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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技术，推动管理创新



信息化：管理的必然选择

管理的规模和复杂性不断提升，管理人员相对不足。

研究生类型复杂，从学号区分：

博士：BA、BC、BJ、BL、BZ、JW

硕士：SA、SB、SC、SG、SJ、SI、SM、SE、ST、SL、JN

类型不同：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学位标准也不同。

如何应对复杂情况：利用信息技术，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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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质量监控体系

1、学位论文查重：论文修改率：55.7%

2、论文网上评阅：专硕二审率：16.3%

3、学位材料审核：博士未通过：9.4%

4、两级委员会审核：宏观把握培养质量

5、学位信息公示：监督与震慑作用

6、即时通讯平台：及时反馈审核信息



学生提交学位论文后，系统会对

论文的文字重复率进行检测。我们在

对论文进行文字比对过程中，考虑到

学科差异对论文的重复率有不同的体

现，所以首先充分尊重导师的意见，

从服务的角度，协助导师检测其指导

学生的学位论文，将检测结果及时通

知导师，管理部门不对结果作任何刚

性要求。在检测过程中，各院系及各

位导师体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质量意

识，有的院系对于重复率超过30%的

硕士生，直接取消本次申请学位资格。

2009年以来，累计检测论文21103篇

次，目前博士学位论文的平均文字重

复率为2.9%，硕士为4.2%。文字重复

率明显下降。

2009年学位论文查重结果分析

上半年提交前 上半年修改后 下半年提交前 下半年修改后

博士

科学学位
硕士

专业学位
硕士

1、学位论文查重



2012.8~2013.7，各类申请
学位的研究生共查重6147篇次，
平均每人查重1.81次，55.7%的
研究生因查重结果不满意，做了
论文修改。

系统将查重结果通过邮件及
时通知给导师，帮助导师从形式
上审核论文。帮助研究生自觉防
止学术不端行为。

目前平均博士：2.0%，
科学学位硕士：2.9%，
专业学位硕士：4.3%。

1、学位论文查重



1、查重系统只能进行文字比对，不能判断语义

2、专家评审可以进行语义审查，但很难判断文字抄袭

为防止论文查重的电子文档与论文评阅的纸质文档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开发了

学位论文网上评阅系统，评阅与查重使用同一份电子文档，先查重后评阅。

2、论文网上评阅



论文评阅系统通过详细的日志，记录专家的评阅行为、论文历次修改的内

容以及评阅结果。后期，可通过对论文相关信息以及专家评语的部分公开，

监督论文质量，防止论文评阅中的主观干扰。

2、论文网上评阅



管理部门也可以了解每位导师的评阅情况:

