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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期刊工作对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科研活动中的诚信缺失和学术不端已经渗

透到科技期刊工作之中! 集中表现为科技论文撰写及其发表过程中出现的不端行为& 虽然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主体主要是科

技工作者! 但是在编辑部层面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侵蚀! 加强科技期刊编辑的主观能动性! 建立合理规范的科技期刊工作流

程!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范出版工作中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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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密切

关注# 上自政府部门# 下达坊间众议# 都对建设培育良好学

风)树立科研诚信寄予了希望$ 在 "$!$ 年 ) 月 )$ 日召开的

.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座谈会上# 刘延东部长严肃指出.对

学术不端行为要采取5零宽容4政策/# 重点加强以下 ) 个方

面的工作# 即.加强教育引导# 促进学术自律/).深化体制改

革# 构建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和.强化监督

管理# 加大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力度/

%!&

$ "$!! 年 & 月 "(

日# 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副主席

在代表中央的祝词中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加强品格修养)

促进科学道德建设和学风建设方面更加奋发有为/

%"&

$ & 月

"'日# 温家宝总理的科技发展问题报告中强调.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 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

来的禀性# 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 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

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 才是真

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 鼓励.在科技领域# 大力营造敢为

人先)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

鼓励自由探索# 发扬学术民主# 提倡学术争鸣/

%)&

$ 在这次大

会上# 中国科协还对'中国科学技术章程(进行了部分修改#

拟设立机制促进学风和道德建设%8&

$

从某种意义上说# 科学精神的传播比科学知识传播更

为重要$ 卢嘉锡院士曾经指出# .对科研工作来讲# 科技期

刊工作既是龙尾# 也是龙头/

%&&

# 对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

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 科研活动中的

诚信缺失和学术不端已经渗透到科技期刊工作之中# 集中

表现在科技论文撰写及其发表过程中出现的不端行为$ 虽

然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主体主要是科技工作者# 但是在编辑

部层面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侵蚀# 建立防止学术不端的规

范操作流程#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范避免出版学术不端

的发生$

基于此# 我们在以上海市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对此进

行了广泛的调查)取证)研讨和分析#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上海分会.中国科学院

科技期刊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课题组的'职业道德规范(

范本及对学术不端的界定%9&

- 上海市科技期刊学会.科技期

刊工作中学术不端和腐败防治对策研究/课题组的'反对学

术不端)加强科技期刊工作道德规范和学风建设联合声

明(

%(&及'科技期刊工作中防治学术不端行为的规范操作指

南(

%'&等$

在国内调研工作之外# 我们借鉴了国外已有的经验# 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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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4++-55DD4O Ĥ[.-7,5-4O *52-71#

<UH*"提供的学术期刊编辑指南*<UH*! <4@D4]74O@^75,O@

[D15A?,75-7DR̂-@D.-OD1]4?/4̂?O,.D@-54?1"

%;&以及遇到B怀疑不

端行为时的工作流程*<UH*! J.4C72,?51"

%!$&

$ 作为一家有

着 !8 年历史的机构*!;;( 年成立"# <UH*是全球出版工作

伦理规范和指导的领头羊# 许多国际知名的出版集团如

*.1DW-D?) Y-4FD@ 7DO5?,. * YF<") >-.DZ%Y.,7\CD..) YFV)

