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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基于近日在巴西召开的第四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的主题内容!结合中国科研管理机构与期刊学术出版诚

信环境的改进!确信科研诚信是一个全球课题' (方法) 通过数据搜集和图释分析!客观比较了中国,!##-等高校(科研院

所(相关政府科研管理部门及中国学术期刊重视科研诚信建设的现状' (结果) 中国科研与教育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均在

!""&年前相继设立了科研诚信管理委员会与办公室等*截至 !"#1 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等高校均在各自

网站在线了学术道德奖惩政策!并相继成立了学术道德委员会等机构*中国近 &"c的学术期刊正在使用反剽窃软件进行重

复率检查工作!以防学术抄袭!部分期刊还制定了严格的学术伦理政策' (结论) 近十年来中国的科研管理与期刊学术出版

的诚信环境正在发生改变!这些改变有利地提升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和信誉度!也对如何进一步探索学术诚信的外延

和内涵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科研诚信*中国*学术期刊*科研管理机构*世界科研诚信大会

!"#$#"6##73&$%&'()6!"#$"5#5"&&3

引言

!"#$ 年 $ 月 1# 日至 & 月 1 日"第四届世界科研

诚 信 大 会 + 3(' RJNHV =J0 ÛNU0-U J0 >U/UFN-'

Z0(ULNG(I" '(()!**+++,+-NG!"#$,JNL,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召开"来自全球 $" 多个国家的 &"" 多位科研机

构和学术团体领导人(大学校长(期刊主编(政策制

定者和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

)科研激励和科研诚信!完善科研体制"促进负责任

研究* +>U/UFN-' >U+FNV/F0V Z0(ULNG(I! ZE)NJ̀G0L

WI/(UE/(JdNJEJ(U>U/)J0/G]HU>U/UFN-',"大会共包

括 & 次全体会议(#" 次专题会议和 1" 个分组会"会

期 3 天' 本届大会中国大陆有 & 位代表参会"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版,总编张月红分别作了大会报告' 中国科

学院监审局局长李定"科技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孙平

博士 +由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 +7440,)"45)*)&$,/

8%3)9$036"S>Z,XJ

!

eFEEF((代言,分别作了专题报

告' 本文就本届大会的主题内容并结合中国科研

诚信环境的景观"以及学术期刊在科研诚信建设中

的作用展开讨论'

# %全球注重科研诚信研究

自 !""5 年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开的首届世

界科研诚信大会上提出的)促进负责任的研究*

0#1

"

到)关于符合专业标准的负责任研究根本原则的世

界声明*"即$科研诚信新加坡声明%

0!1和$关于跨界

科研合作中的科研诚信蒙特利尔声明%

011

"再到本

届强调的科研体制的改革"国际科研诚信的研究重

点正在从对研究人员的要求转移到科研体制的改

革' 本届大会的 & 次全体会议的主题包括!

+#,科研体制中现存的问题+=KNNU0(dNJ]HUE/

G0 ('U>U/UFN-' WI/(UE,#

+!,当前科研体制的驱动力量+9NG̀UN/Ĵ('U

=KNNU0(>U/UFN-' WI/(UE,#

+1,科研体制的变化 +='F0LG0L('U>U/UFN-'

WI/(UE,#

+3,资助机构在促进科研体制变革中的作用

+B'U>JHUĴ fK0VUN/G0 9NG̀G0L='F0LUG0 ('U

>U/UFN-' WI/(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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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促进科研诚信的做法+9Ĝ̂UNU0(

=JK0(NGU/3 ;))NJF-'U/ (J fJ/(UNG0L >U/UFN-'

Z0(ULNG(I,#

+&,出版机构在促进科研体制变革中的作用

+B'U>JHUĴ dK]HG/'UN/G0 9NG̀G0L='F0LUG0 ('U

>U/UFN-' WI/(UE,'

