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资格申请
完成相关培养过程（1．按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2．完
成培养必修环节；3.完成http://sep.ucas.ac.cn/-培
养指导中“个人信息维护-个人简历、奖惩信息，课程、
论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实践-学术报告、社会实践
环节”。）教育处培养主管审核通过（离毕业半年前需
完成），培养主管刘秀良：62613250。
完成学位论文全文终稿查重（夏季4月底，春季10月底）

学位主管审核：1.科研成果是否符合化学
所要求；2.完成http://sep.ucas.ac.cn/培养管理中 “论文答辩-答辩资格审核”
环节审核，完成“论文-答辩秘书聘请”。
（夏季5月15日前/春季11月15日前）
学位主管 易鹏：62523266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一般需聘请3-5位
同行专家（专业技术职务副研究员以
上，必须含有本单位专家，专业学位
硕士至少1位来自外单位）；博士学
位论文评阅一般需聘请5-7位同行专
家（研究员，必须含有本单位和至少
2位外单位专家）
答辩秘书完成
http://sep.ucas.ac.cn/-培
养管理中“学位论文评阅人”
审核。（夏季5月25日前/春季
11月25日前）

学生提交《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论
文评阅书》（博士5-7份，硕士3-5
份）（教育处盖章），连同打印好
的学位论文送审。（夏季5月15日前
/春季11月15日前）

答辩秘书完成
http://sep.ucas.ac.cn
/-培养管理中“学位论文
评阅结果审核，同意答
辩。（夏季5月25日前/
春季11月25日前）

毕业生向学位主管
提交论文答辩资格
申请

答辩资格审核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论文发表情
况、评阅专家及答辩专家情况

确定论文评阅专家

学生学位论文导师审查通过后
提交答辩资格申请，需完成工
作：1.提交《中国科学院化学研
究所发表成果情况统计表》；2.
提交《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论文
答辩秘书信息表》；3.完成
http://sep.ucas.ac.cn/-培养
指导中“论文-成果”、 “论文
-答辩申请” (本人填写、导师
审核、教育处审核) （夏季5月
15日前，春季11月15日前）。

学生提交《中国科学院大
学学位论文评阅、答辩专
家信息表》（夏季5月15
日前/春季11月15日前）

答 辩 秘 书 完 成
http://sep.ucas.ac.cn/培养管理中“论文评阅专家
管理、论文答辩-聘请评阅
人”（夏季 5 月 15 日前/春
季 11 月 15 日前）

送审论文

收回评阅书，按照评阅书中提
出的修改意见修改学位论文。
（夏季 5 月 15 日前/春季 11
月 15 日前）

论文评阅通过
完成
http://sep.ucas.ac.cn/-培
养管理中“学位论文评阅信息
维护”。（夏季5月25日前/春
季11月25日前）

进入答辩程序
图例
注意事项
流程
答辩资格申请需完成工作：
1．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业务管理平台-培养指导中完成相关环节
学生本人、答辩秘书完成工作
①“论文-成果”（本人填写、导师审核、内容与发表成果统计表完全一致，
所列成果应为在学期间本人为第一作者、化学所为第一作者单位的成果，
与之无关的成果不填写。论文影响因子必须填写）；
教育处学位主管完成工作
②“论文-答辩申请”环节（本人填写申请、导师审核、教育处审核）；
③“论文-答辩秘书聘请”环节（教育处维护）
2．需准备纸版材料
①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发表成果情况统计表（附件 1，已接收的附正式录用函)；
②中国科学院大学论文答辩秘书信息表（附件 2，1 个课题组 1 名，原则上由课题组工作人员担任）
；
③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论文评阅、答辩专家信息表（附件 3 下载打印，本人签名、导师签名）
；
④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论文评阅书（硕士、博士）（附件 4、5 下载打印，份数为送审专家人数，送审前评阅书聘书盖章有效）。
注：可同时办理答辩手续：另携带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附件 8，答辩前盖章有效），在教育处领取博士（硕士）
学位论文答辩人聘书。

准备答辩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一般需聘请3-5
位同行专家（专业技术职务副研究
员以上，必须含有本单位专家，专
业学位硕士至少1位来自外单位）；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一般需聘请5-7
位同行专家评阅（研究员，必须含
有本单位和至少2位外单位专家，博
导大于2/3）

学位主管负责具体
审核工作。

学位主管发放答辩聘书（夏季
5月15日前/春季11月15日前）

进入答辩程序
学生提交《中国科学院
大学学位论文评阅、答
辩专家信息表》（在答
辩资格申请时完成，夏
季5月15日前/春季11
月15日前）

导师确定拟聘请的学位论文
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确定论文答辩专家

学生领取答辩聘书（可在答辩资
格申请时完成，夏季5月15日前/
春季11月15日前）

导师与答辩委员联
系确定答辩时间

论文答辩表决票办理

学位主管所网发
布答辩海报信息

公示答辩信息

答辩人准备讲稿、事先预
讲，答辩秘书做好答辩材料
准备

学生打印答辩表决票（份
数严格为参加答辩委员人
数，答辩前必须先盖章有
效，可在答辩资格申请时
完成）
答辩海报电子版发送至
yipeng@iccas.ac.cn，纸版
打印后自行粘贴。

准备学位论文，《论文答辩
会程序单》，《中国科学院
大学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
授予决议书》，《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究所论文评阅、答
辩费通知单》。