TA?-ORD?)L,5̂?DĤ[.-12-ORX?4̂A 等的旗下期刊都是其会员#

<UH*会员期刊的日常工作遵循 <UH*编辑指南和工作流

程$ 然而# 对于国外已有经验# 我们不能够简单地采取拿来

主义# 而应该结合本国国情# 选择性地学习)分析)归纳# 总

结出适应我国出版特色的行为规范和操作指南$

我们认为# 在编辑部层面防范科技期刊工作中的学术

不端行为# 需要着眼两个方面$ 一方面# 需要加强科技期刊

编辑的主观能动性- 另一方面# 需要建立合理规范的科技期

刊工作流程$ 本文将分别展开论述# 希望能够引起广大科

技期刊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

!#防范学术不端行为需加强科技期刊编辑

的主观能动性

##科技期刊工作中对学术不端的防治有两个层面,,,编辑

部层面和社会层面$ 编辑部层面包含了编辑)作者和审者*含

主编及编委"- 社会层面包括期刊的主办主管单位)出版管理

部门)各级科学技术协会及其所属学会)基金主管部门)教育

管理部门)作者的单位和导师B领导# 以及外围的法律界)道德

与权益工作委员会等等$ 如前所述# 学术不端的主体主要是

科技工作者# 因此很多人认为# 编辑部能够发挥的作用很局

限$ 另外一种常见的思想是# 科技期刊工作中作者和审者的

责任要重于编辑的责任# 即便论文出现了问题# 要么可以用

.文责自负/的理由归咎于作者# 要么可以用.审稿失职/的说

法推诿于审者$ 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 有些编辑部在论文

出版前审查把关不严# 没有防范不端的意识- 出版后如遇不

端行为# 处理过于简单草率$ 常用的办法是在期刊上刊登一

个撤销声明# 撤稿了事# 对可能起到的作用或产生的后果并

不在乎- 也不排除有的编辑部本着家丑不外扬或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观点# 漠视或掩饰出现的不端行为$

可以看出# 上述看法的共同特点是低估了编辑在出版

工作中的作用#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很严重的后果$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撰文指出编辑要有历史责任感)

文化使命感和职业光荣感$ 编辑负有文化传承和科学传播

的重要使命# 其作用不容低估%!!&

$ 中国科学院 !;;8 年制定

的'自然科学期刊作者)审者)编者道德守则*试行"(也将编

者的作用与作者)审者并列# 并提出了编者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

$ 而且# 作为科技期刊的编辑# 需要与科技工作者一

道# 追求科学精神# 即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

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

# 为科研服务)为国民经济服

务$ 另外# 作为出版业的分支# 科技期刊的编辑需要遵循出

版相关的法律法规# 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力求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和双赢%!) d!8&

$

以下根据我们的研究# 举两个方面的实例来说明如何

在科技期刊工作中发挥编辑的主观能动性$

#"#$编辑在撤销论文中的作用%%%对09:;论文撤销指南

的借鉴与思考

##目前国内编辑部对撤销论文较为常见的处理是在期刊

和B或其网站发布论文撤销声明$ <UH*专门制定了论文撤

销指南*SD5?,75-4O R̂-@D.-OD1"

%!&&

# 对论文撤销的目的)条件)

形式)时间)执行人和编辑必须要做到的事情进行了细致的

说明# 其中不乏我们平时工作中被忽略的地方$ 通过借鉴

<UH*论文撤销指南并结合国内实际工作的情况# 我们提出

以下建议$

第一# 处理论文不端B疑似不端行为的办法不宜简

单化$

论文出现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是无意之过

*24OD15D??4?"# 如计算错误)实验失误等等- 另一类是学术

不端*+-174O@^75"# 如伪造数据)重复发表)剽窃或者不合乎

伦理规范等$ 根据处理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表示

关注*DKA?D11-4O 4]74O7D?O")更正*74??D75-4OB74??-RDO@^+")

