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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分标准 

 

英国高校常见的（荣誉）学位划分，本科（学士学位）一般分为 3等 4级，硕士分为 3等。

一般来说本科学位分级如下（百分制总成绩）： 

• 70%以上 ： 一等（荣誉）学士学位，First-Class Honours 

• 60%-69% ： 二等上（荣誉）学士学位，Second-Class Honours (upper division)（也

称二等一，大部分英国高校硕士录取要求） 

• 50%-59% ； 二等下（荣誉）学士学位，Second-Class Honours (lower division)（也

称二等二，部分冷门高校或冷门专业硕士录取要求） 

• 40%-49% ： 三等（荣誉）学士学位，Third-Class Honours 

例如：总成绩 53%将会获得二等二级学位 

硕士学位与学士学位评分有所区别，大致如下： 

• 70%以上 ： 优秀硕士学位，With Distinction 

• 60%-69% ： 优良硕士学位，With Merit 

• 50%-59% ： 硕士学位，With Pass 

 

其他国家成绩系统，如 GPA等可以通过换算，转换成英式学位等级。 

注：以上为英国常见高校学位划分总结，部分高校分数线略有差别。 

  



 
 

3 

 

1.1本科（学士）评分标准 

 

不同高校、院系、专业间的评分细则可能会有所差异，但总体评分标准框架是相似的。以

下为翻译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本科（学士）层次的评分要求。 

 

成绩 A++ (一等，百分制评分：90-100) 

总体 完美地回答了题目问题，文章通顺流畅，结构合理。充分展现了个人见

解及原创性。 

问题理解 对于核心因素有深刻理解，在分析中展示出了整合想法的能力。对研究

方法理解准确，并拥有高度独立判断力，能够辩证地、批判地审视问

题。 

知识深度 材料范围广泛，质量高，有选择性，分配合理。 

文本结构 文章结构非常合理，文本表述清晰，英文标准，重点突出。全文讨论引

人入胜。 

成绩 A+ (一等，百分制评分：80-89) 

总体 良好地回答了题目问题，并展示出广泛的阅读量。思路清晰，有个人见

解和原创性。 

问题理解 对于核心因素有全面理解，讨论细致。分析、评价有独立性和辩证性，

并且能相互结合。 

知识深度 通篇材料使用全面，引用详实，布局合理。 

文本结构 文本清晰、流畅，语言标准。布局及侧重点合理。 

成绩 A (一等, 百分制评分：70-79) 

总体 妥善地回答了问题，并展示出广泛的阅读量。思路清晰，有个人见解原

创性。 

问题理解 对核心因素有理解。整体分析有见地，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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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深度 体现了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大量阅读，有独立思考。 

文本结构 文本清晰、流畅，语言标准。布局合理。 

成绩 B (二等上，百分制评分：60-69) 

总体 对于问题基本概念了解清晰，论据得体。论述具有逻辑性。 

问题理解 对关键问题有全面细致的了解，分析全面，有说服力。 

知识深度 对实例、文献和论据的引用没有明显遗漏。体现了阅读量。 

文本结构 全文连贯，表达合理，有逻辑性。 

成绩 C (二等下，百分制评分：50-59) 

总体 有分析，并展示了对问题的理解。 

问题理解 对基本问题有了解，对主要问题的分析有理有据。 

知识深度 材料选用较为合理，但可能有遗漏。无扩展阅读。 

文本结构 表达与布局合理，但文本展开有限。 

成绩 D (三等，百分制评分：40-49) 

总体 基本理解问题，但整体有明显问题。 

问题理解 对相应知识有了解，但分析的深度和广度有局限。 

知识深度 仅涵盖了基本材料。对已知文献使用不充分。部分内容质量不高。 

文本结构 表达适宜，文本总体具有逻辑性。 

成绩 F+ (不及格，百分制评分：33-39) 

总体 结构不系统，表达不准确，文本未完成。 

问题理解 未表明关键问题，分析浅显。 

知识深度 引用不合理，引用数量未达到最低要求，部分重要内容遗失。 

文本结构 结构失衡，表达不清，讨论粗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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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F (不及格，百分制评分：20-32) 

总体 结构不系统，表达不准确，文本未完成。 

问题理解 分析非常浅显，或没有证据支撑。 

知识深度 引用不合理。文献准确度不足或不够合理，时间范围窄。对题目理解局

限。 

文本结构 表达不清，杂乱无章。含有大量拼写及语法错误。未达到作业要求，文

章过短。 

成绩 FF (不及格，百分制评分：0-19) 

总体 结构不系统，表达不准确，文本未完成。 

问题理解 无分析，无证据。 

知识深度 引用非常不合理。文献不准确或不合理。使用文献少，没有文献支持论

题。对题目理解非常局限。 

文本结构 表达混乱。含有大量拼写及语法错误。没有全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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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硕士评分标准 

 

硕士评分标准通常有别于本科评分标准。以下为翻译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硕士层次的评分

要求。 

优秀 (百分制评分：70-100) 

