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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pparel marketing major,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he current in graduation 

thesis are analyzed, and. three aspects that teaching problems come from students,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and college teaching management are summarized. The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are given tha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from several aspects of the graduation thesi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select 

topic, reform of evaluation system, establish the teacher incentive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explore cooperation guidance in teaching new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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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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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针对当前服装营销专业在毕业论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学生、指导老师及学院教学管理三方面

进行了分析总结，并针对问题从提升毕业论文的教学认识、设计选题、改革评价体系、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加强教

学过程管理及探索校企联合指导的教学新模式几方面进行了思考并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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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是高校学生本科阶段

学习成果的总结和检验，既是高校培养人才

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学校教学质量和管

理工作的全面考查。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

毕业论文教学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基本理论

知识和技能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的重

要综合实践教学环节。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是

一所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的教学应用型大学，

以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高素质

应用型创新人才为目标。基于学校办学理

念，服装营销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

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综合运用

相关知识，分析和解决服装营销实际问题的

能力，能够从事市场调研、营销策划、广告

策划、销售管理等营销业务及管理工作的应

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然而，近年来由于

诸多因素的影响，该专业毕业论文环节出现

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毕业论文质量提升，甚

至背离了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1.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学生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1）重视不够，投入精力不足 

当前，许多服装营销专业毕业生对毕业

论文教学认识不够，认为毕业论文质量好与

否对毕业、求职影响不大，无需投入大量精

力和时间。尤其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很

多学生要么为找工作奔赴各大招聘市场，要

么在有意向的工作单位实习，要么在已确定

的工作单位工作，无暇顾忌毕业论文，也不

愿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另外，面对高层次

人才需求的竞争压力，一部分毕业生将考研

作为二次择业，备考复习占用了大量时间，

致使毕业论文质量难以保证。由于重视不

够，投入精力不足，部分毕业生态度不够严

肃，论文质量不佳，存在结构层次混乱、论

证不足、缺乏分析、资料堆积、甚至抄袭严

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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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主动，过于依赖指导 

