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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
“All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s must learn to integrate theory and 

practice,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abstraction, and to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good engineering design.”

“所有计算机科学的学生都必须学会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认识到
理论抽象的重要性，并学会领会良好的工程设计的价值。”

“CC2001 must include professional practice a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These practices encompass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management, ethics and values,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working as part of a team, and remaining 
current in a rapidly changing discipline”

“CC2001必须将职业实践能力作为本科生课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这些实践包括广泛的活动，如管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
书面和口头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跟进快速变化的学科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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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习和培养目标

研究生阶段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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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科的不同学习阶段和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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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习和培养目标
 专业知识

• 专业基础理论:数学理论基础、算法设计等专业基础和理论
• 专业技术:计算机专业技术，包括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技能
• 研究技能：基本理论和技术研究能力，思想方法、研究方
法、独立思考能力, 抽象能力，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研究论文写作能力

• 工程实践技能：中高级算法设计和程序设计能力，基本的
系统设计开发能力

 综合素质
• 职业技能和素质：远见，胆识，心理承受能力，吃苦和抗
压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交流和表达能力

• 职业和个人道德素养：诚信，敬业，勤奋，认真，负责…



专业知识学习
 专业理论基础知识

• 数学理论基础

• 算法设计等计算机专业基础和理论

 专业基础技术/应用技术

• 计算机专业技术

• 计算机应用开发技术

• 业界产品、工具、平台和技术

 新知识/新技术自我学习能力

• 研究生需要培养对新知识新技术的自我学习能力，以
便未来能适应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变化



专业技能培养
 研究技能

• 基本理论研究分析能力，抽象能力
• 基本的技术研究能力
• 思想方法、研究方法
• 独立思考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
• 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文献查找和阅读分析能力
• 技术报告/论文写作能力
• 新领域/新技术的自我学习和研究能力

 工程实践技能
• 中高级算法设计和程序设计能力
• 重要开发工具和平台使用能力
• 基本的系统设计开发能力



综合素质培养
 职业技能

• 组织协调能力

• 团队合作能力

• 人际沟通能力

• 写作、表达和交流能力

 心理素质

• 健康的心理和人格

• 心理承受能力

• 吃苦和抗压能力

• 胆识，远见

 职业和个人道德素养

• 诚信，敬业，勤奋，认真，负责…



主要研究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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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题

选择一个有兴趣的研究领域和恰当的研究题目。

主要有三类可选择的题目：

A.基础研究型（学术研究型学生最好选择此类型）

内容：基础理论、算法或关键技术方法的研究

作用：培养基础创新研究能力。

要求：要求研究工作具有理论或技术的创新或显著的改进高，
并发表较高水平的论文。

重点：关注研究问题的创新性，具体体现是发表较高水平的
论文

举例：“基于显著图的花卉图像分类算法研究”

重点要关注如何利用显著图特征进行分类算法和技术
的创新和改进研究



选 题
B.系统研发型

• 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书中:“创新固然重要,但有用的创新更重要!”

• 国家关心技术创新，但更需要创新技术能为国家的重大应用需求和经济
发展战略需求服务，创造更多的应用价值和经济效益

• 任何技术创新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能产生应用价值，如果最终不能创造
应用价值，再好的技术都会被淘汰。

• 研究生将来绝大多数将在业界工作，需要培养业界思维。任何IT企业最
关心的不是技术上最先进，而是要形成有用的、能为市场所接受的系统
和产品。柳传志在今年卸任联想总裁时谈到，作为企业联想不会只关注
做技术上最好的东西，而是要做最为市场需要和接受的东西。

• 典型成功案例：Google的MapReduce大规模数据并行计算技术,涉及的技
术都不是Google的创新(集群,Map/Reduce,DFS,容错技术等),但Google把
这些思想和技术综合集成起来，通过精巧的设计形成一个特别重大的综
合技术创新,成为大规模并行计算最为成功广为接受的技术和系统。