以下选择部分国家从事科研诚信研究的最新

成果进行介绍'

来自剑桥大学的 S((JHG0UAUI/UN教授介绍了英

国在探索科研文化项目中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报告

中提到!+#,高质量的研究需要具备合作(开放(交

叉(创新这四个条件' +!, )经费资助*的竞争作为

目前研究人员竞争的重要环节"虽然能激励研究人

员之间展开竞争并筛选出更好的人选"但过度的竞

争同时也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影响"比如会降低研究

质量(导致盲目追赶(削弱创新和变革以及减少合

作研究' +1,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现阶段的科研

成果评估中也存在着)发表高影响因子文章*的巨

大压力"这种科研评估体系片面且不科学"往往会

导致重要研究成果不被发表(多学科交叉研究受抑

制(缺乏非文章形式的成果鉴定和合作研究的鉴定

以及成果归属等问题' 事实上评估内容应该更加

广泛"研究人员学术影响力和专业培训及监督活动

的参与程度也不容忽视' $关于科学评估的旧金山

宣言 % + WF0 fNF0-G/-J 9U-HFNF(GJ0 J0 >U/UFN-'

;//U//EU0("9S>;,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031

'

+3,关于评估体系中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同行评

估"5#c的调查人员认为同行评估有利于科学的发

展"但考虑到一些不当的评审行为(评审时间不足

以及其他一些弊端"认为需要进行回顾评审(评估

人员培训(给予足够时间和资格认定' 总的来说"

过度的竞争(日益繁重的科研工作压力以及尚不完

善的评估体系不利于科研文化的繁荣"这就需要政

府管理部门和相关机构营造良好科研环境来引导

科研道德行为!完善科研评估标准并清晰地传达给

研究人员#为科研及其他相关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

训练环境#对评审人员进行培训及资格认定#公开

评估过程的结果' 希望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良好

的科研文化氛围"形成一个开放合作的科研文化共

识!铭记科研道德(做好指导建议和倡导集体责任'

来自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 + S>Z, 的 XJ

!

eFEEF((在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驱动因素的报告中

明确定义了五个科研不端行为的驱动因素!缺乏指

导(培训不足(竞争压力(个人心理问题和个人情

况' 一项对法国研究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科研诚

信和学术不端问题需要通过建立道德标准和政策

来界定' 在 !"#3 年小保方晴子的 WB;d干细胞丑

闻在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后"日本学术振兴会

+QF)F0 WJ-GU(IĴN('UdNJEJ(GJ0 ĴW-GU0-U"QWdW,于

!"#$ 年 1 月出版了一本关于科研诚信的手册0$1

'

随后"日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于 !"#$ 年 3 月建立了

咨询委员会"负责监测每个大学的科研诚信情况以

及明确和评审科研诚信教育的内容' 在本届大会

上还看到了非洲国家的身影"一份关于加强非洲科

研诚信的报告指出"非洲目前整体上尚缺少一个监

管体系"相关制度建立缓慢且发展不均衡"为此非

洲各国正在开展广泛对话"希望以此来增进相互之

间的信任和理解"加强合作和消除误解0&1

'

!% 中国科研诚信环境的改观

$"!#政府科研管理部门与高校科研院所

#77& 年 ## 月"中国科学院设立科学道德建设

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学部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

设工作"这应该是我国最早正式设立科研诚信管理

部门的单位' 随后"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fW=,(教育部和科技部先后成立了各自

的科研诚信管理部门+表 #,' !""7 年 8 月 !& 日"由

科技部牵头"联合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卫生部(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共 #" 个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单位"发布了

$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 +国科发政

5!""76$!7 号,"为推动科研诚信建设(充分调动广

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障我国科技事业

的健康发展和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指导性

意见'

