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参与人 参与工作 具体内容
小论文要求参见《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基本要求》：

 注意：科研成果的署名要求。

3月23日前 导师
指导学生撰写学位论

文
学位论文撰写要求[点击下载《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指导意见》]

3月23日前 所有学生 学生撰写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撰写要求[点击下载《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指导意见》

 1、课程学分+必修环节是否达到要求，要求参见《2017级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科研成果符合上科大及微系统所规定（参见第一条小论文要求）;

 3、学位论文撰写符合上一条《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指导意见》;

4、填写《学位论文撰写格式与研究业绩审查表》[点击下载]。
 1、将定稿的学位论文（word或pdf均可）和导师签字的《学位论文撰写格式与研究业绩审查表》扫描版，以“

本人姓名+博+国科大（上科大）+学术不端检测”为主题发到xueying@shanghaitech.edu.cn，抄送导师和

liulh1@shanghaitech.edu.cn

 2、检测通过的论文将进行送审与答辩；检测不达标的学位论文，不得进入送审与答辩程序。

3、《相似度检测实施办法》（点击下载）。

所有申请学位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要经过教育部盲审平台的盲审。

1、参加盲审的同学，将：

    a. 隐去“致谢、作者姓名和导师姓名、发表文章、专利中所有可能反应导师与作者信息的名称等”后（可保留

作为第一作者的期刊名称、专利类别、年度等信息，以体现学术水平），以"14423_二级学科代码_上科大学号

_LW"命名的学位论文；

  b. 以"14423_二级学科代码_上科大学号_ZPB"命名的填写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盲审自评表》；

  c. 以"14423_二级学科代码_上科大学号_JKB"命名的《盲审博士生信息简况表》；

  d. 以"14423_二级学科代码_HZSJB"命名的《盲审博士论文汇总表》

以“某某某博士盲审论文材料”为主题，发送至xueying@shanghaitech.edu.cn, 抄送导师及
liulh1@shanghaitech.edu.cn
2、由 上科大在教育部的学位平台进行送审（双盲）。

4月8日前 导师
提交论文评阅人和答

辩秘书名单
请填写专家信息表（点击下载），发送给答辩秘书和薛老师（xueying@shanghaitech.edu.cn）

所有学生 提交学位论文 在SEP系统中，点击【培养指导】-->【论文】-->【答辩申请】-->【撰写申请】-->填写-->【请求指导】

导师 审核学位论文 在SEP系统中，点击【培养指导】-->【论文指导】-->【答辩申请】-->【填写导师评语】

4月9日前 研究所 审核学位论文 在SEP系统中，点击【审核】-->【对申请人的评价】&【审核意见】&【设定答辩秘书】
1、在SEP系统中，点击【培养管理】，选择“答辩秘书”角色，点击【论文答辩】-->【聘请评阅人】，受聘单

位选择“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点击【查询】-->【维护】-->【增聘论文评阅人】，勾选

“给论文评阅人发送邮件”，在“联系方式”中填写评阅人邮箱。（请确保邮件已发送成功，评阅人才能开始评

阅论文）。
2、与评阅人确认是否可以查看论文，如有问题，提供论文电子版/纸质版给论文评阅人

导师 预答辩 确保学生的汇报PPT准备好，表达清晰，条例清楚，时间控制良好

论文评阅

专家
评阅论文 SEP系统会邮件通知评阅人进行论文评阅

1、在“评阅结果”列点击【查看】，对未提交评阅意见的专家再次补发邮件并电话通知。

    a. 补发邮件：在SEP系统中，点击【论文答辩】-->【聘请评阅人】-->【维护】-->【补发邮件】

    b. 如果评阅意见为“中”，通知答辩人修改论文重新送审

2、评阅意见收齐后，将结果告知答辩学生及导师。

3、点击【论文答辩】-->【聘请评阅人】-->【（评阅人）维护】-->【审核论文评阅人】

4、【论文答辩】-->【聘请评阅人】-->【（评阅情况审核）审核】

5、维护评阅意见修改情况，在SEP系统中点击【论文答辩】-->【聘请评阅人】-->【（修改情况）编辑】

答辩秘书 聘请答辩专家
在SEP系统中，点击【论文答辩】-->【聘请答辩委员】-->【（答辩委员）维护】-->【增聘答辩委员会主席】

&【增聘答辩委员会委员】-->审核答辩委员会成员

1、确认如下事宜后，方可组织答辩：

    a. 参加盲审的同学，需通过盲审

    b. 评阅专家均同意答辩，均分不低于80分

    c. 修改意见（如有）要全部在SEP系统中进行对应修改

  d .科研成果满足学位申请要求，填写《科研成果汇总表》并请导师签字 （科研成果不符合要求，请
勿答辩）
2、准备汇报PPT

3、答辩论文纸质版（按答辩专家人数准备）

4、填写并草拟好《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决议书模板下载），要求如下：
    a. 填写的决议书内容必须与SEP系统的决议书内容一致（“表决结果”不填），格式必须与模板一致；

