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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合理引用，反对学术不端

要叶口腔医学曳应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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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文章对叶口腔医学曳圆园员圆 年 愿 月 员 日耀圆园员猿 年 缘 月 员 日间 猿怨员 篇论文应用中国知网学术

不端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袁发现有 员源援缘愿豫的投稿文字复制比跃猿园豫遥 高复制比论文以临床
研究为主袁与同期投稿情况比较袁综述尧口腔正畸学论文出现高复制比的论文比例高于其他类型和
学科的论文曰 复制来源于他人的期刊和学位论文较多袁 出现重合较多的部分主要是治疗或研究方
法袁以及讨论中的概念以及引证他人观点部分曰其次是观察指标或者疗效评价标准遥 同时对学术不
端的几个相关问题袁如抄袭和合理引用尧如何具体分析医学论文的复制部分尧如何看待学位论文内
容在期刊发表和一稿多投等进行了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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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比排序统计各区段论文数遥 对复制比跃猿园豫的论
文袁打开详细检测结果袁分析其复制来源遥

改渊枣葬造泽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冤尧不当署名渊蚤灶葬责责则燥责则蚤葬贼藻 葬怎贼澡燥则泽澡蚤责冤尧
一稿多投 渊凿怎责造蚤糟葬贼藻 泽怎遭皂蚤泽泽蚤燥灶辕 皂怎造贼蚤责造藻 泽怎遭皂蚤泽泽蚤燥灶泽冤尧

重 复 发 表 渊燥增藻则造葬责责蚤灶早 责怎遭造蚤糟葬贼蚤燥灶泽冤尧 拆 分 发 表

渊泽造蚤糟蚤灶早 责怎遭造蚤糟葬贼蚤燥灶泽冤咱员暂遥 目前袁中国学术不端行为很

泛滥袁作为科技期刊编辑袁更应该站在制止不端行为
的前沿阵地袁对此零容忍遥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渊粤酝蕴悦冤是由
中国学术期刊渊光盘版冤电子杂志社于 圆园园愿 年推出袁

二尧 检测结果及分析
渊一冤不同复制比区段的论文数
经整理发现袁复制比超过 猿园豫的投稿有 苑员 篇袁

占全部检测论文的 员愿援猿园豫遥 这其中袁有些论文对原

始文献进行了合理的引用袁 去除引用后复制比仍高
于 猿园豫的论文有 缘苑 篇袁占 员源援缘愿豫遥说明有学术不端
行为的投稿还是占有较大的比重遥

以叶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曳为全文比对数据库袁

渊二冤高复制比论文的类型

可检测以上所述不端行为遥为了加强期刊对学术道德

就论文类型来说袁 高文字复制比的论文中综述

的监督袁叶口腔医学曳自 圆园园怨 年起启用 粤酝蕴悦袁在稿件

的比例远超过了综述在投稿中所占的比例 渊表 员冤袁

月 员 日间 猿怨员 篇论文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遥

作者针对某一专题袁对大量原始研究论文中的数据尧

初审阶段进行检测袁现对 圆园员圆 年 愿 月 员 日耀圆园员猿 年 缘

一尧检测方法
每篇论文在初审阶段将全文提交到 粤酝蕴悦袁先

将所有的论文检测结果渊文字复制比冤进行记录袁按

这与综述的论文性质有关遥综述是指就某一时间内袁
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尧 分析提炼而写成的
论文袁 写作过程中必然会大量引用他人的观点尧文
字袁 因此在论文中出现文字重合的现象肯定要比一
次文献多遥

基金项目院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渊圆园员员原园员猿苑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园苑原园员
作者简介院徐 晶渊员怨愿圆原 冤袁女袁江苏泰兴人袁硕士袁编辑袁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规范尧医学期刊文献计量学尧口腔修复和材料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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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 各复制比区段论文的论文类型及与同期投稿情况的对比

论文类型
基础研究
临床研究
病案报道或个案
综述
调查研究
合计

逸远园援员豫
圆
圆
园
员
园
缘

文字复制比
缘园援员豫耀远园援园豫 源园援员豫耀缘园援园豫
园圆
园圆
园远
员圆
园园
园员
园猿
园源
园园
园员
圆园
员员

猿园援员豫耀源园援园豫
园源
员园
园圆
园缘
园园
圆员

渊篇冤

合计

百分比渊豫冤

同期投稿比例渊豫冤

员园
猿园
园猿
员猿
园员
缘苑

园员苑援缘
园缘圆援远
园园缘援猿
园圆圆援愿
园园员援愿
员园园援园

员怨援缘
远源援缘
园远援远
园苑援圆
园圆援员

从学科类型来看渊表 圆冤袁口腔正畸学高文字复制

的文字复制比为 猿圆援缘豫袁并且与另一位研究者的硕士

畸学论文以临床研究居多袁而其中的大部分是对错牙合

渊另一研究者的期刊论文主要来源于其学位论文袁故

比的论文比例超出投稿比例较多遥分析认为是由于正

畸形进行矫治袁采用一些临床指标评价某方法的矫治

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相似度分别为 圆员援缘豫和 圆圆援远豫
该两者本身相似度就较高冤袁但仔细对比发现袁该研究

