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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阅读问题
1. 看论文的话，我也是先查找需要的文献，再粗读发现关键点，最后再找到需要
精读的文章。但是我感觉有时候，论文看完了后，过一段时间再回头看就会感觉
这篇文章好像一点印象也没有，或者是会有把几篇文章搞混的情况。尤其是在今
年四月，学校要求我们读完 30 篇文献然后撰写文献综述，这个时候我感觉很明
显，感觉很迷糊。我只能每次看完一篇就写一篇。但是如果再对应到文章中，我
可能还是会很迷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我读的不够仔细的缘故。
A: 正常现象，看的太少。保持每周看几篇文章，持续一两年这个情况会慢慢消
失。
2. 调研能力欠缺。信息获取不足，导致未能及时掌握最新的研究动态或某一方向
的研究现状。如在检索文献时，对关键词把握比较局限。
A: 正常现象，看的太少。
3. 在看论文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数学公式看不懂，这时候我有点疑惑，是否
需要研究透彻每一个公式的推导过程。
A: 一旦确定了具体科研题目，跟你最密切相关的论文需要透彻每个公式的推导。
虽然起步慢，但是后期成长很快。博士尤其注意这一点。
4. 经常看过论文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忘了，阅读文献之后应该怎么做记录比较
好？
A: 边看边做 PPT，积累组会材料。忘了就再读，刚研究时，看完忘了又读几遍的
情况常有。
5. 遇到看不懂的论文，应该怎么去攻克它了？
A: 查所有跟其相关的资料，无捷径。
6. 如何进行文献调研、怎样才能更好更准地查询到自己需要的知识?
A: 可先看两篇该领域较新的顶级综述，然后用关键字在 CCF 推荐期刊会议找相
关 paper。论文看的少就别想着一下子能准确查询到自己需要的知识了。
7. 搜集文献的困难，本人课题的细分方向相对冷门， 直接和课题相关的中英文
文献不多
A: 常见情况是关键字搜的不对，原因还是看的太少。如果相关论文真的很少分
两种情况:1)这个领域没啥用，大家都不做，2)这个领域很新，有前景。一般是第
二种情况，过两年相关论文全出来了，idea 也被人做了。

8. 阅读文献的困难，文献摘要读完感觉可能相关，于是继续精读。读完之后自己
却发现好像没啥用，感觉在浪费时间
A: 知道该论文和你的工作不相关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等投稿回复 reviewer 时就
有用了。Reviewer 常会问为什么不引用或者做实验比较某些论文，提到的很有可
能就是那些看着相关，其实不同任务的工作。这个时候需要你支出自己工作和那
些工作的不同点。
9. 数学知识欠缺，阅读文献总发现自己的数学知识不够。在看 ICRL 上的论文时
发现里面的数学表达比较复杂时完全看不懂。每当我看理论性较强的工作，我的
感觉就是就算我用所有的时间来学数学我也没办法获得充足的数学知识来理解
这篇文章。
A: 正常，如 ICLR，NIPS 等理论性工作入门门槛高，花费时间长，一旦搞懂后期
成长很快，论文发的飞起，且竞争压力小。博士读书时间长，一定不要忽略理论
基础。
10. 看论文的时候，有些公式看着就很复杂，看了半天也看不懂
A: 正常，看少了，推导少了，无捷径。

论文写作问题
1. 题目的撰写，主要是各章小标题的撰写。因为题目是比较细的子领域，有的时
候子题目会写得很长，然后删减掉一部分又会显得和主题脱节，显得过于省略，
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英文缩写，但是中英文混用会让老师感觉不好
A: 酌情考虑删减。但是大部分情况是你想把所有内容都体现在标题中造成的，
标题只要提前最重要的一个点即可。
2. 论文中图的使用。记得我的本科论文被答辩老师批评图太多了。请问，在论文
中那些部分需要使用图来说明？论文对图的数量有什么具体要求吗？论文中对
图的使用有什么规范吗？
A: 无数量要求，无规范要求。放图、放表要带着目的放。放该图你要表明什么，
表明的东西是否能体现你工作的优势。不要把不怎么相关的图都贴在文章，混淆
了读者看文的重点。
3. 一般来说是做实验的同时也进行论文的写作好，还是在完成整体的实验拿到
满意的结果再开始写作较好?
A: 边做实验边写，从方法章节开始写。等拿到实验结果再写论文常常赶不上
deadline，或者论文写的乱糟糟。
4. 如果我们如果想写一篇学术论文，应该是先用中文进行攥写，然后再翻译成英
文并进行修改润色，还是应该直接用英文进行写作再不断进行修改呢？
A: 直接英文撰写，不要用中文思维，看论文亦是如此，不要看翻译版直接看英

