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亲爱的同学：
欢迎您进入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和我们一起
开始更高层次的学习和研究阶段。对于选择到浙江大
学机械工程学院攻读研究生的同学们，我们希望您们
能仔细思考竺可桢老校长的两个经典问题，明确自己
的目标，坚定自己的信念。同时，我们在日常工作中
也常常问自己，机械工程学院能够为同学们带来什么？
在学院求学阶段的学习和科研训练能够把学生培养成
什么样的人？因此，机械工程学院也会尽力为您创造
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使您们在
研究生阶段中学习得更加愉快，更加顺利，从而收获
美好的明天。
本着这样的想法，我们梳理了硕士、博士研究生
培养的整个阶段，并针对学籍、培养、过程管理、学位、
毕业等环节中的重点事项、同学们需要经常接触的事
项、及流程操作复杂的事项做了整理，编制了这本《浙
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手册》，希望对您们即将
展开的学习和科研生活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手册
主要包括：学院及学科介绍、新生导引、研究生培养、
学位申请、毕业离校、事务管理、研究生奖助及学生
活动、服务信息等。
然而本手册的内容并没有涵盖所有研究生学习过程中需要了解的全部内容，所以大家仍需
要经常登陆下面几个网站，里面涵盖了许多重要资源和最新通知信息，请大家仔细阅读：
研究生院网站：http://grs.zju.edu.cn，主页左上角的内容需要仔细研读，其中“奖学金及各
类资助”、“培养过程及管理”、“学位申请及规范”这几栏里面的内容与同学们的读研生活
息息相关，遇到问题请先查阅这里的文件。最下面“办事大厅”里的“办事指南”是各类办事
流程的简要而清晰的说明，对同学们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各类证明”是详尽的研究生学籍管
理指南流程；“下载专区”是各类表格的汇总，需要什么表格可直接进去搜索下载。
机械工程学院网站：http://me.zju.edu.cn/，系统会自动识别 IP 地址，如在浙大端口输入此网址，
则直接进入内部网；如在非浙大端口输入此网址则直接进入公众网（主要为宣传和展示作用），
要想进入内部网，先要通过 RVPN 登录后，再输入学院网址即可。我们所有的重要通知一般都
发布在内部网的“最新通知”，或“研究生”栏目里，请同学们经常关注浏览。
浙江大学综合服务网：http://www.zju.edu.cn/zhfw/，与机械学院网站一样，如为外网需先通
过 RVPN 登录后即可进入。该网站涵盖了学校关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术报告等的重要通知，
以及浙大通行证、班车查询、图书馆、电子离校单、财务综合平台等常用应用。请特别关注“办
事大厅”，内有各类事项办理流程及说明。
本手册所提供信息仅供参考用，实际操作以学校、学院最新颁布的文件为准。请予以注意。
囿于我们水平有限，所编的手册尚有许多不足，还请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深表感谢。同时，
希望同学们能通过这本《研究生手册》，比较全面地了解机械工程学院的研究生培养，也能够
更加主动地去规划自己的研究生生涯，并积极参与到学院的各项活动中来，顺应时代发展，挖
掘内在能量，全面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最终成为一名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卓越人才。我们
将以您为傲！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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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生导引
1.1 走近校园

团结·务实·创新

院徽

院训

学院研究生工作部门
研究生科：

宋晓云 王芳官

负责研究生招生、学籍、过程管理、选课、考试 、出国（境）、

			优博资助、学位、答辩、毕业、学生证、四六级等。
办公电话：８７９５１９３１

地址：教一 ３２２

ｗｆｇ＠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王芳官 ）

		
团委：

邮箱：ｓｏｎｇｘｙ＠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宋晓云 ）

任思丹		 负 责 评 奖 评 优、 困 难 补 助、 岗 位 助 学 金、 学 生 就 业、 文 体 活 动、

			思政教育、学生档案、学生党建、学生团建等。
办公电话：８７９５１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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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教一 ３２９

手机：１８７５８８７１１５５（６６１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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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业教育是研究生新生入学的必须过程，每一名研究生新生有义务参加每一场教育活动，如无特殊情况，未按

1.2 研究生相关管理系统说明

规定完成始业教育的研究生新生将失去当学年度各类评奖评优资格。

学校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５ 日起开通了研究生新生服务网（ｈｔｔｐ：／／ｒｅｇｉ．ｚｊｕ．ｅｄｕ．ｃｎ），该系统包括学校的有关公告、
缴费信息、住宿安排、新生需完成的测试以及其他环节。所有新生必须登录系统，完成相关手续。

始业教育活动一般从从新生报到之后开始，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举办各类型活动十余场次，大致活动内容
如表所示。

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ｈｔｔｐ：／／ｇｒ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ｇｒｓｉｎｆｏ．ｈｔｍｌ＃ａｎａｍｅ）涵盖了浙江大学全体研究生的
学籍管理、课程管理、学位申请等全部培养环节，今后的一切教学和管理操作都将在此系统进行。新生入学后必须

研究生始业教育主要活动内容

进入此网站维护个人基本信息，只有在维护、完善个人基本信息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新生入学注册。信息有变化要
及时更新。

专题

1.3 研究生新生信息维护的办法

主题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学术规范辅导

研究生的学术
规范问题

对于目前的学术规范现状介绍，针对学术失范的问题原因分析，学
校在学术规范方面的举措等。

校史校情教育

机械学科发展
及研究生培养

介绍浙大的基本情况，机械学科在浙大的发展情况，以及研究生应
当如何更好地把握好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图书资料使用

图书资料使用

如何有效使用浙大丰富的图书馆资源，馆舍分布、馆藏资源概况、
常用数据库检索以及机械类相关专业资源查询等方面。

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生的心理
调适

研究生的心理特点以及主要心理压力来源，结合近年心理咨询的分
析数据，为同学们详细介绍研究生最常见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

安全教育

１． 生活安全
２． 实验室安全

通过图片影像等资料给同学们分析了实验室事故频发的一些主要原
因，告知同学们遵守实验室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性。从国家安全、
治安安全、消防安全和交通安全等四个部分进行系统阐述。

宗教观教育

我国宗教政策

介绍了我国的宗教现状、宗教政策以及关于大学生宗教认知方面的
问题。

校歌教唱

所见面会

师生见面会、新老生交流、学唱校歌、德育导师见面会、党团班组建。

新生党员教育

支部活动

支部组建，支委选举，第一次党支部会议。

新老生党员交流

支部活动

支部组建，支委选举，第一次党支部会议。

导师见面会

所见面会

师生见面会、新老生交流、学唱校歌、德育导师见面会、党团班组建。

德育导师见面会

所见面会

师生见面会、新老生交流、学唱校歌、德育导师见面会、党团班组建。

职业生涯规划

研究生的职业
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能够帮助同学们确定职业方向和目标、制定教育和发
展规划、确定行动时间和方案，对同学们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院士报告会

研究生的培养
与成长

计划：关于机械学科的发展、机械学院研究生的培养、研究生的成
长之路等方面的内容。

根据教育部要求，新生入学后学校要上报准确的新生名单，同时也为了规范研究生管理，要求研究生新生入校
后对个人信息进行维护，具体办法如下：
一、维护时间：自新生报到日起一个月内。
二、维护办法：从研究生院主页－ ＞ 管理信息系统－ ＞ 学生登录，用学号（用户名）、身份证后 ６ 位（密码）
登录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进入《修改个人信息》，选择信息框上方的栏目框，分别对“个人基本信息”、
“来源信息”、“家庭信息”进行维护，修改后保存即可。密码不详或有误的可以到学院研究生科查询。
三、维护的基本内容：身份证号、出生日期、民族、籍贯、个人联系电话、电子信箱、婚况、家庭成员信息、
家庭地址、家庭联系电话、个人简历。

辅导
专题

系统中没有照片的同学，应当在 ＞ 学生登录（校内外）口登录，在《查询个人信息》界面上传本人的证件专用（彩
色、正面、大头）数码照片 ， 规格为 ２００＊１５０ 象素，文件不大于 １００ＫＢ。（ 文件名最好不要含除汉字、数字、英文
字母以外的其它符号，否则会无法上传。）
修改姓名、身份证号、民族信息，需提交本人申请（学院研究生科负责人签字、盖公章）及户籍管理部门的证明。
申请及证明需交研究生管理处学籍管理办公室（交省教育厅审核备案）。
身份证号由 １５ 位升为 １８ 位的凭新身份证，由学院研究生科老师负责操作。
四、注意事项：
⑴“出生日期”与“身份证号”应当相对应。
⑵“籍贯”应填写到“省 ＼ 自治区、市 ＼ 县”，如“浙江省泰顺县”。
⑶“职称”是指学生本人的职称，没有的不需填写。
⑷“家庭信息”中，父母及已婚者的配偶信息必填。父母不在世的可不填或填“已故”。父母是农村的，工作
单位填“务农”，父母现没有工作的填“已退休”或“待岗” 或“无业”。

交流
专题

⑸“家庭地址”指学生父母户口所在地的家庭住址，已婚者可以填配偶户口所在地的家庭住址（双方均为在校
生的填写各自父母家庭住址）。
家庭地址应当填写完整，能够收到邮件。如 ＊＊ 省 ＊＊ 市（县）＊＊ 街道（路、乡）＊＊ 住宅区（自然村）＊＊ 单元（组）
＊＊ 号，邮编。父母亲长期不在老家居住的，需提供居住地社区居委会或派出所的证明。
“家庭电话”（如有）应当填写包括区号的电话号码或家人的手机号码。
⑹“火车到站名称”限于可以享受乘火车减价优待的同学填写。即享受普通奖学金的研究生，其家庭地址在杭
州市以外且火车可以到达的。

开放
活动

⑺“个人简历”从高中阶段起填写，分阶段逐行填写。
⑻在新生注册时，将由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检查信息维护状况，未进行信息维护的新生要补录，否则不予注册。
复查合格、信息完整的新生在打印出的《研究生新生登记表》上贴上照片并本人签名后存入个人档案。

学院开学典礼

⑼研究生入学以后结婚、加入党派组织或中共预备党员关系转正以及其它信息有变更的，或者军人取得居民身
份证后（需提交证明），应当主动到学院研究生教育科维护个人信息。

1.4 始业教育

其他
活动

研究生日常服务管
理
学长分享会

始业教育是研究生求学生涯之初的重要环节，通过内容丰富的始业教育活动，可以让新生起好步、开好头，为

机械工程学院
研究生新生开
学典礼
学院研究生日
常服务管理工
作解析
研究生生活

学院领导与新生见面并寄语，教师代表、老生代表勉励全体学生，
新生发言表达决心，学院领导欢迎研究生新生的到来。
具体介绍学院概况、评奖评优、文体活动、就业情况等与同学们息
息相关的工作内容，使研究生对学院工作有清晰了解。
通过优秀学长的成长经历，为刚入校的研究生指点迷津，明确未来
方向。

研究生尽快融入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和长远发展打好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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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生培养

类型

培养类别

2.1 研究生培养类型及培养方案
类型

培养类别

专业名称及代码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名称及代码

学科代码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２０１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培养方案
（请扫下方二维码查看）
普博

直博

普博

直博

普博

直博

普博

直博

普博

直博

０８０２０１

培养方案
（请扫下方二维码查看）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

机械设计及理论

学科代码

０８０２０３

０８０２０２

０８０２０３

科学学位

科学学位
博士研究生
车辆工程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２０４

０８０２０４

硕士研究生
工业工程

０８０２Ｚ１

工业工程

０８０２Ｚ１

外国留学生
外国留学生

机械工程

０８５２０１

专业学位
专业学位
工业工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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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7 级研究生学制及学分具体要求
学位
类型

学术
学位

专业
学位

2.4 硕士研究生主要培养事项一览图

培养类型

学制
（年）

总学分
（包括课程学分
及读书报告 ）

博士生

３－４

１４

１２

４

≥２

直博生
（硕博连读生）

５

３４

３０

７

硕士生

２－３

２６

２４

５

博士生

３－４

硕士生

２－３

课程学分
公共素质课

读书（实践）
报告学分

≥２

无要求

２

≥８

≥６

至少 １ 门

４

≥６

≥４

至少 １ 门

２

课程
公共
专业
专业
总学分 学位课 学位课 选修课

1.5 硕士研究生主要培养事项一览图

学分要求同上面学术学位研究生

2.3 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以培养具有工程科学与技术研究开发和管理能力的高素质研究型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为
目标，进行硕士研究生培养。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一、新生报到

一、老生注册

一、老生注册

一、老生注册

一、老生注册

二、导师双向选择

二、春夏季选课

二、学年考核

二、研究生三助

二、毕业环节审核

三、培养计划制定

及考试

三、学年考核

三、学位申请资格

及秋冬季选课
四、研究生贷款及

三、读书报告
四、硕转博申请

册
六、秋、冬季期末

三、硕士研究生
中期考核
四、硕转博申请

三助
五、新生复查及注

及评奖评优

五、研究生三助
六、暑期社会实践

五、研究生三助
六、读书报告
及开题

及评奖评优
四、读书报告
及开题
五、硕转博申请

审核
四、毕业生图像信
息采集及核对
五、论文答辩
六、毕业离校
七、毕业派遣
八、延长学制申请

考试
七、研究生党建和
社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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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

博士研究生主要培养事项一览图
2.6
1.6
博士研究生主要培养事项一览图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以培养具有工程科学与技术研究开发和管理能力的高素质研究型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为
目标，进行博士研究生培养。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至第九学期

第十学期

一、新生报到

一、老生注册

一、老生注册

一、老生注册

二、培养计划制定

二、春夏季选课

二、直博生中期考核

二、学年考核

及考试

（第五学期）

及秋冬季选课

及评奖评优

三、研究生贷款及三助

三、读书报告

三、研究生三助

三、毕业环节审核

四、新生复查及注册

四、研究生三助

四、读书报告及开题

四、学位申请资格

五、秋、冬季期末考试

五、博士生社会实践

五、博士生社会实践

六、研究生党建和社团

六、学年考核

审核
五、论文答辩

及评奖评优

六、毕业离校

七、毕业生图像信息

七、毕业派遣

采集及核对

八、延长学制申请

注：硕转博研究生的
中期考核时间，将根
据其转博入学时间另
行通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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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导师选择

2.7.2 博士研究生导师组成员申请
学校发布的《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浙大发研〔２００９〕４８ 号）以及“关于《浙

2.7.1 硕士研究生导师双向选择流程

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部分条款的解释”中指出：
关于《实施办法》第九条第 １ 项规定：“（ 一）以导师组（以导师为主，由合作导师或协助导师组成导师组，人
数一般不超过 ３ 人）集体指导培养博士生，以导师组中的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发表的学术成果亦予
认可。导师组成员名单应在研究生入学后一年内报学院研究生教育科，由研究生科管理人员作为导师之一录入‘研
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方为有效。”该项规定请按如下情况区别执行：
（１） ３－４ 年学制博士生，应在入学后 １－１．５ 年内确定导师组名单并录入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
（２） 硕博士连读生，应在入学后 ２ 年以内确定导师组名单并录入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
（３） 硕转博的博士生，应在办理博士生入学后半年内确定导师组名单并录入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
进行导师组成员申请的同学请填写《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组成员审核登记表》。

2.8 课程体系
研究生课程体系以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设置，课程性质分为公共学位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学位课、
专业选修课等 ４ 类。
每门研究生课程学分不超过 ２ 学分，每学分对应 １６ 个课堂内教学学时（不包括考试及课堂外自学学时），各专
业培养方案及培养要求请从研究生院管理系统中查询。

2.8.1 各类别课程体系设置
以下按照硕士生（科学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博连读（直博）生、博士生分别进行课程体系设置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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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 专业学位硕士 ) 课程体系设置

注：允许选修本学院其他专业学位课程；
图学方向的学生根据研究方向允许选修 Ｃ＋＋ 类课程作为专业学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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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学方向的学生根据研究方向允许选修 Ｃ＋＋ 类课程作为专业学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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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 硕博连读 / 直博 ) 课程体系设置

注：允许选修本学院其他专业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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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允许选修本学院其他专业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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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位申请

2.8.2 学院研究生重点建设课程介绍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开课学季 培养学生类型