效果遥 不论是矫治方法还是评价指标袁都有很多的相

者主要研究了广东地区的人群袁但是由于研究内容相

似性袁自然不可避免地出现较高的相似度遥 比如袁本刊

似袁故不可避免地在研究的材料方法部分和最后的参

在 圆园员猿 年收到 员 篇稿件袁题名为叶哈尔滨地区正常牙合

考文献部分出现较多文字重合遥 编者认为对于人类正

软组织侧貌形态研究曳袁研究者采用一种受干扰少尧精

常解剖数据的建立袁 是需要进行各地区分别研究的袁

度高的测量方法要要
要粤则灶藻贼贼 软组织测量分析法对哈

中国地域分布广泛袁人群的软组织侧貌的南北差异也

尔滨地区正常牙合人群的软组织侧貌进行研究袁建立该

较大遥 故接受此论文袁正常送审袁并建议在后期的修改

地区正常牙合人群的基础数据袁有利于指导临床遥 该文

中对相似部分做适当修改遥

表圆

学科类型
口腔内科
口腔外科
口腔修复
口腔正畸
口腔基础

逸远园援员豫
圆
园
猿
园
园

渊篇冤

各复制比区段论文的学科类型及与同期投稿情况的对比

文字复制比
源园援员豫耀缘园援园豫
缘园援员豫耀远园援园豫
员员
圆
园猿
圆
园猿
猿
园猿
圆
园园
圆

猿园援员豫耀源园援园豫
园远
园猿
园员
员园
园员

合计

百分比渊豫冤

同期投稿比例渊豫冤

圆员
园愿
员园
员缘
园猿

猿远援愿
员源援园
员苑援缘
圆远援猿
园缘援猿

缘怨援愿
圆员援缘
员苑援猿
员苑援园
园远援员

渊三冤高复制比论文的复制来源

位论文一般是在较高水平的导师指导下完成袁 思路

缘苑 篇高文字复制比论文中有 愿 篇来源于自己

新颖袁实验设计严谨袁写作水平也高袁同一团队的研

他刊发表过类似内容的文献遥 经仔细比对袁 其中 员

编辑部对论文主要与期刊发文进行比对袁 很少会注

的学位论文袁有 远 篇投稿的第一作者曾经在本刊或

究者愿意效仿曰 三是由于在没有使用 粤酝蕴悦 之前袁

篇是原先发表的调查研究袁此次投稿为系统研究的

意学位论文的情况袁有作者藉此钻空子遥

综述袁其余均为原有内容的深入研究遥

渊四冤文字复制主要出现的部分

而与他人成果有较高文字复制比的论文中袁对

将上述与他人论文重合较多的投稿袁去除综述袁

他人的引用主要来自于期刊论文袁其中大多数没有

统计其文字复制主要出现的文章部位袁 每个位置又

标明来源文献袁这是对原研究者成果的不合理引用袁

出现即算 员袁将所有在该部分出现较多重合渊检测结

甚至是抄袭遥 同时我们也发现袁有很大一部分作者
对他人的学位论文不合理引用或抄袭遥 我们曾接受
过一篇投稿袁作者将自己的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与同
导师学生的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进行综合遥 日益增多
的对他人学位论文的野借鉴冶值得编辑工作者警惕遥
笔者推测袁一是由于现在国内几个大型数据库对硕

果亮红冤的文章数除以文章总数袁得到该部分出现重
合的文章比渊表 猿冤遥 可见袁出现重合较多的部分主要
是治疗或者研究方法尧 讨论中的概念以及引证他人
观点部分袁其次是观察指标或者疗效评价标准遥

三尧 其他相关问题的探讨

博士论文进行了网络出版袁跟以前纸本藏于对应高

渊一冤合理引用和抄袭

校图书馆相比袁更便于后续研究者阅读分析曰二是学

科技的进步袁总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袁没有对已

表猿

材料
复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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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

