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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设计是高校教学过程中一项 重要的实践 性教学 环节。毕 业论文质 量在一 定程度 上可

以反映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反映教师的教学、科研 水平以 及高校 教学、管理 水平等。根 据军校 本科毕 业设
计的突出特点, 分析了加强本科毕业设计质量的关键步 骤, 提出加 强针对 性指导 与交流 的几项 具体措 施。实践
表明, 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可有效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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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Graduation Project of Military Academy by Strengthening
Purposeful Guidance and Communication
DING Hong, HUANG Xiao- tao, HE Feng
( School of Electr on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 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he graduation projec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quality of graduation
paper reflects, to a great extent, the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of the students, the teaching and investigation ability of the
teacher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The key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graduation project are analyzed. Some
feasible methods of strengthening purposeful guidance and communication ar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duation project in military academy.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enhanc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grades of the graduation project 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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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仍然是个 重要的课题。

近年来, 本科毕业设 计作 为高校 本科 教育 阶段一 项重

与地方高校相比, 军校在 实施 本科教 学、培 养军 事高
科技人才的 过程 中, 有其 突出特 点。这主 要表 现在如 下几
个方 面。

要的实践性 教学环节, 正引起 教育 主管部 门及 越来 越多的
高校教育实施者的重视 [ 1-6] 。2004 年教 育部专门 针对本科毕

一是培养目 标的 差异。军 校的教 学目 的是培 养军 政素
质过 硬、科技 底蕴厚 实的 军事高 科技 人才, 因 此在本 科教

业设计发出通知 [ 1] , 要求各高 校加强本 科毕业设计 ( 论文)
工作, 加大 改革 力度, 提 高毕业 设计 ( 论文 ) 质 量。各高

学的 过程中, 同时要实施军事技能训练和政治素质的培养。
二是教学课 程设 置的差 异。培养 要求 的提高 自然 使得

校也纷纷采 取措施, 有 些高校 探索 了类似 于研 究生 论文管
理的方式 [ 2] , 如西 南师 范大 学和南 京财 经大 学等, 并 取得

课程更多、标 准更 高。在最 后一学 年中, 往 往设 置实 践性
较强 的课程如到部队实习、学习实际武 器装备等, 时 间长、

了一定成效。但应该 看到, 目 前本 科毕业 设计 的质 量仍然
不尽如人意, 存在诸 如科 学研 究与工 程实 践能力 差、写作

任务重; 另外, 通 常在最 后一 学期 进行军 政素 质的强 化训
练, 并进行全 面素质 的考 核, 对毕 业设计 的顺 利进行 产生

技能欠 缺、论 文格 式 不规 范、抄 袭剽 窃 他人 成 果 等问 题。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教 与学脱节的 问题,

一定 的影响。
三是对毕业 生社 会需求 的差 异。由于 军校的 毕业 学员

也有毕业设 计与社会 需求 脱节的 问题, 既 有学 生态 度及自
身努力程度 等主 观因 素, 也有 学校提 供的 环境、社 会就业

面向部队和国防 建设 的需求, 因此 学员毕 业采 取统一 分配
的方 式, 没有 后顾之忧。

压力等客 观因 素。因此, 如 何根 据学校、 专业实 际探 索提
高本科毕业 设计的质 量, 进而 促进 整个本 科阶 段教 育的水

这些特点决 定了 军校本 科毕 业设计 特有 的规律 。只有
有效地把握这些 规律 才能够 提高 本科 毕业设 计质 量。本文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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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近几年 指导军校 电子 类本科 毕业 设计的 经历, 分析了
加强军校本 科毕业设 计质 量的关 键因 素, 并提 出了 加强针

行计划与实 施步 骤, 明确 分阶段 课题 研究任 务, 细化 课题
工作进度, 从而 帮助 学 生从 总 体上 把握 毕 业设 计的 目 的、

对性指导的 几项措施。 实践表 明在 本科毕 业设 计过 程中加
强师生间交流、突 出指 导教师 的导 向作用 可有 效提 高毕业

内容 与方向。实践表 明, 在毕 业设 计的初 期制 定可行 计划
是毕 业设计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

设计的质量和水平。

二、在本科毕业设计的全程加强针对性指导与交流

( 2) 定期会面、讨 论制 度。在 毕业 设计 之 初, 根 据学
生的实际情 况制 定经常 性交 流的方 式、时间 和地 点, 并形
成一种制度 来遵 守。这样 教师可 以提 前预留 出时 间, 并做

