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答辩、学位申请流程 
                          

                                                                 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完成培养计划，中期考核。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评阅 

 上海市盲审抽检 

 系统中录入答辩信息（必要） 

 填写《申请硕士学位审批表》 

 答辩委员会的成员组成 

 

答辩 



         1.完成培养计划中的各项培养环节，学分修满，通过中期考
核。  

 

         2.学位论文格式按《同济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
求执行，学生必须获得导师对学位论文的认可。  

 

         3.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至少两份。（建议答辩前一个月准备） 

 

    

答辩前的准备 



论文评阅 注意事项： 

 

   1）申请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先由指导教师审阅，写出详细的
学术评语，并在答辩前一个月将论文送交至少2名同行专家
评阅（最好校内外各一个）；聘请的评阅人应是在本学科领
域具有副高级职称以上（含副高级）的专家。 

  

   2）学位申请人的导师不可作为评阅人。  

 

   3）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在收到论文后，一般情况在一个月
内写出详细的评阅意见，及时将论文评阅意见书返回学生所
在院系。两名专家论文评阅均通过后，方可进入组织答辩的
有关工作。      

 

答辩前的准备 



         4. 上海市盲审抽检（电子版盲审格式同隐名纸质版） 

         (注：对没有抽到盲审的学生，上海市学位办会定期进行后抽，
如果后抽不通过，取消学信网上的学位证明，网上将无法查到该
生的学位信息。)  

 

        5.学生系统中录入答辩信息申请答辩，答辩秘书审核，院系审
核,答辩后上传存档电子版论文后，才可以输入答辩决议，答辩后
10天内上传论文、输入决议即可。答辩结果录入（必要!否则无法
制作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在非节假日的每月5号以前申请，）。  

 

答辩前的准备 



      一、抽检范围  
凡拟于2017年申请同济大学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参加盲审。  
 
       二、抽检流程  
（一）在信息系统抽检 
1.申请学位研究生在论文定稿后、答辩前2个月内登录我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简称“信息系统”）
申请盲审抽检； 
2.经导师在信息系统审核后，在信息系统进行盲审抽检； 
3.认真阅读说明后，按要求仔细填写并打印《上海市学位论文“双盲”检查简况表》。  
 
（二）提交被抽中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 
1.凡被抽中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将以下材料提交所在院系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1）学位论文1本（论文中删去导师、作者姓名、项目代号及项目名称、致谢、简历页（保留标
题）；隐去论文及参考文献中涉及个人信息的资料；封面加印论文编号。 
（2）《盲审简况表》2份（其中1份经本人和导师签字确认），《盲审简况表》中填写“发表学术
论文”要隐去导师和研究生姓名,填写“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名称”要简写，且不能出现项目代号。 
  
（三）有关要求  
1.未抽中者，必须在2个月内答辩，否则按抽中处理，； 
2.被抽中者，必须在2个月内答辩及送审，否则送审2本论文。 
 

 

上海市盲审抽检 



 三、评议结果反馈  
校学位办将盲审论文送审后，上海市盲审系统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送审时间和论文评议结果。论
文评审结果如有异议，学位办将书面通知相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四、自评及专家评议的评分标准 
 
 （一）评价指标 
1.学术型学位论文评价指标：选题、创新性、学术性、应用性和准确性五项单项指标和综合得分； 
2.专业学位论文评价指标：选题、创新性、可行性、应用性和规范性五项单项指标和综合得分；专
业学位论文评价表有39种。 
 
（二）评价等级 
 1.学术型学位论文评价等级分值为A（100～90）、B（89～75）、C（74～60）、D（59～50）和E
（49～0）五类。  
2.专业学位论文评价等级分值为优秀≥90；良好89-75；合格74-60；不合格≤59。 

 
 

上海市盲审抽检 



（三）异议 
 
“异议”是指具有下列情况之一： 
 
1.任一项评价指标得分低于60分（或被评为‘D’或‘E’），或论文总分低于60分（即评价等级为“不合
格”）； 
 
2.违反学术道德规定。 
 
 
 
 
 
 
 
 
 
“网上抽检时间”：学位论文参加盲审抽检时，系统自动记录的“登录时间”。 
 
“论文送审时间”：抽中后送至校学位办的时间。 （如遇周末，请提前到工作日） 

上海市盲审抽检 

校学位备案审批时间 申请人参加网上抽检及送审抽中论文时间 

博士硕士 
备案日 

2017年03月31日 2017年03月20日前 

2017年06月30日 2017年06月20日前 

2017年09月30日 2017年09月20日前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20日前 





 



 封面标准格
式 

 严格按照右
图执行 

 最好使用深
蓝纹底 

 论文编号打
印在左上
角！！ 

 