２５１１００８

机电控制技术 ＩＩ

姚斌

夏季

博士

２５１２００１

机电控制技术 Ｉ

朱笑丛

春季

博士

２５２２００１

工程数值分析

梅仁伟

夏季

硕士

０８２２０２２

现代控制理论

雷勇

秋季

硕士

０８２２０２１

现代测试技术

刘伟庭

秋季

硕士

２５２３０７９

移动机器人控制

杨灿军

夏季

硕士

２５２３０７８

生物制造导论

尹俊

春季

硕士

２５１３００３

航空航天复合材料设计与制造

祖磊

冬季

硕士

２５２３０８０

智能感知与人机交互

杨赓

春季

硕士

２５２２００２

计算机辅助技术

刘振宇

冬季

硕士

０８２３０４９

有限元原理与工程应用

李德骏

冬季

硕士

２５２１００２

机电系统案例分析与设计

杨华勇

秋季

硕士

２５２３００８

微系统技术

谢金

春季

硕士

０８１３０１８

微机电系统工程基础

居冰峰

春季

硕士

２５２１００６

工程设计中的模拟与分析

王林翔

秋季

硕士

２５１１００７

精益理论与方法

唐任仲

秋季

硕士

０８１１０１７

工程问题的建模方法

谭建荣

秋季

博士

２５１２００１

机电控制技术 Ｉ

朱笑丛

春季

博士

０８１１０１７

工程问题的建模方法

谭建荣

秋季

博士

２５１２００１

机电控制技术 Ｉ

朱笑丛

春季

博士

０８２２０２２

现代控制理论

雷勇

秋季

硕士

０８２２０２１

现代测试技术

刘伟庭

秋季

硕士

０８２３０４９

有限元原理与工程应用

李德骏

冬季

硕士

２５２２００１

工程数值分析

梅仁伟

夏季

硕士

２５２２００２

计算机辅助技术

刘振宇

冬季

硕士

２５２２００３

机械工程力学基础

甘春标

冬季

硕士

3.1 学位申请流程图

全英文课程

双语课程

核心课程

学院平台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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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论文评阅答辩流程图

3.3 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
3.3.1 时间要求
以下时间点以第一季度毕业为例。申请其他季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请参照此时间节点延期 ３／６／９ 个月（除第
二条有另行说明外）。
参考时间

主要内容

补充

毕业前一年
度 １２ 月 ５ 日
前

登录研究生院主页——《浙江大学研究生院信息系统》
（ｈｔｔｐ：／／ｇｒ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ｇｒｓｉｎｆｏ．ｈｔｍｌ＃ａｎａｍｅ）， 完 成
个人学习计划与培养方案不一致的同学请邮件联系：
相关答辩信息录入：
ｗｆｇ＠ｚｊｕ．ｅｄｕ．ｃｎ（王老师）
１、递交个人学习计划并请导师审核；
２、录入读书报告 ４ 篇；
３、录入开题报告 １ 篇（专家信息要填 ３ 位以上）。

毕业当年度
１ 月 ２５ 日前

研究生上传学位论文，请导师进行网上确认；学院进 盲审的论文要去掉全部身份信息，明审的论文不需要。
（其他季度毕业的硕士生分别为 ５ 月 １０ 日、８ 月 １０ 日、
行审核确认；
１１ 月 １０ 日）
确认后的学位论文由学院统一进行网上送审评阅；

毕业当年度
１ 月 ３０ 日前

学生统一上交《浙江大学硕士学位申请书》（２ 份）。 个人信息中政治面貌要修改的请汇总给班长，再由班
（如遇放寒假等将另行通知上交截止时间）
长统一发给学院团委闫老师，ｙｘｌ１６８＠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毕业当年度
３ 月 １５ 日前

允许参加答辩的研究生由学科点安排好答辩时间后，
各学科点安排研究生完成论文答辩。
以班级（或答辩小组）为单位，来学院研究生科领取
答辩后以班级为单位，尽快将答辩后的材料交到研究
以下材料：论文评阅书、答辩表决票（每人 ３－５ 份）、
生科。相关材料见下面的”六、申请及答辩材料”部分。
学位申请书。

毕业当年度
３ 月 ３０ 日

毕业及离校，统一领取毕业证学位证。

统一领取时间为 ３ 月 ３０ 日当天，如有变化将另行通知。

3.3.2 导师审核的登录网址及页面
导师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ｈｔｔｐ：／／ｇｒ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ｇｒｓｉｎｆｏ．ｈｔｍｌ）的“学生”栏目，完成“学习计划管理”、
“过程管理”
中的“读书报告”（４ 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等过程环节的确认，并对其学位论文进行确认。请注意：
涉密论文的论文题目、关键字，涉及到的论文内容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只注明“另外提交”，其相关内容须直接填写（不
能上网）到纸质学位申请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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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论文题目、关键字，涉及到的论文内容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只注明 “另外提交”，其相关内容须直接填写（不
能上网）到学位申请书上。
（２）学生上传论文并经导师确认后，由学院审核。审核通过后，由学生个人从系统中下载《浙江大学硕士学位
申请书》（２ 份，单面打印），贴好照片，里面的基层党组织意见由所在党支部的支部书记或德育导师填写并签字（请
用钉书机分别装订好，离左侧 １ＣＭ 处订两个钉）。然后统一交给班长，由班长交至学院研究生科审核。

3.3.4 明审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实行 ３ 本论文“双向隐名”方式组织评阅。满足条件的同学可申请部分具名评阅（须在提出学位
申请时同时将相应证明材料交到学院研究生科审核）。具体条件见后面《机械工程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 （ 暂行 ）》。
注：证明材料请按以下要求准备，并写好姓名学号。
＊ 期刊论文已录用请提供录用证明，已发表的请提供发表的论文首页，已检索（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的文章只需提供
图书馆开具的检索证明；
＊ 专利请提供受理证明、授权证明，且证明的材料上要有本人姓名；

3.3.5 论文评阅
（１）毕业学位论文评阅实行网上评阅形式，学位论文无需打印纸质版。因此，研究生在研究生管理系统里进行
学位申请时上传的论文即为送审评阅论文。
（２）学位论文评阅专家为 ３ 名，评阅人应为与论文有关学科领域具有副高职以上（含副高）职称的专家。３ 名
评阅专家分别为：本院本专业 １ 名，本院外专业 １ 名，校外专家 １ 名。
（３）达到具名评阅要求的硕士研究生，将导师指定的 ２ 位评阅专家的详细信息及联系方式交由研究生科负责送
审。未达到具名评阅要求的硕士研究生，其硕士学位论文实行 ３ 本论文“双向隐名”方式进行网上评阅。
（４）评阅意见返回后，将由学院研究生办进行统一打印评阅意见书。
（５）硕士研究生评阅费标准：２００ 元 ／ 人（本校）、２５０ 元 ／ 人（外校）。

3.3.6 论文答辩
（１）评阅书返回并同意答辩后，可组织进行论文答辩。答辩以公开方式进行。答辩前，由研究生本人进入管理
系统，录入答辩准备信息（答辩时间、地点，答辩委员会主席及成员等信息）。同时，硕士生还应提前 ２ 天在我院

3.3.3 学生提交申请
（１）申请人按培养计划的要求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包括读书报告、开题报告两个培养环节），成绩合格，并达
到机械工程学院有关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的规定，经导师同意方可按答辩申请程序办理答辩手续。请注意：涉密论

范围内张贴学位论文答辩通告。
（２）答辩时间安排好后，由各班班长统一来研究生办领取评阅意见书、答辩表决票、学位申请书，谢绝学生个
人领取（延期或单独申请毕业的除外）。
（３）答辩委员会一般由校内 ３－５ 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应有外系、外专业相关学科的教师参加，
答辩委员会主席应由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担任。如答辩委员会由 ３ 人组成时，申请人指导教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
答辩委员会成员与评阅人只能重复 １ 人。
（４）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录人应由具有硕士学位或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人员担任。
（５）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 ３－１５ 天送达各答辩委员。
（６）答辩过程必须符合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的规定。申请人本人在答辩前不得接触学位
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本人不得接触答辩材料。
（７）答辩完成后，由研究生本人以管理员身份登录管理系统（用户名：２５ｍｓ０１，密码：２５），输入答辩委员会决议，
仔细核对无误后方可保存。
请注意：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涉密论文的答辩委员会决议一栏只填写结论（经答辩委员会投票表决…），其相
关内容须直接填写到学位申请书上。
注：所有答辩材料均须用钢笔认真填写或计算机打印，如采用打印，则签名处须用钢笔填写。
（８）硕士研究生答辩酬金标准：答辩委员：２００ 元 ／ 人，答辩记录：６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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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答辩后上交材料

专家进行隐名评阅，评阅结果均为“同意答辩”者，才可进入答辩程序，否则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
答辩申请程序终止后，申请人须根据评阅专家提出的意见对学位论文作实质性修改或重写学位论文，方可再次

学生完成答辩后，需递交以下书面材料：
（１）评阅书 ３ 份（每份都装订好，匿名的放最后）；

提出答辩申请（一般应在专家意见反馈之日起 ４０ 天后）。
第九条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校内 ３－５ 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应有外院、外专业

（２）硕士学位论文修改定稿审核表 １ 份（导师签字）；

相关学科的教师参加，答辩委员会主席应由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担任。如答辩委员会由 ３ 人组成时，申请人指导教

（３）独创性声明 １ 份（导师签字）；

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

（４）表决票；

第十条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 ３－１５ 天送达各答辩委员。

（５）答辩记录 １ 份（答辩记录人要求具有硕士学位或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人员担任）（导师签字）；

第十一条 学位论文答辩以公开方式进行。研究生应在预期答辩前 １ 个星期将答辩预备信息录入研究生教育管理

（６）学位申请书一式二份。

院统，以通过网络公告答辩信息。同时，还应提前 ２ 天在所在院范围张贴学位论文答辩通告。

上述材料请按照标号顺序用夹子夹好，不要装订在一起。
以上材料先交。待终稿论文定稿后，办离校手续时再把硕士学位论文 ２ 本交过来。
注：以上材料所有需签字的部分都需要用签字笔签好（包括纸质学位论文）。

第十二条

涉密学位论文的评阅与答辩工作，应按照《浙江大学关于研究生从事涉密项目研究的学位论文工作

的有关规定（试行）》（浙大发研［２００５］１８１ 号）进行。
第十三条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录人应由具有硕士学位或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人员担任。举行学位论文答辩时，应
做好答辩记录。

3.3.8 附件

第十四条 答辩委员会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并作出答辩决议。经三分之二及以上委员同意，答辩方为
《机械工程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 ( 暂行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保证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的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院攻读学位的硕士研究生，在学制规定的年限内，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成绩合格，
均应按本办法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和办理学位申请。
第三条 结合机械学科实际情况，硕士研究生毕业申请学位时不要求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实行 ３ 本
论文“双向隐名”方式评阅，由院研究生教育科统一组织送校外、本校外专业和本专业各一位评阅人。
第四条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１ 年），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 并撰写实践总结报告。
第五条 攻硕期间若已取得科研成果，根据其成果性质，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通过。答辩决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生效。
第十五条 答辩结束后，记录人应将学位论文评阅书、学位申请书、答辩记录和表决票送交所在院研究生教育科。
第十六条 答辩通过后，答辩人应根据学位论文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会专家对学位论文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认真
修改学位论文；将导师审核同意的最终定稿学位论文的电子版上传到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院统，将相应的 １ 或 ２ 份
纸质文本交院研究生教育科，１ 份纸质文本交图书馆。
研究生教育科将研究生答辩材料整理后提交学科学位委员会审核。
第十七条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的，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于半年之后一年之内重新申请答辩。如再
次答辩仍未通过的，则取消其硕士学位申请资格。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学位委员会通过之日起执行，机械学院的其它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院研究生教育科负责解释。
机械工程学院

有 １ 篇及以上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 ＳＣＩ、ＳＳＣＩ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或 ２ 篇及以上与学位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 ＥＩ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或获得 １ 项授权发明专利（有效授权证书）及发表（含录用）
１ 篇 ＥＩ 刊物论文；或获得 ２ 项授权发明专利（有效授权证书），实行 ２ 本论文具名评阅（由导师推荐评阅人）。１

注：有关学位申请及答辩要求，请以申请时的学校及学院最新文件要求为准。

本论文双向隐名评阅（由学院送外校专家评阅）。
上述研究成果均须以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或第二（列第二的，第一完成人应是该研究生之
导师或导师组成员）完成人。
第六条 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应填写“浙江大学硕士学位申请书”（一式两份），连同学位论文交导师审
阅。导师应对学位论文进行认真审阅，如实评价，在签署意见后，在规定的时间将申请书送交院研究生教育科。
第七条 院研究生教育科负责校核申请人的课程学习成绩、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完成情况以及发表的学术论文和
其他成果，对学位论文进行格式审查。负责指派专人在答辩前一个月将评审材料送达评阅人。其中外校的评阅人由
该校的相应研究生管理部门指定，本校外专业和本专业的评阅人由院研究生教育科随机指定，３ 本论文全部以网上
评阅方式进行。
第八条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应由 ３ 位及以上与论文有关学科领域的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家担任，评阅意见
全部为“同意答辩”或“同意经过小的修改后答辩”者，即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程序。出现如下情况：
评阅意见如为两个及以上“中等”，需增加院内评审环节。由学院组织相关专家再进行院内评审，通过后方可
进行答辩。未通过者需进行不少于 ３０ 天的修改后经导师同意后方可进行答辩。
如有 １ 位专家提出“需要进行较大的修改后答辩（重新送专家评审）”意见，硕士生应根据评阅专家的意见对
其论文进行不少于 ３０ 天的修改（专家意见反馈之日起），认真填写《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重新评阅申请表》，经
导师审核同意，送原专家重新评阅，评阅通过即可进入答辩程序，否则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
如有 ２ 位以上（含 ２ 位）专家提出“需要进行较大的修改后答辩”或有 １ 位以上（含 １ 位）专家提出“未达到
硕士学位要求，不同意答辩”意见，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
学位申请者及其指导教师认为学位论文评阅未通过是因为学术观点分歧等原因所致，可填写《浙江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评阅学术观点分歧申诉表》，向机械学科学位委员会提出申诉。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或分管院长应在 ２ 周内

3.4 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
博士研究生在学制规定的年限内，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成绩合格，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取得
明显的研究成果。符合学校、学院相关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要求，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3.5.1 时间要求
１、预审论文递交截止时间：（１ 份隐名学位论文 ＋１ 份预审评阅书（下载，单面打印），按时间要求交学院教
１－３２２ 研究生办公室。预审时间为 １５ 天左右，根据预审意见填写：《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预审修改表》
（ 下载 ））
季度
递交截止时间
季度
递交截止时间
第一季度
１ 月 １０ 日前
第二季度
４ 月 １０ 日前
第三季度
７ 月 １０ 日前
第四季度
１０ 月 １０ 日前
２、学位申请网上确认截止时间：（网上系统完成所有信息录入，到研究生科审核，再输出打印“浙江大学博士
学位申请书”２ 份（单面打印），完成填写，交学院研究生科。具体要求请仔细阅读后页答辩流程）
季度
网上确认截止时间
季度
网上确认截止时间
第一季度
１ 月 ２５ 日前
第二季度
４ 月 ２５ 日前
第三季度
７ 月 ２５ 日前
第四季度
１０ 月 ２５ 日前
３、学位论文答辩截止时间：
季度
答辩截止时间
季度
答辩认截止时间
第一季度 ＊
３ 月 １０ 日前
第二季度
６ 月 １０ 日前
第三季度 ＊
９ 月 １０ 日前
第四季度
１２ 月 １０ 日前
＊ 因考虑学校寒暑假因素，答辩截止时间可延至 ３ 月 ２０ 日及 ９ 月 ２０ 日前完成。

组织 １－２ 位同行专家进行审定。如审定结果确属学术观点分歧，可由学院分管院长或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另聘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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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博士学位论文预审

６）“我的科研成果 （ 学位申请 ）”中，准确录入申请学位所需的“发表（含录用）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等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学院执行《机械工程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预审试行办法》（２０１４），预审论文应在拟正

科研成果”的全部信息，核对无误后确定提交（非学位论文内容的科研成果请不要录入。没有成果的可不填）。

式答辩 ６０ 天前提交至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未能及时提交预审论文的博士生，其学位申请、答辩及授予学位时间将顺
延至下一季度受理。通过预审的论文，其论文申请答辩流程按学校和学院有关规定执行。以下是具体说明：
博士学位论文预审是指博士生在申请博士学位论文送审之前，由我院研究生科组织院内 １－３ 名专家对学位论文
进行双向隐名预评阅，提出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不足及修改建议，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把关，并明确是否可以直
接送审或修改后送审或修改后再行预审通过后送审。
预审专家应按照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尽可能聘请相近研究领域的院内同行专家评阅。如同时有 １ 位或 １
位以上专家认为学位论文未达到博士学位论文要求、或总体等级评价判定为较差（Ｅ），则视为预审未通过。博士生
必须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对学位论文作实质性的修改，经指导教师审阅定稿后，申明具体的修改内容，方可再次提
出预审申请。
如导师认为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水平已达到培养目标要求，可申请免预审，并签署免预审意见交学院研究生教育
科备案。

７）“我的学位申请”中，点击“信息录入”，上传“学位论文”（上传后请导师进入“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
统”进行确认）；