• 失败案例：IBM PS2个人电脑，OS2操作系统:技术最先进，但不为市场接
受导致失败



选 题
B.系统研发型

内容：运用和集成已有的或改进的技术方法，开发一个具有潜在应
用价值的原型系统，或者形成一个综合技术创新。

作用：培养技术综合和应用创新能力，培养实际的应用系统开发和
工程实现能力，培养潜在的创业能力，以及就业后产品研发的
快速适应和上手能力

要求：解决技术综合应用和系统开发中的关键技术和工程实现问题，
研究开发出能实际运行的系统原型，实现的系统要求具有一定
的应用价值，并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实现工作量。

重点：关注技术综合集成和系统应用价值、技术综合与集成方法、
原型系统总体设计和工程实现技术、系统功能和系统可用性、
系统处理和响应性能等

举例：“基于显著图的花卉图像搜索系统”，除需要考虑采用的花
卉图像分类技术和算法外，重点还需要考虑如何构建搜索系统
的构架、如何建立图像搜索索引、如何快速完成图像搜索等工
程技术问题



选 题
C.混合型

内容：既包含部分关键技术创新改进研究，同时又有系统研发工作

要求：混合型题目研究在创新/论文要求和系统实现工作量上要两
者都有。在具体的类型认定和内容与比例的把握上需经过与
导师沟通并得到导师认可。

举例：“基于显著图的花卉图像分类算法研究及其应用”

需要在考虑算法和技术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实现一个应用
原型系统

研究课题选择注意事项

• 研究课题选题类型(基础研究/系统研发)须得到导师认定

• 对拟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技术水平是否达到指定研究类型的
要求，须事先与导师沟通并得到导师认可



查找文献
• 挑选期刊：查找论文主题相关的知名和重要期刊/会议文集

• 查找文献：查找和筛选本研究主题下最经典的文献、以及
反应最新技术进展和成果的相关文献(期刊论文、会议论文、
专著、技术报告、博士/硕士论文等);一些技术可能体现在
业界的产品和系统中,需要查找阅读技术白皮书/手册

• 维护参考文献列表：如果某篇论文引用了自己感兴趣的某
些东西，做好笔记，维护一份自己感兴趣参考文献列表，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些论文。

• 查看文献引用关系图：如果要了解某个主题的发展轨迹，
可以做一张“参考文献引用关系”图。注意那些被经常引
用的论文，这通常是值得阅读的。

ISI Web of Knowledge - SCI 科学引文索引提供生成论文引用

关系图的能力

http://lib.nju.edu.cn/resource/goto.php?ID=2501�
http://lib.nju.edu.cn/resource/goto.php?ID=2501�


南大图书馆文献电子资源
中文文献资源：提供各种中文期刊论文、研究生论文查询下载



南大图书馆文献电子资源
外文文献资源：提供SCI和EI期刊和会议论文查询下载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论文检索系统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论文检索系统
查询SCI论文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论文检索系统
查询SCI论文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论文检索系统
查看摘要和全文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论文检索系统
查看引用论文和引用关系图



ISI Web of Knowledge 论文引用关系图
查看引用论文和引用关系图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论文检索系统
参考文献管理：提供基于Web的EndNote参考文献管理功能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论文检索系统
参考文献管理：以后可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列表中的文
献，最终可根据投稿期刊/会议要求的参考文献格式自动为论文
生成参考文献

选择论文待发表期刊名称

选择自己的论文源文件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论文检索系统
参考文献管理：以后可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列表中的文
献，最终可根据投稿期刊/会议要求的参考文献格式自动为论文
生成参考文献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论文检索系统
参考文献管理：通过安装EndNoteWeb的Word插件，允许从Word文
档中直接引用和编辑存放在EndNoteWeb上自己所管理的参考文献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期刊影响指数检索系统
查询SCI期刊影响指数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期刊影响指数检索系统