参评学生253人，淘汰率20%，二审率26%， 查重率5.2%；

参评专家54人，评阅篇次594篇，修改率23.8%，统一率31.8%

（在论文查重、评阅过程中严格把关）

某专家评阅篇次18篇次，修改率54.2%，统一率15.4%，偏严。

软件学院：

参评学生407人，得优率18%，二审率15%， 查重率3.8%；

（成绩分布合理）

某专家评阅篇次5篇，得优率100%，统一率0%，偏松。

某专家评阅意见字数48字，院系平均243字，偏松。

2、论文网上评阅



单位评阅情况：

两个单位分别组织硕士论文评阅各评116与119篇

2、论文网上评阅



利用网络评阅系统，可聘请境外专家参与论文评阅，后期加大论文
评阅的国际化力度，扩大学术影响，推动质量提升。

2、论文网上评阅



学位论文查重与网络论文盲审，为专业学位硕士质量监控提

供了重要技术支持，通过院系的严格把关，保持了较高的淘汰

率：

2012年 MBA提交查重 373人，获得学位305人 ，淘汰率18%；

软件学院提交查重638人，通过答辩546人 ，淘汰率15%；

较高的淘汰率，使得专业学位硕士更加重视学位论文质量。

2、论文网上评阅



网络视频答辩

去年我校在香港与合肥两地通过网络视频系统进行了远程答辩。

网络答辩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节省了答辩专家大量的时间和费用，便

于开展更广泛的学术交流。答辩过程可以全程录像作为珍贵资料由师生保

存。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开答辩过程，实行网络监督，规范学术风气。



以2013年6月学位申请为例，

通过培养方案自动校验，网上提

交申请研究生共2056人。各院、

系及学位办对2千多份学位档案

结合各分委员会的40余种学位标

准进行多次审核，并对照网上信

息逐一核实。其中，因发表论文

不符合要求、答辩未通过等原因

而未提交分委会讨论的有132人

，其中博士55人，占申请人数的

9.4%。科学学位硕士58人，占申

请人数的7.7%。

3、学位材料审核



学位委员会上，各位委员可以看到每位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

、SCI分区以及学习情况。某种意义上，两级学位委员会是对各学科发展

以及各导师指导研究生情况的公示。各位委员通过每年3次的学位审核，

及时了解各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形成学术上的震慑作用，也为

相关管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持。2013年6月，共有1924位研究生提交到15个

学位分委员会审核，最终有6人未通过审核。

4、两级委员会审核



5、学位信息公示

学位申请者材料经

过审核后，其基本信息

及发表论文情况，在网

上进行为期3个月的公示。

每位学位申请者都会去

公示栏查看自己与他人

的信息。学位信息公示

起到了社会监督与震慑

的作用。



6、即时通讯平台

在学位审核过程中，论文

查重结果、网络评阅情况、材
料审核情况、会议讨论结果都
会通过邮件或短信的形式及时

通知给导师和研究生，让他们
及时补充各类材料，在严格审
核的同时，做好服务工作。

目前，短信平台共有用户
640人，绝大部分为导师、院系
教学秘书、学生工作老师及迎

新联络员。因各类研究生事务
，平均每天发送短信1740条，
因迎新工作，9月3日一天发送

短信30692条。



7、发表论文分析：全校情况

学位标准的不断改进，以及各位导师的严格把关，我校研究生发表论

文质量不断提升。



7、发表论文分析：学科分析

学位办与图书馆一起每半年为各学科制作发展简报，放在导师系统中以供

参考。目前正在制作第五期。



7、发表论文分析：学科分析



学位管理：总结

服务：协助导师查重，论文网上评阅，网络答辩等

评估：论文重复率，评阅结果分析，论文SCI分区等

管理：评阅、答辩、学位申请等过程监控

学位、论文、评阅答辩等信息公示

个性化服务----常态化评估----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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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师门户系统

为479位博士生导师以及368位硕士生导师提供从招生、教学、科研、
指导研究生等各方面的信息服务。日访问量300余次。



2、导师门户系统

2.1、招生宣传：

主动更新、国内招生、国际招生、在线面试

2.2、指导学生：

学习成绩、助教助研、毕业学生

2.3、教学管理：

教学资源、教学互动、作业管理、教学评价

2.4、科研情况：

科研项目、科研论文、学科分析

2.5、其他功能

各项功能的具体使用方法，已分别录成教学视频文件，
逐渐发到各位导师的邮件中。



2.1、招生宣传：实时修改

导师招生宣传页面由系统自动生成。导师可登录系统，远程实时修改
自己的招生宣传页面，将自己发表论文、承担科研项目以及获奖情况
等各类最新信息及时更新到招生宣传页面上，加强宣传效果。



2.1、招生宣传：考生互动

考生浏览导师的招生宣传页面时，如有意向报考，可在页面的下方“报考意向”栏

内填报个人信息，填写完毕后可将信息直接提交到系统中。系统同时将该考生信息

通过Email自动发送给导师。导师通过填报信息可了解到该考生的学习情况，通过

填报的联系方式还可以直接和考生本人取得联系。



2.1、招生宣传：意向统计

自2012年1月以来，共有

987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向

372位导师提交了报考意向。绝

大多数博导都收到过由系统自动

转发的报考意向邮件。

目前，在网络中心的支持下，

系统开通了在线面试功能。通过

网络视频系统，导师可以随时与

考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非常方

便的了解到考生的学术背景及兴

趣爱好，择优录取。



2.1、招生宣传：国际招生

我们还为每位博士生导师建立了英文宣传主页，以适应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的需要。目前，已有313位国外学生向109位导师提交了报考意向。