!""! 年 !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学术道德

建设的若干意见%

051

' 同年 1 月 #$ 日"北京大学校

长办公会通过并正式生效了$北京大学教师学术道

德规范%"同时成立学术道德委员会"负责评估学校

学术道德方面的方针(政策和存在的问题"对有关

学术道德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并向校长提供明确调

查的结论和处理建议081

' 由此"学术道德建设工作

在国内各地高校全面展开'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

至 !""8 年 #! 月"5$c以上的部属高校设立了学风

建设的专门机构"初步建立起全国高校学风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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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科研诚信管理部门建设情况

名称 设立部门名称 成立时间

中国科学院 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 #77& 年 ## 月

中国工程院 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 #775 年 8 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778 年 #! 月

教育部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 !""& 年 $ 月

科技部 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 !""& 年 ## 月

科技部等
#

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 !""5 年 1 月

%%

#

第一届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由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个部

门组成"后又增加了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装备部"总数达到 #" 个'

工作网络' !""7 年 1 月 #7 日"教育部首次就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发出$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

端行为的通知%

071

' !"#1 年 # 月 # 日"教育部颁布

首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部门规章$学位论文作假

行为处理办法%"该办法的出台实施"首次明确界定

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和对各行为责任主体的处罚"

对规范学位论文管理(打击学术造假(推动学术诚

信建设和营造良好学风环境具有重大意义0#"1

'

!"#3 年 & 月 & 日"国内 !7 所)78$ 工程*高校研究生

科研诚信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共同发布了国内

首份$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

0##1

'

通过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等

高校进行网上检索)学术诚信*)道德规范*)诚信办

公室*和)学术不端*等关键词"以及浏览各高校网

站"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率先于 !""! 年正式出台了

学术道德规范#安徽(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

沿海地区的高校在随后 ! _1 年也相继出台了各自

的学术道德政策#截至 !"#1 年"各省市自治区的

)!##*等高校均在各自网站在线了学术道德奖惩政

策"并相继成立了学术道德委员会等机构+图 #,'

图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等高校出台学术道德政策起始年份

%%本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上"我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作了题为)六项改革举措

促进中国科研诚信...演变中的中国科研评估*

+./0 1+2-34'/- (+454'426%+ .7'(48 (9 54/-:96%4

#-(436/(7! ;<9=</-3 54'426%+ >''4''84-(/- 1+/-2,的

主题报告0#!1

' 报告首先强调了对学术不端行为)零

容忍*是基金委一贯的态度' 随后介绍了我国近年

取得的科研成果以及现阶段科研诚信建设的情况'

最后就关于科研体系的六个改变做了详细介绍"包

括!在处理学术不端问题上主动出击#采取保密和

透明的信息政策#通过行政撤销(权利分级和权利

分离把权利关进笼子#分别设置 ?@.1的外部委员

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伦理

道德委员会#调整大学的奖励政策偏向#机构改革"

防止科研体系碎片化' 中国科学院监审局局长李

定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科学院通过体制改革促进负

责 任 研 究 * + #8)69</-3 .7'(48' (9 A6989(4

54')9-'/B=454'426%+ /- (+41+/-4'4>%2C48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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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的报告"介绍了中科院在近年来开展科研

道德建设中取得的成效及科技评价体系改革的进

展0#11

' 科技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孙平博士+由美国科

研诚信办公室 D9

!

E2882((代言,作了)完善制度

体系"指导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 * +#8)69</-3

#-'(/(F(/9-2= .7'(48' :96 19-CF%(/-3 54'426%+

G/'%9-CF%(A69%44C/-3',的报告"介绍了一项关于基

金资助机构和高校科研院所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

调查报告'

$"$ #学术期刊的责任

学术期刊作为科研成果最终报道的守门人"遵

守学术伦理道德(净化学术环境(规范论文发表是

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0#31

' 为此"除了依赖一直

以来所采用的国际同行评审制度外"还需要依靠新

技术的运用以及相关行为规范(指南或政策的制定'