文。
5. 在学术论文写作中，对于 introduction 的撰写，在用词方面，很难将其表达
得很生动，个人觉得这一方面最难。
A: 正常。多写多改。
6. 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不够，无法将论文写得比较学术。如何能够较好的提高自
己的学术写作能力，减少口语化问题。
A: 找到跟你课题相关且写的较好的几篇论文，综合考虑，仿照他们的风格写。
7. 论文的文字都是自己写的，想法也是自己的，但查重的时候重复率过高的情况
应该如何解决？
A:一般这种情况是你的创新性不够，自己的工作是好多份别人的工作拼在一起的，
或者是没有抓住或突出自己的创新点。即便是 related work section，用的是相同
的文献，每个人用自己的文字表述都是不一样的。
8. 在撰写同一领域的多篇文章时，background 和 related work 部分通常是有很
多重合的，但是重复率又不能太高，请问应该如何处理呢
A: 因为没有用自己的话描述。即便解决同样的问题，因为自己工作和别人工作
的创新点不一样，写法也会不一样。
举个例子：都是做短文本分类，你考虑了 A 特性，提出了一个基于时间 B 的动
态策略，从而提高短文本分类准确率。所有你列的短文本分类工作都要往之前工
作没有考虑 A 特性上面表述。因此自己工作的创新点会决定描述 related work 工
作的方式。Background 和 Introduction 同理。
9. 研究写作中的一些学术规范不太懂，比如引用的时候该引用在作者上还是模
型上，是否需要重复引用，以及其他的一些规范。
A: 无统一规范。一般是找想要投稿的会议和期刊的过往发表论文，看他们的引
用方式。较常见的是 Qing et al. [ref] proposes …
10. 英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是否对发外国期刊有影响?如果有影响，那应该如
何系统地提升自己这一方面的能力?
A: 决定性影响，英文不好发不了外国期刊。中文不好连中文期刊都发不了。多
看别人的论文，仿照别人的写作风格，句式表达写，要有耐心逼自己不停修改。
唯手熟尔。
11. 论文写作的问题：有一个点比较疑惑的是要直接对着自己要投的期刊的风格
写还是说先按自己的思路写后续再进行更改
A: 对着要投的期刊风格直接写。
12. 我的英语不是很好，请问在写英语论文的时候，如何保证自己的论文在评审
们看来该论文作者的表达能力不错，而不至于因英语问题影响论文评审

A: 英文不好是读书前期欠下的债，只能对着自己的论文不停修改，无捷径。但
这个事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提高。
13.写作英文论文地的时候，自己的惯用句式都是很不地道的，抑或是十分口语
化，行文风格和优秀的论文相距甚远，不知到怎么才能让英文的学术写作更流畅？
A: 正常，大部分中国研究者都有这个毛病，即便是老师。唯手熟尔。
14. 包括如何提升英语写作的能力？如何面对在研究生的三年里可能会换研究
方向的恐慌？
A: 多写多改就能提高。换研究方向不可怕，科技在进步，大部分的研究者在整
个研究生涯中研究方向一直在进化，一般每隔几年研究方法就会发生变化。大部
分牛人是他们每次换了方向之后能够迅速上手并做的很好，这跟逻辑思维相关，
逻辑思维好的人能够很快抓住事物重点，这是研究生应该重点培养的能力。
15. 然而自己有个疑问，在写英文论文的初期阶段，自己很难凭借脑海中几个高
中常用的英语短语和句式写出专业的文章，这种情况是需要我们像写英语作文一
样去网上搜索学术论文模板去背诵吗，还是说有更好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表达水
平？
A: 不要找模板背诵，找几篇跟研究课题相关的，你觉得写的清楚的论文仿照的
论文风格来写。
16. 对于未发表但已收录在 arxiv 的论文，或是其他预印版的论文，也可以引用
吗
A: 可以，不宜太多。
17. 画图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A: 画图跟审美相关，工科学生只能多参考那些画图漂亮的文章提高自己的审美
能力。画模型框架图时，图中的部分要与文中的子模块描述能够一一对应。不要
出现图中画的是 A 模块，写在论文时又用 B 模块表述。

