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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导教师功能

此功能只有具有“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角色的人员，才能进入，使用该模块。

指导教师可以实现如下功能：课题维护、我的学生管理、任务书管理、文献综述评阅、文献翻

译评阅、开题管理、期中检查、过程管理、毕业设计管理、实习指导等功能，具体功能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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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系统

2.1 登录

填写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

2.2 密码重置

如果忘记密码，可以在点击【忘记密码】进行密码重置：填写正确的信息后，系统将把新的密

码发送到您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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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息填写

首次进入系统时还需要填写个人信息，带星的表示必填信息。

2.4 生成个性签名

点击右上方的【账户设置】，在基本资料的最下方有“签名”，【点击生成标准化签名】。作用：

教师对某文档进行签名盖章，就表示该版本通过审核，不允许学生再进行修改，定为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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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题维护

指导老师布置选题，在通过系主任的审核后，学生可以进行选题，最后指导老师确认某一选题

学生承担此课题任务。

3.1 课题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课题维护】，进入课题列表，如下图所示。

按钮链接有：

【新增课题】：可以布置新的课题。

【审核】：显示课题是否通过审核。

【确认】：显示课题是否有学生选题、是否被确认。

“未选题”，表示没有学生选择该课题；

“未确认”，表示有学生选择该课题，但是指导老师还没有确认；

“已确认”，表示指导老师已经确认该课题的学生。

【修改】：进入课题界面，可以对课题信息进行修改，可以确认学生的选题。

【删除】：当课题没有学生选择的时候，教师可以用来删除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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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增课题

填写课题的相关信息，带星号是必填的。其中“研究项目支撑”选择“是”，则需要填写“项目

编号”和“项目名称”。

另外，课题简介教师应该重视，应该让学生课题清楚地看到课题是做什么的，工作量有多大，

同时教务办有字数规定，需要达到标准。

3.3 课题界面

在课题界面，可以进行确认学生、课题的修改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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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管理

学生管理，管理指导教师承担指导的学生。

【密码】：可以进行密码重置。

【消息】：给学生发送消息。

【邮件】：给学生发送邮件。

【更多】：显示学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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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务书管理

5.1 任务书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任务管理】，进入任务书列表。

【学生信息】可以点击查看学生信息。

【维护】可以对任务书进行维护。

【下载】当任务书生成后，可以点击下载任务书。（灰显时，表示文档为生成不能下载。）如果点击

没有效果，可以右键另存为。

5.2 任务书维护

任务书维护，用于指导老师下达任务书，这里提供填写生成任务书和上传任务书两种方式。

任务书内容共分为：课题及选题基本信息、主要任务及目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计划进度、

主要参考文档等内容，另外对于每一次生成的任务书文档，系统将保留历史版本。

另外注意：开题时间和下达日期的填写；加盖印章表示确定为最终版本，不允许学生上传修改。

5.2.1 直接上传

任务书按照规定的模板格式填写好以后上传。

【任务书模板下载】当模板存在时，可以点击进行模板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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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填写生成

直接填写任务书的相关内容，保存后会自动生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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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献综述管理

学生上传文献综述后，指导老师可以进行评阅。

6.1 文献综述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文献综述】，进入文献综述列表，如下图所示。

【评阅】点击可以进入评阅界面，对文献综述进行评阅。

6.2 文献综述评阅

显示学生的文献综述，教师可以进行在线评阅，右边提供相关文档的下载。

加盖印章表示确定为最终版本，不允许学生上传修改。

为了方便指导教师给定评语，系统提供评语模板。点击“展开参考评语”，能够将一些较为规范

的参考文献评语，展现给指导教师，便于撰写高质量的参考文献评语。同时，指导教师还可以对评

语模板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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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献翻译管理

学生上传文献翻译后，指导老师可以进行评阅。

7.1 文献翻译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文献翻译】，进入文献综述列表，如下图所示。

【评阅】点击可以进入评阅界面，对文献综述进行评阅。

7.2 文献翻译评阅

显示学生的文献翻译，指导老师可以进行在线评阅，右边提供相关文档的下载。

加盖印章表示确定为最终版本，不允许学生上传修改。

为了方便指导教师给定评语，系统提供评语模板。点击“展开参考评语”，能够将一些较为规范

的参考文献评语，展现给指导教师，便于撰写高质量的参考文献评语。同时，指导教师还可以对评

语模板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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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开题管理

在学生撰写完开题报告后，进入开题环节后，指导教师可实现学生的开题报告的评阅、了解系

部主任的开题答辩安排、交叉评阅其他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的开题报告，最后将开题答辩的记录进

行登记等功能。

8.1 开题报告

8.1.1 开题报告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开题报告】，进入开题报告列表，如下图所示：

【评阅】点击可以进入评阅界面，对开题报告进行评阅。

8.1.2 开题报告评阅

显示学生开题报告，指导老师进行在线评阅或上传评阅。右边提供相关文档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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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导师评阅书模板下载】当模板存在时，可以点击进行模板下载。