总体 文本整体微有瑕疵，反映了对于文献的深刻理解，具有极佳的批判能力。 

问题理解 对关键问题有先进的、深入的、权威的、充分的理解，并明显体现出独创

性。 

知识深度 讨论具有复杂性，并对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在讨论中有选择地使用了

大量文献。对关键问题进行的批判性讨论及分析强而有力。 

文本结构 逻辑连贯且文本引人入胜。 

优秀级别内的各个分级 

A++ (百分制：

90-100) 

文本内容富有洞察力，对相关知识有深刻理解。以下适用于研究性论文

或项目：可直接发表，杰出的研究潜力，思考内容原创/独立，判断准确

且明智。文本质量极高。 

A+ (百分制：80-

89) 

文本内容富有洞察力，对相关知识有深刻理解。以下适用于研究性论文

或项目：可发表，出色的研究潜力，思考内容原创/独立，判断准确且明

智。文本质量很高。 

A (百分制：70-

79%) 

文本内容富有洞察力，对相关知识有深刻理解。以下适用于研究性论文

或项目：优秀的研究潜力，思考内容独立，判断准确且明智。文本质量

高。 

良好 (百分制评分：60-69) 

总体 文本连贯，展示了足够的批判性与辩证分析。 

问题理解 对关键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并明显体现出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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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深度 妥善分析了关键问题。有效地使用了相关文献和材料。体现了对关键问

题解答的批判性以及清晰地分析了论点。 

文本结构 逻辑连贯。 

良好级别内的各个分级 

B+ (百分制：65-

69) 

妥善展示了良好的知识储备及准确性。以下适用于研究性论文或项目：

能展示出研究潜力，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文本质量良好。 

B (百分制：60-

64%) 

展示了良好的知识储备及准确性。以下适用于研究性论文或项目：思路

清晰，判断准确。文本质量良好。 

及格 (百分制评分：50-59) 

总体 文本连贯，具有逻辑性。对于基本问题有足够的了解。 

问题理解 能够理解部分关键问题，能辩证地审视问题。 

知识深度 阐明了部分关键问题。使用了相关文献和材料来支撑论点。能够体现出

对关键问题的辩证分析。 

文本结构 文本完整，但不够连贯。 

及格级别内的各个分级 

C+ (55-59%) 文本展示了对于大部分相关领域的理解。以下适用于研究性论文或项目：

在部分方面思路清晰，但缺乏洞察力。文本质量合格。 

C (50-54%) 文本展示了对于部分相关领域的理解，但不够全面。以下适用于研究性

论文或项目：在部分方面思路清晰，但缺乏洞察力且行文不够连贯。文本

质量合格。 

不及格 (百分制评分：40-49) 

总体 问题回答肤浅，对核心信息理解有限。批判性有限。 

问题理解 对核心问题理解肤浅，缺乏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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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深度 核心问题未理解或未阐明。相关文献的使用与文本存在间隙。仅能有限

地体现出对关键问题的辩证分析。 

文本结构 文章不连贯，缺乏结构性。 

F+ (百分制评

分：40-49) 

文本展示了对于知识的零散的理解，部分关键问题未被阐述。以下适用

于研究性论文或项目：思路尚且清晰，洞察力有限，行文不连贯。文本质

量不合格。 

不及格 (百分制评分：0-39) 

总体 问题回答几乎完全缺乏理解。 

问题理解 缺乏对关键问题的理解和关注。 

知识深度 误解关键问题，或对关键问题未阐明。几乎未使用相关资料。对关键问题

缺乏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能力或评估论点的能力。 

文本结构 文本混乱，且不连贯。 

不及格级别内的各个分级 

F (百分制评分：

33-39) 

仅对表面知识有不完整的阐述。文本杂乱无章。 

FF (百分制评

分：20-32) 

讨论内容与题目几无关联，且缺陷明显。无实质性内容。 

FFF (百分制评

分：0-19) 

严重错误，全文基本与题目无关或行文过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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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抄袭 

 

一系列违反学术准则行为的总称。目前全英各大学已经开始对各种抄袭行为进行严肃打击。

英国政府也已经于 2022 年末明确将代写等行为列为违法行为，并在积极推动将其列入刑事犯

罪的范畴。此前，代考行为已经明确被列入刑事犯罪。 

目前各大学对于抄袭行为的常用处罚方式包括：相应科目 0 分或不及格处理，留校察看，

开除学籍。 

目前通行的抄袭（Plagiarism）定义来自于牛津大学：将他人的作品或想法在没有妥善注

明引用的情况下以你自己的名义提交，即视为抄袭，无论是否征得其同意。原文（Plagiarism 

‘is presenting someone else’s work or ideas as your own, with or without their 

consent, by incorporating it into your work without full acknowledgement’.） 该定

义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出版物、网站、网络视频，甚至包含友人所撰写的草

稿。根据以上定义及适用范围，使用代写服务明确属于严重抄袭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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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调查方式 

 