查看不同年份 查看一个或一组期刊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期刊影响指数检索系统

查看一个或一组计算
机主题期刊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期刊影响指数检索系统

选择不同排序输出



EI工程索引论文检索



EI工程索引论文检索
查看EI收录的论文摘要和全文



阅读文献
阅读论文是需要练习的技能。

• 阅读文献：阅读所查找的文献，做阅读笔记，记录文献的
重要思想、观点、方法、结论、特点，既便于分析总结和
理解论文内容，也为以后写论文时引用这些文献提供方
便。阅读论文可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粗读,看论文中是否有感兴趣的东西。可通过摘要、目
录、简介、以及结论等重要部分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工
作。搞清楚了论文的大概和创新点，就可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第二
阶段了。

• 第二阶段：找出论文具有实质性内容的部分，看是否与自己的研究
问题相关，是否有参考价值。

• 第三阶段：精读，如果觉得该论文确实有价值，返回去通篇精读。

• 分析总结：在理解论文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论文的
创新点、技术特点、问题和不足



其他调研工作

除了阅读文献外，可能还需要配合进行一些程序代码工作或
系统调查工作

• 阅读代码：有源代码的工作可能需要适当阅读源代码，以
增加对详细技术方法和算法的了解

• 系统调研：一些关键性技术可能存在于业界的产品和系统
中，因此可能需要安装试用这些产品和系统了解其功能、
技术、特点。

• 重复已有方法：在阅读一些论文后可试验实现已有的典型
的理论和技术解决方法、算法。



调研报告撰写与讲演

在较为全面地阅读和了解本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和工作的基础
上，撰写论文调研报告，在对相关研究工作进行分析对比和总
结的基础上，逐步考虑自己拟研究的问题点。

调研报告书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引论：描述论文拟研究的基本问题，问题的研究现状，主
要理论和技术解决方法及其分类等

• 相关工作：介绍典型的相关研究工作，并作优缺点分析和
对比

• 现有方法的缺陷和不足：总结现有解决方法的主要缺陷和
不足之处，为后续梳理自己论文的研究点提供依据

调研报告完成后再准备调研报告PPT，并在组会上报告

书写良好的调研报告将成为最终大论文的前面章节的内容



系中期考核
第三学期末系组织硕士生中期考核
1.每位导师组建考核小组（至少3位老师），对所带研究生进行考
核。建议考核形式以面试为主，可以结合其它形式；

2.考核小组综合学生各方面情况给出“优、良、中”三种成绩，对成
绩为“中”者，导师可自行决定将其延期一年毕业。

3.系里组织设立“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两个专
业考核小组（各有5位老师组成）。抽取部分成绩为“良”和
“中”的学生进行考核，方式为10分钟PPT述职，考核不通过者将
延期一年毕业。

4.所有硕博连读生（包括免试生中的硕博连读生、申请硕博连读学
生）必须参加系里安排的专门考核。每位学生按专业分别面对“计
算机软件与理论”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两个专业考核小组做10分
钟PPT述职。考核通过者在第2学年结束后转为博士研究生，不通过
者（除申请硕博连读学生外）转为硕士生培养并延期一年毕业。



开题报告撰写与讲演
在较为全面地对所选课题完成调研工作和分析总结现有研究工
作的不足的基础上，思考和确定自己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确
定自己的具体研究工作和内容，并撰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主
要内容包括：

• 前阶段形成的调研报告：包括研究课题的基本问题，研究
背景和现状，相关工作，现有方法的缺陷和不足等。

• 拟研究的主要问题点：确定研究课题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子
问题点

•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讨论主要的研究思路、可能采用的
理论模型、方法和技术，存在的主要难点，主要的研究技
术路线，预期达到的研究结果或完成的研发工作任务。