8.2 开题分组

点击左侧栏的【开题分组】，进入开题论证分组列表。如果只有一个分组直接进入开题分组查看。

8.2.1 开题分组列表

8.2.2 开题分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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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开题交叉

8.3.1 开题评阅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开题交叉】，进入开题交叉评阅列表，如下图所示

【学生】点击查看学生信息

【教师】点击查看老师信息

【评阅】点击进入开题交叉评阅界面，对该开题报告进行评阅

8.3.2 开题交叉评阅

显示学生开题报告，教师可以进行在线评阅或上传评阅。右边提供相关文档的下载。

【开题报告交叉评阅书模板下载】模板存在时，点击下载，按照该模板填写好后再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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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开题论证

开题论证小组组长可以进入开题论证，进行开题论证的维护。

8.4.1 开题论证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开题论证】，进入开题论证列表。

【学生】点击查看学生信息

【导师】点击查看老师信息

【维护】点击进入开题论证界面，对开题论证进行维护

【下载】可以下载开题论证（灰显表示未生成，不能下载）

8.4.2 开题论证维护

填写开题论证，或者上传开题论证。



高校毕业设计（论文）网络平台

15

【开题论证记录表模板下载】模板存在时，点击下载开题论证记录表，根据模板填写好后，上

传该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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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期检查

9.1 中期检查表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中期检查】，进入中期检查列表。

【学生信息】点击查看学生信息。

【警告】点击更改状态：黄牌警告、通过。

【维护】点击进入中期检查表界面，对学生的中期检查表进行维护。

【打印】可以页面显示中期检查表，然后可以进行打印。

9.2 期中检查表维护

指导老师可以填写保存期中检查表，或者上传期中检查表。历史文档中支持下载该文档的历史。

【期中检查表模板下载】模板存在时，点击下载，按照该模板填写好后再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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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保存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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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作指导

对学生进行工作指导。点击左侧栏的【工作指导】，进入工作指导的学生列表。

【过程记录卡】可以下载过程记录卡。

【工作指导卡】可以下载、上传工作指导卡。

注意：灰显图标表示该文档没有上传生成，还不能的下载。

【工作指导卡模板下载】模板存在时，可以下载，按照模板格式填写工作指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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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毕业设计管理

在学生撰写完毕业论文后，进入毕业论文答辩环节。主要实现学生的毕业论文的评阅、了解系

部主任的毕业论文答辩安排、交叉评阅其他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答辩的记录进

行登记，同时还可以查看优秀毕业论文被推荐情况等功能。

11.1 毕业论文

11.1.1 毕业论文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毕业论文】，进入毕业论文列表。

【学生】点击显示学生信息

【评阅】点击进入评阅界面，可以评阅学生的毕业论文

11.1.2 毕业论文评阅

显示学生的论文信息，指导老师可以进行在线评阅、上传评阅。同时右边提供相关文档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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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导师评阅书模板下载】当模板存在时，可以点击进行模板下载。

11.2 答辩分组

点击左侧栏的【答辩分组】，进入答辩分组列表。如果只有一个分组直接进入答辩分组查看。

11.2.1 答辩分组列表

【查看】可以查看答辩分组信息。

11.2.2 答辩分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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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论文交叉

11.3.1 论文交叉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论文交叉】，进入论文交叉评阅列表。

【学生】点击查看学生信息

【教师】点击查看老师信息

【评阅】点击进入论文交叉评阅界面，对该毕业论文进行评阅

11.3.2 论文交叉评阅

显示学生毕业论文，教师可以进行在线评阅或上传评阅。右边提供相关文档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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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交叉评阅书模板下载】模板存在时，点击下载，按照该模板填写好后再上传。

11.4 答辩记录

毕业答辩小组组长可以进入答辩记录，进行答辩记录的维护。

11.4.1 答辩记录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答辩记录】，进入答辩记录表列表。

【学生】点击显示学生信息

【导师】点击显示导师信息

【评分】表示指导老师评分

【交叉】表示交叉评阅的平均分

【答辩】表示答辩评分

【参考】表示最终成绩的参考值

【记录】点击进入答辩记录表，可以对该学生的答辩进行记录

【下载】点击下载学生的答辩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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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答辩记录表

填写开题论证，或者上传开题论证。

【答辩记录表模板下载】模板存在时，点击下载答辩记录表，根据模板填写好后，上传该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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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论文推优

11.5.1 论文推优列表

点击左侧栏的【论文推优】，进入论文推优列表，

【学生信息】点击查看学生信息

【推荐意见】点击进入论文推优界面，指导老师可以填写推荐意见

【下载推荐书】可以下载推荐书(灰显表示推荐书还未生成，不能下载)

11.5.2 论文推优

指导老师填写推荐表，或上传。

【优秀论文推荐表模板下载】模板存在时，下载模板，按照模板格式填写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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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实习指导

管理学生的实习，点击左侧栏的“实习指导”，进入学生列表，可以下载有关学生实习的文档。

【实习登记表】点击下载实习登记表

【实习报告】点击下载实习报告

【实习日记】点击下载实习日记

注意：图标灰显表示学生没有上传该实习文档，不能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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