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写作知多少？

张妮妮

 如何避免自己的论文被指抄袭？
 如何引用他人的图片？
 论文中的材料方法，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他人的吗？
 一篇论文，可以署名多少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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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诚信（Academic integrity）
是指提倡和追求以公开、诚实和
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的任何学术活
动，目的是创建一个公平、健康
的学术环境。

学术诚信的反面即是学术欺诈或
学术不诚实，包括考试作弊、论
文抄袭等行为。



学术界的丑闻





 2006 早稻田大学毕业

 2008 早稻田大学应用化学硕士

 2011年早稻田大学生命医学博士

 被媒体誉为 “日本的居里夫人“

2014/1/30

在《自然》同一天发表了两篇当时

被认为具有突破性的关于STAP细

胞的论文。

文章发表没多久，加州

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

Paul  Knoepfler等美国

学者公开质疑原文的方

法。

 2014年4月1日和5月8日，其所在研究所先后两次召开记者

会，确认小保方晴子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宣布认定其论文造

假。

小保方晴子





1

2

质疑一：《谈电视剧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

涉嫌抄袭。

质疑二：读博期间没有在学术期刊上发文，博

士 学位是如何拿到的？

翟天临不知知网事件



文章
文字复制比

39.4%



2019年2月16日，北京大学发布关于招募翟天临为博士

后的调查说明： 确认翟天临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同意翟

天临退站，责成光华管理学院作出深刻检查。

2019年2月19日，北京电影学院发布关于“翟天临涉嫌

学术不端”等 问题的调查进展情况说明，宣布撤销翟天

临博士学位，取消陈浥 博导资格。

后果很严重



学术失信



学术失范

学术腐败

学术不端

学术失信



学术失范

指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者没有严格遵守学术
研究的相关规范而导致的非主观性、技术性过失行为。
例如，由于实验过程缺乏严谨而导致实验数据出现偏
差，论文撰写过程中出现的图表位置标错等。

这种行为通过加强相关学术规范技能方面的训练是可
以得到改善。



学术腐败

发生在学术界的，与学术活动有关的涉及权学交易、
钱学交易等多种不正之风的腐败行为。具体体现在利
用不当行为谋取利益或利用学术资源获得不当收益。



学术不端



七种学术不端行为

（一）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二）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三）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

（四）伪造注释；

（五）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

（六）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

（七）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一稿多投



一稿多投、重复发表 No!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
三条有规定：“著作权人向报社、期
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
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
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就
意味着，作者在规定之日内是不得一
稿多投的。



被撤稿的文章



被撤稿的文章





Plos One撤稿的文章最多



中国的情况有点严重

被撤稿本身是全球现象



与国外相比，我国高校系统的学术诚信教育还未大规
模的开展，人们往往将学术诚信作为个人道德和个人
修养的范畴，高校对此重视不够，剽窃丑闻频现。

诚信不仅关乎个人品德，也关乎个人能力的培养，学
术诚信教育有助于学生养成独立创新精神，形成健康
的学术氛围，为他们日后的工作和研究奠定良好的基
础。



国外大学将“原创性”摆在重要位置，视学术不诚实或学术欺诈为
非常严重的错误。在美国，独立思想是美国学术界的最高价值，各
个高校都利用各种途径和手段对学生进行学术诚信教育。具体做法
如下：

（1）制度保证
许多高校都制定了一系列学术诚信条例，将学术诚信作为一切学术

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有的学校还要求学生在每次考试前签署学术诚信保
证。

（2）大力宣传
在美国，各大学一般都会将学生学术诚信条例、荣誉手册等规范发布

到学校主页上，以便师生随时查阅。有的大学还定期举办“学术诚信周”
活动等来加强对师生进行教育。

（3）技术支持
国外许多高校为了筛查论文剽窃，大都使用了剽窃检测系统，从技术

上提供学术诚信支持。



被撤稿的原因





抄袭构成了学术不端的主要内容



如何避免自己的论文被指抄袭？



答案：正确引用！



引用方法

• 按照专业认可的学术规范去引用和诠释那些
将要融入本人作品之内的他人思想和表达。

• 通常有两种表达方法：
直接引用

间接引用



直接引用

我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或有必要形成超越他人
的表述，因此，沿用他人的表述常常是合理和必要的。

