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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因学术不端行为导致的撤稿事件频频发生，给科研人员和科研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面
影响。杜绝学术不端，严守科研诚信，构建科研诚信体系刻不容缓。本研究以艾普蕾全球撤稿数据库
为视角，对 2008—2018 年陕西学者撤稿论文进行分析，并借鉴国内外现有科研诚信体系，探讨 “ 陕西
省科研诚信体系 ” 建设方案。提出从宣传教育、到制度约束、再到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社会监督的
多维度的 “ 陕西省科研诚信体系 ”，将科研诚信要求融入科研活动全流程，助力陕西省整体科技水平
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战略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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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traction incidents caused by academic misconduct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which has brought
great negative impacts on researcher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t is imperative to put an end to academic misconduct, strictly ab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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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cientific research credit, and build a scientific research credit system. Based on iPlagiarism Retraction Databa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tracted papers of Shaanxi scholars from 2008 to 2018. Drawing on the exis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redit
system at domestic and abroad, we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plan of “Shaanxi Scientific Research Credit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multi-dimensional “Shaanxi scientific research credit system”, which is from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to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verification, and social supervision of the third-party. Though integrating the scientific
integrity requirements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we can help the overall technological level of
Shaanxi Province to make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from following to running, then running to leading.
Keywords: Retraction; academic misconduct;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Shaanxi province

领域特点的科研诚信规范 [2]。

引言

本文以艾普蕾全球撤稿数据库为视角，对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而学术不端

2008—2018 年陕西学者论文撤稿进行分析，并

是科研诚信的大忌。近年来 , 我国在科研材料、

借鉴国内外现有科研诚信体系，探讨“陕西省

设备或研究过程中作假 , 伪造数据、资料或结果 ,

科研诚信体系”建设方案，以期将科研诚信要

窃取他人研究成果、学术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求融入科研活动全流程，助力我省整体科技水

频频发生 , 尤其是因学术不端行为导致的论文

平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战略性转变。

撤稿，其背后反映的是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面
临的挑战，这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整体科学生态

1

陕西学者论文撤稿分析

1.1

概况

的构建乃至科技创新的潜力。
2018 年 5 月 3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
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建立健全职责

据艾普蕾全球撤稿数据库（全球唯一学术

明确、高效协同的科研诚信管理体系，加强科

论文撤稿数据库）显示，2008—2018 年，陕西

研活动全流程诚信管理 [1]。同年，7 月 3 日，中

学者撤稿数量共计 219 篇。由图 1 可知，陕西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

学者撤稿数量由 2008 年最初的 6 篇，至 2010

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

年猛增至 69 篇；2011 年虽下降至 49 篇，但仍

中则强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对科研不端行

处 于 近 10 年 的 撤 稿 高 峰 期。2012—2018 年，

为零容忍；对科研人员学术成长轨迹和学术水

陕西学者撤稿数量整体仍呈上升趋势，可见科

平进行跟踪评价，引导学术共同体建立符合本

研诚信体系建设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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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8 ～ 2018 年陕西省撤稿情况
2018年数据仅供参考

