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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科大学位字〔2022〕7 号 

 
 
 

 

学校各部门： 

《西南科技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

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现印发

实施，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西南科技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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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教育部令第 34 号）、《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

法》（教育部令第 40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服务全民终身

学习 促进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

的通知》（教职成厅〔2019〕8 号）和《西南科技大学本科毕业

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西南科大教字〔2017〕67 号）等

文件精神，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营造学术诚信氛围，杜绝

学术不端行为，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位论文质量，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拟申请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士学位的

毕业生（指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本科毕

业学生，以下简称“成教本科毕业生”）。 

第三条 学位论文指拟申请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

位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 

第二章 检测范围与标准 

第四条 学校使用“维普论文检测系统”“CNKI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或“大雅论文检测系统”等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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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查重检测。 

第五条 论文查重检测范围主要包括学生论文题目、摘要、

关键词、目录、绪论（引言）、正文、结论（结语）、参考文献

等部分。 

第六条 以学校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查重

合格标准作为成教本科学生对应专业学位论文查重检测合格标

准（详见附件）。 

第三章 检测组织与结果应用 

第七条 学生将自检合格的学位论文和对应的查重报告提交

学校。学校学位论文检测工作由成人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和

各教学学院共同组织进行。成人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以下

简称“成网学院”）负责成人高等教育和网络教育学位论文的检

测；各教学学院负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位论文的检测，检测结

果报送成网学院。 

第八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当次学位申请无效。 

（一）学位论文未通过学校检测； 

（二）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与毕业答辩的毕业设计（论文）

不一致； 

（三）提交的学位论文经过学术不端处理致使系统无法正确

检测； 

（四）存在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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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其他 

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成网学院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成人高等教育各专业本科学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合格

标准 

 

 

 

 

 

 

 

 

 

 

 

 

 

  西南科技大学学位办              2022 年 1月 16 日印发 



附件：

成人高等教育各专业本科学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合格标准

序号 学习形式 层次 本科专业名称 本科专业代码 授位专业名称
授位专业代

码
学位类别

学位类
别代码

学位论文查重
检测合格标准

(＜)
备注

1 成人教育 高起本 工商管理 120201K 工商管理 120201K 管理学 412 30%

2 成人教育 高起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工学 408 30%

3 成人教育 高起本 土木工程 081001 土木工程 081001 工学 408 30% 设计类免检

4 成人教育 高起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102 管理学 412 30%

5 成人教育 专升本 法学 030101K 法学 030101K 法学 403 30%

6 成人教育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201K 工商管理 120201K 管理学 412 30%

7 成人教育 专升本 环境设计 130503 环境设计 130503 艺术学 413 30%

8 成人教育 专升本 会计学 120203K 会计学 120203K 管理学 412 30%

9 成人教育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202 工学 408 30%

10 成人教育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工学 408 30%

11 成人教育 专升本 土木工程 081001 土木工程 081001 工学 408 30% 设计类免检

12 成人教育 专升本 音乐学 130202 音乐学 130202 艺术学 413 30%

13 成人教育 专升本 应用化学 070302 应用化学 070302 理学 40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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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等教育各专业本科学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合格标准

序号 学习形式 层次 本科专业名称 本科专业代码 授位专业名称
授位专业代

码
学位类别

学位类
别代码

学位论文查重
检测合格标准

(＜)
备注

14 网络教育 专升本 法学 030101K 法学 030101K 法学 403 30%

1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英语 050201 英语 050201 文学 405 30%

16 网络教育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050101 汉语言文学 050101 文学 405 30%

17 网络教育 专升本 交通工程 081802 交通工程 081802 工学 408 50%

18 网络教育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工学 408 30%

19 网络教育 专升本 土木工程 081001 土木工程 081001 工学 408 30% 设计类免检

20 网络教育 专升本 工程管理 120103 工程管理 120103 管理学 412 30% 设计类为70%

21 网络教育 专升本 工业工程 120701 工业工程 120701 工学 408 30%

22 网络教育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202 工学 408 30%

23 网络教育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080701 工学 408 30%

24 网络教育 专升本 农学 090101 农学 090101 农学 409 30%

2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会计学 120203K 会计学 120203K 管理学 412 30%

