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工程学院 2018 年上半年研究生答辩
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第一部分

博士、学术硕士研究生、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 、论文答辩资格审查时间及相关要求
博士申请学位人员资格审查时间为：3 月 8 日上午 8:30-11:30；预答辩时间安排在
3 月 10-11 日。
学术硕士、全日制专业硕士申请学位人员资格审查时间为：3 月 12 日上午 8:30-11：
30。
资格审查地点：青岛校区工科楼 B 座 347 会议室。
申请人请根据通知要求作好相关准备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到学院进行资格审查，资
格审查表和相关证明材料请用小夹子整理，待审查合格后统一装订成册，外加白色封皮。

博士研究生 3 月 8 日资格审查时需提交材料如下：

（1） 中国石油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材料，含《申请
博士学位人员答辩资格审查表》
。
说明：①资格审查表中“在读期间取得科研成果（包括文章和科研奖励）”，请严格
按照期刊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填写齐全，期刊论文请标注中文核心（或科技核心）；对已
被 SCI、EI 收录的，请在文章后面标明收录号、JCR 分区、影响因子等相关信息；对录
用的文章在后面标注（已录用，未刊出）。
填写格式如下：
一、外文期刊（共 篇，其中 SCI/SSCI/EI/CSSCI/管理科学重要期刊 篇）
：
[1]参考文献格式（SCI/SSCI/EI/CSSCI/管理科学重要期刊 收录：检索号；JCR 分区；影响因子）
二、核心期刊（共 篇，其中 SCI/SSCI/EI/CSSCI/管理科学重要期刊 篇）
：
[1] 参考文献格式（SCI/SSCI/EI/CSSCI/管理科学重要期刊 收录：检索号；JCR 分区；影响因子；中
文核心、科技核心或国家级期刊）
三、学术会议（共 篇，其中 SCI/SSCI/EI/CSSCI/管理科学重要期刊 篇）
：
[1] 参考文献格式（SCI/SSCI/EI/CSSCI/管理科学重要期刊 收录：检索号；JCR 分区；影响因子）
四、奖励/发明专利/专著等（共 项/篇）
：

[1]

②按照填写顺序整理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原件及复印件；提供图书馆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出具的检索证明（应注明 SCI 收录文章的 WOS 号、JCR 分区
（依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大类学科体系分区为准）、影响因子或 EI 收录号
等相关信息），没有提供 WOS 号和 EI 收录号的不计入正式收录。已录用未刊出论文需提
交录用证明原件。
注意：博士生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指的是符合学校文件规定的成果，至少是
核心及以上期刊。另外，文章中：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不是第一署名单位的不计数，
学生为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不是导师的不计数。且从 2017 年开始，我校申请博士学位
人员论文全部隐名盲审！不用提供《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专家名单》；另，课程成绩单由
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统一提供。

（2）填报电子信息报表《石油工程学院资格审查汇总表》，需认真填
写并核实。
（3）一本隐名格式制作的学位论文，附《书写规范审查表》一份，用
于论文书写规范审查。
（4）需保密的论文（保密论文不得申报优秀学位论文）须在资格审查
当日提交 4 份论文保密申请表，说明：
①申请保密的理由需详细阐述论文申请保密的原因、涉密科研项目(课题)名称、科
研任务等、及学位论文中涉密的文字、数据、符号、图形、图像等，论文前期的研究过
程以及开题、中期检查、论文撰写、复印、打印等环节所采用的保密措施等，并附相关
证明材料。过期不予受理！
②涉密学位论文的研究过程以及开题、中期检查、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审核等环
节的有关工作，需严格按照国家涉密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学位论文涉密内容的撰写及
修改必须在涉密计算机上进行；涉密学位论文的打印、复印和装订等制作过程必须符合
保密要求等。
③申请保密的论文，需提交一份《博士论文评阅专家名单》和答辩专家名单，所聘
请的专家必须具备涉密人员资格。聘请的外单位专家需由其所在单位保密部门出具其涉
密人员资格证明，并要与其签订保密协议书，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和学院保密

负责人批准后，交学位办公室备案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的送审和答辩工作。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及学术规范检测阶段于 3 月 16-18 日提交材料如下：
（1）评审：博士论文全部提交至国务院学位中心进行隐名盲审，无须提交纸质版
学位论文，只需提交隐名格式制作的电子版 PDF 博士学位论文，命名方式：学号姓
名.pdf。
（2）学术规范检测：电子版学位论文 pdf 文档（从引言至参考文献部分），文档命
名方式为：作者学号_姓名_专业名称_导师姓名.pdf。
（3）承诺书一份，作者本人承诺提交送审的“该论文内容与提交检测的电子版学
位论文内容完全一致”并由指导教师和作者本人亲笔签名。
（4）经原书写规范审查老师和导师签字的“论文书写格式已按照评审专家的意见
进行了修改”的《书写规范审查表》。
（5）导师签署好意见的指导教师评议书。