通过预审的论文，其评审流程按浙大发研 （２００９）４８ 号文件及《机械系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细则》
（２０１３）有关规定执行。
免预审的论文，经评阅，如有一位评阅专家认为学位论文未达到答辩要求、不同意答辩或大修改后答辩、或总
体等级评价判定为较差（Ｅ）时，本次答辩申请程序终止，博士生必须根据评阅专家提出的意见对学位论文作实质性
的修改，经指导教师审阅定稿后，填写“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重新评阅申请表”，申明具体的修改内容，方可再
次提出预审申请或答辩申请，同时，相关导师的博士生五年内不再享有免预审权利。
预审论文应在拟正式答辩 ６０ 天前提交。未能及时提交预审论文的博士生，其学位申请、答辩及授予学位时间将
顺延至下一季度受理。

3.5.3 期刊目录
根据关于研究生教育重要期刊目录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浙大研院（２００８）２５ 号】：取消原“浙江大学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的 Ａ 类、Ｂ 类期刊目录”，统一使用学校“一级学术期刊目录”和“核心期刊目录 （ 指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ＣＳＣＤ）核心期刊 （ 不含“扩展库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下同。）”。 原来申请答辩要
求的 Ａ 类论文均改成核心期刊。【考虑到学术论文投稿与发表时间差等因素，硕士、博士研究生在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投稿原浙江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 Ａ 类、Ｂ 类期刊并发表的学术论文，按原有关文件和规定执行，申请学位
论文答辩时仍然有效，此后不再适用。】

８）“论文答辩相关信息录入”：录入“学位论文题目”、“学位论文主要创新成果”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是
后续打印“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学位申请表” 等所必需的，须按规定的要求录入才能打印出相应的表格），核对
无误后确定提交。
注：△论文答辩相关信息录入，千万不要漏填。
△学位上报信息录入（注：我院所有专业均按二级学科授予学位），请在网上仔细核对身份证号、出生年月、
籍贯等重要的个人信息（如有错误请立即更改，以免影响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的信息）。

3.5.4 申请及答辩流程
一、提交预审博士论文后，需同时在系统中完成如下信息录入并打印相关材料交学院研究生科进行审核：（ｈｔｔｐ：／／
ｇｒ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ｇｒｓｉｎｆｏ．ｈｔｍｌ）
１、制定学习计划（个人学习计划 ＝ 实际修读课程），制定好后让导师审核通过
２、完成“培养过程”“科研”等栏目相关信息录入
１）“读书报告”中录入相关内容：普博 ６ 篇、硕博连读（提前攻博）、直博 １０ 篇；
２）“开题报告”中录入相关内容，参加开题报告专家组成员不少于 ３ 人；开题报告的具体内容另行输入打印，
并将电子版发至：ｓｏｎｇｘｙ＠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发送主题：ΧΧΧ 开题报告全文。
３）“中期考核”：录入相关内容，导师给出考核意见
４）“预答辩”中录入相关内容；
５）“奖惩记录”中录入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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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登录 “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完成“答辩准备信息录入”（附：录入步骤）；
３、由导师组织答辩委员会：
正高职称专家 ５ － ７ 人，其中：博导≥ ４ 人，校外 ／ 外系、外专业≥ ２ 人；主席由博导担任，导师不担任主席。
如果答辩委员会由 ５ 人组成，申请人的指导教师只能有 １ 人参加。答辩记录人 １ 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及以上职称。
答辩委员会酬金：２００－５００ 元 ／ 人，记录员酬金：１００ 元 ／ 人；
４、答辩表决票盖章有效，票中：同意画“○”，不同意画“×”，画“√”为废票；
５、２ 份学位申请书需盖成绩校核章。
六、论文答辩后，递交答辩材料前：
▲登录 “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登录帐号：２５ｍｓ０１；密码：２５，录入答辩结果。
▲答辩后如有需要，可到学校研究生院一体式自助打印机上打印“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证明”。（学院无
权开具）
▲终稿论文上传：经“机械学科学位委员会会议”评审后（会议时间请及时与研究生办公室咨询），登陆本人“研
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在“信息录入”栏目内上传论文（终稿）并请导师再次确认。
七、需递交的答辩材料清单（所有上交材料中需手写部分必须用钢笔书写。）：
１、独创性声明 １ 份；
２、版权使用授权书 １ 份；
３、学位申请书 ２ 份； （单面打印）
４、论文评阅书 ５－７ 份；（单面打印）
５、答辩表决票 ５ － ７ 张；
６、答辩记录表 １ 份；
７、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定稿申请表 １ 份；（需导师签字）
二、信息登录后，研究生本人将以下材料交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教 １－３２２）审核：

八、其他未尽事项：

１、“开题报告存档页” （需导师签字）；

１、请自行联系拍摄的毕业照的同学 ， 以本人联系方式收取纸质及电子版照片 ， 后交给学院研究生科王芳官老师。

２、“读书报告”网页输出页面 ６ 或 １０ 篇 （需导师签字）；

注意：电子版大小必须控制在 １６ｋｂ 以内！（新华社压缩处理过的照片才可用于网上链接）。未能及时将照片及其电

３、已发表论文的首页复印件；尚未发表的需录用证明原件；被 ＥＩ、ＳＣＩ、ＩＳＴＰ 等收录的论文需提供图书馆出具

子版返回的将顺延至下一季申请学位。

的检索证明及复印件；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原件及复印件。
三、录入信息审核无误后，系统中输出打印以下文档并交学院研究生科：
１、“浙江大学博士学位申请书”２ 份（单面打印），贴上照片，写好评语等内容，其中 Ｐ６“导师意见”导师填写，
“党组织意见”德育导师填写，离左边 １ｃｍ 处用订书机上下 ４ 颗装订好。
２、“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报告”（单面打印），导师签字，并填写“拟”聘请的答辩委员会名单，
备注栏中必须填写送审评阅专家的详细信息：姓名、联系手机、电子邮箱、工作单位、擅长领域、通讯地址。
以上表格内容必须填写完整。

２、有贷款的同学，请先去银行确认还款信息，以便日后“系统”能够顺利打印毕业证书。
３、请仔细阅读《机械工程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预审试行办法》（浙大机械研 ［２０１４］１ 号）、《浙江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
（浙大发研〔２００９〕４８ 号）、
《机械工程学院关于博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的暂行规定》
（适用于 ２０１２ 级以前入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细则》（适用于 ２０１２ 级及以后入学）
及《浙江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暂行办法》（浙大发研〔２０１４〕１０４ 号文件）。

3.5.5 附件：《机械工程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细则》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修订）

四、论文送审需递交材料：
１、论文打印前请先仔细阅读《 浙江大学研究生论文编写规则 》；

第一条 为提高学校博士论文水平，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保证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的质量，根据

２、１ 份预审论文（隐名）及相应份数预审评阅书（下载）（答辩前 ６０ 天递交）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 ＜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 的通知》（学位〔２０１４〕５ 号）、《关于印发

３、１ 份双盲论文及相应份数双盲评阅书（单面打印）、用于研究生院抽查；

＜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 ＞ 的通知》（浙大发研〔２００９〕４８ 号）、《浙江大学关于印发

４、１）符合“明审”（ ５ － ７ 份）要求的论文经学院审核后，由导师自定评阅人并外审，同时将评阅专家详细

＜ 浙江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暂行办法 ＞ 的通知》（浙大发研〔２０１４〕１０４ 号），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信息发邮件至 ｓｏｎｇｘｙ＠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备案。评阅人 ５ － ７ 人，其中校外≥ ４ 人、博导≥ ４ 人；校外评阅人：５５ 所设有

第二条 攻读机械学科博士学位，在学制规定的年限内，除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成绩合格，中期

研究生院高校、中科学院统等；本省高校原则上不推荐评阅。评阅意见返回寄送地址：浙大路 ３８ 号浙江大学机械工

考核通过，达到学校有关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有关规定外，还应通过我院组织的学位论文预评审或预答辩环节。《机

程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教 １－３２２ 室，宋晓云，３１００２７，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９５１９３１。

械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实施办法》另行制定。博士研究生均应按本办法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和办理
学位申请。

２）“双盲评审”办理送审需递交以下材料：
▲相应份数的双盲评审的论文（双面打印）、双盲评阅书（单面打印、内需本人签名）及评阅聘书；
▲评审费：４００ 元 ／ 份。另准备相应份数的 ＥＭＳ 快递信封。
１、自行到“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查询评阅返回结果，得到“允许答辩”的信息后，请向宋晓云老师索取已返

（二）有 １ 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 ＳＣＩ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此外有 １ 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
学术论文在 ＥＩ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

回的评阅书准备答辩；
研究生手册

研究生分别符合下述条件之一的，方可申请论文答辩，并实行 ５ 本论文双盲评审。
（一）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或获得署名在前 ４ 位的省部级一、二等科技成果奖。

五、论文答辩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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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在至少有 １ 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 ＳＣＩ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的前提下，博士研究生发
表的全部论文的折算系数大于等于 ５，可申请 ３ 本论文具名评审；折算系数大于等于 ９，可申请 ５ 本论文具名评审。
折算方法如下：
（一）折算系数为 １：在 ＥＩ 收录的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 １ 篇（含录用）；在国外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并到会
现场宣读且已被 ＥＩ 收录的论文 １ 篇。
（二）折算系数为 ２：在 ＳＣＩ 收录的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 １ 篇（含录用）；在国外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并已
被 ＳＣＩ 收录的论文 １ 篇（要求参加会议）；在 ＥＩ 收录的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１ 篇（含录用）；授权发明专利 １ 项。
（三）折算系数为 ３：在 ＳＣＩ 收录的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１ 篇（含录用）。
（四）折算系数为 ４：在学校规定的 ＴＯＰ 刊物上发表论文 １ 篇（含录用）。
（五）折算系数为 ５：在学校规定的 ＴＯＰ１００ 刊物上发表论文 １ 篇（含录用）。
注：１． 国外刊物的录用通知须经第一导师签名确认。
２． 以上提及的国内外刊物不包括会议刊物。
第五条 上述研究成果均须以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或第二（列第二的，第一完成人应为该生
的导师或导师组成员）完成人。
第六条 对博士生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按如下方法计算：

第四章 毕业离校

（一）发表影响因子大于 ５．０（含 ５．０）的学术论文，每篇按 ２ 篇 ＳＣＩ 类学术论文计。
（二）研究生联合发表高影响因子的学术论文，作为主要合作者的研究生可以同时以该篇学术论文申请学位论
文答辩，但前提是该学术论文的主要成果（主要合作者本人实际贡献部分）是其学位论文的核心内容之一。高影响
因子期刊参照学校公布的标准。
第七条 所有拟申请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都需另交一份隐名评阅要求的学位论文，提供给学校研究生院学位办，
研究生院将抽取一定比例的论文双盲评审。
第八条 涉密论文按《浙江大学关于研究生从事涉密项目研究的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执行，必须在开题报
告前提出涉密项目开题申请，并经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批准。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未涉及的内容按《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浙大发研〔２００９〕
４８ 号）、《浙江大学关于印发 ＜ 浙江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暂行办法 ＞ 的通知》（浙大发研〔２０１４〕１０４
号）执行。

4.1 毕业离校要求
研究生在规定期限通过培养计划规定课程和其他环节的考核，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德、体合格的，准予毕业；
符合有关提前答辩规定条件的，在提前进行的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准予提前毕业。
通过培养计划规定课程和其他环节的考核、但未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准予结业。结业生经答辩委员会同意修
改论文的，可以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向学校重新申请答辩，通过答辩者准予毕业。毕业研究生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
结业研究生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完成一年以上培养计划规定课程学习，成绩合格，但未能完成其它学习环节者，
准予肄业，发给肄业证书。
毕业研究生符合浙江大学学位授予条件的，学校为其颁发学位证书。

本实施细则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 日起开始执行。
机械工程学院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注：有关学位申请及答辩要求，请以申请时的学校及学院最新文件要求为准。

结束学业的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办妥各项离校手续后，到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交回离校单，方可领取学历、
学位证书。有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请尽早归还贷款或签订贷款还款协议（贷款确认书），否则其毕业证将不能打
印出来，影响毕业证发放。请在答辩完成后立即着手办理。
定向、委托培养的毕业研究生的学历、学位证书及学籍档案由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按照协议规定送交其原工作
单位人事部门。

3.5 学位申请及答辩相关表格及文件

研究生的毕、结业和肄业证书遗失或者损坏，经本人申请，由原就读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证明、研究生院管理
部门核实后可以出具相应的证明书。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１． 《独创性声明、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２．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申请（硕士 ／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录》
３． 《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定稿审核表》
４．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答辩酬金表》
５．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暂缓送交收藏单位申请表》
６．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编写规则》
７． 《浙江大学关于研究生从事涉密项目研究的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
８． 《浙江大学研究生涉密项目学位论文开题审核表》
９． 《浙江大学涉密学位论文审核表》
以上表格请扫描二维码查看。或请至“机械学院网站 → 研究生科 → 文件表格”里下载《研究生学位申请及答
辩相关表格及文件》（ｈｔｔｐ：／／ｍｅ．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ｍｅ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６／０８１７／ｃ６４４６ａ４４７２５０／ｐａｇｅ．ｈｔｍ）。

4.2 毕业研究生图像信息采集及核对
按教育部规定，硕士生、博士生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必须采用新华社拍摄的 ２ 寸数码照片，用于毕业研究生学历
证书与学位证书及教育部学信平台的学历信息存档认证，其他任何部门组织拍摄的照片均不能替代此照片。
因此，次年毕业的研究生应于当年十月份左右在学校参加由新华社派专人来进行的电子注册图像采集工作，在
学信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 上确保该照片正确，否则将不能按时获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注册学历信息。拍
照的具体通知注意在十月份左右看学院或研究生院网站。如确有特殊情况无法参加统一拍照，可自行散拍，但耗时
费力，且容易影响正常毕业。
现将图像采集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汇编如下：
一、学校统一采集
一般在每年的 １０ 月 －１１ 月以学院为单位组织进行，各学院拍摄后会还会安排一次全校性的补拍，届时请及时
关注研究生院网站上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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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后的照片一般会在 ２ 个月内上传，请学生务必登录学信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 查询核对 ， 点击确认核
对无误，纸质照片会直接分发给各学院用于毕业和学位证书照片。
（一）图像采集及拍摄费用按教育部办公厅、新华社办公厅（教学厅 ［２００２］５ 号）文件标准收取，每人 １５ 元，
提供 ２ 寸照 ４ 张及 １ 寸照 ８ 张。拍摄费由各学院收齐。

的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上，再在学信网上选择确认证书上所用照片，并发邮件到 ｙｇｂ＠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 邮件中说明学号、
姓名、身份证号，重复图像的事由，及附最后使用的正确照片。本次照片的选择是不可逆的，学信网要求将不使用
照片删除，之后学信网照片如果和毕业证书照片不一致，所有后果由学生本人自行承担。
若研究生管理处学籍管理办公室无法解决的，请咨询：信息处、学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二）图像采集时要求服装整齐、端庄，应着白色或除黄色系列外的浅色上装，最好穿着正装。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３７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６ 分箱

（三）采集时必须听从现场指挥，不得插队、调换次序，否则将导致整个学院图像对应出错，影响毕业。

总机电话：０１０－８２３３６０８８（中继线）

二、个人散拍

客户服务热线：０１０－８２３３６０８８－２０２

如果没有参加学校组织的拍摄，可以自行联系新华社浙江分社高校毕业生图像采集中心 （ 杭州市体育场路

网站客服邮箱：ｋｅｆｕ＠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

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９１

客服传真：０１０－８２３３８４２３
投诉邮箱：ｔｏｕｓｕ＠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

４９７－３ 号 ， 杭州市中医院旁），联系电话：０５７１ － ８５１１６２３３、８７０５６２６１；在浙江省外的研究生也可以就近在当地

4.3 研究生学位档案照片拍摄

新华社进行图像信息采集。
注：图像采集有 ２ 个月的上传周期（新华社和学信网之间传递），毕业班学生应尽早去拍摄照片。
（一）信息采集表中学校的基本内容为：浙江大学代码：１０３３５，学校地址：杭州浙大路 ３８ 号，邮编：
３１００２７；
（二）电子照片：拍摄后 １ 个月左右，登录学信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 ） 核对信息及照片，确认图像无误
２４ 小时后（学校管理人员在学生点击无误 ２４ 小时之后才能看到照片信息），发邮件到 ｙｇｂ＠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 告知图像
核对已完成，邮件中注明学号、姓名、身份证号，相关事由，附学信网的照片，以便我们上学信网下载核对毕业照
片及关联学籍注册信息。

根据“研究生院、档案馆关于《浙江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照片档案归档流程》的通知”精神，校档案馆
每年也将进行研究生学位档案照片的图像拍摄工作，需到校档案馆（西溪校区）进行拍摄，现场备有学位服，学生
需身着学位服拍照，拍摄照片供档案馆归档使用。（每年具体的拍照时间请注意通知）
特别提醒，学位档案照片与毕业生图像采集不同，是在不同地点，用途不同的两次拍照，每年都有少数同学将
两次拍照混淆，从而遗漏其中的一次拍照。

