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件工程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求及评价指标 

 

【论文类型一】 

计算机软件产品研发：指针对生产、管理或科研平台实际中的软件产品研发、关键功

能模块研发及对国内外先进软件产品的引进消化再研发，包括软件系统、嵌入式软件系统、

计算机动画、模拟仿真等。 

【内容要求】 

1．选题：针对生产、管理或科研平台等实际中的软件产品研发、关键功能模块研发及

对国内外先进软件产品的引进消化再研发。软件产品研发类型参照计算机软件分类代码表。 

 



2．研发内容：对所研发的软件产品进行需求调研分析，确定软件系统功能和实现的算

法和方法；阐述设计思路与技术原理，进行软件的总体结构设计和模块设计；对软件产品进

行编程和调试、程序联调和测试以及编写、提交程序。研发工作有一定的先进性、新颖性及

工作量。 

3．研发方法：按照软件开发流程,遵循软件产品开发规范，采用科学、规范、先进的软

件技术手段和方法研发产品，根据计算机软件的整个生存周期编制文档。 

4．研发成果：产品符合软件开发规范要求，满足相应企业或应用需求；性能先进、有

一定实用价值。 

【撰写要求】 

软件产品研发论文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可依据软件技术及其相关产

品研究所属领域的规范（如：GB/T 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和标准，通过合

理裁剪与组合，形成正文部分的主体结构框架。计算机软件整个生存周期编制的必要文档和

表格应以附件形式提供，如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开发计划，软件需求说明书，数据要求说

明书，概要设计说明书，详细设计说明书，数据库设计说明书，用户手册，操作手册，模块

开发卷宗，测试计划，测试分析报告，开发进度报告，项目开发总结报告等技术文件，其中

至少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软件需求说明书、概要设计说明书、详细设计说明书、测试分析

报告等。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3 万字，组成及具体要求如下： 

1. 绪论：阐述所研发产品的背景及必要性、国内外同类产品研发和应用的技术现状及

发展趋势，并阐述本产品研发工作的主要内容。 

2. 理论及分析：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需求分析与数据要求分析、数据库设计、概要设

计，并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其开发功能模块。 

3. 实施与性能测试：对所研发的软件产品或其核心模块进行试制，并对其性能进行测

试及对比分析，必要时进行改进或提出具体改进建议。 

4. 总结：系统地概括产品研发中所涉及的主要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产品研

发中的新思路或新见解；展望所研发产品的应用及改进前景。 

【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选 

题 
1.1 选题背景 

来源于工程、科研实际等 

系所属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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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内容的合理性 

基本原理正确 

产品功能先进、实用 

分析、计算正确 

15 

2.3 研发方法的科学性 
方案科学、可行 

技术手段先进 
15 

 

内 

容 

(45) 

2.4 工作难度及工作量 
具有一定难度 

工作量饱满 
10 

3.1 产品的应用价值 
产品符合行业规范要求，满足软件产品开发
规范，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20 成 

果 

(30) 3.2 产品的新颖性 
有新思路或新见解 

性能先进、有自主关键技术 
10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反映产品研发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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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文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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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硬件产品研发：指针对生产、管理或科研平台等实际需求进行硬件系统研发、

关键模块及对国内外先进硬件产品的引进消化再研发，包括单片机、电子产品、虚拟仪器

技术等计算机硬件开发。 

【内容要求】 



1．选题：针对本工程领域的新产品或关键部件研发、设备技术改造及对国外先进产品

的引进消化再研发。产品研发包括单片机、电子产品、虚拟仪器技术等计算机硬件研发。 

2．研发内容：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需求分析，确定性能或技术指标；阐述设计思路与

技术原理，进行方案设计及论证、详细设计、分析计算或仿真等；对产品或其核心部分进行

试制、性能测试等。研发工作有一定的先进性、新颖性及工作量。 

3．研发方法：遵循硬件开发流程规范、硬件开发文档规范等进行硬件研发，充分利用

现有成熟技术，尝试新的先进技术，坚持开放式硬件架构，考虑将来技术升级需求，采用科

学、规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研发技术领先、运行可靠的硬件平台。 

4．研发成果：产品符合行业规范要求，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性能先进、

有一定实用价值。 

【撰写要求】 

产品研发论文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可依据硬件技术及其相关产品研

究所属领域的规范和标准，通过合理裁剪与组合，形成正文部分的主体结构框架。应以附件

形式提供相关文档，如硬件需求说明书、硬件总体设计报告、单板总体设计方案、单板硬件

详细设计、单板软件详细设计、单板硬件过程调试文档、单板软件过程调试文档、单板系统

联调报告、单板硬件测试文档、硬件信息库等必要的技术文件，其中至少包括需求说明书、

硬件总体设计报告、单板总体设计方案、单板系统联调报告、单板硬件测试文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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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所研发产品的背景及必要性、国内外同类产品研发和应用的技术现状及

