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信工程学院 2022 届学生毕业

设计工作方案

毕业设计是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途

径，是学生掌握所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综合

考核。为做好通信工程学院 2022 届毕业设计工作，结合学

院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管理机构

为了高标准做好通信工程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特成立通

信工程学院毕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 云

副组长：李 愈、丰爱辉

成 员：各教研室主任、教务办干事、毕业班辅导员和

指导老师。

毕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学院教务办，丰爱辉兼任办

公室主任。

1.教务办主要职责

⑴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建立完善毕业设计相关制度文

件，规范毕业设计类型、时间安排、毕业设计选题、基本流

程、组织形式、教学经费和指导教师安排等基本要求；

⑵成立毕业设计专项工作小组，毕业设计答辩小组；组

织毕业设计答辩和成绩评定工作；



⑶贯彻我院毕业设计管理的有关规定，根据本院各专业

的特点，制定毕业设计具体工作方案；

⑷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毕业设计环节要求，组织

制定各专业毕业设计标准；

⑸负责我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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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进行毕业设计总结，上交有关文字材料；

⑺做好学生毕业设计成果管理及存档工作。

2.学工办主要职责

⑴进行毕业人数的统计以及毕业生学籍名单的核对；

⑵与学生进行毕业工作的对接。

3.教研室主要职责

⑴加强对学生毕业设计选题及实施过程的指导，做好毕

业设计的前期检查工作；

⑵组织审定各专业毕业设计选题和确定指导教师；

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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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指导老师主要职责

⑴指导教师负责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选题、《毕业设

计任务书》和参考文献资料，毕业设计选题主要来源于工作

实际，强化选题的真实性、专业性和综合性；

⑵指导教师应把握学生毕业设计的进度和质量，解答疑



难问题；

⑶指导教师结合学生的平时表现，对毕业设计写出评

语，评定成绩。

二、相关标准

1.指导教师的资格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遵循自愿、择优聘用原则，每人指导

学生最多不超过 15 人，指导教师一般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

第一次指导毕业设计的教师应配备有经验的教师协同指导。

企业专家可兼任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2.毕业设计选题

⑴毕业设计类型包括产品设计类、方案设计类；

⑵专业相关性。选题应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一

定的综合性和典型性，能体现学生在需求分析、信息检索、

方案设计、资源利用、产品制作、成本核算等方面的专业综

合能力和创新协作等意识的培养要求；

⑶实际应用性。在专业选题方面应体现出通信专业的时

代特征，应尽可能采用当前主流技术，贴近行业产业生产，

生活实际、最好是来源于相关企业的真实产品生产、行业应

用或工程实际项目，可以解决生产和生活实际问题；完成软

硬件产品（作品）设计和制作、相关工程方案、工艺规划或

设计；

⑷难易适度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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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任务；

⑸选题差异性。毕业设计原则上做到“三人一题”，选

题尽量避免雷同；

⑹我院的毕业设计选题指南应根据相关产业发展及时

更新，原则上，每年更新 20%以上的选题，每 4 年要全部更

新一次。

3、毕业设计的基本要求

⑴时间要求

1 开题时间：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要求学生将选题的

结果上报并与指导老师取得联系，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交提纲（可以以电子文档形式）；

2 中期检查时间：2022 年 4 月 30 日。要求学生上交初

稿，请指导老师提出修改意见（可以用电子文档）；

③设计交稿时间：提交份数为一式二份，收稿截止时间

为 2022 年 5 月 15 日，迟于此时间者作不及格认定。

⑵毕业设计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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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于产品设计或方案设计的专业性、