在实际毕业论文过程中，几乎 90%以上

的学生对选题没有方向，完全依赖导师来拟

定题目，不去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择业方

向及优势特长来自主命题。在整个研究过程

中，表现很被动，在研究方法的选择、资料

的收集、分析论证以及方案的提出等各个方

面都无所适从，严重依赖导师的指导。由于

缺乏自主性，即使导师再三指导，也是茫然

一片，依然思路不清，论证分散,不知所云。

更有部分同学没有导师指导就无法开展毕业

论文，以至于有些老师过分具体指导，越俎

代庖，把指路变为带路。老师毕竟只是指

导，而问题的发现、策略的给出、论文的撰

写都还是要依靠学生自己。尤其作为营销专

业学生，在实际营销环境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自主学习和实践应用能力是很重要

的。 

（3）实践环节敷衍，态度不严谨 

服装营销专业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能

力，在毕业论文中，希望学生最好能在某家

服装及相关公司实习，根据该公司营销需

求，拟定论文题目，展开论文研究。并要求

学生必须要进行市场调研获取一手资料，结

合实际调研情况，提出相应的营销策略、方

案和建议。而实际过程中，很多同学对市场

调研环节敷衍了事，问卷设计脱离研究内

容，调研对象选择不严谨，问卷发放就在同

学间相互进行，不管是否适宜采用网络调

研，都投机取巧采用网络渠道。甚至有些同

学弄虚作假，编造数据，并没有按任务书要

求实实在在地采集数据。有个学生所研究的

论文是有关中老年服装市场的，该调研竟然

就在学生宿舍展开进行的。而另一篇对企业

进行访谈的，居然用问卷星完成了。还有的

同学，任务书要求回收有效问卷 200 份，而

实际只调研了 20 份不到。由于调研数据不详

实，缺乏有效性，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自然

也不切实际。 

1.2 教师指导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1）指导不充分 

在毕业设计中，教师指导不到位既有客

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我校服装营销专业

是 2004 年成立的新专业，师资力量不足，不

断在引进新教师。大多新教师都比较年轻，

尽管学历较高，但教学经验不足，实践能力

不强，在应对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压力

下，难以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毕业论文上。服

装市场变化日新月异，营销理念推陈出新，

营销技术发展迅速，而有些老教师知识结构

老化，观念陈旧，没有能力指导学生。也有

一些教师为了吸引学生，从热门领域中寻找

毕业论文题目，偏离了自己的专业和研究方

向，使指导工作无法深入。还有一些企业外

聘导师，本身对学校毕业设计论文任务要求

就不十分清楚，再加上自己工作繁忙，对学

生的指导既不到位也不充分。 

对学生监管不严 

毕业论文教学不同于一般课程的课堂集

中教学，形式较为松散，由于学生找工作、

实习或已工作，老师很难聚集所带学生进行

集中指导，在就业压力的冲击下，很多指导

老师对学生不按时接受指导或与老师联系不

紧密，持宽容态度，降低了对学生毕业论文

的要求。另外，由于学校对老师在毕业论文

教学中的表现没有明确的奖惩，导致老师带

毕业论文没有积极性。另外一些外聘导师由

于自己工作繁忙，学校对他们管理也比较松

散，他们对学生也放任自由，对论文质量、

开展进度都没有进行很好的把关和监督。尽

管学校有明确的检查环节，但多是老师之间

互查，介于同事面子，即使查出问题，见指

导老师不管，也不会提出来。甚至很多老师

也认为毕业答辩不过走形式，怕影响学生就

业以及学生家长来找麻烦，终归都会让学生

过。 

（2）选题不当 

由于学生对毕业论文没有充分的认识，

缺乏主动性，在选题上几乎都是由导师拟

定。而导师由于专业背景、研究方向及学历

层次不同，选题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导

师在拟定选题时候，没有进行认真考虑和精

心设计，会导致学生论文选题不当。如有的

论文选题过大或过偏，脱离服装营销专业的

实际情况，与培养目标不相符，像服装创意

产业融资策略研究、中国服装企业绩效管理

研究等这样大的题目，像数据挖掘在服装号

型决策方面的应用这样偏重 CAD 编程计算的

论文，以营销专业本科生的水平很难完成，

导致学生只能从数据库和网络中查找资料，

而忽略了学生实际调研能力的提高。有的论

文选题过深，往往是导师课题或硕士、博士

研究生论文的一部分，使本科生对自己的论

文缺乏深入系统的了解，往往注重研究方法

和数据分析，没有达到本专业基本技能训练

的目的，选题对教学实践缺乏实际意义。例

如一篇名为微营销环境中的消费者信任感研

究，利用 SPSS 软件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分析，

论证过程也很复杂，超出了本科生水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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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出了“微营销环境中，近关系人群信任度

