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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uthentic assessment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promot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in graduate design. The test method is the 

foundation of authentic assessment. The steps of graduate design of the major of electronic specialty are first introduced. Then the 

authentic test method of every step in the graduate is discussed. And several noticeable problem of the authentic test method selection in 

the graduate design of the major of electronic specialty are proposed. It should be helpful for promoting the student’s abilities in the 

graduate design of the major of electronic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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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类专业毕业设计真实性评价方式的研究 

黄玲   马兆敏   胡波 

广西科技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柳州，广西，中国 

摘  要  真实性评价是提高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而评价方式是真实性评价的基础。首先介绍了电气类专业毕业设

计中的步骤，然后讨论了每个步骤的真实性评价方式，最后提出了在电气类专业毕业设计真实性评价方式选择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将有助于在电气类专业毕业设计中提高学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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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毕业设计一直是电气类专业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重要

教学环节，所以这一直是电气类专业教学改革的热点[1][2]。

在现实教学实践中毕业设计的质量一直无法令人完全满

意，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尤为明显。而另一

方面，在进入企业后，作为预备工程师许多学生通过一段

时间的训练可以达到电气工程师的要求。因此，按照预备

工程师真实的训练环境对毕业设计进行教学改革成为提高

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在已有教育理论中，真实性评价作为一种强调与真实

环境相统一的教学理念被广泛接受，在电气类的实践教学

中引入真实性评价可有效提高教学质量[3]。而在真实性评

价中，评价方式是基础，因此需要根据真实性评价理论对

电气类专业毕业设计的评价方式进行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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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气类专业毕业设计的步骤 

电气类专业在我国本科专业的定义中一般包括自动

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等专业。这些

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根据完成任务的差异大体分为进行硬

件设计、软件设计、理论研究等几个类型。虽然不同类型

毕业设计题目在毕业设计各个环节的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

差异，但是总体的步骤是相对统一的。一般认为电气类专

业的毕业设计包括文献检索、开题、实验与软硬件开发、

数据处理与测试、论文撰写和答辩 6 个步骤。 

文献检索主要是根据课题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学习。

这包括已发表论文、专利、设备技术文档等多种资料。根

据毕业设计题目类型的差异侧重点有所不同。 

开题主要是明确毕业设计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

究方法。开题是在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对于开展毕业设计的

一个总体设想，不少情况下开题前还需要进行一些预备性

实验或软硬件设计，通过总结这些预备性工作结果完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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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报告。 

实验和软硬件设计就是按开题报告设想的方案进行毕

业设计。这一阶段既是对毕业设计课题的工作，也是对已

有知识的应用，因此这一阶段是毕业设计主要的设计工作

阶段。 

在完成实验和软硬件设计后，需要对已完成毕业设计

工作进行评价和测试，这就是数据处理与测试的阶段。这

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验证与检查，如果结果不理想

需要重复、补充、修正实验和软硬件设计阶段的工作。由

于学生初次进行毕业设计如此长时间的专业工作，这一阶

段往往与前一阶段不断反复，直至学生的毕业设计工作达

到预期要求。 

在完成了基本的毕业设计工作后，主要就是论文的撰

写。需要按照科技文献的标准，将所完成的工作撰写成一

篇体系较为完整的毕业设计论文。 

在完成论文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进行毕业设计答辩。

通过答辩陈述描述自己的工作，通过回答提问展现自己对

自己所完成工作的理解，从而体现学生自己在毕业设计过

程所获得专业能力的锻炼。 

3．毕业设计各步骤的真实性评价方式 

毕业设计这一教学环节的设置本意就是模拟工程实践

的真实环境对学生进行训练，因此在各个步骤的教学内容

上都是与真实工程实践环境相对应的。这就意味这毕业设

计的内容上是基本符合真实性评价的要求的，但是值得注

意的由于毕业设计需要给出一定的成绩，所以在评价方式

上往往以学生完成工作的结果为核心，从而与真实环境相

违背。结合真实环境中预备工程师的训练，电气类专业毕

业设计各个步骤可采取不同的真实性评价方式。 

3.1  文献检索 

文献检索阶段学生所完成的工作是很难单独评价其效

果的。现有的毕业设计评价方式中往往以学生查阅文献的

能力作为评价内容，通过对文献检索和阅读的情况进行定

性评价，所以这样的评价方式与真实环境是不合适的。根

据真实性评价理论，这一阶段可考虑采取学习档案的评价

方式，只记录学生在毕业设计阶段应用查阅到文献的情况，

不对单独对学生文献检索结果进行好坏的评价，而将对文

献查阅好坏的情况与后面实际工作联系起来。 

3.2  开题 

开题是一个学生展现自我学习成果的过程，根据工程

师培养的真实情况，这一阶段不宜打击学生的主动性。因

此，在评价过程中不应强调开题通过与不通过，而更注重

开题报告中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细节，通过

开题报告会上教师提问的形式给学生形成一个自我反思。

因此该阶段的评价方式可以考虑以学生自我评价为主，甚

至可以在毕业设计不同的步骤中让学生多次评价自己的开

题报告。 

3.3  实验和软硬件设计与数据处理与测试 

实验和软硬件设计、数据处理与测试这两个阶段是完

成毕业设计的核心阶段。这一阶段是考察学生是否完成设

计的关键，因此这一阶段应该进行明确的测试。根据学生

的毕业设计题目，明确测试点及测试标准。这也是工程实

践中项目结题验收不可缺少的环节。 

3.4  论文撰写与答辩 

论文撰写与答辩某种意义上讲既是一个学生学习的过

程，也是学生展现能力的过程。现有毕业设计中往往以毕

业设计结果作为评价的核心，评价方式上重结果而轻能力。

而在真实环境中，用人单位往往更重视在整个设计过程中

学生所体现出来的专业能力，根据这一能力判断其是否具

备成为电气工程师的潜质。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的真实性

评价方式中应该注重能力的评价。 

4．评价方式选择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根据真实性评价理论，结合教学实践，对于电气类专

业毕业设计各步骤可以得出一定的评价方式，但是在实际

操作中对于具体的组织形式、评价方式细节却存在巨大差

异，因此在电气类专业毕业设计评价方式的具体选择中以

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4.1  不同类型毕业设计题目之间的差异 

电气类专业毕业设计根据侧重点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

类型，在同样的毕业设计步骤中，不同类型的题目对学生

的具体工作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选择具体的评价方

式时，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题目设定细节。如在数据处理

和测试阶段，如何设定测试点，有时候甚至需要针对每个

毕业设计设置不同的测试方案。 

4.2  评价的目的 

毕业设计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在真实性评价

中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学生能力的提高，因此在每个阶段选

择评价方式时最后都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

而不能仅考虑评价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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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结 

针对电气类专业毕业设计真实性评价，讨论了各个步

骤所采取的真实性评价方式及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将为在

电气类专业毕业设计中开展真实性评价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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