实践性、可行性。

学生的毕业设计主要内容包括毕业设计任务书和毕业

设计成果。

毕业设计任务书应明确具体目的、任务及要求、进程和



成果表现形式等。

毕业设计成果应表现为物化产品、方案等形式。成果表

现形式为物化产品的须提交产品及成果说明书（成果说明书

内包括毕业设计思路、毕业设计成果形成的过程及特点等）；

成果表现形式为方案的，须提交设计方案。学生毕业设计成

果不得以论文、实习总结、实习报告等形式替代。

4、毕业设计成果评价和质量要求

参考《湖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评价标

准》

⑴设计任务。以学生毕业设计任务书为主要考察依据，

重点评价设计任务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工作量；

⑵作品质量。以学生毕业设计成果为主要考察依据，重

点评价成果的科学性、规范性、完整性和实用性。

学生按照小组开展毕业设计的，其任务书和毕业设计成

果应体现不同的工作任务和特点，不可全部雷同，出现严重

抄袭现象的，毕业设计成绩直接定为“不及格”。

⑶毕业设计文档要求

纸质毕业设计书写装订，格式应符合下列要求：封面用

A4 白色纸打印。摘要两字用黑体宇，中间隔两空格。两格后

用小四号宋体字写正文内容。摘要内容之后，另起一行，用

四号黑体字写“关键词”三字，空二格之后写上关键词，每

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最后一个关键词之后不写标点符



号。目录(视其内容，可有可无)两字中间空两格，三号黑体，

居中．下起一行为目录内容，目录内容用小四号宋体字，目

录要写上章、节及章节名称、页码，章节与页码之间用“—”