开题报告完成后再准备开题报告PPT，并在组会上报告

书写良好的开题报告将成为最终大论文的前面章节的内容



课题研究工作

A.基础研究型：

需要梳理出主要的研究问题，明确创新点或重大改进点。在
此基础上需要关注和研究的内容包括：

• 基本理论模型和理论方法研究

• 关键技术与方法研究

• 关键算法研究设计

B.系统研发型

主要需要关注的研发工作内容包括：

• 系统的研发意义、应用价值和应用目标

• 系统拟解决和使用的关键技术方法

• 系统的主要功能和构架设计

• 系统的工程实现问题和技术



课题研究工作
科研笔记

培养做科研笔记的习惯。不同的记笔记方式适用于不同的
人，可以做在线笔记，记在笔记本或者便笺簿上。积累的重
要思想片段会启发出更多思想和灵感；随着思想片断的积
累，创新思想和方法会逐步显现、逐步完善成型。

• 随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自己的想法：记录下自己的各种
（哪怕可能是错误的）灵感和思索、问题要点、技术要
点、当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案；如不及时记录下
来，一些重要的灵感或思想过一阵可能会忘掉。笔记只有
你自己去读它，因此可以记得比较随意。

• 定期翻阅和总结自己的笔记：经常翻阅并整理自己的笔
记，定期做总结，既可让所思考的东西逐步成型和系统
化，也方便将来论文的写作。



实现验证工作

A.基础研究型：

基于前阶段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结果，具体设计和编程
实现相应的方法和算法，用以验证所研究的基础理论方法的
正确性和有效性。主要的工作内容包括：

• 关键技术和算法的设计

• 编程实现

• 初步结果分析

• 优化和改进



实现验证工作

B.系统研发型

主要需要关注的研发工作内容包括：

• 系统总体构架设计

• 实现技术和平台的设计选择

• 系统的功能模块设计

• 系统编程实现

• 系统测试、优化和改进



实验结果测试分析
A.基础研究型：

编程实现工作完成后，针对所拟定的主要研究问题，进行实
际的实验结果测试和分析工作，检查和对比所实现方法与现
有方法相比的改进效果，整理出详细可靠的实验结果数据，
并对实际达到的改进效果和不足进行分析解释，以及对不足
之处的进一步改进之处。这阶段的结果将成为论文后半部重
要的内容。

B.系统研发型

编程实现工作完成后，针对拟定的应用和功能目标，检查所
设计系统程序和功能的正确性、系统的可用性，测试系统的
实际运行和处理结果，并对结果、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进行
相应的分析。



技术报告和论文

技术报告撰写与讲演

• 编写技术报告：根据平时研究过程中记录的逐步成型和系统
化的东西，编写阶段性技术报告，这些技术报告可以成为未
来论文的素材。对这些内容进一步整理和起草出一些标题，
摘要，以及局部的片段，逐步增加和完善后可能最终能形成
一篇真正的论文。

• 技术报告讲解：准备技术报告PPT，并在组会上讲解

期刊会议论文撰写

（由王帅另行介绍）



技术报告和论文

论文发表要求
A.基础研究类论文

• SCI论文

• EI收录的国际和国内会议论文

• 重要中文期刊: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电子学报，计算机研究
与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通信学报，自动化学
报，中文信息学报，系统仿真学报，中国图形图像学报，模式识
别与人工智能

• 其他EI收录的中文期刊

B.系统研发类论文

• 任意A类论文

• 中文核心刊物：计算机、电子、信息、控制等领域中文核心期刊



技术报告和论文

论文撰写和发表注意事项

• 论文内容、投稿的具体期刊或会议须得到导师认可，擅自
投稿发表不予承认

• 达不到指定研究类型要求所发表的论文将不符合毕业要求

• 自己无法确定某期刊或会议是否符合要求时，请事先与导
师沟通并确认该期刊或会议是否符合要求。



毕业论文撰写
根据研究工作类型和具体选题的不同,毕业论文写作的结构和大纲可
能会有所不同。但一般性来说,毕业论文需要包括以下主要部分：

中英文摘要

一、简介

这是对论文中主要问题的基本介绍和概括。介绍选题拟研究的是
什么问题，有什么研究意义和价值，以及基本的研究背景和现
状，以及本文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二、相关工作

