起草的答辩委员会决议，参考模板起草初稿 

5 过程工程所学位信息表 

在论文答辩前，学位主管审查项包括： 

 《论文评阅意见修改回复备案表》是否有导师和申请人本人的签名； 

 《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中决议内容是否按照模版起草；答辩委

员会成员是否符合要求。 

学位主管审核材料通过后，方可在表决票上盖教育处章，盖章数量同答辩委

员会成员数。未盖章的表决票教育处不予承认，视为无效答辩。 

2.6.2 注意事项 

在材料审核通过后，学位申请人需完成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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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答辩前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 登记领取答辩横幅（硕士为蓝色横幅，博士为红色横幅） 

2 张贴答辩公告 

3 答辩结束后同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及本人导师在横幅下合影，并刻录至光盘 

2.6.3 答辩委员会组成 

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一人是过程工程研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3 位副研究员、研究员或具有相当专业技

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所外专家至少 1 位，硕士生导师不少于 2 位。其中，同

等学力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应由不少于五位同行专家组成，且至少一位是本单位

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硕士专业学位须有一位来自企业或实际工作部门

的专家。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5 位研究员或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

专家组成，其中所内专家至少 1 位、所外专家至少 2 位，博士生导师不少于 4 位。 

2.7 项论文答辩后事 

学位申请人须登录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平台，在培养及学位管理中维护答辩

申请、论文评阅和答辩相关信息。除进行线上信息报送外，申请人还须向学位主

管提交纸质材料（详见下表）。 

表 2.5 答辩后提交材料一览表 

 答辩后提交材料清单 份数 

1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 2 

2 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 2 

3 毕业研究生登记表 2 

4 论文评阅书和修改意见及答复（导师签字认可） 2 

5 已发表（包括已接收）的科研成果复印件 1 

6 表决票 1 

7 预答辩材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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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位论文（学位申请人及导师在独创性声明页签字） 5 

9 
光盘（学位论文 PDF 版、同答辩委员会委员在国科大横幅下合影） 

备注：在所学位会后提交，一份交给所图书馆巴敬莉老师。 
2 

其中五本学位论文中“独创性声明页”均需要导师和申请人的手写签名。 

2.8 国科大教育云系统信息维护 

学位申请人在答辩结束后，需要登录国科大教育云系统依次对答辩申请、论

文评阅、论文答辩信息以及学位管理四方面进行信息维护。线上信息报送主要用

于学科群以及国科大学位会的审核，学位申请人在填写信息时务必和纸质版申请

材料保持一致。 

国科大教育云系统网址和登录信息见下方表格： 

表 2.6 教育云系登录护信息 

 信息 

登录网址 http://ucas.ac.cn/ 

用户名 
博士：本人 15 位学号 

硕士：玉泉路期间邮箱 

密码 身份证号 

备注 

系统操作如遇问题，请拨打 88256622。 

博士论文评阅人需选择“专家一至专家五”，硕士论文评阅人需选择“专家一

至专家三”  

在提交答辩申请至导师“请求指导”前，申请人必须确认其必修环节的审核

状态，均为通过后才可“请求指导”。未维护完整而提交答辩申请时，学位主管

将退回申请，申请人须重新申请并再次提交导师请求指导。 

学位主管依据申请人提交的纸质版材料审核系统数据，通过后学生本人分配

答辩秘书。学位申请人需要登录其答辩秘书帐号对论文评阅及答辩信息进行信息

维护。当最终状态显示“答辩通过”，申请人即可进入“学位管理”维护信息。 

2.9 学位初审 

过程工程所学位评定委员经过对学位申请人的全面审查和综合评价后，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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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名的投标方式，在全体委员过半数通过后即可做出拟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的决议。 

2.10 学科群学位会和国科大校学位会 

学科群学位会和国科大校学位会主要在国科大教育云系统进行学位评定和

授予决议。学位申请人只有通过过程所学位会、学科群学位会以及国科大校学位

会后，才可获得相应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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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异常情况处理 

3.1 查重检测异常结果的处理 

如论文查重检测结果在 11-20%，教育处将结果以邮件形式发送给学位申请

人，并通知其导师进行二次审查。由导师结合核心章节文字复制比等相关情况，

负责审查并认定学位论文中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根据认定结果做出具体处理

意见。如果导师认为无需修改，则导师签字认可；若认定需要进行修改，则修改

后进行复检。 

若检测结果在 21-30%，教育处将结果以邮件形式发送给学位申请人，且告

知申请人论文必须进行修改。修改后，教育处进行复检，若复检结果仍在 21-30%，

则申请人须延期半年后答辩。 

若结果在 31%（含）以上，教育处须告知学生本次申请学位无效，半年后重

新申请。 

3.2 盲审异常回复意见与处理办法 

参见文件《过程工程所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评审规定》。 

3.3 答辩未通过处理方法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经答辩委员会成员过半数同意，可做出半年后至

一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决议。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经答辩委员

会成员过半数同意，可做出半年后至二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决议。 

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若答辩委员会未做出修改论文重新举行答

辩的决议，或申请人逾期未完成论文修改，或重新答辩仍不合格者，一般不再受

理其学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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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硕士学位申请知情函 

本人 XXX，学号：00000。在学位申请前未取得《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学位授予细则》中要求的科研成果。现申请在不满足此条件的情况下，先进行

学位申请流程。本人承诺若在所学位会召开前仍未提供已发表（或已接受）的科

研学术成果，学位论文答辩无效，自动放弃此次学位申请，延期半年重新申请学

位。 

 

申请人：XXX 

导师：XXX 

日期：XX 年 XX 月 XX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