连接。目录应该两端对齐．正文一级标题用三号黑体居左，

二级标题用四号黑体靠左，三级标题用小四号黑体靠左书

写，正文内容用小四号宋体字，每段首行前面空两个汉字位

置，英文符号、数字一律用标准罗马字体(TunesNew Roman)。

各种图表(包括系统中的流程图、专题图、统计图表、程序

框图等)必须严格符合规范，不许复印，也不能用铅笔、圆

珠笔绘图。每幅图应有图号和图名，居中写在插图下方。表

格应有表号和表名，居中写在表格的上方。图号、图名和表

号、表名用五号楷体字。参考文献(居左)应按学院有关规定

书写：参考文献要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依次编号，集中在论

文后部列出。文献的号码一律用方括号括起来。图书文献的

抄写格式：[文献序号] 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日期，

页号。附录(可无)正文中引用的内容比较复杂的图表、图片

及其它技术资料在附录中列出，如果引用的资料比较多，则

依次编为附录一，附录二……。附录后空一个汉字位置，写

明附录主题，用三号黑体字标明在每一页的左上角。致谢（视

毕业设计情况可有可无）致谢两字中间空两个汉字，三号黑

体居中，下起第二行写致谢内容。致谢内容用小四号宋体字，

每段第一行前空两个汉字位置。致谢内容之后空若干行写上



作者姓名，姓名靠右。姓名之后下起一行靠右写上日期。封

底(A4 白纸做封底)；

⑷几点说明：①统一使用 A4 纸，单面打印；②版芯：

按上述字体要求(每行 35 字左右)；③封面与封底用 A4 白色

纸，用透明塑料文件夹装订成册，要求整齐清洁；④不符合

格式要求的—律退回；不联系工作实际的一律重写；抄袭者

一律重写；不交或者不合格者一律不能按时毕业，不能及时

发毕业证书。

5.空间上传要求

⑴学生必须在个人空间建设“毕业设计成果展示”一级

栏目，建设“毕业设计任务书”和“毕业设计成果”二级栏

目。学生必须在毕业年 6 月 15 日前，上传相关资料到个人

空间，展示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成果；

⑵学生未在规定时间完成上传，毕业设计成绩直接定为

“不及格”。纸质版在 5 月下旬以班级为单位交到教务办。

6、毕业设计相似性检测

⑴学院对所有毕业设计成果进行相似性检测。凡涉及国

家安全和保密的相关规定，不可以在网络上公开传播和使用

的毕业设计不参与相似性检测；

⑵学校使用“Paper Pass”进行毕业设计联机检测。检

测结果应小于等于 30%视为通过检测。



7、毕业设计的答辩与成绩评定

⑴答辩前的准备工作

①学生毕业设计完成后，指导教师应依据各专业毕业设

计标准要求仔细审阅，填写《毕业设计评阅与成绩评定表》，

重点评价学生毕业设计选题的专业性、实践性与工作量；学

生毕业设计实施技术路线的可行性、实际过程的完整性与设

计依据的可靠性；学生毕业设计技术文件的规范性、技术方

案的科学性与技术设计的创新性等，并给出成绩，写出评语。

评语应言简意亥，有针对性，既阐明毕业设计解决的关键问

题，又指出毕业设计的优点与不足；

3 各教研室成立答辩小组（由2〜4人组成包括记分员）；

4 毕业答辩日期和地点由教务办在答辩一周前向学生

正式公布，同时报送教务处，以便学院组织有关人员

参加检查。

⑵答辩程序

①学生制作 PPT 汇报毕业设计成果及主要内容，时间 5

分钟左右；

②答辩小组成员提问，学生答辩。提问主要围绕选题主

要内容展开，适当联系选题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所提问

题的深度、广度、数量按教学要求，由浅入深，并因不同学

生的实际情况而异，既坚持教学质量标准，又有针对性；提

问与答辩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内。



③各答辩小组对每一位学生进行评分；

④答辩小组根据指导教师评语、答辩评分，填写《毕业

设计答辩记录表》，通过讨论给出评语及成绩。

注意：答辩产生的所有意见、评语和提问及学生的回答

问题情况记录，一并存档。

⑶成绩评定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以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实物质

量以及答辩情况为依据。

①毕业设计最终成绩=设计成果成绩×0.7＋设计答辩成

绩×0.3，评分采用百分制，填写《毕业设计评阅与成绩评定

表》。毕业设计成绩评定以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和成果为依

据，过程评价主要考核学生是否完整地执行毕业设计实施计

划，成果评价主要考核其科学性、规范性、完整性和实用性，

答辩评价主要考核学生对设计任务的整体把握能力和回答

问题的准确性；

②毕业设计成绩实行等级制，分为优秀（>=90 分）、良

好（75〜89 分）、及格（60〜74 分）、不及格（<60 分）四

个等级；

③成绩优秀的学生一般不超过学生总数的 10%；

④毕业设计不能免修、缓修。毕业设计成绩为“不及格”

的学生应予重做，经重做仍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三 、产品设计类毕业设计成果评价标准

产品设计类毕业设计就是将工程或者生产中的某种目

的或需要转换为一个具体的物理形成或工具的过程，是把一

种计划、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办法。

⑴评价内容

①选题

以学生毕业设计任务书为主要考察对象，重点评价产品

设计选题（项目任务）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工作量。

②设计实施

以学生毕业设计说明书为主要考察对象，重点评价产品

设计项目实施中技术路线的可行性、设计过程的完整性和设

计依据的可靠性。

③作品质量

以学生毕业设计形成的最终技术文件为主要考察对象，

重点评价产品设计技术文件的规范性、技术方案的科学性和

技术设计的创新性。

④毕业设计成果严禁剽窃或抄袭，若出现此现象，毕业

设计成绩直接定为“不及格”

⑵评价指标及权重

（见附表 1）



附表一

毕业设计成果考核标准

评价指标

指标内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设计任务

1.1 专业性

毕业设计任务书确定的选题符合本专业培养目

标，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产品

创意、总体设计方案、主要技术性能参数、工作原理、

系统和主体结构等方面实际问题的能力。

设计任务体现学生进行需求分析、信息检索、方

案设计、资源利用、作品（产品）制作、成本核算等

能力和安全环保、创新协作等意识的培养要求。

1.2 实践性

毕业设计选题来源于生产或工程实际项目，可以

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产品设计任务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典型性。