6.领取《申请硕士学位审批表》并认真填写。 
 

1）照片必需使用蓝底新华社拍的照片。（须参加统一拍摄、或至研究生
院指定地拍摄、且保证学位/毕业证照片完全相同，否则不予制作证书。） 

 
         所有研究生必须参加研究生院统一组织（一般在本部瑞安楼或   嘉
定校区F楼）的拍摄，或自行前往新华图片社大学生图像信息采集中心
（虹口区虬江支路181号2108室）拍摄学位证照片。拍摄成功后，登录新
华图片社网站 http://www.shxhs.com ，下载照片电子版，自行冲洗后粘
贴在审批表上。如有问题，电话021-56315305或021-36521352，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六9:00-16:30。学位证照片主要用于 “ 学位证 ” 及 “ 申请学
位审批表 ” 。“ 学位证 ” 、“ 学位审批表 ” 及 “ 毕业证 ” 3者的照
片必须一致。   

 
2）成绩单要求：必需使用有同济大学研究生院成绩专用章的正式成绩
单。（医学院制作成绩单无法立等可取，如果急需请在校生拿一卡通至
瑞安楼1楼打印，非在校生至校档案馆打印） 

 
 

 

答辩前的准备 



 
3）答辩决议书必须有答辩主席及委员签名、日期，决议文
字缩小粘贴在审批表中答辩决议空白栏里（包括答辩委员
签名）。所有黏贴纸张中的签字请务必骑缝签名。（博士
同） 

 
4）论文评阅意见书保持单页状态，最好一个专家一张纸，
正反面打印，表决票单边（左边）黏贴在表决表黏贴纸上，
表决票盖章（506办公室的椭圆章），如果是3位委员便是3
张，放在学位审批表末页的袋子里，不必粘贴到审批表上。 

 
5）保证学位审批表各项目填写完整、准确；研究生信息管
理系统录入信息完整准确。 

 
 

答辩前的准备 



三、答辩委员会的成员组成  
 

    1.答辩委员会成员应由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
3~5人组成。指导教师一般不宜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如果导师作为答辩
委员会成员，则至少由4人组成。  

 
   2.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教授或者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成员担
任。   

 
    3.答辩委员会设秘书1人，应由我校具有中级及其中级以上职称的在职
人员担任。秘书应在答辩前完成论文的送审评阅工作，答辩时协助主席
办理有关事务，做好答辩会的详细记录。  
 
四、请一定在3、6、9、12月20号之前答辩抽盲审！否则申请下一季度的
学位。为保证学位申请顺利进行，请勿等到最后一天。 

答辩 



2017年学位证书发放时间地点 

 

 注意：领取证书的同学务必先至509秦瑾老师和李慧老师处办理好离校手续和档
案事宜，用离校循环表换取学位证书。 

上海市盲审抽检、答辩、送
审截止时间 

博士隐名预盲审截止日期 校学位办备案时间 
校学位办下发院系

日期 
院系预计发放时间地点 

2017年03月20日前 2017年1月20日 2017年3月31日 2017年4月30日 
2017年5月4日  (509办公

室） 

2017年06月20日前 
2017年3月20号-4月20号

（每周三送审） 
2017年6月30日 2017年7月20日 

2017年7月24日（509办
公室） 

2017年09月20日前 
2017年6月20号-7月20号

（每周三送审） 
2017年9月30日 2017年10月30日 

2017年11月03日（509办
公室） 

2017年12月20日前 
2017年9月20号-10月20号

（每周三送审）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月20日 

2018年1月22日（509办
公室） 



每位申请者需向教务员提交以下材料： 
 
1、同济大学申请硕士学位审批表（一式一份）:各院系教务老师处领取。 
 
2、科研成果复印件（一式一份）：需有杂志封面，封底，中英文目录，
发表论文复印件全文，用笔标注出目录及论文中学生的名字，并由所在
院系审核后敲院系章；务必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录入科研成果提交待审
核。SCI需要检索证明，如果尚不能检索，需要接受函。 
 
3、学位信息登记表（一式一份），下方签字（请注意核对信息，否则学
位证上的内容有可能会有错误！）；登记表后面粘贴身份证正反面，身
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整个黏贴在登记表的反面。照片自行黏贴，
同学位审批表照片。 
 
4、学位论文（硕士两份，博士三份），作者签名； 
 
 
 

 

学位申请 



5、 电子版PDF毕业论文系统上传 

 

         电子版归档是为了保证我校推荐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
（学位论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每年从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随机调取、抽检学
位论文等一系列重大工作的顺利进行。 

 

