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务处〔2018〕46 号 

 

 

2017  

 

 

各有关单位： 

根据《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工作管理规定（2015 版）》

（南理工教〔2015〕518 号）文件精神，学校将对 2017 年立项的

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组织开展结题考核工作，现将具体安排通知

如下：  

一、国家级及省级项目 

国家级及省级项目的结题考核主要由教务处负责牵头组织，

各相关项目单位共同参与，流程分为“提交材料”、“教师审核”、

“资格审查”、“结题答辩”、“项目展示”和“经费报销”等六个

环节： 

（一）提交材料 

项目组每位成员登录学校“科研训练‘百千万’计划管理系

统”（http://bqw.njust.edu.cn/，以下简称“系统”），进入“项目结

题”，提交个人的《研究总结》；此外，项目组还应完成《项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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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报告》撰写，准备研究成果及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1），并

由项目主持人负责在线提交。本环节应于 9 月 20 日前完成。 

（二）教师审核 

指导教师登录系统对每一位项目成员的《研究总结》、项目组

的结题报告（含研究成果及附件提交情况）等进行审核：1.根据每

位项目成员的《研究总结》内容，结合其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综合

表现，分别对应给出“教师评定成绩”；2.若认为项目组的结题报

告内容需要完善，应进行系统“退回修改”操作并及时通知项目

团队修改，直至教师审核通过；若认为项目组未按要求完成项目

研究，则应对项目结题进行“不予结题答辩”操作，此时该项目

将终止而进入重修程序。本环节应于 9 月 27 日前完成。 

（三）资格审查 

各项目组应按立项时签订的《协议书》提交承诺取得的研究

成果，并在教师完成项目结题“审核通过”的系统操作后，方可

获得结题答辩资格；或在已经完成全部研究工作和达成大部分研

究目标的前提下，因为客观原因（如论文投稿尚未得到回复、各

类专利及软著正处于受理程序等）而暂未取得成果的，可在教师

同意答辩并进行项目结题“审核通过”的系统操作后，先行参加

结题答辩并获得相应分数，待取得符合要求的成果后，方可记载

《科研训练》总成绩。教务处将于 9 月 28 日～10 月 12 日对所有

国省级项目组的答辩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因未按要求完成系统操

作的项目组，将自动失去答辩资格，且应重修。 

（四）结题答辩 

项目结题答辩日期暂定于 10 月下旬，具体安排将提前在教务

处网站主页的“学生通知”和专用 QQ 群“国省科研训练 2017”

中公布。各项目组应提前准备好有关材料并带至答辩现场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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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清单如下： 

1. 汇报 PPT：不超过 6 分钟的 PPT 汇报展示材料（电子稿）； 

2. 结题报告：从系统生成，双面打印、装订五份; 

3. 研究成果原件：实现预期功能并可演示的实物作品（需

要评审专家组认可）、已刊载学术论文的正式出版物或盖有公章的

录用通知（第一作者须为项目学生）、专利申请受理证明（第一发

明人须为项目学生）、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第一设计人须为项目

学生）。 

各项目组应自备档案袋，将《结题报告》首页打印张贴至其

外侧，同时将 5 份《结题报告》和研究成果相关材料装入档案袋

内。 

研究成果类型仅有实物作品（仅限“立项协议书”明确的）

的项目组答辩总时长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其他项目组的答辩总时

长控制在 12 分钟以内。教务处负责将专家组的评分结果作为国省

级项目的“结题答辩成绩”录入系统，并将结题答辩成绩汇总表

交由各项目单位存档。 

（五）项目展示 

学校将集中展示科研训练项目成果，所有国家级、省级项目

均要提供展示材料。请各项目组参照附件 2 模板样式进行内容填

写，经指导教师审定后，将电子版材料（Word 格式，以“项目编

号（短）+级别+项目单位”的方式命名）于 10 月 31 日前发至

njust365@163.com。展示材料也是项目结题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按时、认真提交的项目组，将无法获得成绩。 

（六）经费报销 

项目经费的使用、报销程序须严格执行《关于调整国家级、

省级科研训练项目经费管理方式的通知》（教务处〔2017〕5 号）

mailto:于10月31日前发至njust365@163.com
mailto:于10月31日前发至njust36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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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教务处将根据通过结题考核的项目情况划拨经费，各项目