2.设计实施

2.1 可行性

毕业设计说明书完整、规范、科学规划设计任务

的实施，能确保项目顺利完成。

产品设计的技术原理选择、理论依据选择和技术

规范设计合理。

2.2 完整性

毕业设计说明书完整的记录设计项目启动、设计

任务规划、技术资料查阅、系统或者结构分析、技术

参数确定、设计方案拟定、设计方案修订、设计方案

成型等基本过程及其过程性结论等记录完整。



2.3 可靠性

技术标准运用正确，分析、推导逻辑性强。

有关参数计算准确，中间数据详实、充分、明确、

合理产品设计的结构符合工艺原则。

引用的参考资料、参考方案来源可靠。

3.作品质量

3.1 科学性

毕业设计作品（产品）充分应用了本专业新知识、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新设备，要素完

备，表达准确。

3.2 规范性

毕业设计作品（产品）完整体现任务书的规范要

求。

产品设计最终形成的设计流程图、程序清单和产

品设计方案等技术文件符合行业标准的要求。

成果报告书全面总结毕业设计的过程、收获、作

品（产品）特点等。

3.3 实用性

设计方案有创意，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所应用的技术手段、技术参数、技术流程可以有

效解决课题中的生产实践项目或问题。

⑶实施与质量监控

实施与质量监控是加强毕业设计管理，提高毕业设计质

量的关键，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对毕业设计进行过

程管理，严格控制毕业设计的各个环节，从而使得学生毕业

设计保质保量完成。鉴于此，通信工程学院根据毕业设计的

进程，抓好三个时期的检查：初期检查—中期检查—后期检

查，确保学生毕业设计的质量。



①初期检查。要严把“指导教师聘任关”和“选题关”。

初期检查主要包括：指导教师的资格审查，选择具有一定的

科研能力的指导老师，对于不认真负责的指导教师取消指导

资格；选题情况，包括选题的意义和目的、对学生的写作要

求，同时选题采用双向制，老师提供多个题目供学生选择或

者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确定题目；毕业设计任务书填写

情况；论文进程安排、预期困难及解决途径；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了解自己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等情况，并完成

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实验方案设计等基础性工作，为毕业

设计工作做好准备。

②中期检查。在毕业设计中期，指导老师要填写中期检

查表，严把“指导关”。通过中期检查主要了解教风、学风

和毕业设计进度，包括学生毕业设计有无改变课题内容、学

生完成毕业设计的质量与进度、了解指导教师对学生的指导

等情况。

③后期检查。重点是严格答辩，客观评定成绩，把好“评

阅与答辩关”、“质量评价关”。通过后期检查主要了解学

生毕业设计的撰写质量，评阅人对毕业设计的评阅结果，指

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的评阅及评语，答辩小组的答

辩记录，成绩评定等情况。答辩时由学生陈述毕业设计内容、

答辩小组提问、学生回答问题三个环节组成。学生毕业设计

的成绩采用结构分割制，即指导教师评分、评阅教师评分和



答辩评分，三部分成绩所占比例为 4∶3∶3，最终成绩采用

优、良、中、合格、不合格五个等级。

要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就要进一步增强质量意识，必须全面

考虑，从全局出发，不能仅仅孤立地研究一个或两个环节，

要全员、全过程的重视毕业设计工作，严把“质量评价关”，

使毕业设计的质量再上新的台阶。



通信工程学院 2022 届毕业设计

答辩方案
依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及学校《关于做好 2022 届毕业生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

