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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论文送审流程

特别注意：

 除在职工程硕士外（联系所在学院），所有研究生均需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申请论文评阅，

导师、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论文送审。

 导师自行安排的明评送审（留学生博士、明评硕士等），在评阅书返回后学生自行上传论文评阅书，

导师录入评阅结果，否则无法申请答辩。



学位论文送审流程及规定

二、学位论文送审条件
1．研究生学位论文应通过开题报告论证，且从开题到答辩的时间满足相关要求：

（1）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三年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论文开题报告论证到提交评阅应不少于

10个月；二年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论文开题报告论证到提交评阅应不少于6个月。

（2）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三年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论文开题报告论证到提交评阅应不

少于10个月；二年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论文开题报告论证到提交评阅应不少于4个月。

（3）博士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论文开题报告论证到提交评阅应不少于18个月。

2．学位论文经导师评阅后，导师同意答辩。

3. 通过各学院（研究院）文字重复率检测要求。

以上要求由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外送评阅。



学位论文送审流程及规定

学生类别 首次送审 复评送审

博士研究生 破格录取的、被学业警示的

或提前毕业的博士研究生的

学位论文送5位同行专家评阅。

• 学位论文的专家评阅意见中有X（X>=2）个“修改后复评”或1个

“不同意答辩”的，经修改后再送2位同行专家进行盲评；

• 只有1个“修改后复评”，无需再送同行专家进行盲评。

其他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送3位同行专家评阅。

• 学位论文的专家评阅意见中如有X（X=1,2或3）个“修改后复评”

但不含“不同意答辩”的，学位论文修改后送X位同行专家进行盲

评（最多不超过2名）；

• 只有1个为“不同意答辩”的，经修改后再送2位同行专家进行盲评。

硕士研究生 每篇硕士学位论文送2位同行

专家评阅。

• 专家评阅意见中如有X个“修改后复评”但不含“不同意答辩”的，

学位论文修改后送X位同行专家进行评阅；

• 只有1个为“不同意答辩”，学位论文修改后再送2位同行专家进行

评阅。

三、学位论文送审专家数



学位论文送审流程及规定

四、学位论文评阅方式——隐名方式评阅（以下称为“盲评”）

博士生 硕士生

必须盲评 中国博士研究生 • 破格录取的、被学业警示的或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 首次（含首次在新的学科专业）以第一导师身份招收

培养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 上一年学校或北京市学位办等上级部门组织评阅或抽

检的硕士学位论文，被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的，其指导教师在随后两个年度指导的同一学科专业
的硕士学位论文。

• 除上述必须盲评的硕士学位论文之外，参加盲评的比
例总体不低于10%，学院分委员会可在此基础上根据
本院实际情况提高盲评比例。

评阅专家数 3或5人 2人

送审方式 学位中心送审 • 凡科学位论文送审服务（方法一）
• 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送审管理（方法二）

组织送审单位 研究生院 各学院分委员会



学位论文送审流程及规定

四、学位论文评阅方式——署名方式评阅（以下称为“明评”）

博士生 硕士生

明评 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 • 除上述盲评的硕士学位论文
之外，其余拟答辩的硕士学
位论文参加明评。

• 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
论文采用署名方式评阅

评阅专家数 3或5人 2人

送审方式 自行联系评审专家

组织送审单位 各学院分委员会或导师组织实施

特别注意：导师自行安排的明评送审（留学生博士、明评硕士等），在评阅书返回后学生自行上传

论文评阅书，导师录入评阅结果，否则无法申请答辩。



学生评阅申请

• 正式填写申请信息前，请仔细阅读填写说明。

• 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学术型可与学科专业不一致）、研究方向用于匹配送审专家以

及学位论文抽检。

• 送审性质分为首次送审和复评送审（首次送审评审意见有“修改后复评”的选择，并

确认评审专家数）。

• 专业型研究生需根据论文类型选定相应的学位论文专家评议书，具体要求由学院自定；

学术型研究生无需选择。

•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交学院办公室；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在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上传。