本科毕业设计既是 对学生 本科 学习阶 段综 合能 力的一
次考核, 也 是在校期间对其综合素质进行 培养的最后 过程。

好准 备, 学生 也可定 期将 毕业设 计工 作的最 新进 展、出现
的问题等向教师 进行 汇报, 同 时通 过讨论 及时 解决问 题并

完成本科毕 业设 计 所需 要的 能 力是 多方 面 的, 主 要包 括:
对课题领悟 能力、文 献查 阅和 资料收 集能 力、专业 外语阅

确定 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定期会面、讨论 使交流制 度化,
有利 于本科毕业设计计划的顺利进行。

读和翻译 能力、资 料学 习与消 化能 力、理论 分析 能力、仿
真与计算能 力、知识 的综 合运 用与创 新思 维能力、 协作能

( 3) 网上交 流、答疑 方式。网 上交 流根 据交 流双 方的
时空特点可以分 为在 线交流 和离 线交 流。在线 交流要 求双

力以及书面 和口头表 达能 力等等。 在较短 时间 内要 求学生
发挥上述能 力以完成 毕业 设计是 有一 定难度 的, 教 师在其

方同时在网 络两 端, 通过 网络实 现面 对面的 交流, 具 有反
馈迅速的优 势, 但要 求双 方时间 上同 时在线, 另外这 种方

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指导教师需要在毕 业设计的 全程中发挥
更为积极的作用, 以促进学生毕业设计的顺利进行。

式减少了教师 对某些问题深入思考的时 间, 容易出现 问题。
而离线交流降低 了对 双方时 空上 的要 求, 并给 予教师 更多

( 一) 合理选题与开题

思考 的自由, 增加了 交流 的灵活 性。合理 使用 网上交 流方

题目选择合适, 可有效发挥学生、教 师双方的积 极性,
提高本科毕业设 计的效 率 [ 4] 。本科毕 业设 计的 题目大 体上

式, 可以随时 解决毕 业设 计过程 中出 现的各 类问 题, 又可
以为 定期会面讨论提供准备, 是行之有效的交流方式。

可以分为如 下三 种类 型: 辅助 教学型、科 学研 究型 和工程
实践型。辅助教学 型就 是为了 满足 教学的 需要 而提 炼出的

( 4) 中期考核 的监 督与指 导。中期 考核 是对 本科 毕业
设计进展 情 况进 行检 查 的有 效手 段, 可 以 采取 口头 汇 报、

题目, 这种题目具体、目的性强, 教师实 施指导较为 容易;
科学研究型就是从解决 科学研 究的 理论或 实际 问题 出发而

书面中期考核报 告的 方式, 并 依照 毕业论 文答 辩的方 式举
行中 期考核报告会。

拟定的题目, 这种题目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和不可预 知性,

( 三) 毕业论文的撰写与答辩
在前期交流的基础上 加强 毕业 论文撰 写与 答辩阶 段的

同时具有较大的 创新空 间 [ 5] ; 工程实 践型 就是 实现某 种具
体功能或达 到一定实 用价 值的题 目, 这种 题目 往往 需要动
手实践, 同时具备较强的理论基础。
在选题这个环 节, 首先, 教 师出 题时应 从总 体上 把握

针对性指导是提 升毕 业设计 质量 的关 键性环 节。指导 教师
往往 具有较为丰富的科技 论文 撰写 经验和 实际 讲解汇 报经
历, 这对于大 多数中 国学 生来讲 都是 极为欠 缺的 能力。因

三类题目 的比 例、难易 程度, 避 免题目 类型 单一、难 度过
大或过小的情况; 其次应 尽量 采取 / 师生 双向 选择0 的选

此, 教师必须 加强此阶段有针对性的指导。
首先, 教师可 与学 生共同 拟定 写作提 纲, 确 定写 作思

题方式。这虽在一定 程度 上增 加了教 师的 工作量, 但可尽
量选择到适合于每个学生的课题, 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路。不同学科、不 同专业 的毕 业设 计论文 的撰 写思路 与要
求都是不尽 相同 的, 比如 工科与 文科 之间、电 子工程 类与

