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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文件 
 

南理工研〔2017〕606 号  

 

关于印发《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结业
与肄业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结业与肄业实施细则》

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审批表 
          2.南京理工大学毕业研究生学位申请表 

 

 

                        南京理工大学 

                      2017 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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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结业 
与肄业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研究生学籍管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

理工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和《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硕士学

位授予工作细则》等相关法规和制度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接受学历教育的研究生。 

第三条  研究生申请毕业或学位均需完成学位论文。硕

士学位论文可同时用于毕业和学位申请；博士学位论文可单

独用于毕业申请，也可同时用于毕业和学位申请。 

本细则中博士论文分为学位论文和毕业论文，其中直接

用于申请毕业的，或在评审、答辩过程尚未达到学位论文要

求但符合申请毕业答辩条件的学位论文，可转作为毕业论

文。 

第二章  学制与学习时间 

第四条  研究生培养实行弹性学制，具体要求根据各学

科或专业培养方案确定。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2 至 3年，

最长学习年限为 5年，博士研究生（自取得博士资格开始计

算）的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6 年。 

第五条  研究生达到最长学习年限时，应以毕业、结业、

肄业和退学等形式之一终止学籍。 

第三章  毕业 

第六条  研究生在最长学习年限内，符合申请毕业答辩

条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或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且完成论

文答辩，可申请毕业。提前完成学业的研究生可申请提前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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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准予毕业，具体按照《南京理工大

学关于研究生提前或延期进行学位论文答辩暂行规定》执

行。 

第七条  研究生申请毕业答辩条件 

（一）博士研究生 

1．完成培养计划所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其他必修内容，

考核合格。 

2．学习期间至少在中文核心期刊或更高级别的学术期

刊上公开正式发表 1篇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关于研究生发表

学术论文要求的规定》的学术论文。 

3．学位论文匿名评审结果均为合格及其以上（即评审

成绩都为 60 分及其以上）。 

（二）硕士研究生 

1．完成培养计划所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其他必修内容，

考核合格。 

2．学位论文评审结果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硕士

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第八条  研究生申请毕业答辩流程 

博士研究生填写《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审批表》，

经所在培养单位同意、研究生院批准后，进入论文评审和答

辩环节。 

硕士研究生填写《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审批表》，

经所在培养单位同意，报研究生院备案后，进入论文评审和

答辩环节。 

第九条  学位论文评审按照《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硕士

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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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论文答辩组织 

（一）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组织 

1．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或 7 名委员组成，委员应具

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组成，并以博士研究生导师为

主。5 名委员中至少有 2名为校外专家，7名委员中至少有 3

名校外专家。校内专家不得担任主席，委员会设秘书 1 人，

秘书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导师若参

加答辩委员会，委员会须由 7人组成。 

2．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毕业论文质量、评定其学术水平，

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是否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进行表决，表

决结果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方为通过。答辩委员

会应根据表决结果形成答辩决议。 

3．毕业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答辩委员会可作出在 3 个月

以上 6 个月以内重新进行一次答辩的决定，通过毕业论文答

辩的时间不得超过最长学习年限。对重新进行毕业论文答辩

仍未通过者按结业处理，学校不再受理其毕业申请。 

（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组织，按照《南京理工

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研究生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或通过学位论文

预答辩且完成论文答辩，经所在培养单位审核同意，报研究

生院核准，准予毕业，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 

第十二条  已毕业但未获得学位的研究生，在如下年限

内，经导师同意，按学校规定缴纳相应培养费，并填写《南

京理工大学毕业研究生学位申请表》,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

后，可进行一次学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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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而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在毕

业后 1 年内，符合博士学位授予条件，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批通过，由学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在毕业后 1 年且未超过

2 年，需重新进行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通过者，符合博士

学位授予条件，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通过，由学校颁发博

士学位证书；毕业后超过 2 年，则不接受其学位申请。 

（二）因毕业论文答辩通过或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但符

合毕业要求而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在毕业后未超过 2 年，通

过学位论文重新评审和学位论文答辩，符合博士学位授予条

件，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通过，由学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