渊豫冤

各部分出现重合的文章数占高复制比论文总数的比例

研究对象及
纳入标准

治疗或者
研究方法

源园

愿园

观察指标或疗
效评价标准

有成果的借鉴和传承袁不会产生科技的进步遥 因此袁
我们鼓励对过往研究成果的合理引用袁但坚决反对

源苑

统计学方法

结果

圆园

源员

讨论中的概
念及引证
远苑

讨论对结
果的论证
圆苑

诊 断标 准尧疗 效的 评 价 标 准 尧实 验 的 操 作 方法 尧观
察指标尧 统计学处理方法等都会出现很多的类似

抄袭行为遥 叶著作权法曳允许为介绍尧评论某一作品

语句袁编辑初审时不能将此类雷同视为抄袭遥 结果

或者说明某一问题袁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

部分是医学论文的核心袁是研究成果的总结袁体现

表的作品袁但必须适当袁引用的必须是他人已经发表

了作者研究的核心价值袁如果此部分出现雷同袁应

的作品袁且必须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遥 在实际

视作抄袭遥 讨论过程往往包括对概念的介绍尧对自

检测过程中发现袁很多的投稿袁尽管是借鉴别人的观

己创新研究方法的介绍尧 对既往研究结果的梳理

点袁引用的篇幅也不多袁但是都没有将来源论文作为

和与自己结果的比较袁 是阐述研究创新性尧 科学

参考文献袁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法律法规的遥 我们应

性 尧实用 性的 部分 袁此 部 分 可 以 适 度 地 引 用概 念 袁

该引导作者对所有的引用他人观点都标注引文袁不
要因为文章的篇幅问题随便删除参考文献遥

论述他人的观点袁但是袁主要还是紧扣研究者自己
的实验方法和结果进行论述袁 引用他人的研究结

另外袁由于叶著作权法曳对引用的量只规定要野适

果只是用来佐证自己观点或者提出对以往研究的

当冶袁但是这个适当是一个怎么样的度袁没有明确的

质疑袁简明扼要的概述即可袁如出现大段的雷同要

规定遥 有很多人建议袁以相同的字数来区分抄袭和

么就是讨论的写作与本研究联系不紧密袁 要么就

合理引用袁甚至国内有关部门发文规定袁引用非诗词

是抄袭他人研究袁应视情况请作者重写或者退稿遥

类作品不得超过 圆 缘园园 字袁超过者就属于抄袭等遥 笔

综上所述袁 笔者认为袁 结果部分的引用应定为抄

方面袁以字数做区分是违背著作权法原则的遥 但在

文章前段部分的相似应放宽处理 咱圆原苑暂遥

者认为这一方面没有考虑到全文的总体篇幅袁另一
实际工作中袁为了便于编辑判断袁还是建议有个警戒

袭 曰讨论 部分 除非 大 段 引 用 袁一 般 不 宜 定 为抄 袭 曰
渊三冤对学位论文再次发表的态度

线袁过去有学者建议医学论文的文字重合率应小于

首先应当明确袁 被类似中国知网或者万方数据

员园豫袁但笔者认为袁原创性的研究少之又少袁可遇而

收录的学位论文是否属于公开发表钥答案是肯定的遥

不可求袁大部分的研究者还是要借鉴别人的方法尧评

尽管他们没有纸版袁但数据库均有野互联网出版许可

价标准等袁因此建议将此数值放宽到 猿园豫遥 但如果

证冶袁从事的是互联网出版业务遥 包括现在中国知网

投稿论文中出现大段与他人论文一样的描述袁即使

推出的野数字优先出版冶袁针对的是单篇论文袁同样也

标引了参考文献袁也应视作抄袭袁因为引用或者论述

属于公开出版袁 他人对这类学位论文和优先出版论

别人的观点袁只需要把别人成果中的结论点一下即

文的引用均符合叶著作权法曳的规定遥

可袁根本不需要把别人的分析过程全部写出来袁大段
的雷同必然是有问题的遥

但是作者自己如果在网络出版以后袁 拿同样的
内容袁 或者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发表于期刊是否合法

渊二冤 对投稿重合部分具体分析

呢钥 目前国内许多学术期刊编辑均认为这种情况可

叶著作权曳编辑部的常青老师撰文认为袁是否构

以接受袁因为论文没有公开在期刊出版遥 但是袁没有

成抄袭主要取决于引用的部分和引用的数量遥 引用

纸质稿不代表没有公开遥叶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

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袁

范指南曳渊圆园员园 年 远 月冤明确了国际学术界对野一稿

否则就不能体现新作品的原创性遥

多投冶的定义院野同样的信息尧论文或论文的主要内容

医学论文的正文往往包含引言尧材料和方法尧结

在编辑和读者未知的情况下袁于两种或多种媒体渊印

果尧讨论尧结论部分遥 前言是交代研究的背景和本研

刷或电子媒体冤上同时或相继报道遥 冶这就明确了网

究的创新之处袁往往会有一些对于疾病尧材料的定
义袁这部分的重合不应当算作抄袭袁但是如果连创

络出版也属于一稿多投或重复发表 咱愿暂遥 但是考虑到

国内的实际情况袁 网络出版论文不能作为学术水平

新之处都与他人雷同袁就需要深入搜索袁考量其新

评价的指标袁也不能在职称评定时被采纳袁所以很多

意了遥 材料和方法部分会涉及到对临床资料或实

作者迫不得已再将学位论文中的一部分拿出来投

验动 物的 介绍 袁相关 的 纳 入 标 准 尧排 除 标 准 尧动物

稿袁以求在期刊发表遥 笔者建议袁采纳国际知名期刊

情况的表述往往不可避免会有雷同袁 对于疾病的

的做法袁 欢迎研究者对该部分研究内容进行补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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