学术硕士、全日制专硕研究生 3 月 12 日资格审查时需提交材料如下：
（1）课程成绩单（学院负责打印）；
（2）填报有关电子信息报表《石油工程学院资格审查汇总表》，需仔细填写并核实；
在学院资格审查汇总表“在读期间取得科研成果（包括文章和科研奖励）”一栏，请严
格按照期刊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填写齐全，期刊论文请标注中文核心（或科技核心）；对
已被 SCI、EI 收录的，请在文章后面标明收录号、JCR 分区、影响因子等相关信息；对
录用的文章在后面标注（已录用，未刊出）。
（3）《石油工程学院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答辩资格审查表》，并按照“在读期间取得
科研成果（包括文章和科研奖励）”填写顺序，附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复印件（原件备查）；论文被 SCI、EI 收录证明原件；已录用未刊出论文的录用证明原
件。
（4）一本隐名格式制作的学位论文，附《书写规范审查表》一份，用于论文书写
规范审查。
（5）需保密的论文（保密论文不得申报优秀学位论文）须在资格审查当日提交 4
份论文保密申请表，说明：

①申请保密的理由需详细阐述论文申请保密的原因、涉密科研项目(课题)名称、科
研任务等、及学位论文中涉密的文字、数据、符号、图形、图像等，论文前期的研究过
程以及开题、中期检查、论文撰写、复印、打印等环节所采用的保密措施等，并附相关
证明材料。过期不予受理！
②涉密学位论文的研究过程以及开题、中期检查、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审核等环
节的有关工作，需严格按照国家涉密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学位论文涉密内容的撰写及
修改必须在涉密计算机上进行；涉密学位论文的打印、复印和装订等制作过程必须符合
保密要求等。
③申请保密的论文，需提交一份论文评审专家和答辩专家名单，所聘请的专家必须
具备涉密人员资格。聘请的外单位专家需由其所在单位保密部门出具其涉密人员资格证
明，并要与其签订保密协议书，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和学院保密负责人批准后，
交学位办公室备案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的送审和答辩工作。
学术硕士、全日制专硕研究生 3 月 30 日学位论文评审及学术规范检测阶段提交材
料如下：
（1） 评审（分两种情况）：
① 被学校抽中隐名盲审的论文全部提交至国务院学位中心进行隐名盲审，无须提
交纸质版学位论文，只需提交隐名格式制作的电子版 PDF 学位论文，命名方式：
学号姓名.pdf，提交时间 3 月 18 日前（被学校抽中隐名盲审的论文必

须严格按照学校通知要求提交论文！）；
② 未被学校抽中隐名盲审的论文，提交两本隐名格式制作的学位论文，分别附专
家评议书，提交时间 3 月 30 日。
（2）学术规范检测：电子版学位论文 pdf 文档（从引言至参考文献部分），文档命
名方式为：作者学号_姓名_专业名称_导师姓名.pdf。
（3）承诺书一份，作者本人承诺提交送审的“该论文内容与提交检测的电子版学
位论文内容完全一致”并由指导教师和作者本人亲笔签名。
（4）经原书写规范审查老师和导师签字的“论文书写格式已按照评审专家的意见
进行了修改”的《书写规范审查表》。
（5）导师签署好意见的指导教师评议书（专硕还需提交现场导师评议书）；

