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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1. 任课老师：廖清、漆舒汉
• 信息楼1705和1702室

• liaoqing@hit.edu.cn

• shuhanqi@cs.hitsz.edu.cn

2. 参考教材及课程
• 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百问，复旦大学出版社

• 如何写好研究生学位论文，哈工大徐文福

• 研究生如何造就优秀的学术论文，清华大学高飞飞

• 科研小白入门指南，清华大学高天宇

3. 本课程考核制



教学目标、设计及课程安排

课程目的就是要解决学生们以下疑问：
• 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程？我能从本门课程学到什么？

• 什么是研究生的能力建设？

• 如何训练科研和学术论文写作能力？

• 如何撰写符合哈工大写作规范的学位论文

• 什么是学术道德规范？如何避免学术不端？



教学目标、设计及课程安排

课程设计及安排：共16学时

哈工大学术/学位论文写作及答
辩
• 共计8学时
• 从选题、写作内容、答辩三方面进行理

论指导

哈工大学位论文写作规范
&学术道德规范指导
• 共计8学时

• 从格式规范和道德规范两方面进行理
论指导

案例讨论
优硕博案例

失败案例

国家出台学术不端行为标准

理论指导



上半章

哈工大学术/学位论文写作及答辩
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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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工大学术/学位论文写作及答辩

哈工大学术论文写作及答辩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二、学术/学位论文的逻辑思路与框架

三、如何写好学术/学位论文

四、如何做好会议汇报/学位答辩



1. 本科生vs.硕士生vs.博士生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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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有知识的圈
有了学士学位之后，
你有了一项专业



1. 本科生vs.硕士生vs.博士生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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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深化了你的专业

人类所有知识的圈
有了学士学位之后，
你有了一项专业



1. 本科生vs.硕士生vs.博士生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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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有知识的圈
有了学士学位之后，
你有了一项专业

阅读研究论文能让
你触碰到人类知识的边缘

你在边缘专攻了一些年
在边界取得了一点收获

所做的突破被称为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深化了你的专业



1. 本科生vs.硕士生vs.博士生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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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有知识的圈
有了学士学位之后，
你有了一项专业

阅读研究论文能让
你触碰到人类知识的边缘

你在边缘专攻了一些年
在边界取得了一点收获

所做的突破被称为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深化了你的专业



1. 本科生vs.硕士生vs.博士生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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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世界对你来说不一样了

硕士生&博士生：
• 都称为研究生，都需

要探索未知的事物，
只是探索程度不同

• 需要具备独立解决复
杂问题的能力

• 能够把自己工作推销
出去的展示能力

本科生：
• 只是对已有知识

的学习，注重考
试

• 老师说学生做，
优秀的本科生具
备独立解决问题
的能力

• 说清事物基本的
表达能力 天赋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毅力



2. 导师的作用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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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研究生进入一个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科学与技术领域

培养研究严谨的科学态度

引导研究生围绕特定的方向形成独特的知识结构

培养研究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兴趣

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培养研究生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

导师应与学生多接触、多讨论，但不能替代学生主动性思考



2. 导师的作用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12

对研究生研究课题进行专家把关

问题是否前沿

手段是否先进可靠

实验方案是否可行

实验设计是否合理

难点分析与方法积累



3. 当前硕士生毕业的基本要求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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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前硕士生毕业的基本要求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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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前硕士生毕业的基本要求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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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前硕士生毕业的基本要求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16https://grawww.nju.edu.cn/65/47/c17850a419143/page.htm



3. 哈工大（深圳）硕士生毕业的基本要求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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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送生要发论文才能毕业

不合格论文带来严重后果

两次预答辩不过，直接延期



3. 哈工大（深圳）硕士生毕业的基本要求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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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有两份工作

没有创新点，工作量不够

没有创新点，工作量不够



3. 哈工大（深圳）硕士生毕业的基本要求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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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硕士生，明确态度：
• 你在跟同期竞争，优秀的人放在以前的环境，还是优秀的；
• 毕业的基本要求是指最低要求；
• 心态放松，就算延毕在人生历史长河中也不是大事。

 对博士生，明确态度：
• 硕士生的要求都要满足。
• 博士生需要具备团队管理能力。
• 博士生主要看成果，成果包括：论文、专利、产品、奖项等。
• 博士生需要在读博期间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交际圈。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在你迷茫、痛苦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
抓住机会突破自己的能力极限



4. 研究生课题的选择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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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题的选择可以主动规划、偶然发现追踪性探索、实

践归纳或演绎相结合地总结提升

研究生课题的选择应具有战略性，是今后发展国际或国家重

点发展的学术方向或重大科技问题，是各行业战略性热点问

题。

研究生课题的选择应具有原创性，要建立创造性思维方法

研究生课题应利用课题组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逐渐积累

性优势，进行再创造研究



4. 研究生课题的选择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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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阅读
与评述