介绍本选题领域的详细研究现状，主要包括研究和发展历史、主
要理论技术方法、典型的研究工作及其达到的水平、现有方法特
点对比分析、该选题下仍然存在和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最后在总结现有研究方法和工作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本文拟进行
的主要研究工作和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点。



毕业论文撰写
A.基础研究型论文

对于基础研究型论文，以下内容将根据主要的问题点逐章介绍相关
问题的理论模型、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和方法、主要算法及其实
现；具体有几章依赖于具体有几个重要的子问题。每个章节开始需
要一个简短的导读部分，最后需要一个简短的本章总结。

三、主要研究问题1和解决方法

讨论第一个子问题的研究内容

四、主要研究问题2和解决方法

讨论第二个子问题的研究内容

……

六、实验结果分析

如果实验结果不体现在各个子问题章节中，则需要在这里有独立
的一章来介绍整体的实验测试结果及结果分析



毕业论文撰写
B.系统研发型论文

对于系统研发型论文,以下内容将根据系统涉及的主要技术问题、系
统功能和构架设计、系统编程实现、实现结果等逐章介绍相关内
容。

三、主要技术问题1和解决方法

讨论第一个子问题的研究内容

四、主要技术问题2和解决方法

讨论第二个子问题的研究内容

五、系统设计实现

讨论系统总体的功能和构架设计、功能模块设计、用户界面设
计、主要算法设计、编程实现

六、系统实现结果

介绍系统的研发和设计实现结果，运行测试结果等。



毕业论文撰写
七、结论和总结

结论是论文最重要的部分内容包含两点：

1. 结论

这部分不是对论文进行随便地总结，而是你所解决问题、解决程
度和结果、研究贡献的简明和准确如实的描述。简短的结论按重
要性高低进行排列,每个结论应该与前面章节的研究问题直接相
关。

2. 进一步的工作

这部分也应包含论文进一步的研究的内容，以便将来研究该问题
的人能够从你当初解决问题时的想法中获益。通常最好用简短的
段落描述一下。

八、致谢

九、参考文献



毕业论文撰写

论文写作要求

• 拟定论文提纲：在与导师讨论基础上,拟出论文提纲和主要
内容框架

• 论文撰写：学生自行撰写论文内容

• 论文修改：在学生认真撰写和修改的基础上，完成的论文草
稿提交导师审阅，由导师提出修改意见

• 检查修改：根据导师提出的修改意见，再行认真修改

• 排版定稿：经过反复修改，确定论文结构、内容、书写上没
有问题后，按照学校对毕业论文的格式要求，编辑排版论文

• 评审答辩稿付印：排版定稿经导师审阅同意后交外付印数份



毕业论文撰写
论文写作要求

• 科技论文必须用规范、完整、客观、准确的术语和描述，不
能用口语化、文学化和夸大化的描述

• 文字和术语使用一致：比如，不能“节点”“结点”混用，
“其他”“其它”混用

• 第一次出现的缩写，除非是大家熟知的（比如WWW），否则
要写明英文全称

• 论文研究中提出和使用的重要概念需要给出明确的定义

•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正确断句

• 编辑格式统一：全文的章节标题、插图标题、正文等，在字
体字号上要格式统一

• ……



毕业论文撰写
论文写作要求

写作分析示例1

“当需要将网页作为DOM结构处理时，它们就是基于Xpath进行描
述，可以包含一至多个Xpath，用以描述一至多个DOM节点组成的数

据块或数据记录或数据字段的节点组成。而当需要将网页作为文本文
档处理时，则其是本文设计的简单文本抽取规则的描述，这个在后面
的小节中介绍，本节只介绍基于DOM的规则描述。”

