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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博士生学位论文质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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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国防科技大学量 子信息学 方向博 士生培 养实践 为基础, 从 论文选 题、理论 基础、学术

氛围、论文写作、实验环境五个 方面, 论 述了提高博士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基本看法。
[ 关键词]

博士生; 学位论文; 质量

[ 中图分类号] G64318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672- 8874 ( 2007) 01- 0036- 02

我校原子分子物理专业量子信息学方向已经毕

有经典信息不可能有的新功能, 具有巨大的潜在应

业 3 名博士研究生, 他们的博士论文均被评为校优

用价值; 另一方面, 作为量子物理发展的前沿和新

秀博士论文, 其中一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

兴交叉学 科, 这里也存在大 量的未解决的学 术问

文; 一篇正申报军队、省级优秀博士论文。他们发
表的进入 SCI 捡索的论文人均超过 10 篇, 其中 3

题, 因而具有重 大科学价值。上个世纪 90 年 代,
我们就看准, 量子信息领域充满创新的机会, 正是

人次获得理学院高产作者奖。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

那些有好奇心、有进取心的年轻人的事业, 是他们

绩, 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在博士生培养方面有什么
成功的经验。应 / 高等教 育研究 学报0 编辑部之

驰骋、拼搏、施展才华的好场地。
当然任何学科的前沿或相关交叉学科领域都会

约, 下面就提高博士生学位论文质量问题, 就我们

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研究, 博士论文选

的做法和体会, 谈一点粗浅看法。

题原则应当优先选择那些对推进学科发展和知识进

一、富有创新性的论文选题

步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或在实际应用和技术进步中
有重要应用价值的题目。一般这一类题目都会有一

博士论文选题是出高水平博 士论文的关键环

定的难度。题目太难, 要求过高, 难以完成; 题目

节。毫无疑问, 博士生论文研究领域应当是相对富

容易, 要求过低, 可能会限制学生创造积极性, 降

有更多创新机会的领域。一般说来, 学科前沿以及
相关的交叉学科就是这样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

低论文的学术水平; 恰当的把握难易程度是重要的
学问。我们认为, 必须根据单位具体条件和学生的

人们涉足较少。显然只有在那些 尚未很好开发的

实际情况确定。论文研究内容不宜限制过死, 要求

/ 处女地0, 才容易找到宝石; 反过来在那些人们精
耕细作数百年的熟地上, 即使找到一个小石块, 其

应具有弹性; 给学生一定自由的、宽松的创造空间
和环境。

可能性也极小。当今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同学科
的相互渗透, 而处在不同学科边 缘的新兴交叉学

二、宽厚、扎实的理论基础

科, 就是这样的尚未很好开发的处女地。我们的博
士生之所以发表了比 较多的、水 平较高的学术论

盖高楼大厦, 必须打牢地基, 这是再普通不过
的道理了。同样, 要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 希望他

文, 固然与他们本人的努力有关, 很大程度上也是

们有更大的创造和学术成就, 就必须打牢坚实的专

因为他们研究的量子信息学正是这样的一个新兴交
叉学科。

业基础。应当看到, 虽然我们有一些数理基础良好
的博士生, 但近年来普遍的博士生专业基础有所下

量子信息学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量子物理为

降。尤其是如果我们希望学 生在交叉学科领 域工

基础, 融入经典信息论和机算机科学, 发展起来的

作, 往往涉及到的基础就不仅仅是学生原来已有的

一个新兴交叉学科。量子信息学利用特征量子现象
( 量子态的相干叠加, 量子纠缠等) , 使量子信息具

专业知识, 学生还需要有相关其他学科的基础。在
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有选择的补充其他专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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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例如在量子信息这个方向上, 就需要经典信

可能得不到充分反映, 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设想,

息论的知识, 需要对机算机科学和机算机技术有基
本的了解, 而我们的学生都是来自物理专业, 这些

如果一篇论文没有内在逻辑和适当的组织, 而是支
离破碎, 颠三倒四, 前言不照后语; 或语句不通,

知识是他们在过去的学习阶段未曾接触过的。我们

词不达意, 或错别字连篇, 或图表、引文不规范,

注意通过开课、讲座、鼓励他们选修相关专业课程

错误百出, 会使人极为反感。即使做出了有意义的

和自学等多种方式补 上这些必要的 基础知识。此
外, 现在的理工科学生往往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

工作, 也未必会得到满意的成绩。我们的博士论文
在这些方面也是严格把关的, 要求学生反复修改。

达能力不是很强, 适当注意平时口头表达能力训练

从学生到老师, 从老师到 学生, 往 往要经过 多次

以及文字表述能力培养也是必要的基础。

反复。

三、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激发创新灵感
科学研究不光需要有坚实的基础, 还需要有创

五、努力构建高出高水平博士论文的实
验环境和条件

造灵感。为了激发创造灵感, 我们课题组一直努力
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坚持每周一次的学术活动,

我们是一所直接服务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理工
科大学, 我们虽然在量子信息基础理论研究上作了

雷打不动。每次活动 由一人主 讲, 其他 人参与讨

一些理论 研究工作, 但在实 验上工作开展还 很不

论。主讲人可以是老师, 也可以是学生。讲的内容
可以是自己研究工作的阶段总结、阅读文献资料的

够, 实验条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这与培养军队需
要的高素质人才要求差距还很大。量子信息研究有

心得体会或文献资料介绍; 也可以是某一专门问题

可能产生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 目前普遍认为量子

的系列讲座 ( 通常由老师进行) 。这样的学术报告

通信, 特别是量子保密通信是正在走向实用化的技

会常常气氛活跃, 讨论热烈, 起到集思广益, 启发
思考, 激发创新灵感的作用。另外, 通过这样的报

术; 而量子计算, 除去具体实现上存在巨大的技术
挑战外, 在物理原理上已没有原则性的困难。要在

告会还起到补充新知识, 扩大知识面, 锻炼学生表

量子信息研究上, 特别是在实用技术上有大的突破

达能力的效果。
为了活跃学术空气, 我们还积极的进行国内外

和创新, 进一步提高博士论文水平和质量, 需要开
展高水平的实验研究。而要做出世界水平的成果,

的学术交流。我们利 用科研项 目论证、博士生答

非有强大的实验条件和实验技术支撑不可。另外,

辩、参加会议等机会, 请相关专家、学者来做学术

量子信息学的物理实现和原子分子和光物理、量子

报告, 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 尽可能创造条件派学
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这可以起到增长见识, 开

光学、量子电子学、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科学以及光
电子技术、激光技术、低温技术、高真空技术等一

阔眼界, 活跃思想的作用。

大批物理学前沿有密切关系。开展量子信息学和实

四、把好论文关

现技术的研究, 必将带动以量子物理为中心一大批
相关学科群的发展。这对我校学科建设, 提高基础

博士学位论文的好坏、水平的高低, 是博士培

研究水平, 建设与一流大学相称的物理学科和相关

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博士期间研究工作做
的不好, 决不可能写 出高水平 的博士 论文。反过
来, 即使平时工作做的还不错, 如果不认真总结、
提炼, 不把好论文关, 工作成绩和水平在论文中也

学科群的长远目标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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