2020年博士答辩流程（夏季第一批）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业务平台（SEP系统）：http://sep.ucas.ac.cn/
请先查看《2017级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确认已完成培养要求。 
点击查看导师工作职责
点击查看答辩秘书工作职责
点击查看学生任务

时间总表：                                                                                                                             答辩截止时间：5月22日

3月23日前

3月23日前

3月25日前

3月30日前

4月8日前

4月10日前

答辩前

所有学生

所有学生

所有学生

所有学生

答辩秘书

答辩秘书

所有学生

学生发表小论文

申请材料审核

学术不端检测

提交盲审材料并盲审

聘请论文评阅人

确认论文评阅结果

答辩准备

http://sep.ucas.ac.cn/
http://sep.ucas.ac.cn/
http://sep.ucas.ac.cn/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2017/0912/c2834a24196/page.htm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2017/0912/c2834a24196/page.htm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2017/0912/c2834a24196/page.htm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Oral Defense_PHD_2020_Tutor Final.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Oral Defense_PHD_2020_Tutor Final.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Oral Defense_PHD_2020_Tutor Final.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Oral Defense_PHD_2020_Assistant final.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Oral Defense_PHD_2020_Assistant final.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Oral Defense_PHD_2020_Assistant final.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2020 Oral Defense_PHD_Student final.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2020 Oral Defense_PHD_Student final.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2020 Oral Defense_PHD_Student final.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research achievement for Grads(Version 2019).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The Provisional Requiments on the author affiliations of published papers for grads.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Graduate Defence/1.Thesis Writing Requirement.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Graduate Defence/1.Thesis Writing Requirement.pdf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2017/0912/c2834a24196/page.htm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Graduate Defence/2.Investigation_Form.doc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Graduate Defence/2.1 XiangSiDu.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UCAS Concealed Review Rules PHD 202003.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Graduate Defence/2.2 MangShengZiPeng.doc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Graduate Defence/2.3 MangShengJianKuang.xlsx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AppendixD4DoctorPaperSummary20200308.xls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ReviewAndDefenseJuryMember.xls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Appendix 6 ResearchSummary20200306.xlsx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Appendix 6 ResearchSummary20200306.xlsx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Appendix 6 ResearchSummary20200306.xlsx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_upload/article/files/d4/6d/5520eb5642bf98265d92f99f9835/42ae7262-8808-4076-89cd-2587a83af0d2.doc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_upload/article/files/d4/6d/5520eb5642bf98265d92f99f9835/42ae7262-8808-4076-89cd-2587a83af0d2.doc
http://sep.ucas.ac.cn/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2017/0912/c2834a24196/page.htm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Oral Defense_PHD_2020_Tutor Final.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Oral Defense_PHD_2020_Assistant final.pdf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2020 Oral Defense_PHD_Student final.pdf


b.自行草拟“答辩委员会决议”（撰写大纲下载）
c.答辩委员会成员中“专业技术职务”只可填写：教授/研究员。助理教授全部填写为研究员；

d. 将完成后的决议书电子版发送给答辩秘书。

1、将如下信息邮件至学院薛老师：答辩人姓名、答辩时间、答辩地点、答辩专家、导师签字的《科研成果汇总

表》扫描件（由学生提交给秘书）

2、准备答辩当日的材料：

a. 打印表决票[点击下载],填写好学生信息 （专业和学位类别必须与SEP系统一致），每位答辩专家
1份

b. 电子版《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由学生提供）

c. 打印答辩日程 & 答辩流程[点击下载]，每位答辩专家1份 （联合一起答辩的学生把日程整理在一
起，让答辩专家一目了然，每位专家准备1份）

d. 签字笔、录音笔（录制答辩提问）、电脑、投影仪、打印机（现场打印修改后的《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

决议书》）

3、答辩前一日：通过邮件&短信，提醒答辩专家第二日的答辩时间、地点。

答辩专家 参加答辩
1、向每位答辩评审提交1份论文

2、论文汇报（PPT）

3、回答提问

导师 学生离场后，答辩专家评议前，介绍学生情况

1、答辩问答时：协助答辩学生记录答辩过程（可录音后提供给学生自己撰写“答辩过程记录”）

2、学生和导师离场后，完成：

a. 收集表决票（无记名投票，无需签字）和专家签到表/签收条

b. 现场投影《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供专家修改，定稿后现场单面打印，请答辩专家签字（主席签