短短一小段
至少7个句病！
而且全段意思表达不清

它们指
什么？

“是…的”
句子才完整

应该断句
没断句

可以包含的主
语是什么？

这句话读不懂！“用以描
述”是这句的谓语，其宾

语是什么？是最后的“节
点组成”吗？不但一长句
中出现两个“节点组成
“，拗口至极，不知所
云，而且语句不通！。

什么叫“则
其是本文
…”? 表达太

过口语化和
不规范

这个是什
么？指代不
明，且表
达很口语化



毕业论文撰写
论文写作要求

写作分析示例1

导师修改后的段落：

“当需要将网页数据作为结构化的DOM节点处理时，抽取
规则将基于Xpath进行描述。一个抽取规则中可以包含一
至多个Xpath，用以描述由一至多个DOM节点组成的抽取

数据元素。而当需要将网页数据作为文本数据处理时，则
使用本文设计的文本抽取规则进行描述。有关文本规则将
在后面的小节中介绍，本节只介绍基于DOM的结构化规则

描述。”



毕业论文撰写
论文写作要求

写作分析示例2

要求进行了修改后的毕业论文段落原文：

“图5-1中展示了两个记录，这记录两个的Tag子树都相对复杂，

但若其主要的框架结构却相对简单，因此若从过滤掉一些不重要
的节点后，可以取得很好的计算机过。”

短短几句话，文字和语法错误几乎每句都有！可谓错误连篇！

小论文中的插图：

“Figure5，Fig6， fig7，图8”

基本格式混乱！



毕业论文撰写
论文写作要求

为加强学生撰写修改论文的认真态度，对论文修改规定：

• 送交导师修改的论文稿，导师每发现10个明显的文字别误
或语法、逻辑、编辑格式上的错误，打回认真修改3天

• 3天后导师接受修改稿进行审阅

• 由此造成最终论文评审和答辩延误，概由学生本人负责！



毕业论文评审答辩

基本的论文评审答辩过程

• 在研究内容或书写上不合格的论文，导师将把关不予进入评
审和答辩

• 初步合格的论文按规定送交评审，若评审通过，将组织正常
答辩

• 论文评审和答辩通过后，必须根据评审和答辩委员会提出的
修改意见认真修改论文，修改稿需得到答辩委员会主席的审
阅，结果合格后方可正式提交系和学校。



毕业论文评审答辩

评审答辩不合格论文处理办法

不能参加或通过评审答辩的论文,将按照以下办法进行处理：

• 发表论文满足要求、研究工作基本满足要求、但毕业论文撰
写问题较大不能参加评审、或评审答辩未能通过者，重新认
真修改论文或准备答辩内容，达到要求后重新进行评审答
辩。

• 发表论文不满足要求、或者毕业论文工作不满足要求，导致
不能参加或不能通过评审答辩者，将延迟毕业，需认真补充
研究工作和内容，直至论文满足要求后再申请进行评审和答
辩，答辩通过者准予毕业，但因论文推迟将无法参加当期的
学位申请。

• 发表论文和毕业论文工作都不满足要求，将不能参加评审和
答辩，并延长一学期以上认真补充研究工作和内容，论文满
足要求后申请评审答辩，答辩通过者准予毕业并申请学位。



毕业论文评审答辩

评审答辩不合格论文处理办法

• 论文研究工作很差、且工作态度很差、情节严重者,将被
要求退学

• 对于因学生本人原因造成不能参加或未通过论文评审答
辩，进一步导致不能按时毕业或申请学位，以及可能丢
失已经找好的工作等后果，概由学生本人承担责任。

• 对于因学生本人原因造成延期毕业、进而在校内外引起
额外费用和负担，概由学生本人负责。



毕业论文评审答辩
论文选题实例分析

题目：基于显著图的花卉图像分类算法研究

这个选题明显的是属于基础研究型的，因此，需要有显著的理论
或技术创新或改进。

毕业论文主要工作内容：

1.基于显著图的花卉图像特征提取

将显著图引入到花卉图像的特征提取过程，提出了基于显著图的
颜色特征、纹理特征以及局部特征的提取算法

2.花卉图像的多特征融合方法

实现并比较了几种不同策略下的多特征融合算法，发现Stacking
算法在各种特征组合的情况下均表现出最佳的分类精度。

从论文以上两部分主要工作内容来看，都属于重复别人的方法和
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创新或改进。