较高，有利于营销推广，反之，远关系人群

的信任度较低，对营销推广作用不大”的结

论，这种结论无需论证大家都知道，而真正

具有现实意义的、企业感兴趣的如何在微营

销环境中，加强企业与消费者关系，利用近

关系人群进行营销推广的策略方案，却没有

给出。还有的选题内容过于陈旧，没有反映

经济社会形势的新变化，使学生很难形成创

新性观点，也容易导致抄袭、剽窃他人研究

成果等现象的发生。 

1.3 学院毕业论文教学管理的问题 

（1）质量评价体系不完善 

当前，学校对服装营销专业的毕业论文

考核更多的是在形式方面，有明确的论文写

作规范和格式要求，而在内容质量的考核

上，基本只靠导师把关。尽管学校有明确的

成绩评定制度：毕业论文的成绩由指导老师

（占 30%）、评阅老师（占 30%）和答辩小

组（占 40%）成绩组成，然而实际上，如果

导师让学生参加答辩，评阅老师也不会给学

生不及格，而答辩小组也会让学生通过。这

样，如果导师不认真负责，或者导师本身选

题出现问题，那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又如何

能保证。如上文所举例子，学生论文选题意

义不大，但学生态度端正，自主学习能力

强，论文研究方法正确，逻辑清晰，论证充

分，评阅老师如何给分呢？作为应用型教学

高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其目标，而当前

的毕业论文形式单一，其质量评价体系并不

能充分体现和反映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理论

知识的运用能力。 

（2）疏于毕业论文教学过程中的管理 

虽然学校有制定严格的论文管理规定，

也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管理流程，但由于监

管存在疏漏，缺乏对指导老师的检查和监

督，毕业论文管理过程中的检查及答辩环节

也大多流于形式。为了提升就业率，学院对

学生以找工作为名不认真开展毕业论文工作

持宽容态度，无形中也降低了毕业论文的质

量要求，甚至有学生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在

期刊网上直接抄袭、拼凑或在网上在线购买

论文也能蒙混过关。而近几年服装营销专业

几乎就没有学生毕业论文不过的，届届相

传，使不少学生认为毕业论文不过只是高校

阶段必须走的一个过场而已。管理不严导致

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3）缺乏毕业论文教学的评估与激励机

制， 

在毕业论文教学中，服装营销专业不像

服装设计等专业，会对工作认真、指导效果

好的老师进行评选，给予荣誉称号以及物质

奖励。由于缺乏评估和激励，老师对学生论

文的好与否，不承担任何责任，即便学生答

辩不过，那也是学生的事；学生论文获得优

秀，也与老师无关。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指

导教师没有充分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对待毕

业论文指导工作，持无所谓、敷衍、走过场

的态度。以至于有些老师为了轻松获得教学

工作量，愿意多带毕业生，并为抢夺名额明

争暗斗。 

2. 教学思考及建议 

2.1 提升对毕业论文的教学认识 

要从根本上提高服装营销专业本科毕业

论文的质量，就必须要加强学院领导、教师

和学生的认识，明确毕业论文的教学定位。

要认识到毕业论文是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其他基础课、专业课等教学环节相辅

相成，构成一个完整的专业教学体系。尤其

对于服装营销专业而言，其实践性和综合性

是其他教学环节所不能替代的。学院要重视

毕业论文的管理工作；教师在论文指导中要

有意识的引导并创造条件启发学生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而学生也应该将毕业论文视

为对大学四年所学知识和能力的检验，通过

文献检索、市场调查、数据分析等专业技能

和素养训练，培养学生能够针对服装市场、

服装行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2.2 符合培养目标的选题设计 

在服装营销专业的毕业论文教学过程

中，应注重研究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

力的训练。为了充分体现以能力训练为导

向，可以将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分为专题研

究类、市场调查类、文案策划类。专题研究

类选题主要针对考研学生或对营销理论研究

比较感兴趣的学生。市场调查类和文案策划

类选题体现了服装营销专业的应用型，应鼓

励学生与毕业实习相结合，根据企业、单位

的需要展开研究，运用专业调研方法及手段

对服装市场动态、服饰消费倾向及流行趋势

等进行调查分析，或为公司企业制定品牌推

广、产品企划、展示陈列等营销方案。选题

的比例应有控制，20%的选题可以是教师在研

的课题或专业发展的前沿问题，80%的选题应

为实战题。在选题之初，学院及老师可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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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企业、相关机构等社会单位征集论文选

题。然后组织学术委员会审核，考察选题的

意义以及是否能实现对学生专业知识和综合

能力的训练。选题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主

观能动性，在老师引导和协商下自主选择毕

业论文选题。 

2.3 改革毕业论文评价体系 

服装营销专业的毕业论文教学的主要目

的是培养和检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主要包括沟通交流、情报收

集、团队协作及自我表现能力。创新能力主

要指创意的提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而传统的论文形式往往不能充分体现学

生的这些实际应用能力。还往往使一些东拼

西凑、没有实质性研究内容的论文蒙混过

关。现在许多高校涌出“高质量，多样化”