请务必仔细阅读学位论文写作指南，不同类别学生请严格按照所属类别进行论文编
排及装订，确保填报的各项信息准确，所填表格一律打印，学科专业、研究方向填写必
须同成绩单一致。所有表格中需要导师签字部分必须导师签字后上交，未经导师审核签
字或资料不全者，不予进行资格审查。
因近两年学位论文格式及答辩等各类表格变动较多，请务必使用研究生院网最新表
格，切勿沿用旧表格！
学位论文制作格式及书写指南链接：
http://gs.upc.edu.cn/s/33/t/94/p/14/c/1870/i/2/list.htm
答辩相关表格链接：
http://gs.upc.edu.cn/s/33/t/94/37/f1/info14321.htm
二、博士论文预答辩及论文书写规范审查
所有申请博士学位的人员均需参加论文预答辩和论文书写规范审查；申请硕士学位
人员均需参加论文书写规范审查。
三、学位论文评审及学术规范检测
1、学位论文评审安排在 3 月 20 日-5 月 10 日。
2、学位办公室将从资格审查合格人员中随机抽取部分论文进行隐名盲审。隐名评
审人员名单将于 3 月 16 日左右公布。被抽中人员请按照学校要求提交隐名格式制作论
文（隐名送审的论文按研究生院具体要求执行）。
3.所有申请学位人员于规定日期向学院提交经导师审核通过的电子版学位论文 pdf
文档（从引言至参考文献部分），文档命名方式为：作者学号_姓名_专业名称_导师姓
名（请严格按照此格式命名，否则将不能从文献库中识别作者本人的文献，不能剔除本
人文献所产生的文字复制数，如有误个人承担后果！）以进行学术规范检测。
四、学位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安排在 5 月 30 日之前。答辩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为提升答辩效果，
保证答辩质量，学校要求院（部）在硕士学位申请人员中试行答辩末位复审制度。即按
照答辩成绩，将每组末位 1～2 人按学科重新组成一组，组建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
为主要成员的答辩委员会，重新答辩，进行复审。
正式答辩后 2 天内，所有申请学位人员均需登录学位信息采集系统（学生用户）
http://gs.upc.edu.cn/s/33/t/94/p/14/c/1870/d/2340/list.htm 如实填报、核对和

完善个人信息（账号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具体操作详见系统使用指南。此
系统中填报的信息直接上传至国家学位办，请务必如实填写。因填写信息有误造成的一
切后果自负！
答辩材料请在答辩后两天内上交答辩秘书，未按规定格式及时提交学位论文及答辩
材料的学位申请人员，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暂不审核其学位授予事宜。
五、答辩结束后提交材料
博士答辩结束后需提交的材料：
（1）博士学位论文一式四份+详细摘要一份（提交国家图书馆使用 1 份、学校档案
馆 1 份、学校图书馆 1 份、学院存档 1 份）；用英语书写的学位论文，应按有关规定提
交汉语详细摘要（提交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审核，详见《来华留学研究生毕业及申请
学位基本要求》）；
（2）中国石油大学申请博士学位人员简况表（纸质一份及电子版）；
（3）博士学位审批材料一套；
（4）学位信息采集系统（学生用户）个人信息签字确认表。
（5）申请博士学位人员情况汇总表（电子版）
（6）电子版 word 和 pdf 学位论文，命名方式：学号姓名.pdf，如为保密论文：学
号姓名（内部 X 年）.pdf.

学历硕士、全日制专硕答辩结束后需提交的材料：
（1）学位论文一式三份（学校档案馆 1 份、学校图书馆 1 份、学院存档 1 份）；
用英语书写的学位论文，无须单独提交汉语详细摘要，但应按有关规定用汉语书写学位
论文摘要（提交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审核，详见《来华留学研究生毕业及申请学位基
本要求》）；
（2）学位审批材料一套。
（3）学位信息采集系统（学生用户）个人信息签字确认表。
（4）电子版 word 和 pdf 学位论文，命名方式：学号姓名.pdf，如为保密论文：学
号姓名（内部 X 年）.pdf.

存档的电子版学位论文应与纸质版论文最终版本格式一致，要求：（1）电子版应
包含封皮；（2）封皮上的内容是否按照模板格式填写，是否缺少学号，保密论文封皮
上的密级和保密年限是否与审批统一；（3）《关于学位论文的独创性声明》和《学位
论文使用授权书》在纸质版论文中应由作者和导师签名，再扫描制作成存档电子版论文；
（4）要关注图表和排版格式等；（5）电子版 word 和 pdf 论文命名方式：学号姓名.pdf，
如有保密论文：学号姓名（内部 X 年）.pdf。
六、注意事项：
1、请各位导师督促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资格审查及上交论文，未按时进行资
格审查及提交论文者，学院及学位分委员会将不予受理。
2、指导教师应对研究生的送审论文和答辩及学位申请表格相关内容认真审查把关，
相关表格必须有导师审查签字后报送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导师未按要求签字或未
者，学院和学位分委员会将不予审批。