（三）纸质照片：学生以本人联系方式收取纸质照片，收到确认无误后交给所在学院研究生科，用于毕业和学位证；

4.4 毕业离校手续

三、硕转博学生的毕业图像采集

一、领取《毕业研究生登记表》：

根据学信网要求，进入博士生阶段后，必须再参加图像采集，硕士生阶段采集的照片不能用于博士毕业信息。
硕转博若看到两张不同阶段的毕业照片，请在学信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 上看到博士生阶段的正确照片后，
发邮件到 ｙｇｂ＠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 邮件中说明学号、姓名、身份证号，以及硕转博情况，附博士生阶段正确的照片，以便

每年 ３ 月大批量毕业研究生由班长统一发放，其余时段毕业的零散研究生可在答辩后直接到研究生辅导员处（教
一 ３２９，任思丹老师）领取。
１、填写注意事项：一定要用钢笔填写，不得用圆珠笔填写，封面上（学校一栏上方）写上学号，贴上照片 （ 不
得缺少 ），自我鉴定务必详写；

及时上网更正学籍关联注册信息。
注：如果登录学信网看不到博士阶段照片，只有硕士阶段照片，也按上述要求发信，并附硕士生阶段照片，告

２、表内“班组（基层组织）鉴定”由班长（党支部）书记负责填写；

知我们这张照片为硕士阶段照片，要求删除后关联博士阶段照片，我们在关联好后，会回信请同学再次登录学信网，

３、表内“学校（研究单位）、导师对毕业生业务能力、外语水平介绍及对工作分配的建议”由导师填写；

予以核对确认。

４、“学校 （ 研究单位 ） 意见”一栏由德育导师填写，须有德育导师签名。
填写及上交程序：填好本人需填部分 １ →交给专业导师填 ２ →交给班长填 ３ →由班长收齐统一交给德育导师填

四、留学生的毕业图像采集
留学生的身份证号以 ＜“１０３３５”＋ 学号 ＞ 代替，但学信网未关联留学生学籍信息，若纸质图像及其信息无误，
可以不登录学信网校对图像信息。相关事项联系国际教育学院。
（一）若图像非本人的或图像信息有误，参加学校统一采集的学生，请联系所在学院组织拍摄的老师，图像本
身有误的学院汇总后填写《图像数据检查勘误表》，学院汇总正确的身份信息，上交学籍管理办；
个人散拍的学生，若图像非本人，请自行联系所拍照的新华社分社后，再按要求联系中国图片社图像采集调度室，
及时进行修正。（传真：０１０－６３０７２４６４、６３０７２２３７、６３０１７４４２。）。如无法修正，请重新拍摄。
（二）若无法登录学信网，请确认本人证件号与学校研究生管理系统中的个人信息中的证件号是否一致（学信
网证件号同研究生管理系统内的证件号，个别有误的按后面流程办理）。
学信网上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必须与身份证件上信息完全一致，否则毕业之后，学信网信息无法修改，
之后认证学历信息出错，后果自负。专业、学制信息也要同管理信息系统一致，如有变化，要及时联系学院研究生

有相关的学生操作演示和导师操作演示。
１、导师：
学科审核通过后（大约在学位审核月份的 ２５ 日左右），学生即可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上传最终版学位论文，完
成这一步骤，导师即可登录电子离校单系统对“导师”一栏进行审核通过。
２、学院资料室：
目前是博士毕业生上交 ３ 本纸质版，硕士毕业生上交 ２ 本纸质版（今后会改为只上传电子版，具体以毕业当年
通知为准）。已批准的涉密论文不用上交。论文上交前请确保已提交了离校申请，只有提交了申请学院才能看到你
的信息，才能予以审核。学院会分批统一审核处理。
论文封皮统一规定使用白色，正文部分双面打印。论文格式请参照《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编写规则》，

科上报。
注：个别学生姓名异体字、错字，或者出生年月与身份证号码对应年月日不一致，必须进行修改，否则将严重

科学学位论文封面和专业学位论文封面参照各自格式。编写规则，封面样式均可在“机械学院网站—研究生
科 — 下 载 服 务”， 下 载《 研 究 生 学 位 申 请 及 答 辩 相 关 表 格 及 文 件》（ｈｔｔｐ：／／ｍｅ．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８０８７／ｏｆｆｉ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ｙ．

影响以后的入职、出国等手续办理。
若证件号有误或要升位，以及基本信息有误需要修改的。登录研究生个人信息系统—＞ 提交学籍异动申请—＞
打印申请表格—＞ 将“身份证双面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申请表格”—＞ 上交至学院研究生科签字盖章（复
印件材料中请学院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 经办人签字盖章）—＞ 将上述材料交至研究生学籍管理办公室（紫金
港校区海洋大楼 ４０３ 室），我们会报教育厅进行修改。
（三）若拍摄过多次，学信网上出现重复图像，请毕业生首先到学院研究生科确认哪张纸质照片将粘贴在本人
研究生手册

二、电子离校单办理
答辩材料交齐后可办理电子离校单。请登录电子离校单系统 ｈｔｔｐ：／／ａｐｐ１．ｓｄｃ．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ｌｘｄｘｔ／ｌｏｇｉｎ．ｊｓｐ，该系统

五、图像信息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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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德育导师填写之后，请班长点齐按学号顺序排好后交研究生辅导员。（已经提交过的班级和个人不用重复填写）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ｐｈｐ？ｎｅｗｓＩｄ＝１３７０１）
上交论文须做有书脊（书脊上注明论文题目、专业、姓名、学校），硕士论文不需要英文题名页，其余页均需要，
所有信息填写完整。
３、学院党委或团委：
请在盖好离校单上的其他章（除学院研究生科外）后再到教一 ３２９ 办理，在确认已填好并上交《毕业研究生登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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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可不填写，以上内容填写完成之后，点击申请违约；

记表》、党员已转移党组织关系、团员已缴纳团费后可给予盖章。
４、宿舍管理中心

３． 学生在系统里申请违约之后，需要提交违约纸质版材料：

住宿学生一般在楼内办理离宿手续，如有其它情况请到 ８ 舍底层南侧宿管办办理。

①原单位解约函；②新单位接收函；③原三方协议书（未打印的学生可不用提交）；

５、医保办

④个人违约情况说明；⑤就业协议解除申请表交到学院就业经办老师处。

请随带《公费医疗本》到玉泉校区医院门诊四楼 ４０３ 室办理。

５． 每位毕业生最多只能申请违约一次；

６、图书馆（借阅证）

５． 原则上只有出现“新单位比原单位就业层次有所提高”、
“录取公务员”、
“考研升学”等情况，才可以提出违约；

请到图书馆科技分馆二楼流通大厅办理。

６． 学院在收到完整的违约材料后，将在两个星期内审核相关材料，并在就业系统违约申请中给出同意或拒绝违约，
请学生关注违约申请状态即可。若违约申请通过，学院将重新开放电子协议签约，学生直接与新单位签约即可。

７、保卫处
请凭《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报到证的红联）到玉泉校区保卫处（７ 舍南侧 １０１ 室）开具迁移户口联系单，

（三）关于报到证。“报到证”是应届普通高等学校（普通全日制）毕业生到就业单位报到的凭证，也是毕业

凭联系单到玉泉派出所（８７９６９７０６）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然后凭户口迁移证再到保卫处办理电子离校。因办理出国

生参加工作时间的初始记载和凭证。一般情况下，毕业生到就业单位报到时，须持“报到证”。学院会依据“报到证”

等原因需要暂时保留户籍的毕业研究生可直接向保卫办申请户口缓迁。

为毕业生办理档案投递、组织关系转移和户籍迁移等手续，就业单位所在地公安部门凭“报到证”为毕业生办理落
户手续，就业单位凭“报到证”为毕业生办理相关工作手续。

８、网络信息中心
请到图书馆 ６０８ 室办理，可凭原缴费的校结算凭证退回账号余额，也可将余额转到校网其他账号

１． 北京、上海就业学生在落户确定，落户回函交至学院后再开具报到证。

９、图书馆（非涉密论文）

２． 一个毕业生只允许签发一份报到证、一个学生只打印一次报到证；

请到图书馆科技分馆二楼流通大厅办理，需提交一本纸质最终版学位论文，并上传最终电子版。

３． 报到证分为上下两联，白联归入学生档案，红联（研究生）或蓝联（本科生）由本人领走，在前往就业单位
报到和办理户口迁移时使用；

１０、计财处（学费）

５． 报到证原则上必须由本人领取，特殊情况下，也可委托他人代为领取，但被委托人必须出具委托函、本人身

有欠缴培养费的学生应当先结清款项，方能办理离校手续。请到玉泉校区公管学院 １ 楼核算中心办理。

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方可。

１１、计财处（暂借款）

５． 每年 ７ 月份之前毕业的学生，报到证最晚在 ８ 月 ３１ 日之前开出，在此之前仍未确定报到去向的学生，报到

有暂借款的学生应当先结清款项，方能办理离校手续。请到玉泉校区公管学院 １ 楼核算中心办理。

证直接开回生源所在地（原籍），之后确定了报到证去向，需要重新开具报到证的，请办理改派手续。

１２、学院研究生科：

备注：报到证遗失请及时申请补办，毕业后超出两年不予签发新就业报到证，浙江省教育厅将根据毕业生毕业

待前面所有离校手续都完成十分钟之后，“学院研究生科”会自动通过。

时的派遣记录出具报到证派遣证明。

三、领取毕业证、学位证
离校手续全部完成后，即可打印出电子离校单，本人签字，持电子离校单、学生证到学院研究生科 （ 教一 ３２２）

（四）关于改派。毕业时已领取就业报到证，因需要调整就业去向的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在 ８ 月 ３１ 日前，改派

领取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学位照片，同时注销研究生证。另外，机械电子控制工程研究所的毕业生还需另交一份

手续在学院办理（每月的最后一星期上班时间集中办理），暑假期间也可在就业中心办理。８ 月 ３１ 日后，改派手续

离所单，设计与产品创新研究中心的毕业生需要在电子离校单上加盖所长印章或签名。

需到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
１． 在浙江省内跨市（县、区）调整就业去向的毕业生，请直接带齐材料到两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办理调整手续，

所有毕业研究生均有 １ 份中文毕业证，１ 份中文学位证，１ 份英文学位证。领取时请勿遗漏。

不需经过浙江省教育厅审批。

注意：
委培生、定向生、少民骨干等证书一般由研究生科移交团委寄送委定单位。取得委定单位同意学生本人领取证
书者，可凭自取证明（须加盖委定单位人事公章）领取。

业生需到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办理改派手续（注意办理的时间节点）。

代领证书：一般学历学位证书要求本人领取，若确有特殊事由，需附上本人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亲笔签
字的委托书，方可代领。

１． 北京落户问题。请毕业生与在京用人单位签订协议后，尽快确认是否可以获得落户指标。明确可以获得落户
代领学历学位证书委托书

，学号

，身份证号码

，

指标的，请在取得落户回函（绿联）后，尽快交至学院办理报到证、户口转移等手续；明确无法取得落户指标的，
届

专业研究生，委托

领取

毕业证和学位证，特此证明。
年

月

日

（表格可在此下载：机械学院网站 → 研究生科 → 文件表格）
四、就业、落户及档案
（一）关于签约。浙江大学已经全面实现了电子化签约，一般在每年的 １０ 月中下旬开始，分批次对毕业生开放
电子签约系统，具体签约流程，学生需关注学院每年发出的关于毕业生签订电子化三方协议书的通知。
（二）关于违约。学生慎重对待签约过程，避免随意、保底的心态。学生一旦签约成功，原则上不得再轻易提出解约，
确实有需要的学生，必须要和用人单位沟通协调好，取得对方谅解。我校每一名毕业生，都有责任和义务努力维护
个人和学校在用人单位中的良好形象。
对于确实有特殊需要办理违约的学生，流程如下：
１． 签约时间超过一个月，方可提出违约申请；
２． 学生登入就业管理系统后，点击【违约申请】，按要求填写相关内容，若违约类型属于单位违约，则新接收
研究生手册

尽快到学院办理户口、档案返回原籍的手续；如有其它特殊情况，向学院汇报协商后处理。
２． 上海落户问题。应届毕业生上海落户实行积分制，并且对整个操作过程把握的十分严格。因此，上海相关单

委托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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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落户。学生由于求学、就业等原因，会经常有生活居住区域的变动，因此就需要办理户口迁移，户
口迁移就需要新的户口接受地同意接收（北京、上海需有接收证明方可），当前户口所在出具户口签证方可正常办理。

以下为委托书样本：
本人

２． 跨省调整就业去向，或者由市级单位调整至省级、中直单位，以及由省级、中直单位调整至市级单位的，毕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位每年都会发布具体执行和操作的通知，请毕业生们严格按照当年度上海落户的通知精神到学院办理相关落户手续。
３． 其他地方落户。目前其它城市还未对大学生限制落户问题（深圳可能有，但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学生根据
自身需要，办理户口转移即可。
（六）关于档案。档案是学生个人履历的一个证明，在个人的成长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请大家务必重视，
能够及时掌握自己的档案去向。
１． 学生档案原则上由各学院交学校机要通信服务中心负责转递，不得交毕业生自带。如果用人单位未收到毕业
生档案，可直接与学院联系。
２． 原则上每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学院将寄出所有当年 ７ 月份之前毕业的所有学生档案，对于因故需暂时保留在学
院的学生档案，学生必须说明原因。特别提醒，学院暂时保留档案时间一般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受学院审核的基础上，负责对拟录取者的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并在《浙江大学外国留学研究生接受商榷表》上签
署意见并盖研究生院章。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研究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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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办理保留学籍手续流程

登陆浙江大学研究生
新生服务网，点击保
留入学，点击浙大研
究生院管理信息系统
链接，点击“学籍”
选项，异动类型选择
“保留学籍”
，异动事
由需写清楚原因。打
印系统生成的学籍异
动表格本人签字。

第五章 事务管理

交到学
院研究
生管理
办公室
负责人
签字

交到学
校研究
生院办
理新生
保留学
籍手续

交给学
院研究
生管理
办公室
备案

5.1.2 在校研究生注册
研究生每年注册 ２ 次，在春季学期开学和秋季学期开学时，由研究生本人持研究生证按学校校历规定的时间到

学籍类

所在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办理注册手续。
注册
（ 春 季、 秋 季
学期 ）

5.1 报到与注册

交 费（ 学 费、
住宿费或确认
不住宿 ）

研究生本人携带证件
亲自前往学院研究生
科报到、注册

学院对乘
火车优惠
卡充值

学院将注
册情况报
学籍办

未按规定注册视为自动放弃
学籍，由学院对其作退学处
理，报学籍管理办公室

定向和委托培养的研究生，课程学习已结束，导师确认其当学期回原工作单位进行科研和论文工作的，应当在

5.1.1 研究生新生入学报到、复查及注册

开学后 １ 个月内到校注册并与导师交流研究工作情况。

《关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学年秋季学期研究生新生报到注册的通知》详见：ｈｔｔｐ：／／ｇｒ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ｒｅｄｉｒ．ｐｈｐ？ｃａｔａｌｏｇ＿
ｉｄ＝１０１７４＆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１０２５５２
报到：研究生新生应当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由本人持“录取通知书”以及“研究生新生入学须知”中规定
的有关材料，按“新生报到单”内容，办妥各项入学手续。２０１６ 级新生定于 ９ 月 １１ 日新生报到，学院当天 ８：３０－
１６：３０ 在教一一楼大厅设立学院迎新报到点，办理迎新报到事宜。１１ 日之后报到的学生，请在工作时间到教 １－３２９
办理。具体报到要求请见学校及学院通知。
复查：为确保研究生新生质量，学校将按招生规定对研究生新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内容包括：１．政治思想、
道德品质；２．前置学历；３．业务水平；４．健康；５．“新生报到单”所列各项入学手续是否已办理完毕；６．档
案完整情况；７．研究生是否已按协议等规定交纳学费；８．研究生管理系统中新生个人的基本信息、来源信息、家
庭信息等是否已进行维护等。对复查合格者，由学院研究生教育科在 １１ 月底前进行注册（在新生研究生证上加盖注

不能按时注册者应当事先请假（填写“浙江大学研究生请假单”），批准后方为有效。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注册
超过 ２ 周的，视为自动退学。
研究生应当在每学年的第一学期注册日期前办理好各项交费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其他不符合注册

册章），确认其研究生学籍。对复查不合格者根据相应情况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条件的不予注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办妥相关手续后再予注册。