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成立毕业答辩专项工作小组

组 长：张 云

副组长：李愈、丰爱辉、谭璇、周震

组 员：赵训红、肖祥、贺芝、方陵、李莲芳、毛金林、吴振江、

谢卓文、方锡令

二、时间及分组安排

2022 年 5月 19 日-20 日，通信工程学院组织开展了 2022 届毕业

生毕业设计线上答辩工作，现代通信技术（三年制）抽取总人数的

20%，总人数 101 人；现代通信技术（退役军人）抽取总人数的 10%，

总人数 95 人；智能互联网络技术（三年制）抽取总人数的 20%，总

人数 84 人；共计 16 人参加了本次线上答辩。

答辩时间：通信专业 2022 年 5月 19 日下午 14：00

答辩形式：视频答辩

答辩地点：通信工程学院教室

教室安排 答辩教师 记分员 备注

314 谭璇、肖祥 李莲芳 记分员自带电脑，

答辩老师自备一台313 赵训红、方凌 贺芝



电脑。

抽取答辩学生总名单：

通信（20）：向箐、李明、喻美丽、蒋王新、刘阳、肖文武、黄丽霞、

唐牡丹、蒋旺、秦伟、杨玉群、周文强、周震、谢燕芳、彭仔婷、田

晓翠、邹志国、周纯欢、方稳、粟茶花；

通信（退役军人）（9）：毛双全、吴剩良、李人豪、唐仁欢、刘盛

良、任睿、余萌、林长俊、李嘉诚。

抽取答辩学生分组名单：

第一组（314 教室）：唐鑫鑫、罗慎任、肖美婷、刘琪、曾西来、

向箐、李明、喻美丽、蒋王新、刘阳、肖文武、黄丽霞、唐牡丹、蒋

旺、秦伟、毛双全、吴剩良、李人豪、唐仁欢。

第二组（313 教室）：黄涛、陈倩、张富梅、贺进、杨玉群、周

文强、周震、谢燕芳、彭仔婷、田晓翠、邹志国、周纯欢、方稳、粟

茶花、刘盛良、任睿、余萌、林长俊、李嘉诚。

答辩时间：物联网工程技术专业 2022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4：00

答辩形式：视频答辩

答辩地点：通信工程学院教室

教室安排 答辩教师 记分员 备注

315 谢卓文、吴振江 丰爱辉 记分员自带电脑，

答辩老师自备一台

电脑。
316 毛金林、周 震 周 震

抽取答辩学生总名单：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16）：邹啸君、夏山富、李逸群、陆柏良、沙晓

燕、任宵、刘曼宇、卢琳、李宇龙、舒昆华、尹剑、赵垒、肖晏鑫、

王鑫、唐阿彪、黄月；



抽取答辩学生分组名单：

第一组（315 教室）：邹啸君、夏山富、李逸群、陆柏良、沙晓

燕、任宵、刘曼宇、卢琳。

第二组（316 教室）：李宇龙、舒昆华、尹剑、赵垒、肖晏鑫、

王鑫、唐阿彪、黄月。

三、答辩程序

分两组按照抽取顺序进行答辩。答辩前答辩组长分别在“钉钉”

平台建立两个视频会议，然后把邀请码发到班级群，然后一个一个进

会议，进入会议后答辩学生通过屏幕共享方式，向答辩组老师展示毕

业设计作品。

程序为：

（1）答辩老师宣布“XX同学毕业设计答辩开始”；

（2）答辩同学作自我介绍（姓名、班级、毕业设计题目）；

（3）答辩同学对自己设计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和主要结论给出概

述。重点介绍设计方案设计或者是产品功能展示部分。告知

老师介绍结束；

（4）老师宣布“下面是提问时间。请各位老师就 XX同学的毕业

设计内容提出问题，请 XX同学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认真思考，

并作答。”

（5）答辩组老师提出问题，记分员记录“问题”内容，填入提前

准备表格；

（6）老师宣布“XX同学毕业设计答辩结束”；

四、相关说明：

1、请参加答辩的教师于 13：40 到达答辩地点，准备好电脑。

2、参与答辩的学生需于 13:40 到视频前准备，不得迟到，否则



视为放弃此次答辩资格。

3、参与答辩的教师须按时到岗，原则上不许请假。的确因事，

需提前 1 天请假，以便学院另行安排其他人员。

4、答辩学生未通过将进入二次答辩。

5、毕业设计重复率超过 30%的学生一律不得安排答辩，任何答

辩组和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同意答辩。

6、答辩结束，答辩教师为每个学生打分，最后需计算平均分，

得出答辩学生答辩得分，答辩评审表由指导教师填写。

通信工程学院

2022 年 5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