单位再根据文件要求自行组织结题报销工作；请各项目组关注项

目单位的具体通知或咨询相关负责老师。 

若对本次国、省级科研训练项目结题考核工作有任何疑问，

欢迎致电 84303365 或通过专用 QQ 群咨询教务处鞠老师。  

二、校级重点及普通项目 

校级重点及普通项目的结题考核工作由各项目单位（以第一

指导教师所在单位为准）负责组织开展，工作程序及安排参照国

省级项目进行，其他要求如下： 

(一) 成绩优良率控制：校级项目“结题答辩成绩”(M)的“优

秀”率不得超过 20%，且“优秀”（90 分≤M≤100 分）率与“良

好”（80 分≤M＜90 分）率之和不得超过 75%，由项目单位整体

管控；未执行优良率控制的成绩将无法在系统中录入。 

(二) 主要时间节点：为保证科研训练的育人实效，各单位应

于 9 月 22 日～10 月 15 日组织结题答辩，并于 10 月 31 日前完成

校级项目“结题答辩成绩”的系统录入工作 ，并将从系统导出的

成绩汇总表（一式两份）签字、盖章，一份交由教务处实践教学

科存档，一份由各单位自行留存。其他过程的时间节点，由各单

位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三) 表彰优秀项目：各单位可根据校级项目的答辩表现、项

目运行及实际成果取得等情况，确定一定数量的优秀项目，对其

追加项目经费和予以表彰奖励，具体实施细则可自行确定，最后

将遴选结果报教务处备案。所有入选的优秀校级项目应提交展示

材料(模板见附件 2)，电子版材料以“项目单位+项目名称”的方

式命名，于 10 月 31 日前由各单位汇总并通过工作 QQ 群发至实

践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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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做好组织工作：各单位应按照学校要求周密拟定结题考

核安排，利用线上、线下等多种宣传渠道予以公布，并采取有效

的通知方式提醒所有项目组师生及时查看，尤其要通知到与指导

教师不属同一单位的学生。请各单位将结题答辩的时间、地点、

专家及项目组分组安排等信息提前一周报至实践教学科，学校将

汇总、公布并检查答辩组织过程。 

若对本次校级科研训练项目结题考核工作有任何疑问，可咨

询各项目单位的本科教务办公室；若在系统操作及使用方面有疑

问，可咨询师生所在单位的本科教务办公室。联系方式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人 

1 机械学院 84303023 何老师 

2 环生学院 84315329 周老师 

3 化工学院 84317706 郝老师 

4 电光学院 84315431 黄老师 

5 计算机学院 84303204 蒋老师 

6 经管学院 84315469 张老师 

7 能动学院 84315476 鲍老师 

8 设传学院 84315512 杜老师 

9 自动化学院 84315461 党老师 

10 理学院 84315881 石老师 

11 外语学院 84303160 赵老师 

12 公务学院 84315889 胡老师 

13 材料学院 84314985 谢老师 

14 钱学森学院 84303150 张老师 

15 知产学院 84303389 朱老师 

16 马克思学院 84315976 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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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人 

17 工训中心 84315384 张老师 

18 军工中心 84107060 赵老师 

19 重点实验室 84315646 韩老师 

20 
先进发射协

同创新中心 
84315922 陈老师 

三、项目重修安排 

《科研训练》是本科生的必修课程，通过考核者方能获得毕

业的基本资格；未取得合格成绩者应重修，直至通过。有关 2017

年立项项目重修工作的说明及安排如下： 

(一) 科研训练成绩组成：每名学生的“项目总成绩”=“教师

评定成绩”˟50%+“结题答辩成绩”˟50%，均以百分制呈现；其

中，“教师评定成绩”可能因成员各自表现不同而导致分数差异，

“结题答辩成绩”则直接无差别地对应至每名成员。 

(二) 重修情况界定：1.未通过中期检查；2.不具备结题答辩资

格；3.“教师评定成绩”低于 60 分；4.“结题答辩成绩”低于 60

分。只要符合上述任一条件者，均应参加重修。 

(三) 重修组织与办理：学校将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前后发布

相关通知文件，请相关学生及时关注，并主动到所在学院办理重

修手续。 

(四) 重修时间节点：2018年 11月中旬之前完成重修立项，2019

年 5 月中旬之前完成项目研究，2019 年 5 月下旬组织结题考核。 

(五) 重修项目的管理：重修项目的运行流程及质量要求，均

与正常项目保持一致。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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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关于四种类型成果的附件上传说明 

