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体育学院研究生教育学院文件 
 

鲁体院研字〔2020〕21 号                                                            
 

关于 2020 届硕士研究生冬季答辩的通知 

各院、部、处、室、校： 

根据我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流程，2017 级学术型硕

士、2018 级非全日制硕士、2018 级专业硕士和 2011-2015

级在职体育硕士论文进入冬季答辩阶段。答辩时间安排在

2020 年 12 月 20 日进行，答辩论证会均采用线上形式进行。

答辩具体实施方案详见附件 1，答辩学生名单详见附件 2，

答辩材料提交等事宜详见附件 3。 

 

附件 1：2020 届硕士研究生冬季答辩工作实施方案； 

附件 2：2020 届硕士研究生冬季答辩学生名单； 

附件 3：2020 届硕士研究生冬季答辩材料提交事宜一览

表。 

                             

                                研究生教育学院 

                            2020 年 12 月 10 日 



附件 1： 

山东体育学院 2020 届硕士研究生冬季答辩 

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规范我校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过程，保证学位

论文答辩质量，根据《山东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管理规定》（2014），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答辩组织 

1、研究生教育学院具体负责答辩工作的组织，成立研

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领导小组。  

2、研究生答辩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答辩学生专业及研究

方向进行分组，每组设答辩秘书 1 名，具体负责答辩组织工

作（包括：与答辩主席及成员的联络与服务、答辩过程的组

织、答辩论文收集与派送，以及答辩其他工作等）。 

3、研究生答辩工作领导小组对答辩工作过程进行指导、

检查和监督。  

4、每个答辩会场设工作人员 1 名，配合答辩秘书负责

答辩学生、导师的签到和其他服务工作。 

二、学位论文答辩报告内容 

答辩报告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学位论文研究目的与意义； 

2、学位论文研究综述； 

3、学位论文研究方法； 



4、学位论文研究结果及分析； 

5、学位论文结论与建议； 

6、学位论文创新点； 

7、致谢。 

    三、学位论文答辩论证会 

1、答辩论证会专家组成 

论证会专家组由 3名具有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及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答辩主席由正高级职称的校外知名

专家担任，专家由研究生教育学院聘请。  

2、答辩论证会形式 

本届答辩论证会选用腾讯会议平台。具体安排如下： 

（1）12 月 15 日，学位办对答辩秘书和工作人员进行线

上业务培训工作； 

（2）12 月 16 日，答辩秘书安排好各自答辩组的线上答

辩演练工作，并上报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 

（3）12 月 17 日，在答辩学生 QQ 群和导师 QQ 群里公布

答辩分组、线上链接和会议 ID，导师列席答辩论证会； 

（4）12 月 20 日上午 8:00，研究生教育学院线上召开

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的答辩前会议； 

（5）12 月 20 日上午 8:30 答辩正式进行，各答辩组组

长负责整个答辩的具体工作； 

（6）答辩论证会后，当场宣布答辩结果，并将电子版



材料上报学位办。 

3、答辩论证会程序 

（1）答辩秘书介绍答辩论证会主席及成员 

（2）答辩秘书宣读论文答辩人须知：“答辩人论文陈述

（必须使用 ppt）时间 10 分钟，答辩秘书在 8 分钟时提示，

论文陈述人注意陈述用时。论文答辩提问与回答时间为 5-10

分钟。” 

（3）答辩主席主持论文答辩论证会 

答辩会主席宣读：“山东体育学院 2020 届硕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答辩会现在开始。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山东体育学

院 2020 届硕士研究生：***等同学修满规定学分已完了成课

程学习，考试（核）合格。经研究生教育学院学位办公室审

核，上述申请人符合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现在进行学位

论文答辩。” 