论文实验问题
1. 一般来说，要做的实验非常多，但是，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
A: 看跟你相关课题的论文做了哪些实验。跟导师讨论。不要闷头自己做，做完
了可能白做。
2. 对比实验中，直接用原论文中的实验结果，还是用自己跑出来的结果?
A: 用自己跑出来的结果
3. 实验设置的参数如何介绍?是在实验章节最开始的”experiment setup”介绍全
部的实验设置还是在具体的图表中介绍参数是多少?如果参 数实在太多，是不是

可以忽略一些参数的设置，或者在附录中列出详 细的参数?
A: 一般放在 experiment setup 中介绍，一般只介绍重点参数。
4. 如果无法复现论文，而审稿人要求对比论文的实验结果怎么办?
A: 非常相关的论文，没有公布 code 就自己写。一般审稿人要求复现某方法，争
取复现。实在没有办法复现，要说出该论文和你论文的不同点，说明不比较的理
由。理由不能是我写不出他方法的 code。
5. 我们是否要花费大量时间在模型的调参中，如果不进行消耗大量精力这一步，
模型的效果又很难和别人进行比较。
A: 效果比不上别人，不调参就只能改模型了。
6. 复现它人模型代码时，复现的实验性能相对于论文展示的结果低 0。5%-2%。
那么在撰写论文时，我应该写我复现的实验结果还是照抄原论文的结果（+引用）。
A: 用你复现的实验结果。数据、实验环境不同，导致复现结果与论文展示结果
有不同很常见。
7.（针对硕士 C 类论文而言）如果在一篇最新论文的基础上根据它存在的一系列
问题进行改进。例如，实验时有 5 个研究指标，有 3 个指标超过了原先论文
（0.5~3%），但相对的有 2 个指标弱于原先论文（0.1%~2%），算是有所改进？（换
个问法，即改进的定义）。
A: 改进不取决你的实验结果，取决于你的模型在理论上是否真的有优势。如果
这个模型创新性不够，或者理论改进不大，即便实验结果好也无意义。调参还能
调出个好结果呢。
8. 从一篇学术论文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 contribution 可以看做足够，实验充分
是需要把相关的数据集和模型都使用才能称作实验充分么，
A: 不同方向的论文，对 contribution 的定义不同，如系统工作和理论工作对
contribution 的要求会不一样，可参照跟你课题相关的论文。对一般学术性论文
来说 idea 有创新，模型对应的公式有创新，实验完善。
实验充分不是要把所有相关的数据集和模型都跑完才算完善，而是设计不同的实
验从各角度来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
例如做文本分类工作，accuracy 实验展示模型的分类精准度，参数调整实验可以
反映模型对参数是否敏感，有噪音数据反映模型是否鲁棒，损失函数曲线反映模
型是否收敛和收敛速度等。根据工作的侧重点，选择不同的实验多方证明模型的
有效性。