2、研究生导师门户系统

2.1、招生宣传：

主动更新、国内招生、国际招生

2.2、指导学生：

交流互动、学习成绩、学习时间、毕业学生

2.3、教学管理：

教学资源、教学互动、作业管理、教学评价

2.4、科研情况：

科研项目、科研论文、学科分析

2.5、其他功能



2.2、指导学生：群发短信

为方便导师管理他所指导的研究生，系统提供了学生的手机、邮箱、宿舍号、
家庭地址等信息。导师可通过页面下方提供的“手机短信群发” 、“邮件群
发”等功能，给他们群发手机短信或邮件，通知他们开会，汇报科研情况等。



2.2、指导学生：成绩信息

通过点击学生姓名，导师可了解到所指导研究生的修课名称、所修学分、
考试成绩、考试排名等信息，为导师给研究生安排科研任务提供参考。



2.2、指导学生：参与学生选课

导师根据新生本科阶段的学习情况，结合科研任务，可在全校范
围内选择课程要求学生必修。



2.2、指导学生： 掌握培养进度

导师可随时查看研究生培养计划完成情况，系统会根据培养方案
给出判断结果。



2.2、指导学生：了解本科情况

导师可了解到新生在本科阶段的培养计划、课程成绩、从事学生
活动及获奖情况，根据学生的性格和特长，安排相应的科研任务。



2.2、指导学生：查询学生课表

导师可查看指导学生的课表，了解学生日常活动，合理分配科研
时间。



2.2、指导学生：科研论坛

导师通过论坛系统，远程了解研究生科研进展，指导科研工作。
目前与网络中心合作，还为每位导师配置了个人网络会议室，
导师可随时邀请校内外专家或学生利用网络会议室展开讨论。
使用方法会做成视频教程发给大家。欢迎各位导师使用。



2.2、指导学生：学习时间

学习时间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学生的学习压力，时间越长往往压力越大。导

师在系统中不仅可以看见自己指导每位研究生的学习时间和所有研究生的

平均学习时间，还可以看到本专业和全校研究生的平均学习时间。通过比

较，可以了解各研究生的学习压力。



2.2、指导学生：生源情况

导师不仅可以看见自己指导的每位研究生的生源院校以及“211”、“985”

院校生源所占比例，还可以看到本院系 “211”、“985”及本校生源的比例。

通过比较，导师可了解自己生源的相对情况。



2.2、指导学生：毕业学生信息

导师可了解已毕业学生的论文题目、毕业时间、电子邮箱等信息，还
可通过Google直接搜索该学生最新情况。系统并与校友新创基金会提
供校友的信息进行了链接。方便导师查询毕业生的情况。



2、研究生导师门户系统

2.1、招生宣传：

主动更新、国内招生、国际招生

2.2、指导学生：

交流互动、学习成绩、学习时间、毕业学生

2.3、教学管理：

教学资源、教学互动、作业管理、教学评价

2.4、科研情况：

科研项目、科研论文、学科分析

2.5、其他功能



2.3、教学管理：交流互动

导师可查看到选修他所开设课程的所有学生的联系方式，并可通过页面下方提供的
“手机短信群发” 、“邮件群发”等功能，给他们群发手机短信或邮件，来布置作

业、推荐参考文献、通知调课及考试时间等信息，加强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对于公选
课）。目前短信平台累计发送77万余条，平均每天发送1000余条。主要教学秘书、
班主任、研究生导师使用。