4、答辩评议会程序  

（1）答辩评议会期间，导师和答辩研究生回避。 

（2）专家提出对答辩通过和不通过的依据。 

（3）专家对答辩结果投票表决。 

5、答辩论证会结论 

（1）论文答辩实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超过半数的专

家通过，则视为“同意授予学位”，否则，则视为“不同意

授予学位”。 



（2）对未通过的论文，是否同意在一年以内加以修改，

重新答辩一次，应作出明确的决议（需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

过）。 

四、材料报送 

答辩论证会结束后，答辩所有电子材料由答辩秘书整理

与填写完整，送交研究生教育学院学位办公室备案。 

五、延期答辩有关规定 

1、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答辩论证，需办理延期答辩

申请。 

2、答辩未能通过的需要办理延期答辩申请。 

3、重新答辩申请表提交时间为第一次答辩后 1 周内上

报至研究生教育学院学位办，重新答辩时间一般为 3-6 个月

后，由研究生教育学院组织统一答辩。 

注: 重新答辩申请表在“研究生教育学院主页->下载专

区”区下载。 

   五、保密责任 

为保证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的保密性，所有参与此次学位

论文答辩的人员，不得随意泄露答辩论证专家组成员名单、

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等涉及保密及知识产权的内容。如有泄

密，将追求相关人员责任。 

   六、答辩论证费用使用 

答辩所需费用由研究生教育学院学位办报经费预算，经

研究生教育学院申核同意后统一支取。 



附件 2： 

2020 届硕士研究生冬季答辩学生名单 
 

编号 学号 姓名 学生导师 申请专业 

1 T104571711013 雷淇源 袁宏 社会体育指导 

2 T104571502017 刘宗霞 原维佳 运动训练学 

3 T104571501030 孙伟恺 程昊 体育教学 

4 T104571402007 万琳 田敏 运动训练 

5 104571808014 曲彦青 刘健 社会体育指导 

6 104571807036 张智民 张晓东 运动训练 

7 104571807028 王冕 张晓东 运动训练 

8 104571806035 朱志莹 周曰智 体育教学 

9 104571711043 周铂 包信通 运动康复学 

10 104571704011 汪鹭 李骁君 体育教育训练学 

11 104571601009 张猛 马玉华 体育人文社会学 

12 104571811016 翟翔宇 马健 体育教学 

13 104571811020 杨志嵩 陈艳萍 体育教学 

14 104571811017 孙兆民 李彦 体育教学 

15 104571811007 常丽亚 刘鹏 体育教学 

16 104571811010 范文同 李圣 运动训练 

17 104571811003 闫桂玲 赵勇 体育教学 

18 104571811028 张强 卜宪贵 运动训练 

19 104571811030 董慢慢 闫二涛 体育教学 

20 104571807009 闫英磊 冯晓玲 运动训练 

附件 3:  

2020 届硕士研究生答辩材料提交事宜一览表 

事项 时间 联系方式 

提 交

电 子

版 论

文 

2020.12.16 

论文电子版（pdf 格式）由本人提交至 2230643358@qq.com 邮箱； 

每位同学文件名用“年级-姓名-导师姓名”表示，如“2012-刘洋-

曲国洋”。论文中，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页要求

导师和学生的亲笔签名（电子签名）。 

正 式

答辩 

2020.12.20 上

午 8：30 

电话：0531-89655109； 

形式：线上； 

地点：答辩组组长自行确定。 

论 文

终 稿

提 交 

2020.12.25 

论文电子版（pdf 格式）由本人提交至 2230643358@qq.com 邮箱；  

每位同学文件名用“年级-姓名-导师姓名”表示，如“2012-刘洋-

曲国洋”。论文中，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页要求

导师和学生的亲笔签名（电子签名）。 

mailto:论文电子版（pdf格式）由本人提交至2230643358@qq.com
mailto:论文电子版（pdf格式）由本人提交至2230643358@qq.com


提 交

档 案

材料 

2020.12.16 

4 份电子版材料整理好，提交给班长，答辩前提交给答辩秘书，缺

一不能答辩。材料包括： 

1.答辩审核表（导师亲自签名）； 

2. 山东体育学院硕士学位申请书（该材料进入档案和信息注册时

使用，信息不得错误）； 

3.硕士学位信息登记表（要求信息必须准确，将来要在教育部学位

信息注册时使用，如果因你自己不认真填写错误导致的学位证书注

册错误，后果自负）； 

4、答辩决议书 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