论文选题相关问题
1. 今年开题比较早，还没有学好基础知识就要开始研究，感觉自己压力比较大，
不知道如何下手，希望得到老师的解答。

A: 说明前期没有抓紧，要比别人更努力，追上别人的进度。压力大不要怕，谁没
个压力大。
2. 当我对一个课题有新 idea 的时候，很多时候很难做到百分百全面的相关调研。
我的 idea 可能有人已经做过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按照我的 idea 完成了我的
工作，这样的 工作还会被认可吗?在这种情况如果被审稿人拒绝了，还能有什么
比较有效的补救的办法 吗?工作会浪费掉吗?
A: 不会被认可，会被拒掉，工作会被浪费，很难有补救的方法。所以前期调研很
重要，即便在开始课题工作了，仍旧要一直调研。
3. 如果研究方向比较小众，那些引用率比较低和发在不是很好会议上的一些论
文还有必要去看吗？
A: 可以看看，有个了解，但是发在不好会议上的论文几乎不重要。
4. 在科研入门时，怎样找到一个好的问题?(这里的“好” 我觉得是问题的难度符
合研究者的水平，不会太难也不会太简单)
A: 多跟导师讨论。
5. 假如导师对你的研究方向不是很赞同，因为导师喜爱的方向不在这，但这个方
向又很好，也能找到资源，那怎么办?
A: 导师不喜爱这个方向一定有自己的考虑，例如这个方向很好，但是大家都做，
所以竞争激烈。例如导师的资源不在这里，所以帮不上你的忙。例如导师不懂这
个方向，难以有效的指导你。好方向太多，人的精力有限，只能取舍。如果学生
真的找到了靠谱的资源，该资源还能帮上你，可以和导师商量。否则，方向再好，
资源再多也不是自己的。
6. 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感觉自己想不出什么能够创新的点或者可以做的点
A: 论文看少了，且要带着思考看论文。
7. 如果开始了一个独立的课题，师兄师姐都没尝试接触过的，是不是基本上就很
难了?现在确实对自己挺担忧的。
A: 还好，别人的帮忙有限，最后还是要靠自己。成功的例子比失败的例子多的
多。

其他问题
1. 有时不知该如何调整研究时的压力，尤其是当身边的同学进度比自己快，自己
又陷入瓶颈的时候，就会觉得身心疲惫。
A: 正常，打游戏，看球，刷剧时欠下的债总有一天要还的。只要比别人更抓紧就
能赶上来，这样成功的案例很常见。

2. 会议论文和期刊论文的异同，包括写作方式、投稿方式、审稿方式等等。
A: 问题太笼统了。不同会议，不同期刊的投稿方式、写作方式、审稿方式都不
同。一种网上查资料，一种自己投了试试。
3. 怎么样在着手做的课题项目中，敏锐地探求到这其中可以创新的地方？项目
紧张与学术研究怎么来平衡？
A: 我也不知道怎么敏锐的探出创新点，可能是大牛的技能。比较难平衡，抗压
能力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4. 在论文答辩过程中，如何锻炼能使自己的汇报逻辑清晰明了，使听论文汇报的
老师同行能够明白自己所做的工作。
A: 找好多人汇报，问他们听不听得明白自己的工作。
5. 为什么很少有计算机领域的相关会议或期刊要求投稿人在投稿时，附带上源
代码或者源代码的下载地址呢？
A: 很多，而且附代码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自己发表论文时，一定要整理好实
验数据和代码，做好发布。
6. 论文除了引用量和分级系统，还有哪些评注指标?
A: 主要这两个指标，还有影响因子。
7. 很多顶会都有多个合作作者，他们一般是怎么合作的呢?
A: 互相讨论，远程组会，改文章和做实验。合作方式很多。
8. 想询问老师关于一些时间安排方面的问题，比如什么时间节点之前得开始投
稿之类的
A: 从你毕业时间节点开始算，用倒推法。记得投稿可能有被拒的可能，给自己
留足时间。
9. 自己写过的初稿在不同的老师那里得到了不同的建议，这些建议也许是冲突
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抉择呢？以及在一遍一遍的改稿中一遍一遍地怀疑自己，
感觉越改越糟怎么办？
A: 有时是会发生这种情况，抓住一个主要负责人，跟着这个人的建议走，其他
意见只供参考。
10. 对于我们在读学生来说最为重要的应该还是学位论文的撰写，包括开题、中
期还有最后的学位答辩每个阶段应该侧重什么，全程应该把握什么，这一块内容
我存在着一定的疑惑，也希望老师可以给予解答。还有最后的答辩前审稿有哪些
形式，我校的盲审是怎么样的，这些个人是比较关心的问题，希望老师在有空时
可以补充一下。
A: 论文撰写、开题、中期和答辩最侧重的都是表达出你干了什么与众不同的事，
老师只想知道你的研究工作做了哪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别人没有做过的，而且这