毕业论文评审答辩

论文选题实例分析

题目：基于显著图的花卉图像分类算法研究

小论文发表情况：

中文期刊《计算机技术与发展》

小论文未达到基础型研究所规定的论文发表要求

因此，从毕业论文和小论文两方面来看，论文都未达到要
求。

根据新的规定和要求，今后出现类似的研究论文工作，将不
能参加或通过评审答辩。



毕业论文评审答辩

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要求是不同的，区别不在于论文的
格式，而在于问题的重要性、对要解决问题的探索深度以及
贡献。博士论文当然要求解决更难的问题、作出更具原创性
的贡献。博士发表论文的要求参照本系规定的博士论文发表
要求。

硕士论文对知识的贡献可以是类似于对某一知识领域的改
进，或者是已有技术的新的应用(应用创新)。博士论文必须
对知识作出具有实质性和创新性的贡献，或者在应用技术和
系统开发上有重大的贡献和成就。



研究生阶段的基本时间计划
第1-2学期(包括寒暑期)：课程学习任务较多；同时可参加合适的课

题组,利用课余时间尤其是假期，考虑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工
作。该工作可以持续下去作为最终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工作，
也可以作为一个初期的试研工作，而后面如果需要可以切换新的
题目做毕业论文研究工作。

第3-4学期(包括寒暑假)：如果前期尚未开始进行研究工作，这个阶
段需要开始考虑合适的研究内容进行研究。经过约1年的基本研
究工作，到第4学期结束时，应该做出一些研究结果；在此基础
上整理研究结果，完成小论文的写作和投稿,并得到录用。

第5学期：若前期的研究工作上还不能满足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量和
要求，要尽快与导师沟通，尽快考虑并确定足够毕业论文所需要
的研究内容和工作量，继续研究工作，在学期结束前后，完成全
部研究工作。



研究生阶段的基本时间计划
第6学期：这学期主要用于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评审和答辩。

重要时间点和工作任务：

-4月15日止：必须完成毕业论文初稿,个人工作进展和写作情况不
同，论文写作大约需要1-2个月

-5月15日止：导师审阅、多次往返修改大约需要1个月时间

-5月20日止*：论文完稿，排版打印

5月21-26日：论文送审，需要留出一周时间供评审；利用这段时
间，学生需要认真准备答辩PPT，并反复练习准备

5月26-30日：论文答辩(答辩时间约20分钟,回答问题约10-15分钟)

答辩后根据答辩委员会意见进行论文的修改，修改经答辩委员会
主席审阅通过后按学校规定装订，上交系和研究生院，参加硕士
学位申请。

* 重要注意事项:每年系里将抽检部分论文送外校评审,这些抽检论文的
写作完成时间必须提早到4月10号,具体抽检对象由系里在每年1月份公布。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人生未来的成功不仅与专业知识和专业水平有

关，与此同时，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个人的综合素

质，包括心理素质和职业素质。

• 思想品德

• 心理和个性

• 生活素质

• 职(学)业素质

• 法律素养



自我主体 与他人 与集体社会

思想品德 正直诚信 善良宽容友爱
尊重父母长辈
尊重他人

社会公德,社会责任,
仁爱,关心和奉献社会

心理和个性 健康的心理
健全的人格

沟通与交往 正确认识和适应社会

生活素质 基本礼仪,行
为规范,处事
能力;健康身
体,健康生活

沟通和社交能力
与礼仪,处世能力

社会和公共道德和行
为规范，维护社会和
公共秩序

职(学)业
素质

职(学)业道德
敬业精神

领导组织能力，交流表达能力
团队合作协调能力

法律素养 遵纪守法 尊重他人权益 法律与社会秩序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研究生工作期间的心理调适