1.2

中，共涉及 45 所机构，其中高等院校有 25 所

特点分析

1.2.1

撤稿学者所属机构性质分析

涉及学者撤稿 172 篇，占全部撤稿的 79%，是

以撤稿学者所属机构为研究对象，对其机

论文撤稿的“主力军”；其次是医院，17 所医

构性质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医院等

院涉及学者撤稿 42 篇，占比 19%（见图 2、图

进行划分，2008—2018 年陕西学者 219 篇撤稿

3 所示）。

企业
4%

医院
38%

科研院所
2%

企业
1%
医院
19%

高等院校
56%

图 2 陕西撤稿学者所属机构数量占比

表 1 列 示 了 2008—2018 年 陕 西 撤 稿 学

科研院所
1%

高等院校
79%

图 3 陕西撤稿学者所属机构撤稿数量占比

灾区”。

者 所 属 机 构 TOP10，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西 北

高等院校作为基础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工业大学以及西安理工大学撤稿数量位居前

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其科研诚

三。TOP10 中，仅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

信是科研创新的重要保障 [3]。因此，高等院校

大学西京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

在科研过程中，更需要遵守学术道德，恪守学

学唐都医院“入围”，其余 8 所机构均为高

术规范，诚信科研、自我约束，净化科研学术

等院校。可见，高等院校是论文撤稿的“重

环境，发挥其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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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2018 年陕西撤稿学者所属机构 TOP10
排名

机构名称

撤稿数（篇）

1

西安交通大学

32

2

西北工业大学

29

3

24

8

西安理工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原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原第四军医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原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西安工程大学

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0

10

陕西师范大学

9

4
5
6
7

1.2.2

学基金 (NSFC)，2008—2018 年，陕西省受 (NSFC)
资助相关撤稿共 35 篇；进一步分析其撤稿原因，
因诚信问题原因撤稿共计 18 篇（见表 3）。

13

表 3 2008—2018 年陕西受 NSFC 资助相关撤稿情况 *

13

序号

撤稿原因

陕西撤稿
数（篇）

占陕西NSFC撤
稿总数比重

12

1

文本抄袭

9

25.71%

2

图像造假

5

14.29%

3

涉嫌操控审稿

4

11.43%

18

51.43%

11
11

总计
* 仅分析因诚信问题撤稿原因

陕西 50% 以上受 NSFC 论文撤稿皆因诚信

科研项目资助撤稿分析

2008—2018 年，陕西学者撤稿中受科研项

问题，由此可知以抄袭、伪造、作假等典型表

目资助相关撤稿共计 55 篇，约为陕西撤稿总量

现的学术不端行为 , 是科研诚信建设中重点防

的 1/4，说明平均每四篇陕西学者撤稿中就有一

治的对象。
科研诚信是提升科学研究可信度的前提，

篇受科研项目资助（见表 2）。科研项目资助

也是政府科研经费和资源落到实处的重要保

因学术不端撤稿更应该值得关注。
表 2 2008—2018 年陕西省撤稿中受科研项目资助相关撤稿
序号

科研项目类别

1
2
3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陕西省科技计划
教育部长江学者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国家“十三五”科技重
点研发计划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项目（973计划）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
项科研基金
陕西省科学院重点项目
陕西省教育自然科学
基金
山东省项目
广西省项目
山西省项目
全军医学科学技术研
究“十一五”计划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计

撤稿数
（篇）
35
7
2
2

占陕西省撤
稿总数比重
64%
13%
4%
4%

1

2%

1

2%

1

2%

1

2%

1

2%

1
1
1

2%
2%
2%

1

2%

55

25%

作为中国最具口碑和公信力的国家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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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科研活动全流程诚信管理，将科研

诚信融入科技计划管理全过程，筑牢科技创新
道德基石，迫在眉睫。

2

国内外科研诚信体系研究现状

2.1

国外现状
20 世纪 70、80 年代，国外科研失信行为

不断增加，严重危害到了科研创造力，一些西
方欧美国家为了保障其科技创新能力，都积极
探索构建本国的科研诚信管理体系。
科研诚信的制度化始于美国，且其科研诚
信管理体系建设也是目前最完善的国家。美国
在国家层面有统一的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
政策，同时设立科研诚信办公室，将失信人员
记录在册，录入并构建科研诚信不良记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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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OSI（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grity）；通过科

成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2009 年，科学技

研政策的制定，约束科研失信，保障科研诚信，

术部等十个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科

同时协调科研工作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4]。

研诚信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通过教育引导、

德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评价程序的建设，

制度规范、监督约束，共同推进科研诚信建设 [4]。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试图通过评估、晋