第二部分

在职工程硕士

（请本期申请答辩的在职工程硕士加入群：2018 上半年工硕答辩,群号：425823162）
一 、论文答辩资格审查时间及相关要求
申请学位人员资格审查时间为：3 月 9 日上午 8:30-11:30（在职工程硕士）。
资格审查地点：青岛校区工科楼 B 座 351 室。
在职工硕预答辩时间：3 月 10-11 日，请提前准备好预答辩 PPT。具体时间、地点
由学科安排。
申请人请根据通知要求作好相关准备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到学院进行资格审查，资
格审查表和相关证明材料请用小夹子整理，待审查合格后统一装订。
在职工程硕士 3 月 9 日资格审查时需提交材料如下：
（1）纸质材料 1：提交学费徼纳凭证复印件，学费未交清者不予进行资格审查、
论文送审及答辩（2013 级胜利工硕班的学员请个人到校财务交齐学费后，方可到学院参
加答辩资格审查）；
（2）纸质材料 2：工程硕士生、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答辩资格审查表（附
件 6）以及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生资格审查封皮（附件 7）。资格审查表中“在读期间取
得科研成果（包括文章和科研奖励）”，请严格按照期刊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填写齐全，
期刊论文请标注中文核心（或科技核心），对已被 SCI、EI 收录的，请在文章后面标明

收录号、JCR 分区、影响因子等相关信息；并按照填写顺序整理提交发表论文或获奖成
果原件及复印件，其中发表论文要复印封面、目录、正文、封底；
*在职工程硕士在读期间取得科研成果的要求如下：
工程硕士生在读期间应必须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或取得一定水平
的科研成果方可申请学位。工程硕士生在申请学位以前，取得的科研成果应达到下列条
件之一：
以第一作者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型刊物上至少发表 1 篇论文。我校导师为第一作者时
申请人可以是第二作者。
在全国性学术会议（指由全国性的学术学会所组织的学术会议）上发表 1 篇论文（被
全文录入论文集）；
申请人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获得厅局级三等奖以上奖励
（应具有证书）。
（3）纸质材料 3：一本隐名格式制作的学位论文，附《书写规范审查表》一份，用
于论文书写规范审查。
（4）虹美照相馆采集 2 寸纸质照片 2 张；（照片采集地点：学生公寓 17 号楼一层
的“虹美数码”店。）
（5）电子版材料 1：填报电子表格《石油工程学院资格审查汇总表》，（附件 11）
请仔细填写，另表格中“GCT 合格成绩编号”，由学院统一查询；
（6）电子版材料 2：虹美照相馆采集照片的电子版（提交两种命名方式的电子照片：
学号.jpg 以及身份证号.jpg）
（7）纸质材料 4：工程硕士生开题报告登记表（班级班主任处领取,表格样式见附
件 14）；
（8）纸质材料 5：开题报告与文献总结（装订成白色封皮，班级班主任处领取，表
格样式见附件 15）；
（9）纸质材料 6：工程硕士研究生专题讨论会听讲座记录表（附书面报告）---附
件 5；
（10）纸质材料 7：研究生文献阅读情况表（附件 8）；
（11）纸质材料 8：工程硕士中期考核表（附件 9）；
（12）纸质材料 9：研究生专业外语考核情况表（附件 20），并附一份外文阅读总
结报告。

工程硕士论文及表格填写时注意事项：
一定要仔细阅读论文写作指南，注意论文编排、装订格式，填报的各种信息准确，
所填表格一律打印。
（1）专业填写必须同培养方案一致；
（2）表格中的涉及工程领域及培养方向请严格与成绩单一致，如下；
学科专业或领域
培养方向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油气井工程

或

油气田开发工程

（3）提交材料中涉及论文题目要一致；
（4）涉及开题日期要前后一致；
（5）入学年月填写：例子学号为“G12*****”的填报“入学年月”为 2013 年 4 月；
学号为“G13*****”的填报“入学年月”为 2014 年 4 月；学号为“G14*****”的填报
“入学年月”为 2015 年 4 月；
（6）所有表格中需要导师签字部分必须导师签字后上交，未经导师审核签字或资
料不全者，不予进行资格审查。
因近两年学位论文格式及答辩等各类表格变动较多，请务必使用研究生院网最新表
格，切勿沿用旧表格！
学位论文制作格式及书写指南链接：
http://gs.upc.edu.cn/s/33/t/94/p/14/c/1870/i/2/list.htm
答辩相关表格链接：
http://gs.upc.edu.cn/s/33/t/94/37/f1/info14321.htm
二、在职工程硕士预答辩和学位论文书写规范审查
所有在职工程硕士人员均需参加论文预答辩和论文书写规范审查。在职工硕预答辩
时间：3 月 10-11 日，请提前准备好预答辩 PPT，携带《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记录表》
（附件 21）。具体时间、地点由学科安排，将在“2018 年上半年工硕答辩 QQ 群”里通
知。
三、论文正式送审和学术规范检测
在职工硕研究生须于 3 月 30 日学位论文送审及学术规范检测阶段提交的材料如下：