2.3、教学管理：查看学生相片

导师可查看授课学生的照片，打印照片花名册，将学习情况与学生
本人联系起来，以加强师生沟通。



2.3、教学管理：网络教学资源

导师可查看该门课的网络教学资源。方便收集资料。



2.3、教学管理：教学资源管理

师生都可将与课程相关的ppt、文本、音频、视频等教学资源上传到数据

库，由系统统一管理，形成教学资源库，方便资源共享并可了解各项资

源的使用效率。



2.3、教学管理：课程论坛

每门课有自己的论坛系统，针对课程内容提出问题，利用论坛系统展开研

讨。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加强教学交流互动。其中共性的问题可保留

下来或置顶，为后来选课的学生提供帮助。



2.3、教学管理：作业管理

每门课有自己的作业系统，上传、批改作业，记录平时成绩，设置权重，

自动计算课程成绩，加强教学过程管理。管理人员通过作业系统了解教

师上课过程。



2.3、教学管理：助教管理

主讲教师可设置多名助教，辅助管理教学系统。助教的工作成效可根

据各类系统的使用情况来考核（如作业次数、资源利用率、论坛人气

等）。



2.3、教学管理：课程评价

导师不仅可以看见历年来，学生对其所开课程各方面的评分及评语，还

可以看到本院系以及全校课程评分的平均值。由于课程评价完全由学生

自愿填写，不作硬性要求。通过比较，导师可以了解自己的教学效果，

为下一步改进提供参考。



导师可查看到2000年以来，给研究生所授课程的名称、时间、学时、修课

人数及考试成绩分布等情况，帮助导师了解自己的教学工作量和教学效果。

2.3、教学管理：授课情况



2、研究生导师门户系统

2.1、招生宣传：

主动更新、国内招生、国际招生

2.2、指导学生：

交流互动、学习成绩、助教助研、毕业学生

2.3、教学管理：

教学资源、教学互动、作业管理、教学评价

2.4、科研情况：

科研项目、科研论文、学科分析、引文报告

2.5、其他功能



2.4、科研情况：科研项目

通过与科研处的数据关联，导师可查看自己1996年以来所承担科研项目的名称、
来源、科研经费等情况。



2.4、科研情况：发表论文

导师可查看自己发表学术论文的情况，通过点击 论文名称，可直接链接到
google中，查看该论文最新的引用情况 。



在系统中，导师不仅可以看见自己2003年以来指导研究生发表每篇论文
的影响因子、SCI分区以及发表论文的总数 ，还可以看到本专业研究生

发表论文的总数和平均影响因子，通过比较可以了解所发表论文在专业
中的影响。（21076篇）。

2.4、科研情况：发表论文



2.4、科研情况：学科分析

与图书馆一起，利用ESI、InCites、专利库等工具，从论文引用、承担科研

项目、获得专利等方面，每半年对我校相关学科与国内外部分研究机构作比
较分析，并将数据放在导师系统中以供下载。目前已做过四期。



2.4、科研情况：个人引文报告



2.4、科研情况：个人引文报告



2.4、科研情况：个人引文报告



2.4、科研情况：个人引文报告



2、导师门户系统功能介绍

2.1、招生宣传：

主动更新、国内招生、国际招生

2.2、指导学生：

学习成绩、助教助研、毕业学生

2.3、教学管理：

教学资源、教学互动、作业管理、教学评价

2.4、科研情况：

科研项目、科研论文、学科分析

2.5、其他功能



2.5、其他功能：院系领导

了解各位导师目前在读博士、硕士生数，为招生指标分配提供参考。

了解各位导师几年来的上课情况及学生评价。为职称评定提供参考。

更多功能还在开发中。



2.5、其他功能：自动生成表格

表格填写：手工填写--自动生成--主动导入数据（由填写到---审核）



为适应新学位标准的实

施，我们将最新中、英文杂

志影响因子及SCI分区等数

据导入系统，方便导师指导

研究生选择相应杂志发表论

文。

根据导师建议，设计了

学术海报和ppt通用模板以

供下载。

2.5、其他功能：相关资料



2.5、其他功能：通讯中心

根据导师建议，建立了通讯中心。导师可自由分组，导入

其他人员，群发手机短信和邮件。



手机短信平台为各个系统共用的模块：左图为使用手机短信平台的明细情况，使
用人员包括院系教学秘书、班主任、书记、部门管理人员等；内容包括招生宣传、
入学教育、课程通知、bbs监控等；下图为武汉招生宣传短信内容；右图为9月份

每位用户的使用情况统计。通过系统可及时掌握教学管理一线的具体实施过程与
实际工作情况，了解管理人员的工作状态，使管理工作扁平化。短信群发系统累
计发送了80万条， 平均每天发送1000余条短信。