毕业后超过 2 年，不接受其学位申请。 

（三）硕士研究生在毕业后 1年内且未超过最长学习年

限，符合硕士学位授予条件，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通过，

由学校颁发硕士学位证书。 

第十三条  学校只承担一次申请毕业或学位的论文评

审、答辩等相关费用。 

第四章  结业 

第十四条  研究生在最长学习年限内符合以下条件，经

本人申请、所在培养单位审核同意、报研究生院备案，准予

结业，由学校颁发结业证书。 

（一）博士研究生 

1．完成培养计划所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其他必修内容，

考核合格。 

2．学习期间至少在中文核心期刊或更高级别的学术期

刊上公开正式发表 1篇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关于研究生发表

学术论文要求的规定》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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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学位论文但未进行论文答辩或答辩未通过。 

（二）硕士研究生 

1．完成培养计划所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其他必修内容，

考核合格。 

2．完成学位论文但未进行论文答辩或答辩未通过。 

第五章  肄业 

第十五条  研究生在校学习期满 1 年，经本人申请、所

在培养单位审核同意、报研究生院备案，可由学校颁发肄业

证书并附已学课程的学习成绩单。 

第六章  学业证书管理 

第十六条  学校严格按照招生时确定的培养类别、学科

门类和学习年限，以及研究生招生录取时填报的个人信息，

填写、颁发学历、学位证书或其他学业证书。研究生经学校

批准调整专业后，按照调整后的学科门类填写、颁发学历、

学位证书或其他学业证书。 

第十七条  学校依据国家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管理制度的规定，每年将颁发的研究生毕业或结业证书信息

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毕业、结业、肄业与退学的研究生须在学校

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离校手续，并经研究生院确认后，方可领

取相关证书。 

第十九条  定向就业研究生毕业后，其学历、学位证书

及学籍材料由研究生院寄送给定向单位的人事部门。 

第二十条  因违纪而被学校开除学籍的研究生，学校不

予颁发相关学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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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毕业、结业、肄业证书遗失或损坏，学校

不予补发。经本人申请，学校核实后出具相应的证明书，证

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对港澳台侨研究生、留学研究生的管理，

可参照本细则实施。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自 2017 级研究生开始施行，2017

级以前研究生符合本细则规定的同样适用。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

责解释。 

 

 

 

 

 

 

 

 

 

 

 

 

 

 

 

南京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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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审批表 
学生姓名  学    号  

博士/硕士  导师姓名  

学科/专业  所在学院  

答辩方式
①

 □申请毕业论文答辩      □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学术成果 
□满足学位授予要求     

□不满足学位授予要求，但满足毕业要求。 

学位论文 

评审结果
②

 

□符合学位授予要求  

□不符合学位授予要求，但符合毕业要求。 

申请毕业原因 

 

                                                学生签字： 

                                                时    间：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 

                                                时    间： 

所在学院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时    间： 

研究生院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时    间： 

备注：①申请毕业答辩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不作预评审和预答辩要求，可直接进入论文评审

和答辩； 

②用于完成学位论文正式评审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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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京理工大学毕业研究生学位申请表 
学生姓名  学    号  

博士/硕士  导师姓名  

学科/专业  所在学院  

毕业方式 
□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毕业时间

①
 

 

 

符合学位申请条件（可多选）： 

□学术成果符合学位申请条件； 

□完成学位论文（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或毕业后超过 1 年）； 

□其他条件：                                      。 

 

                                              学生签字： 

                                              时    间：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 

                                              时    间： 

是否缴纳相关培养经费： 

 

                                          研究生院管理办： 

                                                时    间： 

研究生院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时    间： 

备注：①以毕业证落款时间为准。 

②时间要求：硕士研究生在毕业后 1 年内且未超过最长学习年限、博士研究生在毕业

后 2 年内重新申请学位，受理时间以提交学位申请表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③需学位论文送审的研究生须在提交本表后一个星期内完成送审手续，否则此次申请

无效。 

④本表由研究生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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