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管理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求及评价指标 

 
【论文类型一】 

应用研究：指直接来源于工程（管理）实际问题或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综合运用

项目管理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应用性研究。研究成果能解决特定

工程（管理）实际问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内容要求】 

1. 选题：来源于本领域工程（管理）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是新理论、新

方法、新技术、新产品等的应用研究。命题具有实用性，主题要鲜明具体，避免大而泛，具

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或工程应用前景。 

2. 研究内容：针对研究问题查阅文献资料，掌握国内外应用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对

拟解决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仿真或试验研究。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及工作量。 

3. 研究方法：综合运用项目管理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所研究的命题进行分析研究，

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方法和程序，通过资料检索、定性或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工作，

实验方案合理，数据翔实准确，分析过程严谨。 

4. 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或实际应用价值，成果应体现作者的新观点或新见解。 

 

【撰写要求】 

应用研究论文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2.5 万字，

组成及具体要求如下： 

1. 绪论：阐述所开展的应用研究命题的背景及必要性，对应用研究命题的国内外现状

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并简述应用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 

2. 研究与分析：综合运用项目管理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所解

决的工程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仿真或试验研究。 



3. 应用或验证：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或进行验证，并对成果的先进性、实用性、可

靠性、局限性等进行分析。 

4. 总结：系统地概括应用研究所开展的主要工作及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研究中的

新思路或新见解；简要描述成果的应用价值，并对未来改进研究进行展望或提出建议。 

【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1 选题背景 
来源于工程（管理）实际 

 系所属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选 

题 

(10) 1.2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 
文献资料全面、新颖 

总结归纳客观、正确 
5 

2.2 研究内容的合理性 
内容明确、具体、适度 

研究资料与数据全面、可靠 
15 

2.3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研究思路清晰，方案设计可行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准确 
15 

内 

容 

(45) 

2.4 工作的难度及工作量 
 具有一定难度 

工作量饱满 
10 

3.1 研究成果的价值 
具有工程（管理）应用价值 

可产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5 

成 

果 

(30) 3.2 研究结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路或新见解 15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反映应用研究的核心内容 
4 

4.2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写 

作 

(15) 

4.3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真实、贴切、规范、新近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良好：84≥总分≥70；

合格：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论文类型二】 

工程/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是指一次性大型复杂任务的管理，研究的问题可以涉及项目

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或者项目管理各个方面，也可以是企业项目化管理、项目组合管理或多项

目管理问题。工程管理是指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工程任务，可以研究工程的各职

能管理问题，也可以涉及工程的各方面技术管理问题等。 

【内容要求】 

1. 选题：来源于实际需求，是行业或企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本领域工程与项目管理问

题。主题要鲜明具体，避免大而泛，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或工程应用前景。 

2. 研究内容：就某一行业或企业的工程与项目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并具

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对国内外解决该类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管理方法及相关领域的方法进

行分析、选择或必要的改进。对该类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设计，并对该解决方案进行案例分

析和验证，或进行有效性和可行性分析。研究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及工作量。 

3. 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所研究的工程/项目管理问题进行分析研

究，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工程/项目管理问题研究方法和程序，通过资料检索、实地调

查、定性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工作，资料和数据来源可信。 

4. 研究成果：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成果应体现作者的新思

想或新见解。 

【撰写要求】 

工程/项目管理论文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2.5

万字，组成及具体要求如下： 

1. 绪论：提出研究问题，对研究问题的国内外现状进行清晰的描述与分析，重点阐述

研究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简述论文的主要内容。 

2. 理论方法综述：对解决论文所涉及的管理问题的国内外代表性理论、方法进行简要

描述，比较和分析各种理论、方法在解决该问题上的优缺点，提出解决本文问题的基本理论、

研究方法（或方法体系）与技术路线。 



3. 解决方案：详细描述问题解决方案的分析和设计过程，并给出具有可操作性和适用

性的问题解决方案。 

4. 案例分析或可行性分析：若所设计的解决方案在实际中应用，依据实际结果分析方

案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若解决方案尚未在实际中应用，则从理论和应用条件方面分析解决方