• 提交学位论文符合盲评格式要求，应按照《盲审学位论文格式要求》制作。

登陆系统
毕业与学位

论文评阅申请
完善评阅信息 提交申请



导师审核

特别注意：

 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学术型可与学科专业不一致）、研究方向用于匹配送审专家以及学位论文抽检。

 专业型研究生评阅书模板类型务必与研究生论文类型一致。

登陆系统 毕业学位管理
博士/硕士评
阅申请审核

审核查看；

下载论文查看

审核通过/

驳回重新提交

 导师审核流程及操作



院系审核及送审

一、学院审核

 学院审核流程及操作

第一步

第二步

 个别审核

登陆系统
毕业——

论文送审管理

博士/硕士评
阅申请审核

审核查看

下载论文

审核通过/

驳回重新提交

 导师审核通过

 学位论文评阅模板

 送审专家数

 论文提交



院系审核及送审

一、学院审核

 批量审核

第二步：扩展页面显示内容

第一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特别注意：博士生申请审核通过后，学院集中收集盲评格式电子版学位论文和学位论文评阅信息的

“汇总数据表”一并交学位办。



院系审核及送审

二、硕士盲评论文送审

 盲审名单导入

 特别注意：下载模板录入后删除说明保存，关闭后导入，否则导入无效。



院系审核及送审

三、硕士盲评论文送审——凡科学位论文送审服务（方法一）

 学位论文与信息表推送

第一步 第二步



院系审核及送审

三、硕士盲评论文送审——方法一

 委托送审（需支付送审服务费）

 登陆凡科送审平台，进入“论文管理”界面

 确认推送论文及信息，勾选需要送审的学位论文

 选择“委托送审”后点击“提交”按钮

 完善送审论文补充信息后点击“送审”按钮



院系审核及送审

三、硕士盲评论文送审——方法一

 自助送审（无送审服务费）

 登陆凡科送审平台，进入“自主送审”界面

 确认推送论文及信息，勾选需要送审的学位论文

 点击“自主送审”按钮

 完善送审单位信息后点击“开始送审”按钮



院系审核及送审

三、硕士盲评论文送审——方法一

其他说明

 登陆凡科送审平台后，可下载官方操作说明书。

 为保证高效送审，自助送审前建议与专家或对方学校联系确认。

 专硕送审需提供企业专家名单（委托送审和自助送审均需）。

 账号开通、企业专家信息要求、技术要求等凡科送审服务问题，建群后咨询客服。

 评审费支付相关事宜另行通知。



院系审核及送审

四、硕士盲评论文送审——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送审管理（方法二）

 论文评审单位维护



院系审核及送审

四、硕士盲评论文送审——方法二

 论文评审专家维护（批量导入或逐个添加）

批量导入 逐个添加

特别注意：

 专家账号：为保证专家编号唯一，推荐使用手机号作为唯一编号。

 所属院系：必须为本学院，否则无法送审。

 下载模板录入后删除说明保存，关闭后导入，否则导入无效。



第二步

第一步

院系审核及送审

四、硕士盲评论文送审——方法二

 设置评审专家账号密码

• 勾选需要设置密码的专家，输入新密码，点击“批量更新密码”按钮。



院系审核及送审

四、硕士盲评论文送审——方法二

 论文送审名单维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个别保存 全部保存



院系审核及送审

四、硕士盲评论文送审——方法二

 指定送审对象——指定送审单位

• 勾选论文，选择送审单位，点击“批量送审”，系统自动生成账号及密码后，点击“导出专

家账号”按钮，发送对方单位，便于联系人分配专家。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院系审核及送审

四、硕士盲评论文送审——方法二

 指定送审对象——指定送审专家

• 勾选论文，选择送审专家，点击“确定”，系统自动发送短信提示专家登陆系统评阅。
第二步

第一步



院系审核及送审

四、硕士盲评论文送审——方法二

 评审情况查看

学院秘书可点击“解锁”按钮，解锁后专家评审将变成保存状态，可以重新修改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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