撤销*?D5?,75-4O"$ 其中表示关注主要用于无法判定论文是

否存在不端行为或举证不够充分的情况$ 更正主要用于论

文存在少量的不端# 特别是存在无意之过# 或者论文内容本

身并无问题# 只是在作者B贡献者的名单上有错误之处$ 撤

销论文是最严重的处罚# 其目的在于警示读者相关论文具

有不可靠的数据*伪造数据或者抄袭"以及作者本身存在不

道德的行为*重复发表)剽窃"# 因此使用需慎重$

第二# 撤销论文的程序要规范)透明$

*!" 必须有足够充分和确凿的证据证明论文中存在不

端行为# 并判断不端行为的类型$ 在确定不端行为的时候

要注意时间的选择和态度的适当$

时间选择是指在发现不端行为后*一般是有人举报"不

宜立即与作者联系# 应该发挥编辑的主观能动性# 先自己进

行判断# 收集资料证据# 或者请相关的小同行专家在专业层

面协助评议# 之后再与作者直接沟通# 以免发生证据不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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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伤作者感情的事情$ 态度适当是指在处理不端行为过程

中# 编辑与被怀疑有不端行为者联系时# 语气要谦和婉转#

即便是学术不端行为属实# 而对方坚决不肯认错# 编辑也不

应意气用事# 针锋相对$

*"" 在事件处理过程中要注重与被怀疑者的联系和沟

通$ 如不能无视作者的举证的权利- 如果答复不令人满意

而且不端行为确凿# 可在通知不端行为者将要进行的处理

后# 与不端行为者所在单位)相关学术团体联系# 告知不端

行为# 商讨妥善的处理方法$ 在进行任何处理前# 应把编辑

部的作为事先通告作者及其单位$

*)" 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要综合考虑以下三个因

素,,,不端行为的性质)不端行为的程度以及不端行为主体

的态度*如主观B客观犯错)认错态度如何等"$ 处理结果要

有影响力# 依据情节分别予以警告)更正- 写出情况说明#

通报作者单位# 并取得该单位回复意见- 列入诚信黑名单-

撤稿*包括数据库"# 在刊物上和网站上通报# 必要时在学

会*期刊学会和专业学会"网站上通报- 在一定时间内*! d&

年"不登学术不端者的论文# 追回论文处理相关费用# 直至

追究法律责任等$

*8" 需要保护举报人的合理要求# 不得公开举报人的

信息$ 特别注意的是# 在不端行为处理完毕后# 应把处理的

结果告知举报人$

第三# 论文的撤销要快速彻底# 尽可能地减少不端论文

产生的影响$ 目前随着开放存取*4ADO ,77D11"模式的发展#

对论文的撤销特别需要注意对期刊网站上的电子版本进行

清除# 并且需要将收录期刊的数据库与被撤论文相关的资

料逐一清除# 包含数位物件识别号*@-R-5,.4[/D75-@DO5-]-D?#

IUN"或者其他能够指向该论文的链接$

综合上述分析# 编辑在撤销论文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并

不是被动完成型*被举报人促使# 不得不完成"# 而是主动

的与当事人进行沟通# 全局性统筹论文撤销过程$ 从取证

到撤销论文)从沟通联系到反馈结果# 都体现了编辑的主观

能动作用$

#"!$编辑与审稿人%%%是听任服从还是监督学习)

编辑与审稿人之间的关系一般被定位为审稿人负责对论

文的学术意义和发表可能进行评价# 编辑尊重服从审稿人的

意见$ 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来越要求编辑具有专业素养和精

神#编辑不能够简单地只是作为审稿人和作者之间的传话筒$

通过借鉴<UH*期刊编辑指南%;&和实际工作的经验# 我们认

为在处理与审稿人的关系中# 编辑需要有如下意识!

首先# 编辑部需要建立符合本期刊专业领域的审稿专

家库# 随时更新审稿人情况$

在调查中发现# 很多编辑部的审稿专家库会出现以下

情况!