          注：对没有抽到盲审的学生，上海市学位办会定期进行
后抽，如果后抽不通过，取消学信网上的学位证明，网上将
无法查到该生的学位信息。 

 

学位申请 



6、上海市学位论文“双盲”抽检结果打印页，盲审抽
中的同学还需提供盲审结果打印页； 

 

7、认真填写并核对《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里学位相
关的所有信息，如实填写（注：务必填写科研成果，
并由教务员核对与上交纸质材料是否一致）。 

 

学位申请 



 注： 

           每位同学都可以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或者本研一体
化系统中的培养方案中查阅自己学位申请小论文发表的要
求，以系统为准。 

           

学位申请 



 

           凡在学位论文答辩前未达到研究生培养方案的
学术论文发表要求者，可以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申
请批准后可组织答辩，但答辩通过后暂不提交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学位。待达到学术论文发表要求
后，再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学位（期间最长
年限为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的两年内，逾期不再受
理）。 

           备注：若发表的论文有并列作者现象、文章未
刊出但已获正式接受函、SCI论著未被检索，该论文
是否符合学位标准均需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后
决定。 

 

学位申请 



学位申请 

基础医学学历教育硕士培养方案 



 博士学位论文应达到以下要求： （四）学位论文原则上应用汉语撰写；
对于用汉语授课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博士留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如用英语（德语、法语）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不少于5000汉字摘要；
对于其他情况（含用英语授课）的博士留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如用英
语（德语、法语）撰写，可不要求撰写汉语摘要，但必须有英语摘要。
[第2次修订，校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硕士学位论文应达到以下要求：学位论文原则上应用汉语撰写；对于
用汉语授课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硕士留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如用
英语（德语、法语）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000汉字摘要；对于
其他情况（含用英语授课）的硕士留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如用英语
（德语、法语）撰写，可不要求撰写汉语摘要，但必须有英语摘要。
[第2次修订，校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学位申请 



          每位申请者的材料请装到一个牛皮纸袋内，封面标明
申请者姓名、学号、电话号码及递交材料。 

 

 

 

学位申请 

2017年硕士学位申请材料清单 
申请人： 导师： 
学号： 联系方式(重要)：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准备情
况 

备注 

1 申请硕士学位审批表 1     

2 

科研成果复印件（只有录用证明同学需要在
复印件首页导师签名：情况属实）       

3 录用证明       

4 SCI检索证明       

5 

暂无检索证明（提供作者账号进入杂志页面
的接收状态栏accept，导师签字）       

6 学位信息登记表 1     

7 身份证双面复印件 1     

8 学位论文 2     

9 上海市学位论文“双盲”抽检结果 1     

10 

上海市学位论文“双盲”评价结果（抽中者
交，结果没有出来暂不交）       

11 论文评阅意见书       

12 表决票（帖在黏贴纸上）       



           硕士学位申请材料上交审批： 

         基础预防同学请按照时间节点亲自交到508办公室。 

          临床硕士研究生请联系医院教务老师。 

          具体要求请仔细参阅“关于做好我校2016学位授予审
核工作的通知” 里面有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相关材料 

          SCI论文需同时提供检索证明材料； 

          核心期刊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如杂志封面有标志的，
复印件即可），导师签字认可； 

          同济大学离校循环表(百度搜索即可，交至509办公室)。 

学位申请 



         《同济大学研究生延期申请管理办法》（校研[2014]11号）明确了研究生的学制和修读年
限，硕士研究生学制为2.5-3年（医学类硕士研究生学制为3年），修读年限最长不超过4年。
修读年限超过4年的硕士生，不再予以延期。博士研究生学制为3年，修读年限最长不超过6
年。直接攻博研究生学制为4.5年（医学类直接攻博研究生学制为5年），修读年限最长不超
过6年。 

 超过学制年限未能按时答辩者，确定客观原因且有能力在最长修读年限内完成论文研究内容
的，经学生申请，导师审核，学院审核，研究生院批准，可以延期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延期答辩的条件： 
 1、通过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 
 2、学位论文研究进展情况良好。 
 申请程序： 
 （1）凡申请延期答辩的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导师同意、学院批准，报研究生院审批，

申请可于学制年限期满前3个月提出。 
 （2）应根据论文研究的进展情况提出合理的延长期限。 
 从本学期起，以上流程，都在同济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完成。 
 已注册的学生可凭一卡通和学生证到信息中心、校医院、社区中心等办理相应功能的延期。 
 附： 
 【学生操作手册】 
 1、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答辩学位->提前/延期答辩 
 2、符合延期答辩申请条件的学生，点击 延期答辩申请。写明延期答辩的理由，保存。 
 3、打印延期答辩审核表。需要使用书面版本时，加盖学院公章即可。 

 

延期答辩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