附件 2：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2017 年立项）

成果展示(模板) 

 

 

 

教务处 

2018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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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四种类型成果的附件上传说明 

1.实物-附件 

附件上传要求：实物附件形式包括照片、视频（flv文件）、技术文档、程序代码、

学术论文（未发表的）、总结报告等形式，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如果上传的附件

形式比较多，应将文件名按照“排序和形式”进行命名，例如 1.总结报告；2.学术论文；

3.视频等等…，最后合成一个压缩包（WinRAR文件）作为附件上传。 

2.论文-附件 

2.1 论文附件上传要求根据中、外文刊物和各类会议论文共分为三种情况：①中文

刊物（仅有录用通知）：请按照先后顺序，将“录用通知（应有编辑部公章）”和“论

文全文”扫描合成一个 PDF 文件，作为附件上传。②中文刊物（已刊出）：请按照先后

顺序，将刊物封面、目录首页、包含发表文章标题（请标出）的目录页、文章正文全文

页扫描合成为一个 PDF 文件，作为附件上传。③外文刊物和各类会议论文：请携论文信

息到我校图书馆开具《检索报告》(系统页面的成果表格中的 CN号中填写“WOS:号码”)， 
然后按照先后顺序，将《检索报告》和“论文全文”扫描合成一个 PDF文件，作为附件

上传。 

2.2 若有多篇文章，应先在网页表格中进行接续“添加”操作；然后逐一把每篇文

章的附件按照 2.1说明先合成 1个独立的 PDF文件，最后按照表格中的添加顺序、接续

合成为一个总的 PDF文件作为最终的附件上传即可。 

3.专利-附件 

3.1 附件说明：请按照先后顺序，将“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应有学校专利中心公

章）”和“专利请求书（第 1页、应有学校专利中心公章）”扫描合成一个 PDF文件，作

为附件上传。 

3.2 若有多个专利，应先在网页表格中进行接续“添加”操作；然后逐一把每个专

利的附件按照 3.1说明先合成 1个独立的 PDF文件，最后按照表格中的添加顺序、接续

合成为一个总的 PDF文件作为最终的附件上传即可。 

4.软件著作权-附件 

4.1附件说明：请按照先后顺序，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原件、《南京理

工大学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审批表》（有发明人姓名及排序、加盖学校专利中心公章和

学院审核意见及学院公章）扫描合成一个 PDF文件，作为附件上传。 

4.2 若有多个软著，应先在网页表格中进行接续“添加”操作；然后逐一把每个软

著的附件按照 4.1说明先合成 1个独立的 PDF文件，最后按照表格中的添加顺序、接续

合成为一个总的 PDF文件作为最终的附件上传即可。 

5.  

项目组若已经完成全部研究工作和达成大部分研究目标，因为客观原因（如论文投

稿尚未得到回复、各类专利及软著正处于受理程序等）而暂未取得成果的，可由项目负

责人先在系统中提交结题报告的“二、项目成果”下勾选“5.”（如上图所示），并提交

指导教师审核决定是否先行参加结题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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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 

 

一、 项目名称：××××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省级/校级重点/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张××  201×级  ××学院  ×××专业      王××  201×级  ××学院×××专业  

李××  201×级  ××学院  ×××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单位：××× 

五、项目简介： 

××××××××××××××××××××××××××××××××××××××××××××××××××××××××××××××××××××××××

××××××××××××××××××××××××××××××××××××××××××××××××××××××××××××××××××××××××××××

××××××××××××××××××××××××××××××××××××××××××××××××××××××××××××××××××××××××××××

××××××××××××××××××××××××××××××××××××××××××。 

六、项目图片： 

        

         图 1 ×××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1. ××××××××××××××××××××××××××××××××××××××× ×××××××××。 

2. ×××××××××××××××××××××××××××××××××××××××。 

…… 

八、项目成果情况： 

     （各类成果应按照科研训练系统中所要求的格式，进行基本信息及概况描述。）-本行可删 

1. ××××××××××××××××××××××××××××××××××××××× ×××××××××。 

2. ×××××××××××××××××××××××××××××××××××××××。 

…… 

 

 

 

（所有内容控制在一页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