发展趋势，并阐述本产品研发工作的主要内容。 

2. 理论及分析：对所研发的硬件产品或设计进行需求分析与总体设计，确定性能技术

指标，给出设计思路与技术原理，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其进行详细系统设计、硬件系统

开发及过程控制。 

3. 实施与性能测试：对所研发的产品或其核心部分进行试制，并对其性能进行系统联

调，必要时进行改进或提出具体改进建议。 

4. 总结：系统地概括产品研发中所涉及的主要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产品研

发中的新思路或新见解；展望所研发产品的应用及改进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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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于工程或科研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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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内容的合理性 

基本原理正确 

产品功能先进、实用 

分析、计算正确 

15 

2.3 研发方法的科学性 

方案科学、可行 

技术手段先进 

采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 

15 

 

 

内 

容 

(45) 

2.4 工作难度及工作量 
具有一定难度 

工作量饱满 
10 

3.1 产品的应用价值 

产品符合行业规范要求，满足相应的生产工
艺和质量标准 

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20 成 

果 

(30) 
3.2 产品的新颖性 

有新思路或新见解 

性能先进、有自主关键技术 
10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反映产品研发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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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文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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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设计：指综合运用工程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

的工程项目、软件和硬件设备等与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领域中的相关问题开展的设计。包

括电路工程设计、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大型数据库设计等。 

【内容要求】 

1. 选题：来源于本领域的实际需求，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设计

项目，也可以是某一工程设计项目中的子项目，还可以是关键问题的改进设计。设计有一定

的先进性、新颖性及工作量。 

2. 设计方案：科学合理、数据准确，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 

3. 设计说明：指按照工程类设计规范必备的辅助性技术文件，包括工程项目概况、所

遵循的规范标准、技术经济指标等。 

4. 设计报告：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设计对象进行分析论证。 

【撰写要求】 

工程设计论文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设计报告作为正文主体，设计方

案、设计图纸和设计说明作为必须的附件。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2 万字，组成及具体要求如

下： 

1. 绪论：阐述所开展的工程设计的背景及必要性，重点阐述设计对象的技术要求和关

键问题所在，对设计对象的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并简述本工程设计的主要内

容。 

2. 设计报告：详细描述工程设计过程中的设计理念、技术原理、设计方法和可行性等；

对比分析国内外同类设计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工程设计项目，还可包括计算与分析、技术经

济分析、测试分析、仿真实验分析、结果验证等具体描述。 

3. 总结：系统地概括工程设计所涉及的主要工作及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设计中的

新思路或新见解；简要论述本工程设计的优缺点，并对工程应用前景进行展望，提出下一步

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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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相关设计 
文献资料全面、新颖 

总结归纳客观、正确 
5 

2.2 设计内容的合理性 
方案合理，依据可靠 

合理运用了基本理论及专业知识 
15 

2.3 设计方法的科学性 
设计方法科学、合理、可行 

技术手段先进、实用 
15 

内 

容 

(45) 

2.4 工作难度及工作量 
具有一定难度 

工作量饱满 
10 

3.1 设计成果  设计图纸或方案完整 

 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 

8 

3.2 设计成果的实用性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可产生经济或社会效益 
10 

成 

果 

(30) 

3.3 设计成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路或新见解 12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反映工程设计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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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类型四】 

应用研究：指直接来源于工程、企业、科学研究等实际问题，具有明确的工程或科研平

台开发的应用背景，综合运用计算机技术或软件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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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工程、科研应用前景。 

【内容要求】 

1. 选题：来源于计算机技术或软件工程领域的工程实际或科研实际，具有明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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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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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于工程或科研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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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工程或科研应用价值 

可产生经济、社会或学术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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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类型五】 

工程/项目管理：是指一次性大型复杂计算机系统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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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企业信息化管理、项目组合管理或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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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工程与项目管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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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计算机技术和软件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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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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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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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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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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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