指导教师
交流

周期性学
术交流

课程学习
特色知识结构

课题
提出

实验



5. 研究生特色知识结构的构建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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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课题进行课程学习

围绕课题选修课程，宜静不宜过多、过散

重点通读本领域国际经典著作与名著

与课题相关的跨学科课程或学术讲座

根据课题需要动态选择课程学习

出席本领域主要国际学术会议、课题组学术会议

邀请专门特长的学者讲学

拜访和请教相近专家或学术合作过程中积累知识



6. 研究工作的档次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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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读好的研究论文
• 每个领域都有本领域会议和期刊的档次认知，也可参考CCF 级别
• 主要在本领域进行竞争
• 读C类的研究论文，最多只能发C类研究工作



6. 研究工作的档次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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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好的研究工作
• 发现了新的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A 类）

 HKUST 杨强教授提出了迁移学习，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MIT Chelsea Finn 助理教授提出了一种基于梯度的新型元学习算法
 问题和研究方向有很强的可持续研究特性

• 基于原有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B 类）
 已有工作在解决原有问题时有什么缺陷，为了解决该缺陷，提了一个

新的模型或者方法
 该工作有较强的可持续研究特性

• 基于原有问题，改进了已有解决方案（C 类）
 某个技术可以用于解决某个特定问题
 针对某篇或某几篇用该技术的相关论文，针对该技术进行改进



6. 研究工作的档次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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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好的研究工作
• 如何确定自己的问题是新想法、新技术/方法？

 大领域问题，学生基本很难想到。
 尽可能把问题范围缩小，具体化，找出跟所有已有工作的差异
a. 针对某个领域的某个（主流）技术，为了能让该技术有更强的鲁棒性

有很多工作改进了该技术。然而，我发现以上所有工作都基于数据噪
音是xx和xx分布的假设，都没有考虑到xx问题，这个问题会导致分类
任务失败。我的工作第一次考虑了该问题情况，设计了一个新的模型。

b. 某个技术在其他领域使用很成功，但是这个技术在某个具体领域/应用
任务上没人使用过，我把该技术第一次用于解决某个具体领域/任务。



6. 研究工作的档次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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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好的研究工作
• 如何确定自己的问题是新想法、新技术/方法？

 不要着急定方向，先看大领域研究论文（至少30篇）

 确定研究方向后，不要着急提idea，先看所有跟这个idea类似的

研究论文（做研究没有捷径）

 近5年的优秀论文必须全部看完，5年前的代表论文也必须知道

（掌握本领域常用数学技巧）

 思考自己idea和已有idea的不同，用简短的话描述出不同点



6. 研究工作的档次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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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好的研究工作
• 如何确定自己的问题是新想法、新技术/方法？

 不能是已有工作的拼接，技术上必须有创新点（数学很重要）。

某个技术在其他领域使用很成功，但是这个技术在某个具体领域/应用任务上
没人使用过，我把该技术第一次用于解决某个具体领域/任务。

该技术能用在特定领域上，但是效果不一定满意

这个特定任务一定有它的特殊之处，
把问题缩小、缩小、找出最具体、最小的特色点

针对很小的特色点对已有技术进行改进

数学模型一定要有创新



6. 研究工作的档次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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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好的研究工作
• 如何确定自己的问题是新想法、新技术/方法？

 不能是已有工作的拼接，技术上必须有创新点（数学很重要）。

传统方法如何解决不均衡问题 在CV中如何解决不均衡问题



6. 研究工作的档次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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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好的研究工作
• 如何确定自己的问题是新想法、新技术/方法？

 不能是已有工作的拼接，技术上必须有创新点（数学很重要）。

传统方法存在不足 已有方法的不足



6. 研究工作的档次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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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好的研究工作
• 如何确定自己的问题是新想法、新技术/方法？

 不能是已有工作的拼接，技术上必须有创新点（数学很重要）。

已有方法的不足

分析已有方法不足的原因



6. 研究工作的档次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31

只做好的研究工作
• 如何确定自己的问题是新想法、新技术/方法？

 不能是已有工作的拼接，技术上必须有创新点（数学很重要）。

提出的新方法

• 根据不同的数据集手动地调整平滑项。基于
此，我们使用一种“自调节”的DSC

• 基于之前的观察，设计的新DSC一旦对当前
样本正确分类（刚刚经过0.5），DSC就会
使模型更少关注它。

• 而不是像交叉熵那样，鼓励模型迫近0或1这
两个端点，这就能有效避免因简单样本过多
导致模型训练受到简单样本的支配。

数学模型上要有创新



6. 研究工作的档次

一、基本常识与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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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兴趣

要有高质量成果目标

学好数学

积累论文

研究工作要有持续性

对科研要有足够的重视

积极参加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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