*!"审稿人*及编委"的选择并不完全依据学术标准进

行取舍# 尤其偏爱在高校或研究所担任行政职务的科研

人员$

*""审稿专家库长期不更新# 有些审稿人已经不在科研

第一线*如担任过多行政职务)退休或转行从事商业活动

等"# 其对最新文献的掌握程度较差# 不了解学科的最新

进展$

*)"缺乏对审稿情况的监督# 没有审稿人优进劣退

机制$

期刊的学术评价标准与其学术定位和发展息息相关#

建立一个合理活跃的审稿专家库是对期刊学术水平的保证$

所以# 我们建议期刊要发挥编辑的主观能动作用# 用心经营

自己的审稿专家库# 具体建议如下$

*!" 选择目前仍参与科研工作的/小同行/专家进行

审稿$

*"" 制定相对公平一致的学术评价标准# 制定审稿指

南和要求# 审稿过程可请审稿人填写审稿单# 包含客观的选

择项目和主观的审稿意见$ 这样既有助于审稿记录的备份

存档# 又有助于建立相对公允的评价标准$

*)" 对审稿情况进行监督# 建立评价体系和淘汰机制$

在审稿中出现不端行为*如优亲厚友)恶意排斥打击与自己

有学术歧见的作者# 或窃取作者未发表论文的思想和数

据")审稿质量较差*如不能提出详细审稿意见)敷衍了事"

和不及时审稿的审稿人# 应及时排除在审稿专家库之外$

*8" 及时补充优秀的审稿人进入审稿专家库# 特别要

有与时俱进的眼光# 发现年轻的审稿人# 扩大审稿人队伍$

其次# 对审稿人的意见需要有所取舍# 不能完全接纳认

可# 需要用理性的眼光批判接受$ 如果感觉审稿有一定的

问题# 应该找其他的审稿人进行复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不能够把审稿人所有的话都全盘照搬告诉作者# 特别是含

有诋毁轻蔑的言辞$

"#防范学术不端行为需建立合理规范的科

技期刊工作流程

!"#$科技期刊工作过程中容易滋生学术不端行为的环节<

方面

##在课题的调研中# 我们前后召开了十几次编辑研讨活

动# 对高校学报)中国科学院期刊社)技术期刊) 医学科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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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科技期刊中学术不端行为的类型

名称 定义

抄袭)剽窃

*H.,R-,?-1+"

在研究论文)综述)著作等科研成果中有意图地使用他人的实验思路)实验数据)方法)图表分析)数学表达

式)计算机程序等而不注明出处-

从他人的原始材料或已发表的文献中照搬大段的文字描述* f!$$ 字"而不加标注*含照搬翻译他人的文

章"$

伪造

*J,[?-7,5-4O"

不以实际观察和实验中取得的真实数据为依据# 而是伪造虚假的观察与实验结果$ 一般有伪造实验数据和

样品)伪造证据等形式$

其特点是# 论文所提供的材料)方法)数据)推理等方面不符合实际# 无法通过重复实验再次取得$

篡改

*J?,̂@B_.5D?-OR@,5,"

科研人员在取得实验数据后# 按照期望值随意篡改或取舍数据# 以符合自己的研究结论$

一般有主观取舍数据和篡改原始数据两种形式$

.一稿多投/或重复发表

* TD.]%A.,R-,?-1+# 4? ÎA.-7,5D

A^[.-7,5-4O"

同一论文*或同一内容# 改头换面的论文"# 在规定的期限内同时投向不同的刊物*不含同一期刊的不同语

言文字版本"或先后在不同刊物发表-

同一内容不同语言文字的论文投向不同的期刊# 未注明先发表版本的发表处-

使用已发表论文的内容重复投稿# 并不标注已发表版本的发表处$

署名不实

*_̂524?12-A +-174O@^75"

不按照对研究成果贡献大小的顺序署名-

将对研究成果没有贡献的人*R-]5,̂524?"署上-

把做出实质贡献的人排除在外*R2415,̂524?"-

将在甲单位做出的研究成果署上乙单位-

不是基金项目署上基金号*冒用或假造"$

存在利益冲突或伦理问题

* <4O]-.751 4] -O5D?D15# 4?

bOD52-7,.?D1D,?72"