报到
（ 春季、秋季
学期 ）

交费（学费、住
宿费或确认不住
宿、保险费等 ）

研究生凭录取通知书原件，身份
证原件，学历或学位证书原件，
本人到院研究生科报到

３ 个月内完成新
生复查，导师签
署意见

院研究生科
签署意见，
进行注册

5.2 学籍异动
学院将未报到学生
名单送学籍办

研究生学籍异动类型包括：休学、复学、延期、退学、请假等，这些情况办理流程基本相同，皆需登录“浙江
大学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网址：ｈｔｔｐ：／／ｇｒ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ｇｒｓｉｎｆｏ．ｈｔｍｌ）进行申请，然后打印表格，再按要求做各项
审核。
登录后界面如下，在“学籍”—“学籍异动申请”—“异动类型”，下拉选择异动类型，点申请确认，申请成功后，

请假：因故不能按时报到的研究生新生，应当事先书面向研究生院管理部门请假，并附相关证明，经批准后方
为有效。请假时间不得超过 ２ 周。未请假或请假逾期仍未报到者，除因不可抗力引起的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保留入学资格：符合入学条件的研究生新生，因病超过学校规定的请假期限不能报到入学的，或在新生复查期

点击“学籍异动打印”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
因病休、复、退学附医院证明（女生生育应附已婚证明）。

限内发现患病不能坚持学习的，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入学资格的期限为 １ 学年。保留入学资格的研究生入

出国退学应附国外学校录取通知书。

学后，其学习计划按照正式入学时的年级安排，修学时间按正式入学时间开始计算。

在职生公派出国的应附单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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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研究生办理延期的情况比较多，在此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浙江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学制为 ２．５ 年，博士生 ３ 年，直博生 ５ 年，研究生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正常完成学位时，
需要办理延长学制，需要以同样的方式申请学籍异动，并由导师在纸质表格上签字许可后（其中定向与委培生还需
要所在工作单位同意），在学制期满前交到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教 １－３２２）办理延期手续。
每次申请延长学制的期限为：硕士生不超过 ６ 个月，博士生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延期期限：博士生最多允许延期三年，硕士生最多允许延期两年。
特殊延期：延期到期者，不再准予常规注册。因特殊原因需要申请继续延期的，应当提交特别申请，详细说明原因，
同时提交论文已完成部分的稿件、已发表论文、待完成工作内容及进度说明等，经导师、学院审核同意后，交到学
校研究生院学籍办进行审批。经批准继续延期的，由研究生学籍管理办公室再给予注册。

5.6 办理各项证明
5.6.1 自助办理
以下八项证明可以通过“自助服务一体机”自行打印：中文成绩单、英文成绩单、中英文在读证明、中英文学历证明、
中英文学位证明、中英文荣誉证明、出境派遣证明、通过毕业答辩证明。
具体流程请见：《成绩单、学历、学位、荣誉、在读证明等中英文证明材料“自助服务一体机”打印办理指南》
ｈｔｔｐ：／／ｇｒ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ｒｅｄｉｒ．ｐｈｐ？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ｄ＝１６３１３＆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６１９１７

5.6.2 其他证明的办理

备注：学校可能会出台新的学制年限文件，请以学校最新出台文件为准。

5.3 研究生办理请假

肄业
证明

学习
证明

填写证明申请表， 凭 退 学 文 件 或 硕
类 型 为： 退 学 或 转 博 材 料（ 工 作
人员查询）
硕转博

无经
济适
应房
证明

由本人提供购买
经济适用房申请
表

本人提交申请，写清楚事由及基本信息，
出示相关证件

生育
证明

研究生管理信息
系 统 申 请， 学 籍
异动：休学 ２（生
育）。打印表格

准 备
《婚况
证 明》
表

阅读学校计
生办的《研
究生申请生
殖健康服务
证流程》

夫妻双方均为在
校学生的女研究 休学申请表交学籍办或办事大厅盖章，
生怀孕后办妥休 凭休学申请表表，婚况表，到计生办办
学 手 续， 向 计 生 理
办申请生育指标。

保险
证明

进入研究生管理
信息系统，学籍 －
个人信息 － 保险
就业 － 打印保险
单

研究生因发生意外产
生 的 医 疗 费， 在 治 疗
结束后直接向保险公
司理赔

打印保险单、将就医发票、
保险公司理赔后学生本人到
身份证件材料复印件等交给
校医保办或保险公司领取理
校医保办（紫金港办事大厅）
赔金
审核

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学籍”—“学籍异动”，在“异动类型”里选择“请假”，打印出请假单并
按要求做各项审核。请假 １ 周以内（含 １ 周）由导师批准；请假 １ 周以上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经导师同意，
由学院主管领导审批。请假单均需留存学院研究生办。请假结束后应及时到学院研究生科销假，不按时销假作未请
假处理。请假超过一个月须办休学手续。

5.4 补发研究生证、身份证
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学籍”—“证明下载”，在左侧选择“补办研究生证”，下载并打印出来后
先到学院研究生科审核，再携带申请表及 １ 寸彩色照片到到紫金港办事大厅（研究生院窗口）办理。

交学籍办 ３ 个工作日
后 取 件（ 需 送 紫 金 港
盖 章）， 办 事 大 厅 即
办

填写证明申请表，
终 结 类 型 为： 硕 肄 业 证 明 需 提 交
士 肄 业（ 含 直 接 成 绩 单 和 退 学 文
攻 博 退 学） 或 博 件
士肄业

学院研
究生科
签署意
见

提供两寸
免冠正面
头像照片
２张

交学籍办或紫
金港办事大厅
审核处理

学院研
究生科
签署意
见

提供两寸
免冠正面
头像照片
２张

交学籍办或紫
金港办事大厅
审核处理

交学籍办 ３ 个工作日
后 取 件（ 需 送 紫 金 港
盖 章）， 办 事 大 厅 即
办

交学籍办或紫金港办事大厅处理

身份证遗失请填写《补办身份证申请》，经过研究生科审核后到保卫处办理。

5.5 研究生办理出国（境）手续
因公出国（出境）：研究生因培养环节需要出国、出境进行联合培养、合作研究或参加国际会议等属于公派出国，
具体手续依照学校有关规定在研究生院培养部门办理，并在研究生院管理部门备案。
因私出国（出境）：人事档案在本校的在学研究生可以向学校申请因私出国、出境（包括旅游探亲、自费留学
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出国、出境旅游、探亲均限于在寒暑假及国家法定长假期间成行，申请自费留学应当办理退
学手续。应届毕业研究生申请自费出国、出境留学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应当在办妥毕业离校手续后成行。定向和委
托培养研究生各类出国、出境的申请原则上应当在原单位办理，非假期成行的，应当向学院请假或办理休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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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结业申请

３、打印表格：由研究生本人打印“浙江大学研究生学籍异动申请表”，在“异动事由”里写明事由情况，学生
本人签名 －－－ 委培单位签字盖章（非定向研究生跳过此项）－－－ 导师意见（意见、签名）－－－ 院系研究生科意见（审

浙江大学关于加强研究生结业管理工作的通知

核该生意见、签名）－－－ 院系主管领导意见（意见、签名）。此表由所在院系研究生科留存。（注：所有签名不得

浙大发研〔２０１７〕６３ 号

用签名章）

各学院（系），行政各部门，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４、院系审核：院系研究生科依据文件的规定（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且成绩合格，通过其它学习环节的

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学籍管理，完善和优化研究生的多渠道出口，经研究决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考核，仅学位论文尚未完成或学位论文答辩时超过三分之一答辩委员会委员不同意其毕业者）进行审核，同意或不

一、研究生在最长学习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且成绩合格，通过其它学习环节的考核，仅学位论

同意学生的结业申请。

文尚未完成或学位论文答辩时超过三分之一答辩委员会委员不同意其毕业者，经本人申请，导师同意，所在学院（系）
审核同意，报研究生院备案，准予结业，由学校发放结业证书。

５、录入信息：院系研究生科按学籍系统的流程录入审核通过的结业研究生的信息，按 ３ 月 ３０ 日、６ 月 ３０ 日、
９ 月 ３０ 日、１２ 月 ３０ 日四个时间点录入；统计各类型结业名单和人数、并将名单和人数报研究生院管理处学籍管理

二、研究生以结业形式终止学籍，须办理离校手续。各学院（系）应按照《浙江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
有关规定在规定时间内做好结业离校各环节相关工作。

办公室（可发邮件，附结业生名单、注明各类型人数）。
６、学校审核：研究生院管理处学籍办审核最终名单，并编制结业证号。

三、已满最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应在三个月之内以毕业、结业及申请退学等形式之一终止学籍，并办理离校手续。
逾期不办理相应手续者，由学校作退学处理。

７、领结业证：院系研究生科打印结业名单，经分管领导签字、院系盖章后到办事大厅研究生院窗口领取结业证
书内芯。

但截止本通知发布之日时，已满最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如学位论文已接近完成并在六个月内能够提交答辩的，
经下列程序后可向研究生院管理部门申请再延长不超过半年的学习时间：１．向学院研究生科提交论文进展报告及论

８、打印证书：院系研究生科打印结业证书，校办盖章；准备相关材料（其中：给结业生的告知书有参考模板）。
９、结业离校：研究生本人办理离校手续。凭学生证和离校单到所在院系研究生科领取结业证书和告知书。

文初稿；２．经导师及所在学院（系）审核同意。
本通知所指最长学习年限是指博士生学制基础上延长 ３ 年，硕士生学制基础上延长 ２ 年。
四、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研究生结业者可于结业证书签注时间起三年内，向原学籍所在学院（系）研究生

申请结业流程

管理科（室）申请一次答辩。若答辩通过，并同时达到毕业和授予学位的要求，则向学校上交结业证书后换发毕业证书，
并由学校按照学位管理规定颁发学位证书。若只达到毕业要求尚未达到授予学位要求，只换发毕业证书，后续学位
申请工作遵照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学校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浙江大学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浙江大学研究生申请结业流程
一、文件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浙江大学发布了《浙江大学关于加强研究生结业管理的通知》（浙大发研【２０１７】６３ 号）的文件。
凡符合该文件中规定条件的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导师同意，所在学院（系）审核同意，报研究生院备案，准予结业，
由学校发放结业证书。
二、申请流程：由研究生本人发起申请 －－－ 院系审核同意 －－－ 报研究生院备案 －－ 发放结业证书。
具体流程：查验照片（研究生本人完成）→网申结业（研究生本人完成）→打印表格（研究生本人完成）→院
系审核（院系完成）→院系录入（院系完成）→学校审核（研究生院完成）→领结业证（院系完成）→打印证书（院
系完成）→结业离校（研究生本人完成）。
１、查验照片：由研究生本人登录学信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核对是否有本人毕 ／ 结业照片。如果学信
网有本人的毕 ／ 结业照片，选择点击“照片正确”；再查询“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中是否有同样的照片，
如果有同样的照片，查验照片完毕；如果无照片，请在学信网下载学生的照片并发送至 ｇｌｃ＠ｚｊｕ．ｅｄｕ．ｃｎ，邮件中注
明学号、姓名、身份证号，以便研究生院学籍办及时关联学校学籍信息系统。
如果学信网上没有研究生本人的照片，说明还未拍毕 ／ 结业照片。请同学本人自行联系拍摄毕 ／ 结业照片。
拍摄地点：新华社浙江分社高校毕业生图像采集中心（体育场路 ４９９ 号，杭州市中医院旁）联系电话：０５７１－
８１１８９６６３。自行联系拍摄的照片，纸质照片请同学务必以本人联系方式收取，收到照片后请务必交给所在学院（系）
研究生科老师；照片电子版请同学在学信网核对（可能需要拍照后几天才能查到！）后下载并发送至 ｇｌｃ＠ｚｊｕ．ｅｄｕ．
ｃｎ，邮件中注明学号、姓名、身份证号，以便学籍办及时关联学校学籍信息系统。
２、网申结业：由研究生本人进入“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学籍 －－－ 学籍异动申请 －－－ 选择异
动类型（学术博士结业、学术硕士结业、专业博士结业、专业硕士结业）－－－ 申请，填好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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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类

5.9 考试与成绩
5.9.1 免修、 重修和缓考

5.8 研究生选课

研究生对某些课程若有较好的基础，可以申请免修该课程。应先由研究生本人提出免修申请（并附相关证明），
经有关任课老师面试合格，并报主管院长批准后， 方可准予免修；在该课程结束时，必须与学习该课程的研究生一

研究生网上选课流程图

起参加考核。（研究生英语免修另行规定；根据协议进行校际联合培养获得的课程学分，可以申请免修免考。）
若研究生成绩不合格或登记“缺考”，学校不单独组织补考，研究生可在网上选课时申请重修， 重修课程的学
习和考核要求与一起上课的研究生相同。 每门课程一般只重修一次，重修后的合格成绩覆盖该研究生原来的不合格
成绩或“缺考”记录。若该门课程因故停开，经研究生培养处同意， 研究生可在导师指导下选修相近课程并参加考试。
若研究生已取得合格成绩则不予重修。
研究生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应考，必须事先书面请假，经学院研究生科及任课教师同意并报研究生培养处批准
并备案后，方可缓考。申请缓考的研究生，其成绩暂登记为“缺考”，学校不单独组织补考，只需在以后学期网上
选课时申请重修，并参加考试即可。 若该门课程因故停开， 经研究生培养处同意，研究生可在导师指导下选修相近
课程并参加考试。

5.9.2 英语免修
对于符合研究生学位英语课程免修条件的学生，可通过现场确认进行免修申请。具体时间以每学期研究生院的
通知为准，请及时关注。
（一）全日制研究生：
１、免修申请条件（经过以下考试，符合其中之一即可）：
①大学英语六级：总分 ４８０ 分以上（含 ４８０ 分），其中听力成绩 １４５ 分及以上；
②托福总分 ８０ 分及以上；
③雅思 ５．５ 分及以上。
２、注意事项：
①研究生须持研究生证（或校园卡）、英语考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复印件在右上角注明本人学号）
进行免修确认；
②已经在该学期选修研究生学位英语课程或选课期间未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申请英语免修的研究生，该次
不受理相应课程的免修确认；
③六级证书遗失的研究生，须出具由国家六级考试委员会（上海）补办的正式证书，由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证
明无效；
④逾期没有办理免修确认的研究生，视同放弃该次免修申请；
⑤已获免修确认的研究生请于通知规定的时间后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我的课程”栏，确认是否已经获得
相应申请免修英语课程的学分；如发现还未获得学分，请及时与研究生培养处联系（联系电话：８８９８１４０６）。
（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 ２０１５ 级为例）
一般在入校的第一学年的春学期进行免修申请确认。
１、免修申请条件（符合其中之一即可）：
①三年有效期内大学英语六级总分 ４８０ 分以上（含 ４８０ 分），其中听力成绩 １４５ 分及以上；
②三年有效期内托福总分 ８０ 分及以上；
③三年有效期内雅思 ５．５ 分及以上；
④专业英语八级；
⑤ ２０１５ 年联考科目英语成绩百分位达 ９５％ 及以上或 ＧＣＴ 英语应用能力成绩折合成百分位后达 ９５％ 及以上。
２、注意事项：
①符合前四项免修条件的研究生确认时间持免修申请表、研究生证、英语考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请
在右上角注明本人学号）前来办理；符合第五项免修条件的研究生，由研究生院统一公布名单（详见附件）， 符合该
条件学生不需现场确认；
②证书遗失的研究生，须出具由国家考试委员会（上海）补办的正式证书，由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证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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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所有申请英语免修的学生须在专业学位管理系统中提交“免修申请”，逾期没有提交者，视同放弃本次申请；

正常学制内的全日制非在职博士生有资格参评。评选比例不超过参评人数的 ２０％，资助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元 ／ 人，一次

④英语免修申请程序为：学院在系统中完成培养方案、学习计划的制订工作——学生在系统中提交“免修申请”

性发放。具体以秋学期研究生院通知为准。

——研究生院审核、确认；

七、“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使用说明

⑤非 ２０１５ 级但符合上述前四项免修条件的在读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也可参加当次英语免修申请确认。

参加中期考核的博士生需要在系统中录入相关信息，导师、学科、学院审核后，由系统导出考核结果。１、学
生界面：博士生录入个人相关信息、学科考核小组名单（首位请填学科负责人、学科考核小组教师工号查询网址：

5.9.3 课程考核

ｈｔｔｐ：／／ｃｗ．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ｎｕｂｉｎｑ．ｈｔｍ）。２、学院审核后：博士生不能再修改学生界面，如确需修改，需向学院申请“驳

研究生学习的所有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程（包括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

回”，修改后再提交学院审核。

和第二外国语必须进行考试；选修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研究生课程的考试， 可采取课堂开卷、课堂闭卷、课程论文、
口试加笔试等不同的形式；研究生课程的考查，是根据平时听课、完成作业、课堂讨论、调研报告、社会实践等情
况综合评定的成绩。研究生完成课程论文、作业等考核时，严禁抄袭。

5.11 读书报告
根据校研究生院相关培养方案的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做读书报告 ４ 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学术论坛