些事情是有价值。
没想过全程应该把握什么，每个阶段都只能全力以赴。
不知道我校盲审怎么样，没有创新点和工作量怎么盲审都难通过。

对课程或者老师的建议
1. 希望老师能能增加一部分内容，是教我们如何切入一个问题，对一个科研的问
题是否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思考方法进行分析。
A: 这个不好教，读完书自己摸索出来的。只有自己实践才有感觉，每个人体验
也不一样，可能只有大牛才能教。
2. 对于论文结构的例子，我觉得可以多举几个例子可以有对比。不然一个例子来
讲的话，因为方向的问题有时候很难套用那个结构的特点而学不到文章的优点。
A: 好的。
3. 希望老师在上课时能够讲述自身在做科研的遇到的瓶颈、难题以及突破瓶颈、
难题时的亲身经历和方法。
A: 瓶颈很常见，刚开始类似于边哭边做。后来瓶颈碰的多就习惯了。
4.老师已经讲的非常详细，廖清老师也很有逻辑条理，非常干货了，几乎都是 一
针见血。覆盖面也全。课程我会打接近满分。唯一的建议就是希望保持下去!
A: 谢谢。
5. 除了自己的同学，老师可以更多分享一些自己当初读博期间科研和写作步步
深入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可能更能引起同学们的共鸣。
A: 好的。
6. 不知道廖老师能不能抽时间讲讲怎样高效地读论文，以及读完后怎样做笔记？
A: 好的。
7. 希望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讲一下如何正确的引用文献。
A: 好的，以后举几个例子。
8. 预定腾讯会议时，可以设置参会者加入会议后自动将麦静音，该方式能提高上
课质量。
A: 谢谢提醒。
9.上课的时候老师可能登录了网页微信，因此上课有时会间断听到微信的消息提
醒。
A: 是的，谢谢提醒。
10. 如果这门课能在研究生第一学期上就更好了，这样可以让学生更早的了解研

究生和本科生的本质区别，尽早投入到课题的研究中
A: 谢谢提醒，之后跟学院反映一下。
11. 希望了解的是一些论文写作的细节，比如什么时候要用花体，什么时候要用
意大利体等。
A: 无固定模板。一般这类字体可以少用，不用不会对论文有影响。
12. 该课程我觉得很有用处，所以希望老师以后可以整理一份录屏供大家反复观
看，因为很多东西在用到时去看更有效果。
A: 好的，如果有时间就去录。
13. 我觉得老师可以适当讲一下论文如何选题，在选择了大方向之后如何选择小
方向，同时 如何细化研究内容，在前人方法的基础上改进的时候，怎样的创新
度是够发表一篇论文的。
A: 好的，以后举几个例子。
14. 如果可以对相关文献的查询方式讲解更详细一些就更好了，
A: 好的，以后举几个例子。
15. 这门课唯一的遗憾是开课开的太晚，希望能早点开课（秋季学期开题或者春
季学期上半学期）。
A: 谢谢提醒，之后跟学院反映一下。
16. 希望老师在论文写作的方法章节在讲解的更详细一些，给一些行文的规范。
A: 好的，以后多给几个例子。
17. 希望老师能有课间休息一下，老师一次讲课两个小时也非常辛苦。
A: 谢谢
18. 希望老师以后可以多讲一些关于英文写作的具体技巧。
A: 好的，以后多给几个例子。但是没太大用，英文写作还是靠自己不停的写和
不停的被拒来提高。
19. 如果能详细举例再讲一下如何判断课题研究的合理性会更好。
A: 好的，以后多给几个例子。
20. 老师的课对我帮助很大，但是我不太认同老师说研究生编码能力不重要的观
点，因为大多数同学硕士毕业都是去工作，只有少部分同学留下来读博。既然是
工作，那编写代码的能力就不能差。所以我希望老师可以鼓励同学们培养科研能
力，但同时不要落下编码能力。
A: 听岔了，代码能力很重要，是不应该在研究生阶段成为瓶颈的基本能力。一
份好的系统工作比发一篇顶会论文难多了。

只是当编程能力不再成为自身瓶颈时要注重培养科研能力，不论以后去工作和读
研，碰到新事物有独立研究能力都会让自己脱离普通工程师行列。
21. 建议可以多一些结合实际案例的分析讲解，包括论文写作遇到的一些典型的
问题等等。
A: 好的。
22. 想问一下老师怎么看待【不做学术就不要做 Phd】这种说法。
A: 不太认同。周围同学 PhD 去公司和继续做学术的五五分，未来 PhD 去公司的
会更多。但是 PhD 继续做学术的确是一条传统路径，且一点不亏。
23. 建议录屏回放
A: 好的，如果有时间就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