字（三处），委员签字（一处），秘书签字（两处））。

1、将《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在SEP系统中进行维护，包括答辩委员、答辩决议、修改情况、直至显

示状态为“答辩通过”。

2、汇总答辩材料交给薛老师：

a.《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每位专家1份）

b. 让学生将《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中“答辩过程记录”补充完整后打印，替换掉之前的签字版

中的该页。一式两份（原件一份、复印一份，不用装订用曲别针别好）

登陆SEP系统【学位管理】

1、维护个人信息：

a. 所有信息均从“培养系统”同步过来，请在培养系统中进行更改

b. 个人简历需添加在微系统所读研的信息

c. 请务必上传照片（必须是学位证书上的照片）

d. 未发表已接受的文章务必上传接收函

e. “攻读本学位前户口所在省市”，“毕业去向为就业的工作单位所在省市”。此两项均不能选“其他”，否

则系统校验无法通过

2、提交终稿论文：

a. 学位论文关键词个数应该在3-5个之间，用逗号隔开，其他符号系统无法自动识别。

b. 学位论文的电子版是“学位管理”系统自动从“培养管理”系统引入学生在论文初审前上传的最后版本。若

学生在学位初审后对论文进行了修改，需在“学位管理”系统重新上传最终版，未做改动则无需再次上传。
     在线向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即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提交学位论文的电子版全文（须确定为

终稿、学位论文电子版应与印刷本保持一致）。学位论文电子版格式为PDF格式，不得提交压缩格式版本，论文

各章节必须合并在一个文档中予以提交。

电子材料：

1、《申请（博、硕）士授予学位人员情况表》[点击下载]
按照表里的范例填写、不准更改格式字体，请看注释，影响因子按附件表格查询填写）

2、《夏季学位会模板》[点击下载]
时间到年月

发表文章只限本人第一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无授权专利的不填。

3、请确保培养系统中显示“已完成答辩”，否则请与你们的答辩秘书联系。

纸质材料（均双面打印，由 系统下载）:
1、装订好的毕业论文4本（独创性声明，本人和导师要签好字，论文封面硕士蓝色的花纹纸 ，与上传的学位论

文电子版保持一致）

2、《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一式两份
此表“发表论文情况”“专著专利情况”的审核人和指导教师的综合评价均为自己的导师。

3、《毕业研究生登记表》一式两份（贴好照片）

毕业时间：2020年7月，具体日期待确认；获学位时间：2020年7月，具体日期待确认

导师和研究室领导（分管院领导）签好字。研究所（校）意见，不要填。其他请照实填写

一式两份：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

4、《研究生学籍和学业成绩登记表》一式两份（贴好照片，电子照片亦可）

一式两份：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

5、《研究生学位申请简表》一式一份

6、发表文章的证明材料（首页或者接收函，复印件即可）

7、《研究生学术报告及社会实践登记表》一式一份

学术报告、学术会议、社会实践，每项至少2个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中，课程和必修环节的审核人处签字

《毕业研究生登记表》“研究室鉴定”处研究室领导（学院分管领导）签字盖章

并将材料送至微系统所

答辩前

答辩当日

（不得晚于5月22日）

5月29日前

6月18日前

6月18日前

所有学生

答辩秘书

所有学生

答辩秘书

答辩秘书

所有学生

所有学生

学院

答辩准备

答辩

学位申请

提交电子材料给薛
老师

提交纸质材料给薛老

师

整理材料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_upload/article/files/d4/6d/5520eb5642bf98265d92f99f9835/cbd173ec-949a-43f6-ad6c-3c26730beabd.doc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_upload/article/files/d4/6d/5520eb5642bf98265d92f99f9835/cbd173ec-949a-43f6-ad6c-3c26730beabd.doc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PostGraduate Defence/secretary/BiaoJuePiao.doc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PostGraduate Defence/secretary/BiaoJuePiao.doc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PostGraduate Defence/secretary/Schedule.docx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PostGraduate Defence/secretary/Schedule.docx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Graduate Defence/Appendix 14 Summary.xlsx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PostGraduate Defence/Template.pptx


等待后续通知 所有学生 办理离校手续 前往教务处领取离校单，完成手续后附件件交到研究所视同离校。

等待后续通知 所有学生 领取报到证 可前往微系统所领取报到证。

等待后续通知 所有学生 领取毕业证和学位证 办好离所手续、档案转递和户口迁出，前往微系统所领取毕业证和学位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