5.9.4 成绩管理

做读书报告 １ 次，累计完成 ４ 次计 ２ 个学分；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做读书报告 ６ 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系学术论坛

申请结业流程
研究生选修课考试成绩不及格或登记“缺考”，
研究生可选择重修， 也可以不参加重修， 只要调整并完成个

做读书报告 ２ 次，完成累计 ６ 次计 ２ 学分；直接攻博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做读书报告 １０ 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系学术

人学习计划，准予毕业和申请答辩，但不及格成绩或缺考记录将保存至个人成绩档案中。研究生学位课考试成绩不
合格或登记“缺考”者必须参加重修，否则不能毕业。

论坛做读书报告 ４ 次，累计完成 １０ 次计 ４ 学分。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一篇可替代一次学科或系学术论坛读书报告，
直博生可替代不超过 ２ 次，其他可替代 １ 次。
读书报告内容由导师提出或核准，每学年不超过 ４ 次，论文开题报告之前至少完成所要求读书报告次数的一半
或以上。研究生完成读书报告后，须登录学校研究生院的“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填写相关内容，并经导师确认

5.10 博士生中期考核

和学院研究生科审核。

一、中期考核的对象
全日制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博士生（含定向委托培养博士生）。

研究生读书报告要求及网上录入流程

二、中期考核的时间
普通博士生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完成中期考核，直接攻博研究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完成中期考核，硕博连读研究
生根据入学时间的不同，在进入博士阶段后一年或一年半时（春季入学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完成中期考核。
三、中期考核的内容及要求
博士生中期考核由各学院组织实施，各学院应制定中期考核实施方案，提前向广大博士生公布，保证考核工作
的公开、公平、公正。各学院应成立博士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至少有 ５ 位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导师组成，全面
负责学院的博士生中期考核工作，负责制定学院中期考核实施方案、接受博士生的申诉等。各学院可按一级学科或
二级学科组织 ３ 人（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导师）以上的考核小组，具体负责该学科有关考核工作。
博士生中期考核由课程考试成绩和研究能力评估两部分组成。课程考试成绩和研究能力评估两者所占权重由各
学院自行确定。课程考试成绩以核心课程考试（２ 门）为主；研究能力评估由各学院根据学科特点，鼓励结合研究
综述报告、学位论文开题答辩、综合面试等多种办法，提出评估方案。各学院中期考核实施方案经所在学院博士生
中期考核领导小组或学位分委员会审定后报研究生培养处备案。
四、中期考核结果
博士生中期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级，各等级所占比例由学院确定。考核合格等级以上的
博士生，其课程考试与研究能力评估成绩均须达到合格标准。学院应于考核当年 ９ 月将考核名单报研究生培养处备案，
考核结果存入博士生学业档案。
第一次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生，半年后至学制内，可申请一次重新考核。经重新考核仍不合格的博士生，应予分流，
即淘汰或转为硕士生（其中直接攻博研究生转硕士生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博士生因出国、休学等原因无法如期
参加当年考核的，由博士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学院博士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可延期考核。
博士生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向学院考核领导小组提出申诉。考核领导小组对博士生的申诉，进行情况核实、复查整
个考核过程、并给予答复。博士生对复议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研究生院提出书面申诉。
五、岗位助学金发放标准的调整
中期考核后的博士生（学制内非在职），其享受岗位助学金的等级，根据学校博士生岗位助学金文件执行。
通过秋季中期考核的博士生，岗位助学金发放标准的调整自当学期的 ９ 月份计起；
通过春季中期考核的博士生，岗位助学金发放标准的调整自当学期的 ３ 月份计起。
六、优秀岗位助学金的评选说明
学校对品学兼优、潜能突出的博士生进行激励。每年 １１ 月底评选博士生优秀岗位助学金，已通过中期考核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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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开题报告

5.13 因公出国（境）

一、开题报告考核专家组的组成
开题报告的考核由各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可视人数分批或按课题内容分小组进行。由 ３ － ５ 位具有副教授以

5.13.1 研究生对外交流申请手续办理流程

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硕士生开题报告考核专家组，由 ３－５ 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 （ 至少应有 ２ 位博导 ）
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博士生开题报告考核专家组。
二、开题报告的具体实施办法
研究生做好开题准备后，向导师提出开题申请。
由考核专家组对论文的选题、研究思路及课题技术路线等进行提问，提出相应的建议或修改意见乃至重新开题
的要求，并将这些意见签署到《开题报告考核表》上。
开题报告完成后，研究生本人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录入开题报告相关内容（研究方向、指导小组成员、拟定
论文题目、报告时间、报告地点、听众人数、评审专家信息、专家评审意见），并上传开题报告原文。完成上述网
上操作后请将开题报告考核表（以专业或研究所为单位）交到学院研究生科（教 １－３２２）审核、归档。

研究生开题报告要求及相关流程

5.13.2 浙江大学研究生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申请手续办理具体介绍
一、主要手续
１、填表 ： 请登陆浙江大学全日制研究生信息系统填写“因公出国境申请”（出访时间请严格按照邀请信填写），
填写完整后导出打印表格，由导师、学院研究生科、学院党政等签署意见、盖章。
出访时间大于等于 １８０ 天，请办理两份原件表格，一份留学院，一份自己留存。
２、其他材料：除因公出国境申请表，还需准备官方正式签名的邀请信（复印件即可，如邀请信为非英语语种书
写，必须附上导师签名认定的中文翻译件）、导师推荐信（三个月以上交流项目必须有）等。出访时间小于 １８０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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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同时准备因公临时出国或赴港澳台人员备案表。
３、审核：将上述纸质材料备齐，交导师和学院审核。纸质表格由导师和学院签字盖章，学院网上审核通过并留
存纸质申请材料。学院网上审核通过后，即可办理后续手续。
如出访时间大于 ９０ 天小于 １８０ 天，上述纸质材料复印件一份，交学院留存；如出访时间大于等于 １８０ 天，请
办理两份申请表原件，申请表原件及其它相关材料交学院留存。
为确保记录准确，研究生院将在出访当月进行网上审核。网上申请一旦审核通过，出访时间将无法自行更改；
如晚于申请表上所填写的月份出行，请联系研究生公派出国办公室以便及时修改信息。如因签证等原因没有最终出
行请办理“实际未出国”，见“三、其他注意事项”。

３、得到“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和其它国家留学基金项目资助的研究生回国后，若需提取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保
证金，请本人持已填写完毕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回国报到提取保证金证明表”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及护照，到研
究生培养处公派办办理国内推选单位报到手续。提取保证金的后续手续按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要求办理。

5.13.3 研究生赴海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项目学院操作指南
一、材料审核
申请人需于会议开始时间两个月前提交申请并向学院递交如下纸质材料：（１）正式邀请函（需用带有会议主办
单位 ｌｏｇｏ 抬头的纸及手写签名）；（２）论文录用通知；（３）论文录用类别（ＯＲＡＬ 或 ＰＯＳＴＥＲ）证明（邮件不能

二、后续手续

作为证明和存档材料，若论文录用类别仅表述为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则需同时提交 ＰＲＯＧＲＡＭ 即宣读论文时间安排表

１、若有报销任务，请持申请表原件到计财处（紫金港行政办事大厅 １１ 号窗口）审核（科研经费无需审核）。审核后，

才能视同为 ＯＲ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 为正式证明函件有官方签名）；（４）被录用论文首页（按国内外正式期刊投稿格式，

请将申请表原件（出访时间 １８０ 天以下）交外事处（紫金港行政办事大厅 １６－１７ 号窗口）。复印一份申请表自己留
底，报销时财务处需要出具申请表的复印件。

作者排名必须为第一作者）；（５）外语水平证明等。
按照资助条例每位研究生在读期间可予资助一次。

２、180 天以下：持申请表原件及因公临时出国或赴港澳台人员备案表到外事处（紫金港行政办事大厅 １６－１７
号窗口）办理其他手续（六个月以下派遣证明及出国批件）；
180 天及以上：如需派遣证明 ｈｔｔｐ：／／ｇｒ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ｒｅｄｉｒ．ｐｈｐ？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ｄ＝１００３６＆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６２２３８，在系统中

学院对所递交材料各项信息是否属实及填写是否正确进行审核，通过后，纸质材料留存，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
国际会议资助 －＞ 浏览审核栏目通过审核。
二、预订机票

填写因公出国境申请表时，在“派遣证明”条下根据需要填写中英文抬头和资金证明并提交。提交后 ５ 个工作日内

待办理完签证、明确具体出行时间后，申请人需自行联系航空公司订票（浙大接待中心票务，马建平，

研究生院将进行审核。网上查询审核通过后，凭校园卡到“自助服务一体机”上自行打印派遣证明。一次出国任务

８８９８１５６７，１３８１９４９３０７９）。由航空公司按会议时间制定行程，在会议开始前日到达，会议结束次日返回。如有顺

可打印一份派遣证明原件。

访任务其顺访时间与会议时间连接，且访问天数不能超过会议天数。申请人不得擅自更改往返地点和出行时间，未

３、若尚未办理护照，请持一份因公出国境申请表复印件到保卫处审核，办理户籍处理手续（详见保卫处《各类
户籍证明及身份证补办手续流程》），再到公安局办理因私护照。

经确认自行订票将不予报销。
三、取消记录
若学生因签证未通过等原因未能成行，需要在国际会议资助 －＞ 浏览审核栏目下删除已审核的记录，以保留学

４、请复印一份申请表自己留底。
三、其他注意事项

生下次重新申请的资格。

１、定向、委培生申请出国（境）：需提交本人工作单位人事部门签字盖章的单位同意派出函，再按照“一、主
要手续”办理，并同时到本人工作单位办理出国（境）手续和出国（境）任务批件。
２、出国 ( 境 ) 时间超出学习期限：出国（境）前需先至学院研究生科办理完成延长学习期限手续：登陆浙江大
学研究生信息服务平台，填写并打印“浙江大学研究生学籍异动申请表”。在“学籍异动”一栏内选择“异动申请”，

四、办理借款
学生凭外事处批件和已审核的因公出国（境）申请表的复印件填写借款单。审核借款单并签字盖章，在国际会
议资助 －＞ 浏览审核栏目下录入资助金额，并在计财处网站上将准确金额授权给资助学生本人。资助金额由学院确定。
借款单填写示例如下：

异动类型为延长学习年限；填写内容为：延期时间（异动起始截止日期）、异动事由。
浙江大学借款单

３、出国 ( 境 ) 时间 (90 天以上 ) 有变更：请及时电话通知学院；若不通知，将按原申请时间办理学籍手续（出
国申请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学籍异动记录）。
４、变更出国 ( 境 ) 时间（限申请一次）：若因学习、研究需要确需变更出国 （ 境 ） 时间，请办理变更出国 （ 境 ）

年 月 日（必填）
借款单位

×× 学院章

延期申请表、国外导师邀请延长函（须附经济资助证明），留学基金委资助证明（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提供），由国

借款用途

国际会议旅费（出发地——目的地）

内导师及所在学院同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国家公派项目联合培养研究生需学校出具同意公函的，请下载相应模板，

收款单位

浙大接待中心票务

帐号

１１００１０７１７０００５３００４９５９

金额

人民币大写、小写

时间手续。手续办理程序：在派出时间到期前一个月登陆系统填写国外状态变更——延期回国，并上传所需材料：

结合实际情况修改后上传至系统。审核通过后可在系统中下载正式公函扫描件）。提前回国申请流程同上。
５、实际未出国：如已填写出国申请、学院及研究生院均已审核通过但实际未出国，请在“回国资料上传”中填
写实际未出国，并附上未出国证明至学院审核，网上通过。

经费项目代码

子项目代码
借款人

开户行

借款方式
学生姓名

中国建设银行安华支行

３． 汇款

四、返校手续
１、返校后，请及时办理返校手续，否则无法做学籍恢复处理，以致影响岗位助学金的发放和医疗保险的办理。

经费主管：签名

经办人：学生签名

联系电话：学生电话

岗位助学金相关事项请咨询学籍管理办公室（紫金港海洋大楼 ４０３，８８９８１４００）。
２、返校手续办理程序：填写“回国资料上传”。

五、回国及报销

获得研究生院国际会议资助的同学请选择“赴海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申请回国”，其它情况出国的同学请

在国际会议资助 －＞ 回国资料栏目下审核学生回国报告等材料无误后，留存纸质材料，并在机票发票背面盖章

选择“因公出国境回国”。

供报销用。报销一般要求学生在回国后两周内完成。

“护照出国回国日期”填护照上盖章的出入境时间；并将总结、报告、照片、护照出入境记录盖章页扫描件等
制成一个 ｐｄｆ 文件后上传到系统。网上填写并打印，本人持申请表及护照至学院办理入境复学手续，学院网上审核

5.13.4 研究生派遣证明办理流程

通过并留存纸质材料。

为方便办理因公出国经手续的研究生按需办理派遣证明，简化审批手续，方便师生，自 ２０１６ 年起已启用一体

研究生院网上审核通过后，如有需要到学籍办或学院报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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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条件

二、申请条件（以下各条必须同时满足）

在校研究生，因公出国境时间 180 天（含）以上，如有需要，在办理因公出国境手续时可以申请办理派遣证明

１、完成硕士阶段全部课程学习，学位课程和必修课程的平均成绩在本院同届研究生中名列前茅；

（１８０ 天以下派遣证明在外事处办理）。

２、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４６０ 以上（有效期 ５ 年；第一外语为其它语种的，参照英语的标准执行），也可以用

（二）办理流程

ＴＯＥＦＬ 机考 ８０，或雅思 ５．５ 的相应成绩；

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填写因公出国境申请表时，在“派遣证明”条下根据需要填写中英文抬头和资金证明，
请严格参照参考范例填写，不得随意增减内容。

３、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４、攻博专业及课题与硕士阶段的专业及课题密切相关；

检查无误后可提交，如有修改需重新填写。

５、经本专业硕士生指导教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考核推荐。

提交后 ５ 个工作日内研究生院会进行审核。系统查询审核通过后，凭校园卡到玉泉行政楼 １２９ 室或紫金港校区

三、书面材料

行政办事大厅“自助服务一体机”上自行打印派遣证明。

（１）《在校硕士生硕博连读申请表》；

（三）其他

（２）外语证书复印件（原件须审核）；

原派遣证明模板及办理流程停止使用。

（３）两位专家推荐书原件（副教授及以上职称）；

5.13.5 流体动力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境外国际学术会议专项基金管理办法
一、为了鼓励实验室学生赴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促进学术交流，特设立境外国际学术会议专项基金。
二、资助以流体动力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并宣读论文（以会议邀请书为准）的本实验
室研究生参加在境外及港澳台地区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老师部分已经按照论文奖励的形式分发到各组，本基金不

（４）本人课程成绩单。
四、复试录取：学院统一安排
五、网上报名：ｈｔｔｐ：／／ｇｒ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5.14.2 在校硕士研究生硕转博申请流程

再重复资助）。
三、资助方式
１、每位学生在校期间只资助一次会议注册费和一次往返机票（含本基金资助和研究生院资助）。
２、每篇学术会议论文限资助人为：论文第一作者并进行现场宣读者。
３、会议 １）－８）：本基金全额资助会议注册费和往返机票，往返机票应首先向研究生院申请资助，未获研究生院
批准或未批准全额往返机票实际价格情况下，凭未获得资助凭证由本基金资助往返机票实际价格（提前一个月左右
购票的价格）或差额部分。
４、会议 ９）：本基金半额资助一半的会议注册费和一半的往返机票，一半的往返机票应首先向研究生院申请资助，
未获研究生院批准情况下，凭未获得资助凭证由本基金资助往返机票实际价格（提前一个月左右购票的价格）的一半。
５、国际学术会议限在流体动力与机电系统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会议（会议清单见附录）。
四、资助程序
１、计划参会的研究生（须经导师同意），持会议论文录用证明和邀请信向研究所提出申请并备案。
２、会议结束后，须提供如下材料：（１）境外会议总结表；（２）参会人在会场宣读论文的照片，经研究所审核同意，
在资助的额度和使用范围内支出经费。
附录：流体动力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资助的国际会议清单
１）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ｌｕｉ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ＩＣＦＰ）， ＮｏｒｔｈＥｕｒｏｐｅ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ＦＴＳ），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３） Ｔｈｅ ＪＦＰ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Ｆｌｕｉｄ Ｐｏｗｅｒ （ＪＦＰＳ），Ｊａｐａｎ
４） Ｂａｔｈ／ＡＳＭ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Ｆｌｕｉｄ Ｐｏｗｅｒ ＆ 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ＰＭＣ）， Ｂａｔｈ，ＵＫ
５） ＩＦＡＣ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６） ＡＳＭ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ＳＭＥ－ＤＳＣＣ）
７） Ｔｈｅ ＩＥＥＥ／ＡＳ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ＥＥＥ／ＡＳＭ－ ＡＩＭ）
８） 国际流体动力博士生论坛
９） ＭＴＳ／ＩＥＥＥ ＯＣＥＡＮ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ＥＥＥ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０）其它经国重主任会议批准的需参会的国际会议。