的呼声，服装营销专业的毕业教学的成果形

式可以传统的论文，也可以是调研报告，或

是营销策划案以及在优秀杂志期刊发表的高

质量论文。对于提交多种成果形式的，可以

对不同成果形式赋予权重，最后相加而成。

成绩是对学生毕业实践环节的量化评估和认

定，评阅老师的专业性、客观性很重要，在

评阅过程中，除了本校老师，还可引入企业

社会人士及外校专家，对于社会实践结合紧

密，现实指导意义强的或能涉足学科领域难

点或前沿的成果给以分数倾斜。 

2.4 建立指导教师激励机制 

对营销专业指导教师而言，毕业论文指

导是一项脑力兼体力的艰巨工作，要具有较

强的科研能力，对当前的科研动态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有时还要带领学生到服装企业实

习或到商圈店铺进行市场考察，需要投入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目前学校还是按照教师

指导学生的人数算工作量来付给报酬，这种

吃大锅饭的做法使许多认真负责的教师没有

得到相应的回报，也纵容了那些缺乏责任心

的教师。学校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把指

导毕业论文的能力和质量作为评价教师的指

标之一，并在课时配备、津贴补助、评优晋

级等方面予以倾斜。充分调动指导教师指导

论文的工作积极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

毕业论文的质量水准。 

2.5 加强毕业论文教学过程管理 

毕业实践教学包括选题、撰写、评阅、

答辩、成绩评定等一系列过程，其中任何一

个环节都会影响到毕业论文教学的质量，所

以，在毕业实践教学过程中必须贯彻严格的

管理。校职能部门即教务处不仅要制定毕业

设计教学质量检查指标，还要加强对学院专

业在毕业论文中的教学检查进行严格管理和

监控。严把选题关，选题应与服装营销专业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紧密结合上海

地区经济建设的需要，以解决行业或企业现

实问题作为出发点，要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应

用价值。在评阅方面，学校要加强毕业论文

的评分规范和制定管理规章，规范指导老师

和评阅人行为，尽可能设置 2 位评阅老师，

必须在评阅老师同意的情况下方可参加答

辩。答辩是最能检验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能

力的环节，要严格执行答辩过程中的自我陈

述、答辩委员提问、学生答与辩 3 环节，学

校应组建督察组对学院或系成立的答辩委员

会和答辩小组在答辩过程中的行为表现进行

考察，防止答辩流于形式，走过场。为使成

绩评定达到客观、公正，服装营销专业应建

立成绩评定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指导教师

评阅分值、评阅人评阅分值、规范审查分

值、答辩成绩及各自在总成绩中的百分比，

不允许院系为了某种目的私下改成绩，并在

答辩工作结束后，答辩委员会要对各小组答

辩成绩情况进行综合评审。 

 

2.6 探索校企联合指导的教学新模式 

作为教学应用型高校，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和实践能力，强调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

中的应用。在毕业论文教学中，可以联合学

生实习或就业单位，以及学校对口的产学研

合作单位，共同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论

文。根据企业单位的需要和要求设定选题方

向，利用企业资源条件，结合实际课题开展

毕业论文教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学以致

用，培养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同时也可以促进学校对人才培养情况

的了解。另一方面，服装营销专业的毕业论

文要求指导老师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

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这

种校企联合模式给老师也提供了下企业、接

触社会的机会，使教师能够深入实际市场，

在实践中总结和积累经验，更好地进行毕业

论文的教学，适应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毕业论文是学生离校前对所学课程及综

合能力的全面检验，对于培养创新能力、应

用能力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有着重要意

义。尤其是与社会关系紧密的营销专业，学

生更需要在这次演练中为踏入社会工作岗位

而进行全面的能力训练。学院及老师也应该

极其负责地组织学生认真投入到毕业论文教

学中，共同努力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及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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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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