2016 年，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

升程序、研究排名以及卓越创新方法形成一个

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

科学的评估体系 [5]。伴随着《评价和控制科研

式对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做出规

成果的建议》（2011 年）、《科研诚信的建议》

定 [6]。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2015 年）、《应对科研不端的程序》（修订）

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

（2016 年）等出台，以及配套的一系列法律措

干意见》首次提出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

施制定，德国在经历两次科研失信“浪潮”后，

“终身追究”和“一票否决”，并明确了违背

科研失信的治理迈进了一大步。

科研诚信要求行为的调查处理规则 [1]。

从 20 世纪 90 年度开始，英国的一些学术

此外，国内地方科研诚信体系构建工作也

期刊编辑以及科研机构等均认为需要在国家层面

在有序推进。如山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以

建立一个机构来进行科研失信行为的治理、监督

科研诚信档案建设为切入点，提出该省科研诚

等。直到 2006 年，由英国大学联盟创立科研诚

信体系建设相关建议 [7]；吉林省科技厅结合吉

信办公室，开始出台一系列科研不端行为治理规

林省科技工作实际，出台《吉林省科技计划科

范，如《科研不端行为调查程序》（2008 年）。

研诚信体系建设方案》，建设适应科研行为和

2012 年英国研究理事会等英国科研领域中最重

科研管理的“科技计划科研诚信体系 [8]；新疆

要 8 个单位联合签订了《维护科研诚信协议》，

自治区科技厅则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将科研信用

形成了独特且完善的科研不端治理体系 [4]。

管理与科技计划管理有效融合，建立“新疆科
技计划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对出行科研诚信

2.2

国内现状

问题的专家和项目在平台中进行标注，列入“黑

我国学术界对科学诚信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名单”[9]；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则从强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目前，我国学者对于科

化下级及基层科研诚信监管职能、提升其监管

研诚信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概念的界定、国

权限入手，研究建设以省级监管子体系为枢纽

内外科研诚信的做法、不足以及关于治理科研

和重要节点的地方科研诚信监管体系 [10]。

诚信的措施建议等。

总体来看，国内外科研诚信建设整体均呈现

而我国的科研诚信制度化进程始于 20 世纪

“惩治——预防——保障”三位一体的局面 [11]，

90 年代中后期，不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还采

而基于“零容忍”的科研诚信管理理念，建立科

取了教育引导、指导意见、科学行为准则等措

研信用制度，推进科研诚信教育与培训等，也逐

[6]