5.14 硕转博申请
5.14.1 在校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博连读规定
一、申请时间：４－５ 月 ／ 年、１０－１１ 月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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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研究生评奖评优其他有关事项
①研究生填写的《浙江大学研究生学年小结表》、《浙江大学研究生评奖评优登记表》存入个人档案。
②获得各类奖学金的研究生，由学校发给证书和奖学金，各类奖学金荣誉兼得，奖金不兼得，奖金取高者。获
得个人荣誉称号的研究生，由学校颁发证书和奖品。获得研究生先进班级荣誉的，由学校发给奖状和班级活动经费。
③凡已获得奖学金和荣誉称号的研究生，如发现有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学校将撤销其所得称号，追回已发奖金等。
获奖同学应正确使用奖学金，反对铺张浪费或者用于不利于学习进步的其他行为。
④获得专项奖学金的研究生须履行专项奖学金协议规定的相关义务。

6.1.2 学院 2015 年各类研究生奖学金清单
研究生校级、院级奖学金清单
类别

第六章 研究生奖助及学生活动
6.1 研究生评奖评优
6.1.1 研究生奖学金及荣誉的申请与评定

奖学金名称

级别

金额

名额

竺可桢奖学金 （ 博 ）

４００００

全校评

竺可桢奖学金 （ 硕 ）

３００００

全校评

国家奖学金 （ 博 ）

３００００

１２

国家奖学金 （ 硕 ）

２００００

１７

唐立新奖学金

１００００

全校评

光华奖学金

１２００

２

光华奖学金（少数民族）

１２００

１

ＣＡＳＣ 奖学金

三等

２０００

１

１． 成立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委员会

南都奖学金

二等

５０００

１

由学院分管领导、各所教师代表、学生一线老师组成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委员会，负责全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工

南都奖学金

三等

２５００

１

昭和电工奖学金

一等

６０００

１

昭和电工奖学金

二等

３０００

２

浙江能源奖学金

５０００

２

欧琳奖学金

６０００

４

旭化成株式会社（中国）人才培养奖学金

１００００

１

作的具体开展；在浙江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及荣誉评定办法的基础上制定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实施细则，作为学院研
究生评奖评优的主要依据。
２． 研究生奖学金及荣誉的申请与评定过程
公布细则：每年 ４－５ 月份全院公示本年度评奖评优实施细则→布置工作：９ 月初向班长布置本年度学年小结与

学校奖学金

评奖评优具体工作→数据采集：班级内开展个人量化纪实考评成绩核算，成绩在班内公示，德育导师签字确认→审
核确认：上报学院审核确认，公示全院学生量化纪实考评成绩，接受反馈意见，修改和确定最终结果→数据公示：
公示全院学生最终量化纪实考评成绩，作为后期评奖评优的主要数据来源→荣誉评选：９ 月中旬学院根据学校通知，

潍柴动力奖学金

一等

６０００

３

潍柴动力奖学金

二等

３０００

３

以班级人数为基数将各类荣誉称号（不足每班 １ 人的荣誉称号，由学院统一评选）分配至班级，由班级内确定人选

三星奖学金

１００００

１

国睿奖学金

５０００

１

上报，学院审核确定最终名单，并进行全院公示→奖学金申请：９ 月下旬学院根据学校通知发布学院研究生各类奖

国睿奖学金

５０００

１

学金评选通知，学生根据通知要求，自主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申请材料进行申请，学院审核并确定最终进入面试名

博世奖学金

６０００

５

单→国家奖学金评选：１０ 月 １０ 日左右进行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答辩形式，根据量化纪实考评成绩，按 １：１．５ 入

华为奖学金

二等

５０００

１

围答辩）→其它奖学金评选：１０ 月中旬左右进行研究生其它各类奖学金评选（群面形式，符合基本条件均可参与面试）

华为奖学金

三等

３０００

１

→学院公示名单：各类奖学金评选结果，学院内公示五天后上报学校→学校公示名单：学校审核公示后，发放奖学金。

天府汽车英才奖学金

５０００

１

东芝奖学金

１００００

１

优秀毕业研究生奖学金

５０００

５

万华奖学金

３０００

１

百人会英才奖

１５０００

全校评

社会工作等各类单项奖

５００

全校评

一等

１００００

２

二等

５０００

５

晶盛奖学金

５０００

２５

塞恩奖学金

１００００

５

②有课程成绩不及格（以研究生培养处成绩认定为准）；

海曼奖学金

４０００

５

③无故旷课、无故迟到注册、请人代注册、代他人注册；

阿特拉斯·科普柯奖学金

３０００

５

３． 研究生评奖评优的根本宗旨
鼓励在校研究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坚持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学校赢得荣誉，为国家做出贡献。
５． 研究生评奖评优的基本条件
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
②学习勤奋，严谨踏实，勇于进取，成绩优良；
③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心健康；

恒立奖学金

④参加社会实践、担任社会工作或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等。
学生在该学年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当学年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评选资格：
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

学院奖学金

④延期毕业（学校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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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学院 2015 年各类荣誉称号清单

6.2.3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贷款

类别

学校荣誉

名额
２３６

三好研究生

９０

１． 贷款对象

优秀研究生干部

５２

家庭经济困难，未曾申请过助学贷款的全日制研究生。

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１２

２． 申请条件

照国家和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①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优秀团干部

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优秀团员
十佳大学生

１０

③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

研究生先进班级

５

④学习刻苦，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⑤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基本生

优秀党员标兵
学院荣誉

完善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可申请学费和生活费贷款资助。申请条件及管理办法依

荣誉名称
优秀研究生

活费）；

优秀团干部

⑥由所在学校（学院）推荐；

优秀团员
十佳大学生

１０

⑦贷款人规定的其他条件。
３． 申请额度
助学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每学年 １２０００ 元，必须为需缴纳学费学生，时长不超过学制。

6.2 研究生助学金

６． 申请材料

研究生助学金有关事务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研究生岗位助学金、研究生“三助”津贴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贷款、
研究生临时经济困难补助、研究生校院各类专项助学金。

6.2.1 研究生岗位助学金

②本人居民身份证（请复印正反面，下同）一式二份；

用于资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包括学校资助部分（含国家助学金和学校统筹经费）、导师资助部分。获得岗

④本人对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说明（需用黑色或深蓝色墨水笔书写）一份；

③研究生证（可在学院研究生科申请提前复印有照片和基本信息的一页）复印件一式二份；

位助学金的研究生应当完成研究生培养所要求的科学研究、教学实践等工作。
１、学校资助部分

⑤家乡民政部门（乡、镇或街道）出具的申请人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需用黑色或深蓝色墨水笔书写或打印件，
切勿用圆珠笔或有涂改。必须盖乡、镇或街道一级行政公章，只有村或社区的公章无效）一份；

博士生标准：中期考核前 １３００ 元 ／ 月，中期考核通过后 ２１００ 元 ／ 月。

⑥父母亲（或配偶）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未通过中期考核但仍保留博士生资格的按照考核前标准发放；未通过中期考核且不再保留博士生资格的不再发

以上材料由各学院研究生辅导员收齐后统一交到党委研工部。

放博士生岗位助学金。八年制医学生博士生阶段按照中期考核前标准发放。
硕士生标准：７００ 元 ／ 月。

６． 申请过程
①申请助学贷款的研究生：通过研究生院主页－管理信息系统－学生登录窗口－登录浙江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

２、导师资助部分（机械工程学院）

贷款网上申请系统，如实填写《中国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并下载打印出纸质表格一式三份，申请人签名后，

博士生标准：中期考核前不低于 ８００ 元 ／ 月，中期考核后不低于 １３００ 元 ／ 月。

与申请贷款所需的材料一起交到所在学院的研究生辅导员（玉泉校区教 １－３２９）。

硕士生标准：不低于 ２００ 元 ／ 月。

②各学院研究生辅导员：收到申请人的表格及材料审核后，将所有相关材料一起交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玉泉校

３、研究生岗位助学金发放

区第十一教学大楼 ２２１ 室）。

学校部分按月发放至学生银行卡中，导师部分可根据自己的安排进行发放，一般情况下最长每半年要发放一次。

③经办银行：贷款申请材料由经办银行初审通过后，公示初审名单、申请人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经银行审批

注：学校对品学兼优、潜能突出的博士生进行激励。每年 １１ 月底评选博士生优秀岗位助学金，已通过中期考

同意贷款的研究生名单在校网公示，如无异议，贷款银行在规定时间内将学费贷款转入学校帐户，扣除学费后，剩

核的在正常学制内的全日制非在职博士生（不包括八年制医学博士生）有资格参评。评选比例不超过参评人数的
２０％，资助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元 ／ 人，一次性发放。

国家助学贷款实行借款学生在校期间 １００％由财政贴息，借款学生毕业后自付利息的办法。借款学生毕业后自
付利息的开始时间为其取得毕业证书之日的下月 １ 日（含 １ 日）；当借款学生按照学校学籍管理规定结业、肄业、

研究生“三助”津贴是研究生通过学业外劳动——助教、助研、助管而获得的酬金。“三助”岗位的设置应与
研究生的专业相结合，与提高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能力相结合，以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的。
１． 助研。各学院（所、中心）设立岗位激励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根据学科特点制定具体的资助标准
和比例，研究生承担导师安排的科研任务，从导师科研经费中的劳务费等支出。
２． 助教。根据教学工作需要，学校每年为学生规模较大的本科生、研究生专业课程和实验、实习课以及全校本
科生和研究生大型公共课设置研究生助教岗位。每个岗位资助标准为 ８００ 元 ／ 月，一学年按照 １０ 个月计算。
３． 助管。学校机关部门、各学院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助管岗位。固定助管岗位资助标准为 ７２０ 元 ／ 月，一学年按
照 １０ 个月计算。临时助管岗位的资助标准为 １５ 元 ／ 小时，根据实际工作时间发放。
研究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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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浙江大学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助学贷款模块申请后，导出打印出的《中国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
一式三份；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休学、退学、被取消学籍时，自办理有关手续之日的下月 １ 日起自付利息。助学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借款学生毕业
后 １３ 年，与学制时间合计不超过 ２０ 年。贷款到期前贷款者都可到银行或通过汇款方式归还贷款及利息。
７． 其它事项
①借款学生离校前，应确认还款计划，与经办银行办理还款合同手续。毕业研究生未办理还款计划确认的，学
院不得发给其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②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利率和国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提前还贷的，按实际期限计
算利息。
③对没有按照借款学生毕业时与经办银行签订的还款合同约定的期限、数额归还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经办银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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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将对其违约还款金额计收罚息。对连续拖欠还款超过一年且不主动与贷款银行联系办理有关手续的学生，贷款银

１． 专项助学金申请基本条件

行和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将会在新闻媒体和网站上公布其姓名、公民身份证号码、毕业学校及违约行为等信息，

①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

影响个人信用。

②热爱集体、尊师爱校、团结同学、热心助人、积极参加各项有益的集体活动；

８． 办理时间

③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均有资格申请“浙江大学助学金”，专业和年级要求详见各类助学金具体要求。孤儿、

每年有两次办理助学贷款，即：上半年的 ３ 月份和下半年的 ９ 月份。

单亲家庭子女、残疾研究生、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或家庭特别困难的少数民族研究生，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推荐；
④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本次助学金的评定：

6.2.4 研究生临时经济困难补助

﹡超出正常学制者；

１． 基本要求

﹡学制到期者（唐立新助学金除外）；

①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全日制正常学制内在读研究生；

﹡上一学年缺勤累计 ２ 周以上者；

②家庭经济困难，确实存在实际需要；

﹡上一学年课程成绩有不合格或补考、重考者（新生除外）；

③需有当地民政部门开具的家庭经济贫困证明。

⑤综合测评总成绩在本专业年级排名前 ５０％（新生除外）；

２． 补助标准及申请程序

⑥满足各个专项助学金申请的其它条件。

①补助标准：一般分为三等：一等，２０００ 元；二等，１５００ 元；三等 １０００ 元。

２． 我院研究生专项助学金主要是包括两个来源：一是学校的各类专项助学金，一是学院层面的各类专项助学金。

②补助名额：一般在 ３０ 人左右。

具体清单如表所示。

③提出申请：一般每年 １２ 月份，根据学院的有关通知，请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填写困难补助申请表、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登记表、困难补助汇总表，按照要求请导师签署意见后于指定日期之前，交至学院教 １－３２９ 办公室，并提交
相关电子版材料。

３． 申请程序
①学校和学院的专项助学金学生只能各选择最多一项进行申请，学院会统筹调配，一般情况下，学院和学校的
专项助学金之间不兼得。

④申请者同时需要提交一份当地民政部门开具的家庭经济贫困证明，之前已在助学金申请、贷款申请中提交过
的同学不需重复提交。

②助学金一般不举行公开评审，学院在广泛征求同学及有关教师的意见后，组建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评审小组，
对候选人的材料进行匿名评审，最终确定学院专项助学金获得名单，以及学校专项助学金的推荐名单。

注：对于出现临时突发性经济问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随时向学院提出申请。

③学校专项助学金获助最终名单以捐助单位反馈和学校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确定名单为准，所有获助学生进入研

３． 困难补助评审原则

究生信息管理系统的助学金申请模块，进行网上填写申报，学院对申报学生进行确认和审核。

①救病原则，如生病住院、家乡受灾；

④同一层面的各项助学金不可兼得，但可以与优秀奖学金兼得。同时根据研究生已获资助的情况，综合考虑资

②孤儿、单亲、残疾人、父母重大疾病、多子（均在上学）、来源于国家认定的贫困地区或家庭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
优先资助；

助额的总体平衡。
⑤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低年级研究生，高年级表现优秀的研究生，未获得过任何奖助学金的研究生。

③困难补助实行申报制，不申报者不予补助；
④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本年度未获得奖助学金者，优先考虑低年级的研究生。

6.2.5 研究生校院各类专项助学金
做好家庭经济困难生的认定和资助工作，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可申请研究生困难补助和贫困研究生专项助
学金。
研究生专项助学金清单
类别

学校助学金

名称

级别

金额

名额

浚生助学金（连续资助）

一等

５０００

学校评定

浚生助学金（连续资助）

二等

３０００

３

金昌盛助学金

５０００

学校评定

庄氏助学金

２０００

学校评定

任熙云助学金

３０００

学校评定

浙江农信助学金

６０００

３

一档

１００００

学校评定

二档

５０００

学校评定

三档

３０００

学校评定

校友爱心励志奖学金

２５００

３

晶盛机电助学金

５０００

２５

圣奥助学金

２５００

１５

唐立新助学金

学院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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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学生组织与社团活动

外联部：主要负责对外交流与赞助，负责一二九毅行登山活动，协助研会其他活动，并与校内外组织、同学、校友、
企业开展合作、交流。
２．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生会。是在学院团委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博士生组织，以“服务同学、锻炼能力、

6.3.1 学院各类社团组织

提高素质、促进发展”为宗旨，坚持以服务同学为中心，在切实维护博士研究生权益，致力学术文化建设，更好服
学院团委学生组织架构图

务师生和博士生群体全面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博士生会目前主要有以下四个部门：
学术发展中心：学术交流与沟通的平台，负责学术论坛、科技节等活动的策划和筹备；
对外交流中心：负责与校内外其他组织、社团及企业的合作与交流；
综合实践中心：负责博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维护博士生的各项权益；
新闻信息中心：负责各项活动的宣传、媒体联络及新闻的搜集、发布等工作；
３．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党员素质发展中心。是在机械学院学生党总支的领导下，以“服务群众锻炼自我”
为工作宗旨，紧紧围绕着机械工程学院全体师生党员组织这一广阔的载体，开展各项服务活动、组织建设的学生团
体组织。中心下设综合事务部、组织建设部、理论实践部和网媒宣传部四个职能部门。
综合事务部：负责中心日常事务处理，协调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工作；
组织建设部：指导并组织机械学院各学生党支部的学生党建工作、组织发展工作；
理论实践部：负责指导并落实各学生党支部的各类活动，规划机械学院学生党总支全年的工作计划；
网媒宣传部：负责中心的宣传工作。
６．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视点。是机械学院团委直属学生组织，主要负责开展机械学院的专业宣传、网络
形象策划等工作，同时也配合校团委策划开展各类活动。机械视点下设机械视点新闻宣传中心和机械视点新媒体工
作室。
新闻宣传中心负责学院重大活动新闻的采编 ， 承担学院网站的新闻审核、发布等日常运营工作，同时负责学院