（1） 评审（分两种情况）：
① 被学校抽中隐名盲审的论文全部提交至国务院学位中心进行隐名盲审，无须提
交纸质版学位论文，只需提交隐名格式制作的电子版 PDF 学位论文，命名方式：学号姓
名.pdf，提交时间 3 月 18 日前（被学校抽中隐名盲审的论文必须严格按照学

校通知要求提交论文！
）；
② 未被学校抽中隐名盲审的论文，提交两本隐名格式制作的学位论文，分别附（和
论文类型一致）专家评议书，提交时间 3 月 30 日。
（2）学术规范检测：电子版学位论文 pdf 文档（从引言至参考文献部分），文档命
名方式为：作者学号_姓名_专业名称_导师姓名.pdf。
（3）承诺书一份，作者本人承诺提交送审的“该论文内容与提交检测的电子版学
位论文内容完全一致”并由指导教师和作者本人亲笔签名。
（4）经原书写规范审查老师签字的“论文书写格式已按照评审专家的意见进行了
修改”的《书写规范审查表》。
（5）校内导师和现场导师分别签署好意见的指导教师评议书；
（6）签字确认修改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修改说明》（附件 22）
四、学位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安排在 5 月 31 日之前。答辩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为提升答辩效果，
保证答辩质量，学校要求院（部）在硕士学位申请人员中试行答辩末位复审制度。即按
照答辩成绩，将每组末位 1～2 人按学科重新组成一组，组建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
为主要成员的答辩委员会，重新答辩，进行复审。
正式答辩后 2 天内，所有申请学位人员均需登录学位信息采集系统（学生用户）
http://gs.upc.edu.cn/s/33/t/94/p/14/c/1870/d/2340/list.htm 完善个人信息
（账号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具体操作详见系统使用指南。此系统中填报的
信息直接上传至国家学位办，请务必如实填写。因填写信息有误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
答辩材料请在答辩后两天内上交答辩秘书，未按规定格式及时提交学位论文及答辩
材料的学位申请人员，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暂不审核其学位授予事宜。
五、答辩结束后提交材料
在职工程硕士答辩结束后需提交的材料：

（1）工程硕士学位论文一式三份（学校档案馆 1 份、学校图书馆 1 份、学院存档 1
份）；
（2）工程硕士学位审批材料一套。
（3）学位信息采集系统（学生用户）个人信息签字确认表。
（4）电子版 word 和 pdf 学位论文，命名方式：学号姓名.pdf，如为保密论文：学
号姓名（内部 X 年）.pdf.

存档的电子版学位论文应与纸质版论文最终版本格式一致，要求：（1）电子版应
包含封皮；（2）封皮上的内容是否按照模板格式填写，是否缺少学号，保密论文封皮
上的密级和保密年限是否与审批统一；（3）《关于学位论文的独创性声明》和《学位
论文使用授权书》在纸质版论文中应由作者和导师签名，再扫描制作成存档电子版论文；
（4）要关注图表和排版格式等；（5）电子版 word 和 pdf 论文命名方式：学号姓名.pdf，
如有保密论文：学号姓名（内部 X 年）.pdf。
六、注意事项：
1、请各位导师督促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资格审查及上交论文，未按时进行资
格审查及提交论文者，学院及学位分委员会将不予受理。
2、指导教师应对研究生的送审论文和答辩及学位申请表格相关内容认真审查把关，
相关表格必须有导师审查签字后报送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导师未按要求签字或未
者，学院和学位分委员会将不予审批。

石油工程学院
2018 年 1 月 8 日
附件：
1、石油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书写规范审查申请书
2、“论文内容与提交检测的电子版学位论文内容完全一致”承诺书

附件 1：

石

油

工

程

学

院

（学历硕士、工程硕士、同等学力）研究生学位论文书写规范审查申请书
学号：
学科专业或领域

研究方向

研究生类别

1、学历硕士 2、工程硕士 3、同等学力

年级

论文题目：
论文主要创新点（由研究生本人填写）:

论文预评审小组审查意见：
1、直接送审
2、隐名送审

3、修改后送审

存在的问题及修改意见：

评审老师（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原书写规范审查老师意见：
（该生论文在后期评审和答辩中存在的问题 （论文书写格式等是否已按照意见进行了修
都将追究导师责任，请务必认真把关：论文 改，是否同意提交正式送审和答辩）
书写格式等是否规范，是否同意提交正式送
审和答辩，并签署意见。）

原评审老师签字：
导师签字：
时
时

间：

年

月

日

间：

年

月

日

附件：2

承诺书

“论文内容与提交检测的电子版学位论文内容完全一致”承诺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成
果，论文中有关资料和数据是实事求是的，该论文内容与提交检测的电子版学位论文内
容完全一致。
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承担相关责任。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