2.5、其他功能：通讯中心



2、导师服务：总结

服务：招生宣传，指导学生，课程教学，科研管理

评估：生源情况，成绩排名，学科分析，引文报告

管理：上课视频、课程论坛、作业批改等过程监控

招生情况、教学课件、发表论文等信息公示

个性化服务----常态化评估----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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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迎新工作

五大系统相互协作：

 迎新联络员系统

 网络数据库系统

 即时通讯平台

 研究生论坛系统

 网络视频系统



3.1、迎新工作

1、迎新联络员系统：

在本次迎新工作中，我们为全校研究生新生配备了53

位迎新联络员，负责与同学们直接联系，解答各类问题，

迎新期间，各联络员向研究生新生发送手机短信近10万条，

电子邮件3万余封。通过点对点的服务，协助新生完成全

程报到工作。另外，又招募了16位住宿协管员，协助楼管

员为新生办理入住手续。通过先入住后报到，简化了报到

程序，大大缩短了报到的等待时间。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

各位同学可以继续与各位联络员保持联系，咨询各类信息。



3.1、迎新工作

2、网络数据库系统：

网络数据库系统是各方交换信息的大平台。新生登录

系统后可以了解到学校的迎新安排、住宿信息、缴费情况、

体检结果、校园地图等，通过点击院系主页的链接了解到

院系情况，而且还可以和老生一样在8月份就可以进行网

上选课。新生还可以将到校时间、地点、住宿需求等信息

填报到网络数据库中，管理人员根据填报信息调配车辆，

安排新生住宿以及各部门值班时间。据统计，参与本次研

究生迎新服务工作的各院系及机关各部门人员达200多人。



3.1、迎新工作

新生报到流程界面



3.1、迎新工作

新生报到统计界面



3.1、迎新工作

3、即时通讯平台：

包括手机短信群发系统与电子邮件群发系统。今年还

采集了qq号，有的联络员通过建立qq群将迎新过程中的

各类信息及时发送新生。目前各位院系的教学管理人员，

研究生导师以及研究生院各部门都通过即时通讯平台与研

究生联系，平台平均明天发送短信2000余条。同时，各

级管理部门通过平台能及时了解研究生的需求，不断改进

工作。特别提醒大家务必要将最新的联系方式及时更新到

系统中，以后学校的各类重要通知都要通过系统传达给大

家。



3.1、迎新工作

4、迎新论坛系统：

迎新期间，学校组织部、

财务处、学工部、社区办、户

籍办、校医院及研究生院各部

门在论坛系统中回答各类提问

451条，累计访问3万多次。

今后各位同学可继续利用论坛

系统直接与机关各部门老师以

及师兄校友进行沟通。



3.1、迎新工作

5、网络视频系统

3、4号的迎新现场以及今天

的入学教育，我们都通过网络视

频系统实现现场直播。同学们登

录研究生信息平台，点击“网络

视频直播”即可收看。在今后的

课堂教学、专家讲座、论文答辩

以及各类考试过程中我们将逐步

使用网络视频技术，提升服务质

量，提高管理效率。



3.2、教学环节：自动审核

研究生信息平台会自动审核各研究生培养方案完成情况，学分修完审核通过后
才能点击“论文提交”按钮进入下一个环节。系统会在每学期开始，将修学分
情况通过短信发送给研究生，指导他们选课。



3.2、教学环节：网络课堂

目前累计录制5000多小时。平均日访问量1000余次。



近期，新浪、腾讯、人民网、科学网、中国教育科研网、中文国际、中国

教育网、万家咨询、中安在线、《中国教育报》、《经济日报》电子版等十余

家媒体相继报导或转载了我校开通网络在线互动课程的消息。

3.2、教学环节：网络课堂



今年上半年，研究生院与图书馆、网络中心共同尝试以网络在线互动

课程的形式开设了《文献管理与信息分析》课程，由罗昭锋主讲。首次公
开课吸引了784名学员，分别来自中国除澳门以外的33个省级行政单位和
10位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悉尼大学等国外高校的留学生。