!6!6# %>GH1和169''%+4%I检测工具的使用

)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GH1,

是同方知网在 !""8 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个可大

规模应用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0#$1

' 截至 !"#$ 年 $

月"同方知网上登记的 78&7 份中国学术期刊中有

$$71+$&65J,份期刊正在使用 >GH1软件进行反

剽窃检查' 通过对各省的学术期刊使用 >GH1的

情况进行统计"发现 1# 个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

的平均使用率为 $368J+13J _&$J,"其中有 !3

个+5563J,省份的使用率处于 $"J至 &#J之间#

使用率最高的三个省份为辽宁(黑龙江和河北"最

低的两个省份为宁夏和青海#期刊的种类数量上北

京以绝对的优势占据第一+!5!8 份,"约占全国总数

的 !5J+图 !,'

鉴于国际上英文的学术期刊主流还是采用

169''1+4%I提供的 /K+4-(/%2(4软件进行重复性检

查0#&1

' 我们设计了一份关于 169''1+4%I 的简单问

卷"调查发现国内约 1"" 本英文期刊中有 #$8

+$1J,本左右的期刊已经开始使用该软件"这和

>GH1的使用率整体上保持一致'

!6!6! %防剽窃政策的制定

无论是出于提高期刊质量的考虑还是为作者

提供切实有用的学术诚信规范指导"学术期刊都需

要制定自己的学术道德政策0#51

' !"#" 年以来"越

来越多的出版商和期刊开始建立自己的学术道德

政策0#81

' 其实早在 !""8 年"中国的学术期刊就已

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少能在全国范围内看

到这些政策的身影"但是目前国内至少有五个期刊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三个刊(科学通报和细胞

研究,已经在各自的网站上发布了学术道德政策'

下面以$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为例进行介绍'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于 !"#$ 年 $ 月出台

了自己的$防剽窃政策%

0#71

"该政策在参考了国际

出版伦理委员会+1"A;,自 !""8 年以来出台的一

系列伦理政策及防剽窃流程图的基础上0!"1

"结合期

图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学术期刊*+,-软件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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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刊的自身特色"对多年来防止论文投稿和发表中剽

窃问题的实践经验进行整理汇总' 主要包括!对九

种剽窃现象的界定及相应的作者防止剽窃指南#指

导编辑处理不同类型问题的政策方法#在投稿期和

发表前利用 169''1+4%I 进行检测的流程和分析标

准' 该政策的制定"为提升我国期刊的学术信誉和

质量标准"并切实保证期刊所发表论文的学术诚信

提供了实践与参考0!#1

'

1%结语

正如本文作者张月红在本届诚信大会上"用多

组统计数据和直观地理图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

科研诚信的实时景观"让全球学术界和出版界感受

到了中国的进步和提升' 同时"这些有力的证据说

明"由于国家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

进"近十年来"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出版单位

与学术期刊都积极参与到科研诚信的建设与研究

中' 对于中国的科研诚信的建设与改观"有一位巴

西的代表评论说看到中国的科研诚信的巨大变化"

让我们巴西同行感到了惭愧和压力' 同时"来自美

国的学者也评论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科

研诚信的改观和研究"有些研究具有全球性' 然

而"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

一定的差距"如 !"#$%&

0!!1

(H2-%4(

0!11这些学术期刊

早已建立了完善的出版伦理政策"哈佛0!31

(剑桥0!$1

等美国(英国的高校均已将科研诚信形成了一种学

术文化' 的确"科研诚信是全球永远的课题"我们

在科研诚信建设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政府部门(基金资助机构(出版商+学术期刊,(高校

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犹如整个科研体制系统里不

可或缺的生态要素"只有共同重视"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相互协作"才能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致谢!感谢中国知网科研诚信管理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孙

雄勇博士提供的中国期刊>GH1软件的使用情况数据' 感

谢%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张欣欣和缪弈洲编辑在

调查问卷的设计(收集和分析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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