重点：

1.培养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精神

切忌浮躁马虎、敷衍了事、急功近利，努力培养踏实认
真、耐心刻苦、持之以恒的工作态度和精神

2.训练自己的抗压能力

努力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抗压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吃苦能
力，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

3.有问题及时与导师沟通

无论在学习、科研和生活上碰到任何问题和困难，及时与
导师沟通

嚼得草根，做得大事！
---南大老校训，李瑞清，近代教育家，南大前身两江师范第一任校长



良好的诚实守信意识和习惯

 诚实：诚以待人，不弄虚作假

在西方国家诚实是一个为社会普遍重视和高度要求的品
德；不诚实行为不仅是道德层面问题，更要承担直接的甚
至严重的法律后果。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信守承诺(Commitment)

- 不要轻易承诺自己做不到或根本不想去做的事；

- 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尽力做到；

- 确因特殊原因不能做到时要及时解释和道歉

 注重个人信用(Credit)

- 损害个人信用会给自己的生活工作造成很大影响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良好的诚实守信意识和习惯



 守时、守约

- 记住约定的事情；

- 不要迟到，约定会面提前几分钟到场；

- 有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到场要及时通知对方

 职(学)业道德

- 严谨弄虚作假，禁止抄袭作业、考试作弊

- 研究工作禁止剽窃造假

- 出于尊重和科学道德，研究论文/报告写作引用别人的

材料一定要标明作者或材料来源

良好的诚实守信意识和习惯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礼仪

• 握 手：通报姓名，问候，握手温和适度

• 介绍礼仪：先介绍高职位者或长辈

• 谈话交流：正视对方,注意聆听,勿随便抢话或打断别人说话

• 电话礼仪：要自报姓名，打出时要记住问对方讲话是

否方便(时间上和场合上)

• 电子邮件：一定要写标题和落款,收邮注意及时回复或致谢

• 会议课堂：记住检查手机是否静音或关闭

• 公共场所：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切岂大嗓门

说话或通电话，切岂随便抽烟

• 工作场所：维护工作场所整洁卫生，小声讲话以免

影响别人工作，尊重别人的隐私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健康的心理与健全智慧的人格

自信而不自负 恭谦而不自卑

自尊而不自大 尊重而不奉承

正直而不鲁莽 圆融而不圆滑

谨慎而不胆怯 勇敢而不粗鲁

坚定而不固执 温和而不软弱

认真而不拖沓 高效而不草率

快速而不慌乱 忙碌而不急躁

合群而不随流 独立而不孤傲

活泼而不轻浮 庄重而不死板

大方而不浪费 节俭而不吝啬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包容开放的人际关系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 善以待人，诚以待人

• 设身处之，换位思考

• 包容、宽容、大度

• 沟通和理解

• 相互帮助

• 积极而友好地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网络

遵守人际和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规范和公德,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

职业精神

 富于远见

 勇于担当

 认真、敬业、进取

 全心全意，持之以恒

 精益求精，追求完美

职业素质

 组织和管理能力

 交流与表达能力

 团队合作与协调能力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承担责任

了解责任感的涵义，勇于承担责任，学会：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学会分辨是非,体验行为和后果的联
系，懂得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并承担
一切责任

 对他人负责：学会尊重和维护他人的利益

 对工作负责：学会对自己的前程和工作事业负责

 对父母家人负责：学会对父母家人担负起责任

 对社会负责：培养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关心社会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智慧人生

从传统文化中学习智慧的为人处事的哲理和方法

• 有空多读一些传统的经典书籍

•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思想

– 孔子：大学,论语,中庸

– 老子：道德经

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



做一个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人

有德行

有智慧

有才能

有礼仪



谢 谢！

敬请提出宝贵意见！
黄 宜 华

yhuang@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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