3.2、教学环节：网络课堂



与传统的的课堂教学以及网络公开

课相比，开放式在线互动网络课程教学

具有以下特点：

1、全球参与、扩大学校影响力；在

线授课，全程公示，保证教学质量；优

质教育资源共享，推动教育公平。斯坦

福的《人工智能》课程，有来自全球190

个国家的16万人选修，比历年来所有校

友的总和还多。本学期该课程已有2000

人报名，由20位助教管理。

2、以互动教学为主，在授课过程中

使用了各类的通讯工具，包括短信群发

、邮件群发、新浪微博、人人网、微信

、QQ、课程论坛、优酷、科大网络课程

平台、百度文库、网易云课堂等等。目

前，与该门课程相关的各类微博，粉丝

已经达到近万人，访问量近30万次。

3.2、教学环节：网络课堂



3、课程由12个人的助教团队分组管

理，每周召开例会，讨论各组研讨中出

现的各类问题。

4、作业全部网上公开，杜绝抄袭现

象。课程考核以过程参与表现为主，由

助教记录每位学员的互动表现，成绩合

格由任课教师签发课程合格证书。

5、学员评价：“虽然我毕业的时间

很长了，但是同窗的滋味始终是那么的

甘醇（虽然这儿的同窗，更多是同在一

个网页窗口下），还是白居易说的精辟

，相逢何必曾相识......”；有的学员

说：“我对自己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做一件事情都感到吃惊。至于说学到了

什么，我觉得主要还是学到了一种理念

，那就是学习新知识提升自身的同时，

能有效的分享帮助更多的人.......”

3.2、教学环节：网络课堂



3.3、离校系统

离校系统

为方便研究生办理离校手续，通

过网络确认，变“先跑后查”为“先

查后跑”，不仅离校研究生仅在宿舍

里即可办完大部分离校手续，而且相

关管理部门也减轻了工作压力，起到

了“双赢”的效果。

研究生离校通知单

部门
财务
处

网络
中心

图书
馆

校医
院

一卡
通

开通
前

1049 1049 1049 1049 1049

开通
后

54 119 73 0 0



3.4、学生管理

研究生信息平台 可实现网上选课、成绩管理、学籍管理、奖助学金
管理、住宿管理等。



小结--整体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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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思路