26 网络教育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201K 工商管理 120201K 管理学 4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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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等教育各专业本科学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合格标准

序号 学习形式 层次 本科专业名称 本科专业代码 授位专业名称
授位专业代

码
学位类别

学位类
别代码

学位论文查重
检测合格标准

(＜)
备注

27 网络教育 专升本 经济学 020101 经济学 020101 经济学 402 30%

28 网络教育 专升本 公共事业管理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120401 管理学 412 30%

29 自学考试 专升本 数字媒体艺术
四川：W130508
云南：130508A0

视觉传达设计 130502 艺术学 413 30%

30 自学考试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服务
四川：Y071602
云南：0716020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102 管理学 412 30%

31 自学考试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四川：W120102
云南：120102A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102 管理学 412 30%

32 自学考试 专升本 投资学 四川：W020304 经济学 020101 经济学 402 30%

33 自学考试 专升本 会计学 四川：W120203K 会计学 120203K 管理学 412 30%

34 自学考试 专升本 现代商务 四川：Y020263 电子商务 120801 管理学 412 30%

35 自学考试 专升本 电子商务
四川：W120801
云南：120801A0

电子商务 120801 管理学 412 30%

36 自学考试 专升本 工商管理 四川：Y120201K 工商管理 120201K 管理学 412 30%

37 自学考试 专升本 财务管理 云南：120204A0 会计学 120203K 管理学 412 30%

38 自学考试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四川：W120206 工商管理 120201K 管理学 412 30%

39 自学考试 专升本 机电设备与管理 四川：Y080338 工业工程 120701 工学 40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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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等教育各专业本科学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合格标准

序号 学习形式 层次 本科专业名称 本科专业代码 授位专业名称
授位专业代

码
学位类别

学位类
别代码

学位论文查重
检测合格标准

(＜)
备注

40 自学考试 专升本 机械电子工程 四川：W080204 工业工程 120701 工学 408 30%

41 自学考试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川：W080202
云南：080202A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202 工学 408 30%

42 自学考试 专升本 道路与桥梁工程 四川：Y080807 土木工程 081001 工学 408 30% 设计类免检

43 自学考试 专升本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四川：W081006T 土木工程 081001 工学 408 30% 设计类免检

44 自学考试 专升本 建筑经济管理
四川：Y020221
云南：02022100

工程管理 120103 管理学 412 30% 设计类为70%

45 自学考试 专升本 工程管理
四川：W120103
云南：120103A0

工程管理 120103 管理学 412 30% 设计类为70%

46 自学考试 专升本 建筑工程 四川：Y080806 土木工程 081001 工学 408 30% 设计类免检

47 自学考试 专升本 土木工程 四川：W081001 土木工程 081001 工学 408 30% 设计类免检

48 自学考试 专升本 工程造价管理 云南：B082231 工程造价 120105 工学 408 30% 设计类为70%

49 自学考试 专升本 工程造价 云南：120105A0 工程造价 120105 工学 408 30% 设计类为70%

50 自学考试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四川：W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080701 工学 408 30%

51 自学考试 专升本 自动化 四川：W080801 自动化 080801 工学 408 30%

52 自学考试 专升本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四川：Y080612
云南：0806120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工学 40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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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等教育各专业本科学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合格标准

序号 学习形式 层次 本科专业名称 本科专业代码 授位专业名称
授位专业代

码
学位类别

学位类
别代码

学位论文查重
检测合格标准

(＜)
备注

53 自学考试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川：W080601
云南：080601A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工学 408 30%

54 自学考试 专升本 英语 四川：Y050201 英语 050201 文学 405 30%

55 自学考试 专升本 商务英语
四川：W050262
云南：050262A0

商务英语 050262 文学 405 30%

56 自学考试 专升本 交通土建工程 四川：Y080809 交通工程 081802 工学 408 50%

57 自学考试 专升本 环境设计 四川：W130503 环境设计 130503 艺术学 413 30%

58 自学考试 专升本 法学 四川：Y030101K 法学 030101K 法学 40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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