署名作者中有人接受了公司的赞助进行与本论文相关的研究而没有声明-

审稿人或编辑未公布自身存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导致发表偏倚-

论文研究存在违背现行伦理的内容$

刊等多个编辑群体进行了调查%!9&

$ 根据调查反映的结果#

科技期刊中学术不端行为的表现按照性质或手段可概括为

抄袭B剽窃)伪造)篡改)一稿多投B重复发表)署名不实)存在

利益冲突或伦理问题等%9&

$ 从这个角度划分学术不端行为#

可以根据不同性质的问题# 进行不同的处理# 见表 !$ <UH*

对不同性质的学术不端行为有详尽的处理流程%!$&

# 值得我

们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参考$

如果换一个角度# 以科技期刊编辑为行为主体# 从实践

出发# 可以将科技期刊工作中最容易产生不端的环节B方面

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是审稿双重标准$ 表现为优亲厚友)人情至上- 论

资排辈)唯名不唯实等# 在审稿过程中不严格执行同行评议

和论文处理规范流程$ 原因或可能是编辑选择的审稿人群

体相对凝滞# 容易出现学术垄断并引起学术偏见- 或可能是

审稿人尺度不一# 有人过紧# 有人过松# 录用的论文质量良

莠不齐- 或可能是功利因素驱使下# 不能客观择优发表# 无

视学术争鸣$

第二是工作缺乏透明性和保密性$ 缺乏透明性的表现

为作者不知道自己的论文投稿后会进行怎样的处理或正处

于哪个阶段# 期刊没有明确的工作时限# 不回复或不及时回

复读者)作者及审稿人的来信# 因故超期处理又没有对作者

履行告知义务# 漠视不端行为的举报等- 缺乏保密性的表现

为有意B无意地披露尚未发表论文的内容# 泄露作者或审稿

人的信息# 对有保密时效性的文章没有特别处理等$

第三是发表费的收取偏离正常价位$ 论文发表费的收

取具有其合理性# 但是有的刊物虽然有发表费标准# 但并不

遵照执行# 如或以加快发表时间为由擅自提高发表费# 或以

是否缴纳发表费作为是否刊登的理由$

第四是没有对作者署名)单位和致谢的情况进行核实$

常常出现的情况是署名未能体现各作者的实际贡献- 责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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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能起到对文章把关监督的责任和义务$ 以浙江大学

的贺海波事件为例%!(&

# 在论文不端问题暴露后# 责任作者

声称自己并未阅读过论文# 论文是未经他许可擅自刊发的#

与不端论文有关的他的签名均系伪造$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责任作者严重失职-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 编辑在论文的编辑

处理过程中并未与责任作者进行联系和沟通$

第五是无视著作权# 漠视原著者的利益$ 严重的可造

成剽窃)抄袭)重复发表等不端行为- 更为普遍的是没有注

明某个支持文献的出处)某个方法的来源)以及某个思想的

形成依据等# 特别是后一种情况常常容易被忽略$ 编辑可

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留意$ 一方面需要对读者和作者进行教

育# 如在征稿简约中阐明著作权的注意事项# 起到防患于未

然的作用- 另一方面使用版权转让协议的方式# 以合同的文

本约束出版会涉及到的著作权问题# 如许可使用论文的方

式)许可使用的权利特点)许可使用的范围和时限)稿酬支付

的标准和办法等$ 同时# 如果出现违反著作权法的现象#应

该严肃及时地进行处理$

第六是刊登不符合实际的广告或未曾注意利益冲突或

伦理问题$ 其表现是有的学术期刊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

际的宣传# 编辑未能公开自己的利益冲突# 为论文选择审稿

人的时候未能注意到利益回避原则# 对论文*特别是生物医

学类"中涉及到的商业利益未能加以核查等%!'&

$

!"!$建立合理规范的科技期刊工作流程

以上总结了科技期刊出版过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不端

行为$ 在抵制不端行为的同时# 广大编辑部还呼吁需要有

一个可供参考的科技期刊合理规范的工作流程指南$ 基于

此# 我们依据实践# 参考<UH*经验# 总结出了较为符合中

国特色的科技期刊工作中防治学术不端指南# 以图片的形

式# 归纳为出版前防范不端行为操作流程指南*图 !"和出版

后不端行为处理流程指南*图 ""

%'&

$

分析上述科技期刊工作流程指南# 有如下侧重点!