信息化管理方向: 微观 中观宏观（评阅）



管理创新

1、通过信息服务，实现管理理念从管理向服务转变

2、通过信息监控，实现管理重心从结果向过程转变

3、通过信息公开，推动管理方式从刚性向柔性转变

4、通过即时通讯，推进管理结构由“金字塔”型向

扁平化转变



1、通过信息服务，实现管理理念从管理向服务转变

将日常管理与主动服务相结合，在服务过程中完

成管理工作。如：在导师填表过程中，通过主动信息

服务，将表格填写工作由原来的纯手工填写、纸本提

交转变为内容全自动生成、网络提交，不仅将导师从

琐碎的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也方便了管理部门的

审核工作，起到了“双赢”的效果（查重）。



2、通过信息监控，实现管理重心从结果向过程转变

在研究生教育的各个环节设立一系列监控点，实

时掌握研究生教育全流程的运行状态，在为科学决策

提供数据支持的同时，有效防止了各类异常行为的发

生。如：在培养过程中对研究生选课、作业、成绩和

学分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在出现异常情况时向学生提

出“预警”，使其及时调整学习进度，按计划完成学

业。管理重心的前移，通过过程控制，防患于未然，

保证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高速公路和摄像头：

路：提供服务，各类系统
面向导师

面向研究生

面向管理人员

摄像头：加强管理，监控点

采集过程数据：课程成绩、

平时作业、论文查重、

评阅结果、发表文章

路和摄像头配合好才能保证研

究生教育信息高速有效运转。

2、通过信息监控，实现管理重心从结果向过程转变



3、通过信息公开，推动管理方式从刚性向柔性转变

通过公开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实行社

会监督，形成无形的约束力，激发管理对象的自律意

识，营造公平公正的学术氛围，有效防止了学术不端

行为的发生。如：在学位论文网络评审环节中，评审

专家完成评阅工作后，可以查看其他专家的评阅意见。

通过评阅意见的公开，形成了相互监督的评审氛围，

防止了评阅过程中的失范行为。公开的尺度决定了管

理的力度。



4、推进管理结构从金字塔向扁平化转变

将包含短信、邮件、网络视频和论坛在内的各类

即时通讯模块，嵌入到研究生教育的各个环节中，一

方面为导师、研究生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便捷的通

讯服务；另一方面使管理人员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到管

理一线的需求，减少了因层级较多而产生的信息丢失，

保证了管理决策的准确性、适用性，促进了研究生教

育管理结构的扁平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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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与项目
1、2010年，“研究生导师门户系统的建立与应用” 项目获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2010年，“基于B/S结构的学位论文网上评阅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安徽省教学研究项目支持；
3、2011年，“基于过程管理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全流程质量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获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信息化分委员会项目支助；
4、2011年， 获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先进单位”称号；
5、2011年，“研究生导师门户系统”获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应用创新奖”；
6、2011年，获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7、2012年，“信息时代学位管理系统的构建与思考”获安徽省教学研究重点项目支持；
8、2012年，“利用信息技术，推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创新”获“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9、2012年，“国际国内一流大学发展动态监测分析” 获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合作专项支持；
10、2012年，“基于支撑安徽区域发展的研究生培养现状分析及我省博士、硕士授权学科结构调
整研究”获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支持
11、2012年，“基于web of sciences的学科发展分析研究”获安徽省教学研究项目支持；
12、2013年，“基于ESI、InCites的学科发展分析研究”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项目支持；
13、2013年，“安徽省研究生课程网络共享机制研究”获重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支持；
14、2013年，“学位论文网络评阅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项目获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5、2013年，“信息化环境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与监控体系的构建” 获安徽省教学
成果特等奖；

1. “利用数据接口技术实现研究生管理多部门协作”，《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1年第19期；
2.“基于ESI的国内外部分高校理学学科发展比较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年第5期；
3.“研究生培养过程监控和预警系统应用初探”，《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
4.“基于业务流程的研究生学籍管理系统设计”，《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1年第3期；
5. “学位论文网络评阅在研究生培养质量管理方面的作用”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
6.“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探索管理向服务转变”，《中国教育网络》 2012年第6期；
7.“基于AHP的工程硕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分析初探”，《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13年第2期
8.“基于InCites的国内外理学主要学科发展分析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年第11期



媒体报道



获奖情况



领导视察

2011年5月20日，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评估处徐维清处
长、重点学科处赵玉霞处长一行专程来我校调研信息化建设工作。

2012年10月18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助理赵瑜、处
长陈学军专程来我校调研信息化建设工作。



领导视察

2011年4月，全

国“高等教育信息

化创新论坛暨数字

校园十二·五规划

研讨会”在我校召

开，来自全国高校

的400余位代表参加

了会议。会后，教

育部科技司陈盈晖

副司长考察了我校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信息化工作。



2011年7月18日，中科院邓勇副秘书长视察我校，对我校信息化工作给
予了很高评价，认为系统紧扣用户需求、以服务为导向，通过个人与集
体数据的比较，实现柔性管理，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值得推广。

领导视察



校际交流

校际交流

2010年9月以来，先后组团来我校就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

化工作开展学习交流或邀请我校去做相关报告的单位有：

北京大学 国防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

复旦大学 第三军医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第四军医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南京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东南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四川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暨南大学

吉林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同济大学



校际交流



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

一年多来，我校应邀在一系列全国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会上

作专题报告：

 全国教育网络管理与应用大会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信息委员会学术年会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文理科委员会学术年会

 第二十五届全国研究生院工科研究生教育研讨会

 2011年全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

 2011年“985”高校科研与学科建设管理培训会

 2011年“985”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

 2012年高校学位论文管理工作研讨会



大会报告



研究生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师生在接

受优质服务的同时，感受不到管理的

存在，而教学、科研却在高效而有序

地进行。

工作目标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