施来保障学术的公正 。2006 年，国家科技部

渐成为科研诚信体系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9 年·第 5 卷·第 5 期

123

机构案例 CASE STUDY

3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9.05.011

陕西省科研诚信体系构建方案

石”，就是陕西后续发展的支撑力量，也是陕
西追赶超越的“本钱”。

作为西部唯一的创新型试点省份，陕西省

通过对比现有文献资源中的科研诚信体系组

肩负着打造西部科学发展新引擎、内陆改革开

成要素，借鉴国内地方科研诚信体系构建方法，

放新高地等重大使命 [12]。当前，陕西正处在追

结合陕西省科教资源特点，明确陕西省科研诚信

赶超越的重要阶段，实现追赶超越，陕西的优

体系构成要素等，从而拟定从宣传教育、到制度

势在科技，而强化这一优势资源，必须依靠科

约束、再到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社会监督的多

技创新。以科研诚信构筑陕西科技创新的“基

维度陕西省科研诚信体系构建方案（见图 4）。

专题巡讲 教育警示

诚信理念

科研共同体
宣传教育
法律

政府部门

法规

举报

陕西省科研
诚信体系

制度约束

政策

社会监督

批评
评论

条例

科研管理机构

……

第三方
评估

……

社会公众

科研诚信评价

项目指南

第三方专业
评估机构

立项评审

中期检查

结题验收

职称评定

…

支撑

科技项目库科技成果库 专家库 失信人员库 撤稿数据库

图 4 陕西省科研诚信体系框架图

在国家和政府层面上，政府部门和科研管

科研工作者治理以外，另一重要舆论的监督力

理机构制定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对科

量。这五大主体是构成的陕西省科研诚信体系

研失信进行制度约束，让惩治科研失信有法可

的关键要素。每一个主体都发挥着各自不同的

依、有章可循。科研共同体作为科研人员和科

职能，且相互之间还紧密合作。

技工作者所组成的群体，其在科研成果的评估

（1）政府部门

上更具权威性、专业性，而第三方专业评估机

它是科研诚信体系中的宏观监督和管理，

则是构针对不同科研主体和科研活动进行的科

立足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统筹全省诚信体系建

研诚信评价。社会公众是除政府、科技机构对

设。它明确科技计划项目实施主体及其承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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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诚信建设职责，负责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机构对其进行评估。它是由专业的评估人才组

政策以及条例等，做好顶层设计工作；同时，

成，且与需要接受评估的科研人员和科技工作

应与科研管理机构、科研共同体以及第三个专

者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使得评估结果更具客

业评估机构应有明确的界限，不能将“宏观手臂”

观性、公平性以及公证性。同时，采取与科研

伸入至科研活动中，影响科研工作的正常运转。

管理机构合作，以拓展科研评估范畴为切入点，

（2）科研管理机构

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还可加大其在科研鉴证、

它是政府宏观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它负责

科技评估、科研诚信评价上的可信度。

对政府出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条例

该机构利用一定的现代化网络手段，针对

等进行实施；同时，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与

不同科研对象的不同类型科研活动，进行科

科研相关事项进行直接的管理，包括科研成果

研信用等级评价，按照信用评价实行分类管

的申报、审核等日常例行工作以及对科研失信

理。建立覆盖项目指南、项目立项、中期检查、

行为进行惩治，如科技计划申报诚信、科技经

评估评审、验收结题的科研诚信信用记录制

费监管诚信、科技奖励诚信等。同时，可结合

度，对科研诚信进行把控，以保证科研成果

“信用陕西”中的公共信用信息，对已纳入“陕

的质量 [1]。拟定科学合理的科研诚信评价指标、

西省违法失信黑名单信息公示专栏”的企业和

方 法、 模 型 等， 明 确 其 评 价 方 式、 时 长 以 及

个人，限制其办理科技计划等业务；针对重大

评价流程等内容。同时在职称评审过程中，

项目的承担单位，将信用等级评价报告作为决

为科研人员和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失信行为提

策重要参考。

供第三方科研鉴证。

（3）科研共同体

（5）社会公众

它是遵守同一科学规范的科研人员和科技

社会公众是除政府、科技机构对科研工作

工作者所组成的群体，因此各成员之间存在利

者治理以外，另一重要舆论的监督力量。它对

益关系，很难避免“因公徇私”，在客观、公

科研工作者的监督，可时刻督导科研诚信状况

正上会存在不足之处。但因他们本身从事科研

发展。政府、科研机构管理部门通过实时公布

工作，故其在科研成果的评估上更具权威性、

各级各类科研诚信法规制度，推进责任单位和

专业性，同时，它对于本团体内的科研失信行

人员诚信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保证社会

为的发现会更加及时且可靠。故可针对科技计

公众举报科研诚信渠道畅通，对实名举报违背

划项目评审或咨询专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避

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予以奖励。社会公众借助

免科研人员为项目申报的“人情评审”所困扰，

自媒体力量，使得科研诚信的宣传教育更具有

从而提高项目评审的质量效率和公平公正性。

社会效应。同时，新闻媒体要加强对科技计划

（4）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

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的正面引导，尤其是对引起

当科研管理机构无法、无力对科研成果做

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科研诚信事件。

出正确的评估时，需要转移给第三方专业评估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诚信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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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道德规范，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制度、规章，
这就需要我们多渠道开展科研诚信教育，深化
诚信理念，把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作为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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