图例
召开答辩会
议，答辩完成

流程

注意事项

学生本人、答辩秘书完成工作
教育处学位主管完成工作
准备答辩需完成工作：
①按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论文撰写要求完成的学位论文（论文撰写要求-附件 6）
；
②论文答辩会程序单（附件 7）；
③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答辩海报（附件 8，答辩前张贴，可放大复印成 A3 纸。 电子版至少提前 3 天发送到 yipeng@iccas.ac.cn,答辩
时间应精确至××年×月×日×时）
；
④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人聘书（到教育处公室领取，论文送审时一同办理）；
⑤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附件 9，答辩前盖章有效，论文送审时一同办理）；
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论文评阅、答辩费通知单（附件 10，请专家签字，答辩后在教育处公室审核盖章，去财务报销）
；
⑦中国科学院大学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附件 11）
（答辩时请专家签字）；
⑧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业务管理平台-培养管理中完成学位论文评阅人聘请、评阅信息维护（答辩秘书身份维护、教育处审核）
。
注：办理完送审手续即可用答辩秘书身份完成评阅人聘请，专家评阅结果返回时维护评阅结果，全部评阅结果维护完成后用答辩秘书身份
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能进入答辩环节信息维护。论文评阅及答辩费标准：专家既参加评阅又参加答辩共计 800 元/篇，只评阅不参加答
辩或只答辩不评阅 400 元/篇（答辩人导师不得领取答辩费）
，答辩秘书 100 元。

答辩后续材料准备工作
答辩完成，准备学
位申请材料

学位主
管审核

答辩秘书完成
http://sep.ucas.ac.cn/培养管理中论文答辩专家
管理、答辩专家聘请、答辩
结果维护

①基本信息部分：学生核查从学籍、培养系
统中引入的基本信息，填报除引入信息之外
的基本信息，②课程学习：在学位管理中选
择“同步数据”
，从教务系统导入，③必修环
节：在学位管理中选择“同步数据”
，从培养
，
系统导入，④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科研奖
励、获得专利：在学位管理中选择“同步数
据”，从培养指导导入，⑤学位论文、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在学位管理中选择“同步数
据”，从培养系统导入，⑥论文网上提交：学
位管理系统中的论文电子版需是最终版。⑦
信息确认

完成培养系统
论文答辩环节

准备学位申
请纸版材料

①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答辩申请书，②中国科学
院大学学位论文评阅书，③中
国科学院大学论文答辩情况和
学位授予决议书，④中国科学
院大学毕业研究生登记表，⑤
学位论文（4 本），⑥中国科学
院大学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
⑦报送材料说明。

学
位
主
管
审
核

图例
完成学位系统
填报及同步

流程

注意事项

学生本人、答辩秘书完成工作
教育处学位主管完成工作
信息确认

学位主管审核
答辩后续材料准备工作：
1.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业务管理平台-培养管理中答辩环节维护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业务管理平台-培养管理中完成答辩专家聘请和答辩决议维护及审核（答辩秘书身份维护及审核）。系统中显示“答辩通
过”即为完成答辩全过程。
2.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业务管理平台-学位管理数据维护
①基本信息部分：学生核查从学籍、培养系统中引入的基本信息，填报除引入信息之外的基本信息(补充个人信息和学习信息，其中学习信息中，
学习方式选择：全脱产，申请学位年月填写：夏季****年 6 月/春季****年 12 月)；
②课程学习：在学位管理中选择“同步数据”
，从教务系统导入；
③必修环节：在学位管理中选择“同步数据”
，从培养系统导入；
④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科研奖励、获得专利、学位论文：在学位管理中选择“同步数据”，从培养系统导入；
⑤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在学位管理中选择“同步数据”
，从培养管理导入；
⑥论文网上提交：学位管理系统中的论文电子版需是最终版。
⑦信息确认： 信息确认后方能提交至教育处审核。
注：教育业务管理平台-学位管理是毕业生学位信息申报的重要系统，在完成培养系统维护后务必进入学位系统维护基本信息，并同步其他信息，
确保学位管理系统数据完整、准确、无空项。
3.学位审批纸版材料提交
①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附件 12，应在答辩所有流程走完之后再从学位管理系统中打印表格生成，需重新调整格式美观后
打印，如直接填报内容需与学位管理系统完全一致，张贴照片，申请人/审核人/导师签字，其中审核人签字：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情况、出版专著、
获得科研成果奖励及有学术价值专利情况、其他科研成果、审核人签字为导师签字，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审核人为教育处培养主管，将在提交后
统一盖章。原件一份）；
②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论文评阅书（附件 4 或附件 5，专家签字，装订，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共两份，评阅书最后一页聘书不上交）；
③中国科学院大学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附件 11，记录人/主席/秘书/答辩委员签字，装订，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共两份）；
④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研究生登记表（附件 13，贴照片，本人/导师/室主任签字，装订，原件一份）；】
⑤学位论文（四本）：需按照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论文撰写规范的格式书写；
⑥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装订 一份）；
⑦报送材料说明（附件 14，一份，签字）。
注：①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由学位管理系统生成，其他表格均从《相关表格下载》中下载。②表格需按要求张贴照片，每
份表格单独装订（右上角订书钉）、签字都必须为手写签名（含签名章）
，表格中所有签字盖章日期全部都应填写完成（含导师签字、研究所、实
验室、学位评定委员会等均应填写完成），日期为答辩前或答辩当天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