在本科毕业设 计初期, 进行开 题是 十分 必要 的。开题
工作是学生 对所选课 题的 研究现 状和 发展趋 势、涉 及领域

机械工程类之间 对毕 业设计 论文 的内 容、要求 都有较 大的
差异 。在撰写 毕业设 计论 文之初, 教师与 学生 一起拟 定好

和方法等内 容的 初步 探索, 并 形成研 究思 路的过 程。因此

提纲 , 大致确 定章节 结构, 有 助力 于学生 迅速 熟悉本 专业
论文 写作思路, 培养良好写作习惯, 提高写作效率。

开题工作应 在教师的 适当 指导下 由学 生独立 完成, 并形成
开题报告。若有条 件, 还可 以组 织开题 报告 会, 由指 导老
师组成评议 专家, 对 学生 开题 内容进 行评 审, 对课 题研究
思路提出方向性意见。

其次, 重视学 生写 作规范 的要 求与培 养, 强 调严 谨的
学风 。做好毕 业设计论文对学生自身思 想品德、业务 水平、
工作 能力和综合素 质的 提高具 有深 远的 影响 [ 1] 。教师 应自

( 二) 加强针对性指导
在毕业设计的执行 期间加 强教 师对学 生的 检查 与针对

始至终关注学生 论文 写作的 进展, 注重培 养良 好的写 作习
惯, 强调严谨 求实的 学风, 及 时解 决学生 在论 文写作 中遇

性指导是毕 业设 计 顺利 进行 的 关键 环节 之 一。如 前所 述,
军校学员最 后一学期 实践 课程多、 军政素 质训 练与 考核贯

到的 问题, 不 仅对论 文内 容进行 检查, 而 且应 对论文 格式
提出 具体要求, 并施以具体指导。

穿始终, 虽然不用联 系工 作, 但是 用于毕 业设 计的 时间较
为分散, 给实施指导 增添 了难 度, 若学员 学习 场所 离指导

再次, 可以在正 式答 辩前 通过预 答辩 来提高 学生 表达
与应 变能力。预答辩 是检 验学生 答辩 准备情 况、提高 学生

教师工作 地点 较远, 那 么更给 指导 增加了 困难。 因此, 必
须采取多种 手段和方 式来 加强针 对性 指导。笔 者在 实践中

应变能力的 有效 途径。预 答辩通 常在 正式答 辩前 举行, 但
也可 以结合中期考核进行。

主要采取如下几种方式。

三、指导毕业设计时应尽量避免的问题

( 1) 制定可 行计划。 通常在 毕业 设计开 始阶 段学 生对
课题内容、研究方法 的理 解是 不够深 刻和 准确的, 对课题

学生是毕业 设计 的主体, 所有工 作应 由学生 自己 独立

进度的把握 是不够到 位的。此 时教 师应和 学生 一起 制定可

完成, 教师应 当承 担辅助 性作 用。因此, 教 师在 指导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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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出现如下问题:
( 1) 导师大 包大揽 , 代替 学生完 成课 题。有 时由 于选

近年来, 作者指 导了 多名 电子技 术类 的军校 本科 生的
毕业设计工作, 并 在整个 毕业 设计 期间利 用多 样的方 式加

题难度过大、学生毕 业设 计时 间不充 分等 原因, 导 师将课
题承担过来, 完全取 代学 生的 角色。这表 面上 提高 了本科

强了对学员 的指 导与交 流。实践 表明, 加 强师 生间的 交流
可以有效提高本 科毕 业设计 的质 量, 从而 提升 了本科 教学

毕业设计的 质量, 但 违背 了本 科毕业 设计 的初衷, 对学生
的培养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都是极为不利的!

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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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 善喻矣0 。这段话对于教师在教 学中的启发、 引导作用

使之在所有 有理 点连 续、在所 有无理 点不 连续? 这 个问题
的回答涉及 到有理数 和无 理数的 本质 区别, 而 这恰 恰是分

阐述得非常深 刻。 / 授之以 鱼, 不如授 之以渔0 , 教学 并不
只是向学生 传授 真理, 更 要教会 学生 如何积 极、主动 地去

析学最基础的知识。
由于历史和 现实 的原 因, 现行数 学分 析教 程大多 倾向

思考 问题、发 现真理。我 们的 教学 过程正 是围 绕这个 目标
展开 的。多年 的教学 实践 证明, 这 种做法 确实 可以充 分调

于, 在第一学期不过 多涉 及集 合论的 内容, 而 把这 部分内
容放到后续 实分析课 程中 集中讲 解。但是 在适 当的 时机引

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 有 助于 他们 在轻松 愉快 的过程 中学
会数 学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抽象的思维方法。

导学生去思 考却是十 分有 益的: 一 方面可 以启 发学 生通过
严密的数学 理论 来揭 示问题 的本 质; 另一 方面, 对 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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