（一）学院团委组织
机械工程学院团委以增强团组织内在活力为目的，以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为载体，通过多种途径在广阔平台上
锤炼优秀青年学生，持续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和输送品学兼优的领导型人才。
学院团委下设学生三会（学生会、研究生会、博士生会），党团组织五个（党员素质发展中心、学生科技创新中心、
社会实践指导中心、团委办公室、团委组织部），分管学生社团若干（学生职业发展中心、机械视点、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机械创新协会、圣奥爱心社等）。院团委以各学生组织为依托，指导学院各级学生开展工作。主要职能包括开展本科生、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夯实学生基层团组织建设，协助学院党委开展学生党员建设工作，培养学生科技创新精神和
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学生就业与职业规划，组织各色体育文娱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同时配合学
院其他机关开展相关工作。

办公区屏媒的节目制作与管理。
新媒体工作室负责学院办公网的新闻审核、发布，学生微博和微信的日常运营和更新。机械视点不仅活跃在幕后，
而且举办学生科技文化节、毕业摄影大赛、寝室摄影大赛等活动，在各种有爱的活动和培训班中拥有一片天地。
６．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职业发展中心。是为学院团委具体指导下，为学生提供就业与职业发展相关服务
工作的学生组织，下设综合事务部、宣传策划部和外联活动部，中心是我院面向校外企业及事业单位的窗口，每年
都会组织走进企业体验和校企联合调研的活动。内容涵盖职业生涯规划与心理健康教育主题讲座、就业动员大会、
简历撰写及求职技巧讲座、简历诊断室、模拟面试屋、国防军工展等。中心还举办校友经验交流会，以使得本院学
生在职场瀚海中做一名优秀的弄潮儿。

（二）研究生学生组织
作为一个个志同道合的团队，研究生各类学生组织在学院团委指导下，独立开展各类学生活动，丰富研究生的
科研学习生活，搭建创新创业、爱心公益、就业指导、心理健康等平台，同时锻炼和提升自我。
１．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会。是在院团委具体指导下的研究生组织，是联系学生与学院的重要纽带，是
学院内开展研究生各项活动的重要力量。研究生会主要负责的活动主要包括：开学迎新、秋季校运会组织、研究生
篮球联赛、Ｕ ｗｉｔｈ ＭＥ 系列联谊活动、一二九毅行活动、元旦联欢会、趣味拔河比赛、师生乒羽赛、春夏季登山系列
活动、三好杯系列比赛、风采之星评选以及欢送毕业生等活动，为广大研究生提供一个展示自己、丰富课余生活的
平台。研究生会主要由以下五个部门组成：
主席团：主席团负责主持研究生会的日常工作；统筹各项事务；制订研究生会工作计划并带头认真执行；协助
学院完成各项工作；向学院反馈各类信息；作为连接学校和学院之间相关事务的桥梁。
宣传部：配合研会各部门活动，利用多种媒介平台做好前期宣传；鼓励大家参加各类活动；活动现场的录像、
拍照工作；及时跟进后续新闻报道，完善宣传工作。
实践部：负责机械工程学院和其他学院的 Ｕ ｗｉｔｈ ＭＥ 系列联谊活动、
元旦联欢会、
午餐沙龙、
周三有约、
心灵驿站等，
扩展机械学子的交友圈，加强老师与学生的联系。
文体部：主要负责协助与组织研究生参加校级与院级体育活动，如秋季校运会、研究生篮球联赛、三好杯系列比赛、
春夏季登山系列活动、趣味拔河比赛、师生乒羽赛等。
事务部：负责研会各部门考评、考勤及后勤工作；完成资料整理与归档；活动经费使用、报账的管理；负责研
会内部日常管理和各部门间协调，组织内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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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创新创业中心。中心以“提升浙江大学创业氛围，切实服务校友创业者”为宗旨，为
浙江大学创业团队与国际国内投资人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目前，中心已对接包括软银中国、阿里巴巴战略投资部、
天使汇等 ９０ 多家投资机构负责人，主办或承办了包括“首届浙江省大学生创业峰会”、“浙江省机器人高峰论坛”、
“浙江大学首届青年创业论坛”、“浙大创业节—在云栖小镇邂逅天使汇”等数十场高规格创业项目路演与创业论坛，
为数十个优质创业项目对接到了投资人，活动累计受益数万人，屡次得到新华社、中新社、浙江电视台、杭州电视
台以及腾讯大浙网、浙江在线、网易、搜狐等媒体的报道，经过一年的发展，浙创 ＭＥ 现已发展成为浙江省内最具

１． 博士生社会实践作为学术学位博士生培养的必修环节，考核方式为考查，成绩记为“通过”或“不通过”。
２． 在社会实践基地参加社会实践的，应认真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参加上岗培训，撰写开题报告或工作计划；参
加其他形式社会实践的，须事先提出申请并提交详细的实践计划及目标，交所在学院审核通过后报研究生院和党委
研究生工作部批准。实践结束时，博士生应认真填写《浙江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考核表》并撰写个人实践总结。
３．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及各学院根据博士生的实践表现、工作态度和任务完成情况、产生的效益及个
人实践总结等方面进行考核。
６． 参加其它形式社会实践的博士生，实践结束后，同时需要通过学院组织的答辩评审。

影响力的高校公益创投服务机构。

６． 社会实践考核“不通过”的博士生，需重新申请社会实践 ， 否则不能如期毕业。有以下情况之一者，社会实

创业中心目前下属部门如下：
外交部：联系投资人、投资机构，创客空间等创业服务组织，寻找合作伙伴；与相关行业的公司、机构洽谈赞

践考核成绩为不通过：
①未经批准，在社会实践中擅自离岗时间超过 ３ 个工作日的；

助合作事宜。
运营部：微信运营小组；管理数字性资料；活动现场屏幕及电子设备后台控制。

②未完成社会实践预计任务且无正当理由的；

项目部：搜索收集大学生创业项目，联系创业团队；有针对性做大学生创业类问卷调查。

③未按要求提交相关考核材料的；

综合部：资源的整理工作；物品采购与保管工作；后勤保障工作。

④违反学校或实践单位规章制度，造成不良后果的；

宣传部：活动前后新闻稿件的撰写；对接社会各类媒体（新华社浙江分社、中新社浙江分社、腾讯大浙网、浙

⑤未经批准，参加社会实践时间不足规定时间的；
⑥其他不符合社会实践要求的。

江电视台等）；活动拍照与摄影；线上线下宣传。
秘书部：撰写活动策划书；提建议提点子，商讨方案；会务的通知工作；活动总结工作。
７． 机械工程学院圣奥爱心社。简称“圣奥爱心社”，是在机械学院和浙江圣奥慈善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成立，

６．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博士生，经所在学院推荐，可以申请参评“浙江大学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特
别优秀的可申请参评“浙江大学研究生求是实践之星”，由研究生院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审核和组织评选。

以奉献爱心、关爱老弱、支教助学、扶危济困等形式为主要活动内容，以实践公益、宣传公益、普及公益为宗旨，

（五）免修条款

以激发公众从事公益事业的热情为理想、信念的公益型学生社团。本社以获得圣奥助学金的在校生为出发点，带动

经本人提出申请，由所在学院核实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批准。符合以下免修条件之一的，

广大青年学子及社会大众，关注以及帮扶弱势群体，推动公益事业发展。

可申请免修：
１． 有 １ 年（含）以上工龄的博士生和在职博士生；

6.3.2 研究生社会实践

２． 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曾参加为期 ４ 周（含）以上的社会实践活动并考核合格的；

为进一步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促进博士生培养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增强博士生服务国家、服务社会

３． 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赴国（境）外交流学习 ３ 个月（含）以上的；

的责任感，提升博士生的综合竞争力，自 ２０１４ 级（含）以后，学校将社会实践列入博士生培养的必修环节，所有学

６． 在校期间按有关规定申请创业的；

术学位博士生（除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外），均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硕士未列入必修培养，但积极鼓励参加。

６． 经研究生院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认定，各学院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的其它情况。

（一）实践形式
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形式包括在社会实践基地进行的社会实践和经研究生院及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认定并批
准的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
（二）实践内容
１． 挂职锻炼。到地方政府机关、企业或事业单位挂职锻炼，加强工作实践。
２． 志愿服务。提供无偿援助，主要包括支教、社区服务、助老助残等各种志愿活动。
３． 科技服务。通过开展人员培训、科技咨询、联合攻关等方式，帮助解决企事业单位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６． 社会调研。围绕特定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展开调查研究，
并运用专业知识以及分析方法，形成专业、详实的调查研究报告。
６． 其他各类校内外公益服务活动。
（三）实践安排
１． 博士生在社会实践基地参加社会实践的，由学校商基地统
一安排交通、食宿并购买实践期间的意外保险；参加经研究生院及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认定的其他形式社会实践，交通、食宿、保险等
由博士生个人或相关实践单位解决。
２． 普通博士生社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一学年结束后的暑期进
行；直读博士生和硕博连读生社会实践一般安排在进入博士阶段的
第二学年结束后的暑期进行。原则上参加社会实践时间为 ４—６ 周，
可集中安排，也可分两次进行。
（四）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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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特色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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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研究生党员发展
１、研究生党员发展的总要求
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
２、党员发展的基本要求
①符合标准，符合程序
②严格要求，全面考察
③既看表现，更重素质
３、党员发展的基本标准
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立场正确；人生目标高远 ，道德素质高尚；履行党员义务，严守党内纪律；重视理论学习，
注重创新实践；潜心钻研业务，维护学术诚信；主动关心同学，乐于服务奉献；班团表现优秀，集体活动积极；平
时小事严于律己，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４、党员发展的基本流程示意图

第七章 服务信息
7.1 学院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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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研究生院有关科室职责及联系方式
7.2 研究生事务办事指南

研究生院办公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海洋大楼四楼

在学校研究生院主页下方有一个“办事指南”，点进去后，基本上所有关于研究生日常事务的流程都有介绍，

研究生院公共邮箱

具体查看地址为：ｈｔｔｐ：／／ｇｒ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ｒｅｄｉｒ．ｐｈｐ？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ｄ＝１００４６＃ａｎａｍｅ

通讯地址：杭州市余杭塘路 ８６６ 号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邮编：３１００５８ 传真：０５７１－８７９５１３９５
研究生招生处：ｙｊｓｙ－ｚｓｂ＠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研究生培养处：ｙｊｓｙ＿ｐｙｃ＠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管理处）：ｙｇｂ＠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学科建设处（学位办公室）：ｙｊｓｙ－ｘｋｃ＠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综合办公室：ｙｊｓｙ－ｙｂ＠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7.5 机械学院有关科室职责及电话地址
学院机关

工作人员

学院办公室

主要工作职责

办公电话

办公地点
（玉泉校区）

８７９５１１６８
８７９５１９２０（传真）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１

闫小龙

办公室工作

邱艺欣

宣传等

洪希彦

国际化、宣传等

姚   莉

人事、组织、党务

８７９５１１８１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３

盛

外事、人事

８７９５１１８１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３

宋晓云

研究生综合管理、招生、培养、博士学位、
学科建设等

８７９５１９３１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２

王芳官

研究生学籍、教务、硕士学位、毕业离校等

８７９５１９３１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２

钟瑞明

本科生教学、教务

８７９５２３４６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５

李宏庆

本科生教学、教务

８７９５２３４６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５

科研、地方合作

８７９５１２７５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３

组织人事办公室

教育教学办公室

媛

7.3 学校相关部门联系方式

科研与开发管理办公室

张

登录浙江大学官网 ｗｗｗ．ｚｊｕ．ｅｄｕ．ｃｎ，点击“学校机构”，可以从中找到所查机构的网址和联系方式（如下图）。

继续教育与发展办公室

潘善洪

继续教育、实验室管理、基建

８７９５１９３１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２

项淑芳

学生思政、党建、德育导师

８７９５１７８７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９

任思丹

研究生思政、就业管理、三助、档案管理、
社团管理

８７９５１５２２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９

刘

本科生思政、就业管理、三助、档案管理、
社团管理

８７９５１５２２

第 １ 教学楼 ３２９

团委

凯

珊

学院各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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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电话

办公地点

机械电子控制工程研究所

８７９５２２７４

玉泉校区液压老楼 ３２１

制造工程及自动化研究所

８７９５１１４５
８７９５２３３７

玉泉校区第一教学楼 １０３
玉泉校区智泉大楼

设计工程及自动化研究所

８７９５１２７３

玉泉校区教一 ３２２

流体动力及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８７９５２２７４

玉泉校区液压老楼 ３２１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ＣＡＤ＆ＣＧ）国家重点实验室

８７９５１２７３

玉泉校区教一 ３２２

国家电液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８７９５２２７４

玉泉校区液压老楼 ３２１

工业工程中心

８７９５２０４８

玉泉校区精密机械楼

工程训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８８２０６２４６

紫金港校区工程训练（金工）中心教
学大楼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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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浙江大学校园网络使用说明
１、校园网帐号申请及入网服务
浙江大学网络信息中心：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２、网络帐号参数设置
（１）校内上网设置：进入“浙江大学网络信息中心”，点击 ＶＰＮ 接入，按照说明安装后即可在校内拨号访问外网。

报刊、工具书阅览室（３０６）

８：３０－２２：３０

８：３０－２２：３０

外文图书特藏（２０１）

８：３０－２２：３０

８：３０－２２：３０

信息共享空间（３０１ ）

８：３０－２２：３０

８：３０－２２：３０

柜台借还书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服务中心（咨询、办证、罚款、离校等） ８：３０－１２：００
浙大文库（４０６ ）

（访问权限受制于所申请的校园网帐号权限）
（２）校外登入校内网：登录 ｈｔｔｐ：／／ｒｖｐｎ．ｚｊｕ．ｅｄｕ．ｃｎ，输入校园网帐号和密码，保持该网页打开，即可访问其他
校内网站。

８：３０－１７：００

7.8 校医院服务时间安排

３、开户服务时间和地点
校区
玉泉
紫金港
西溪
华家池

地点

时间

图书馆 ６０９ 室
行政服务办事大厅 １１１ 室 １３ 号窗口
西六教学楼 ３１５ 室
老图书馆 １０３

咨询电话
８７９５１６６９
８８９８１６１１
８８２７３００１
８６９７１５１８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二、周四，上午
周一、周三、周五，上午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时间

备注

周一至周五

上午 ８：００ ～ １２：００
下午 １３：３０￣１７：００

晚 ５ 时以后为夜门诊及急诊
急诊为全天 ２４ 小时服务

双休日

周六白天为加班门诊，周日白天为急诊

服务邮箱：ｘｗｍａｓｔｅｒ＠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注：寒暑假期间，集中在玉泉校区办理账号相关服务手续，每周一、三、五上午服务。
４、网络报修和信息化服务

浙江大学于 ２０１１ 年起实行校园交通智能化管理，通行证办理方式登陆浙江大学保卫处：ｂｗｂ．ｚｊｕ．ｅｄｕ．ｃｎ，咨询

全天 ７＊２４ 小时信息化统一咨询服务热线：０５７１－８７９５１６６９

电话：０５７１－８８２０６０６５，８８２７６１９６。

7.7 图书馆工作时间、安排

7.10 校园卡服务部电话

浙江大学电子图书馆主页：ｌｉｂｗｅｂ．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ｌｉｂｗｅｂ
玉泉校区图书馆：
开放地点

7.9 办理校园停车证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日

电子阅览室（３０１）

８：３０－２１：５０

８：３０－２１：５０

理工科参考书阅览室 （４０１）

８：３０－２１：５０

８：３０－２１：５０

普通报刊阅览室（５０１）

８：３０－２１：５０

８：３０－２１：５０

西文科技期刊阅览室 （４２０）

８：３０－２１：５０

１３：００－２１：５０

中日俄文科技期刊阅览 （５２０）

８：３０－２１：５０

１３：００－２１：５０

经济类样本图书阅览室 （７０１）

８：３０－２１：５０

１３：００－２１：５０

流通借阅大厅 （２００）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７：００

教师研究生阅览室（３００）

８：３０－１７：００

社科期刊阅览室 （８２０）

８：３０－１７：００

工具书阅览室（３２０）

８：３０－１７：００

科技文献检索室（４００）

８：３０－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科技查新（３１１）

８：３０－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文献传递服务（５１３ ）

８：３０－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情报服务（５０８）

８：３０－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查询电话（可进行挂失）

８８２０６６８８

玉泉校园卡服务部

８７９５１５０５

紫金港校园卡服务部

８８２０６５５７

紫金港校区基础分馆：
开放地点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日

自助借书仪（一楼大厅）

８：３０－２２：３０

８：３０－２２：３０

大厅咨询台

８：３０－２２：３０

８：３０－２２：３０

书库 １（－１０９ 室 ）

８：３０－２２：３０

８：３０－２２：３０

书库 ２（１１５ 室 ）

８：３０－２２：３０

８：３０－２２：３０

书库 ３（２０８ 室 ）

８：３０－２２：３０

８：３０－２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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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手册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研究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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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手册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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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手册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研究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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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手册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研究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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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手册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研究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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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手册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研究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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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手册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研究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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