直接引用的前提是：“原文的文字非常清楚、优美、
生动有趣，若作者加以转述就失去原味。



具体的操作：
（1）用引号把他人的观点、作品和自己的文章、著
作区分开来。
（2）通过脚注或尾注显明引号范围内的信息来源，
诸如：作者姓名、文章或著作的标题，出版商等信息。

直接引用



间接引用

• 间接引用：浓缩、提炼、强调和发挥别人的观点，或
者用更为精确、更有特色的语言去重述别人的观点。

•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存在这样的必要，直接引用
更为妥当。

间接引用的前提：如果引用的原文过于罗嗦或模糊，如
果引用的原文有些不恰当的跳跃或在表述的顺序上比较
混乱，就可以采用间接引用。



具体的操作：
（1）通过脚注或尾注显明引号范围内的信息来源，诸如：
作者姓名、文章或著作的标题，出版商等信息。

（2）在开始引用的地方，使用类似“据说”或“某某认
为”、“在某某看来”等引用提示语，让读者知道哪些
地方属于作者自己的话语，而从哪里开始是对他人观点
的引用。

间接引用



怎样确定达到引用的“量” ？

• 我国的规定：非诗词类作品，引用总
量不得超过本人创作总量的十分之
一。 对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作品，
建议不超过五分之一。





怎样确定达到引用的“质” ？

• 引用的目的仅限于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
一问题；所引用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
部分或实质部分；也就是“当作论据使用”。

• 不得损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

把别人的结论当做自己的结论，乃抄袭也。
把别人的结论当做自己的已知，乃引用也。



转引

转引是指不查阅原始文献的基础上直接引用
中介文献或中介文献等给出的信息。

转引参考文献是一种不良引用行为。 转引是学风不
严谨的体现, 侵犯了原作者的知识产权, 容易以讹传
讹、断章取义, 影响引文分析的科学性, 损害原始论
文所属期刊的声誉。

应该杜绝转引现象。



自我抄袭



• 对于仅发表过初步报告，如以致编辑的信
形式发表，以摘要或壁报方式在科学会议
上展示的文章， 大部
分期刊接受进一步发表完整的研究。

发会议论文如若再投期刊要求：
（1）获取会议论文出版方的版权允许；
（2）要在原会议论文的基础上增加约
50% 以上实质性的新内容；
（3）重新作为新论文投向期刊时要出示
版权允许证明，同时在新论文中要标示该
文部分内容已经发表在会议等信息。

若不符合上述要求，则视为自我抄袭。



案例分析



案例1

The decision to buy can be momentary, so consumer demands can then 
be created very quickly, while other demands are long established.

Khalid, H.M.: Can customer needs express affective design? In: 
Helander, M.G., Khalid, H.M., Tham, M.P.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fective Human Factors Design, pp. 190–
199. ASEAN Academic Press, London (2001)

The decision to buy can be instantaneous, so consumer demands can 
then be created very quickly, while other needs are long established.



Khalid pointed out, “the decision to buy can be momentary, so 
consumer demands can then be created very quickly, while other 
demands are long established.”[1]

正确的引用

参考文献
[1] Khalid, H.M.: Can customer needs express affective design? In: 
Helander, M.G., Khalid, H.M., Tham, M.P.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fective Human Factors Design, pp. 
190–199. ASEAN Academic Press, London (2001)



•原文：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
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
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源自：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邓小平的一个发明，就是停止意识形态争论。他鼓励人们大胆地开展各种
试验，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案例2



邓小平的一个发明，就是停止意识形态争论。他鼓励人们大胆地开展各
种试验，“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载《邓小平文
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74.

正确的引用



参考文献：

[1] Chen L, Zhang Y, Cheng Y, et al. Prognostic value of circulating cell-

free DNA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A system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Gene, 2018.