案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5. 总结：系统地概括论文所涉及的所有工作及其主要结论，重点描述论文研究的新问

题、新方案或新结论，简要描述研究工作的价值，同时简要给出进一步工作的建议。 

【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1 选题背景 
来源于工程实际 

系所属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选 

题 

(10) 1.2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 
文献资料全面、新颖 

总结归纳客观、正确 
5 

2.2 内容的合理性 
内容明确、具体、适度 

资料与数据全面、可靠 
15 

2.3 方法的科学性 
 过程设计与论证合理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准确 
15 

 

 

内 

容 

(45) 

2.4 工作的难度及工作量 
具有一定难度 

工作量饱满 
10 

3.1 成果的可靠性 
 成果明确、具有可信度 

 成果具有合理性及先进性 
10 

3.2 成果的实用性 
成果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可产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0 

成 

果 

(30) 

3.3 结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10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高度概括和总结研究工作的核心内容 
4 

4.2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写 

作 

(15) 

4.3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真实、贴切、规范、新近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良好：84≥总分≥70；

合格：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论文类型三】 

调研报告：指对相关领域的工程和项目管理命题进行调研，通过调研发现本质，找出规

律，给出结论，并针对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 

【内容要求】 

1. 选题：来源于实际需求，是行业或企业发展中急需调研的本领域工程与项目管理命

题。主题要鲜明具体，避免大而泛，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价值或工程应用前景。 

2. 调研内容：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既要包含被调研对象的国内外现状及发展趋势，

又要调研影响该命题的内、外在因素，并对其进行深入剖析。调研工作要有一定的难度及工

作量。 

3. 调研方法：综合运用项目管理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所调研的命题进行分析研究，

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方法和程序，通过实地调查，结合资料收集、数据统计与分析等技

术手段开展工作，资料和数据来源可信。 

4. 调研成果：通过科学论证，给出明确的调研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成果应

体现作者的新观点或新见解。  

 

【撰写要求】 

调研报告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3 万字，组成及

具体要求如下： 

1. 绪论：对调研命题的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重点阐述被调研命题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简述本调研报告的主要内容。 

2. 调研方法：针对调研命题，主要介绍调研范围及步骤，资料和数据的来源、获取

手段及分析方法。 

3. 资料和数据分析：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调查资料和数据进行汇总、处理和分析，

给出明确的结果，并采用数理方法进行可信度和有效性分析。 



4. 对策或建议：对调研对象存在的问题或者调研结果应用于实际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通过科学论证，提出相应的对策或建议。对策及建议应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具

有可操作性及实用性。 

5. 总结：系统地概括调研报告所涉及的所有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哪些结

论是作者独立提出的，简要描述调研成果的应用价值。 

【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1 选题背景 
来源于工程或项目管理实际，内容具体系

所属项目管理领域的研究范畴 

5 
选 

题 

(10) 
1.2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 
文献资料全面、新颖 

总结归纳客观、正确 
5 

2.2 调研内容的合理性 

 全面，具有一定广度 

 细致，具有一定深度 

资料与数据全面、可靠 

15 

2.3 调研方案的科学性 

过程设计合理 

方法科学规范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准确 

15 

内 

容 

(45) 

2.4 调研工作的难度及工作量 
具有一定难度 

 工作量饱满 
10 

3.1 调研成果的可靠性 
成果具体、明确 

成果可信、有效 
10 

3.2 调研成果的实用性 

具有工程或管理应用价值 

对策或建议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 

可产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2 

成 

果 

(30) 

3.3 调研成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观点或新见解 8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反映调研报告的核心内容 
4 

4.2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写 

作 

(15) 

4.3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真实、贴切、规范、新近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良好：84≥总分≥70；

合格：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