当前全英大学普遍使用 Turnitin进行检测。任何提交至学校的文本将被上传至 Turnitin

的数据库，并且与其他文本进行比对。在比对后 Turnitin 将会对该文本的相似度给予一个整

体评分，并且会标记出被认定为抄袭的部分，再给出原始出处以供调查。当文本的整体相似度

高于某一阈值（不同高校、院系、学位层次间的该阈值有所不同）时，学校将启动抄袭调查，

以调查抄袭的严重程度，并给与对应的处罚措施。 

 

 

Turnitin示例 (援引自 cat.xul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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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抄袭的分类 

 

1. 意外抄袭：未按要求添加文献引用信息或改写程度不足。 

2. 原文抄袭：大篇幅使用文献且未添加文献的来源信息。 

3. 自我抄袭：在没有正确注明引用信息的情况下使用自己以前的作品。 

4. 拼贴抄袭：将多个文献重组并在使用时未按要求添加文献引用信息。 

5. 蓄意抄袭：使用软件（改写软件或翻译软件）改写文献，并以此试图逃避抄袭检查。 

6. 代写：任何情况下由他人撰写并以本人名义提交。（当前市场中存在的付费代写、扩写、

改写服务皆属于此类） 

 

 

抄袭分类（援引自 Turni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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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抄袭处罚方式 

 

首先需要明确，不同的高校对于抄袭的处罚严重程度是不同的。例如牛津大学对于意外抄

袭通常的处罚方式是扣分，累犯或严重抄袭最高至开除学籍或教职。格拉斯哥大学的最低处罚

是判定涉事科目不及格。  

涉事严重程度 涉事类型 可能的处罚方式 

轻度抄袭 - 文献列表遗漏 

- 未妥善引用文献 

- 口头警告，并列入学校高度

关注名单 

- 涉事科目扣分 

- 涉事科目判定不及格 

- 重修涉事科目 

中度抄袭 - 改写时未添加文件来源信息 

- 在没有标记来源的情况下，

抄袭其他文献或内容大意 

- 涉事作业限制得分 

- 涉事作业或科目判定不及格 

重度抄袭 - 代写 

- 他人改写 

- 他人扩写 

- 使用他人作品，且未注释 

- 复制、编造或伪造数据 

- 全篇改写他人作品以冒充自

己的作品 

 

- 留校察看 

- 开除学籍 

- 褫夺学位（用于已经获得学

位的肇事者） 

- 驱除出境，并禁止入境 

- 涉嫌欺诈罪被刑事起诉 

- 涉嫌违反著作权法案被民事

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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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如何避免抄袭 

 

首先是避免任何类型的抄袭，养成良好的论文撰写、文献管理习惯。并且打消使用代写等

手段的念头。 

⚫ 在收集文献时，对所有阅读过的文献进行记录，可助 Research Rabbit 或 Mybib等文献管

理软件对文献进行管理。 

⚫ 在撰写过程中，随手标记使用的文献，撰写完成后的检查等。 

⚫ 使用查重工具，目前部分英国高校在提交作业前可以使用 Turnitin 查重，其他免费软件

有 Grammarly（Grammarly 查重仅限查找网络公开资料，不涵盖任何学术文本或其他学生

提交的作业，显示的重复率预估结果通常会比 Turnitin 低）。 

  



 
 

14 

 

2.5抄袭指控的处理方式 

 

高校在正式判定抄袭前通常会启动调查程序，目前常见的调查程序包括：非正式质询、正

式听证会等。 

非正式质询通常由相关教师或专职教工对涉事学生进行讯问，通常用于轻中度抄袭嫌疑。 

正式听证会通常由院系召集，出席人员包括院系负责人、课程负责人、涉事学生导师、学

校相关教职员工、记录员，以及涉事学生，通常用于中重度抄袭嫌疑。 

无论是质询或是听证会，主要目的是给予涉事者申辩机会。首先，涉事者需要详细讯问涉

事类型及指控依据。其次，涉事者需要针对指控依据来准备任何能证明自己清白的材料： 

⚫ 信息收集过程中的网页浏览记录、图书馆借阅记录、使用材料的复印件、电子版等； 

⚫ 调查问卷的原本、采访录音、实验记录或录像等； 

⚫ 撰写过程中的各个不同版本，撰写时使用的笔记等。如在撰写过程中使用了第三方校对服

务，可请校对服务提供商出具证明函，证明其在校对过程中严格遵守了相关规定，并连同

带有 Track Changes的文稿一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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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ofie 是一家专注于为留学生提供学习辅导的英国公司。旨在向所有英语为非母语的

留学生提供最正规、最优质的各类辅导服务，帮助客户提高学习成绩、语言水平、学术能

力。在成员构成上，我们始终坚持英籍、英裔、以英语为母语的“三英”原则，专业背景扎

实，经验丰富，拒绝境外外包。目前的主要业务包括学术论文校对，多语种翻译，及英语学

习技巧定制强化课程等。Proofie 作为业内唯一一家全面调研、统计过全英 127所公立大学

学术诚信条例的团队，100%保证服务的合规性及合法性。8 年间始终保证 100%准点返还，无

一例延误。并且保持 99%+满意率和修正率。 

官网：www.proofie.co.uk 

 

 

微信: proofie-cs 

 

 

小红书：不秃头的 Adam 

 

http://www.proofie.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