[1] 

案例3



光引用是不足够的，你必须征得原文通讯作者及出版社（或
版权所有者）的许可（Permission)。

• 否则，即使引用，也可能吃“官司”。

图片或表格的引用



图片的引用



案例4

对于一篇综述，引用量应该在多少？



▼规范指南：
综述论文有一定的相似度（低于35%）可以理解，但是
要求：
（1）要对直接引用文字做引号（“ ”）标识，并做完
整引用；
（2）要求作者对同行的观点和成果尽可能用自己的理
解和语言去诠释和解释其意，忌讳直接粘粘贴贴他人的
文字组合论文。

综述



案例6

对于生物医学领域的毕业论文，对于经典的实验方法，

要如何引用？



▼规范指南：
（1）如若为经典方法，直接说明来源即可重复；
（2）如若他人或自己已经发表的原始方法要做透
明标识或说明，切忌作为新方法误导读者和同行；
（3）如若重复的方法内容很长，可以作为附加材
料或者提供链接形式表达。

生物医学论文中的方法

备注：透明标识：引号或文体变化。



直接引用时，即有引号“”时，允许
范围大约为＜40字，但要视情具体分
析。

编辑说



参考文献的类型



参考文献的类型



参考类型及其标识:

普通图书： M       
会议论文： C     
期刊： J     
学位论文： D           
专利： P
报纸： N      
数据库： DB      
计算机程序 ：CP     
电子公告： EB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及其标识：

联机网上数据库:[DB/OL]
网上电子公告:   [EB/OL]
网上期刊:          [J/OL]
光盘图书:          [M/CD]



参考文献的格式



science cell

不同的期刊，参考文献的格式不同。



（1）引文整理的好方法——边写边引用

（2）通过专用的参考文献管理软件制作引文

引文整理的基本方法

NoteExpress 、EndNote等文献管理软件，

可在撰写文章的文档中，一键生成不同期刊的

参考文献格式。



http://genuine.xmu.edu.cn/endnote.html



论文的查重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1.CNKI论文检测系统
2. turnitin



https://www.howsci.com/copycat-papers-flag-continuing-headache-china.html



学术不端行为认定与处罚



（一）对于学位申请者或学位获得者，可

分别做出暂缓学位授予、不授予学位或撤

销学位授予的处理；

（二）对于指导教师，可做出暂停招生、

取消导师资格的处理；严重败坏学术道德

的，由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国家有关学术不

端行为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
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

学位〔2010〕9号



论文写作的基本概念



作者

• 第一作者
•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
课题的总负责人，承担课题的设计、
经费、文章的把关。

第一作者：
通常是具体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对主
要实验结果负责，论文的撰写者。

• 致谢



一篇文章可以有多少个作者？

＞5000个作者



＞1000个作者



期刊投稿

• 北大核心：所有学科

• 南大核心：人文社科

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

南大核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
价中心

• 期刊的分区：中科院JCR的分区

难易程度：南大核心＞北大核心



版面费

• 学术期刊：以刊养刊

• 商业期刊：广告



版权的疑惑



文章的版权
版权转让协议

未经明确授权许可，
用户不得进行复制、
修改、出租、散布
或衍生其他作品，
或用以商业性目的。



• 答：原则上算是抄袭。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因为已经发表过了。学校对于毕业论文都有反抄
袭的软件，检测出来就不能过关。

• 原则上不可以，但实际大家都在这么做。

• 毕业论文可以用已经发表的文章吗？



毕业论文的版权

• 毕业生学位论文著作权该归谁？

• 答：毕业生学位论文属于学生个人独立
创作完成，学生才是真正的作者，著作
权也应当属于学生个人所有。



学术伦理



学术伦理

学术伦理 (Academic Ethics) 即学
术社群内从事学术研究人员之行为
规 范，属于学术自治范围内应坚守

的基本工 作伦理及必须遵守的规范。
其基本原则为诚实、负责、公正。

动物伦理医学伦理







这篇论文发表于2011年，由麻省总医院、
哈佛医学院及Broad研究所共同组成的
科研小组研究完成，论文报道小分子化
合物荜茇酰胺可以特异性杀死小鼠中癌
细胞。

 《自然》发布修改通告称，实验中一些
小鼠成瘤的直径超过动物福利准则规定
的1.5厘米。该动物福利准则是由美国麻
省总医院动物保护及利用协会（IACUC）
制定的。

 《自然》社论称，《自然》期刊要求作
者控制肿瘤的直径，使其不违反动物使
用制度委员会制定的准则。

动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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