第一# 突出编辑在防范*出版前"科技期刊工作中不端

行为的主体作用$

出版前# 编辑起到了沟通编委B审稿人和作者的作用#

负责论文初审# 负责制定本刊物的投稿审稿流程并对执行

情况进行监督# 执行对不端行为的检查和具体处理工作$

特别是强调了编辑在初审中的作用对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有

着重要意义$

第二# 强调透明化的科技期刊工作基本标准或制度的

重要性$

图 #$出版前防范不端行为操作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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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版后不端行为处理流程

##在指南中# 涉及到的工作基本标准包括办刊原则- 针对

作者的期刊工作流程)投稿须知*作者指南"- 针对编委会B

审稿人的审稿人指南和审稿标准- 针对编辑自身的编辑道

德规范)保密原则和利益回避原则$ 指南提出工作中需建立

的文件范本# 包括针对作者的 .投稿声明/ *G-7DO7D54

1̂[+-11-4O"和.版权转让协议/*G-7DO7D54A^[.-12"以及针对

审稿人的审稿单*<2D7\.-15BSDW-DC12DD5"$ 上述标准及文本

的建立# 有助于规范期刊工作并防范不端行为$ 如.来稿须

知/中明确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 明确作者应该遵循的道德

规范和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说明本期刊处理各种

不端行为的具体过程和步骤$ 又如# 在.投稿声明/中声明

文章的所有作者对投稿刊物)论文内容)署名顺序无异议#

论文及其作者是否有利益回避要求# 论文不存在抄袭)剽

窃)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 作者单位%院系*B所"或科研

处&盖章$ 还有# 在.投稿声明/和.版权转让协议/中通过

全体署名作者签名来说明作者的署名是否规范# 是否正确

体现了作者的实际贡献# 可以为日后可能出现的署名纠纷

提供处理依据$

第三# 针对不同的学术不端行为需进行不同的处理

方法$

如在引言)讨论等部分出现抄袭)重复发表等情况#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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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较轻# 占全文的比例较低*少于 !$$ 字"

%!;&

# 或对论文的

结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应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 告知作者

并询问原因# 责成修改# 修改符合要求后继续后续审稿环

节$ 如在实验方法)结果)结论中出现数据剽窃)造假等情

况# 情节严重# 占全文的比例较高*多于 !$$ 字"

%!;&

# 或对

论文的结论有直接影响# 如证据确凿# 应告知作者处理情

况# 退回论文# 不再后续审稿$ 这两个层面的处理# 体现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育作用# 更体现了科技期刊编辑负

有的传播科学精神的使命$

第四# 对审稿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 如建立符合

本期刊要求的审稿专家库)对审稿人进行监督并采取优胜劣

汰制度等# 这些措施有利于建立相对公平一致客观的论文

评价标准$

第五# 对出版后*含在线发表)电子出版物和印刷出版

等不同形式"不端行为的处理有明确的操作规定$ 编辑应有

所作为# 积极)及时)认真地进行处理$ 具体的建议在前文

已有详尽的说明*见本文 !P! 编辑在撤销论文中的作用,,,

对<UH*论文撤销指南的借鉴与思考"# 不再赘述$

总之# 科技期刊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科学研究有着严

重的不良影响# 因此# 防范科技期刊工作中学术不端行为#

编辑需有所作为# 在较为完备的规范的指导下# 通过不懈努

力# 弘扬倡导优良学风# 防微杜渐# 最大可能地减少不端行

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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