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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本研究旨在分析我国高校在科研诚信管理工作中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为高
校科研诚信建设提供参考。[ 方法 / 过程 ] 本研究调研了 2019 年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前 50 高校的科
研诚信管理政策及管理机构概况，综合使用政策分析、政策计量、归纳分析等方法，对我国高校科研
诚信的管理工作展开了全面分析。[ 结果 / 结论 ] 研究发现，我国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已经初步搭建
起管理政策和工作机制，对科研不端行为基本达成共识，同时也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工作的主要问题，
但仍需进一步明确科研不端行为的范围、完善科研诚信政策，优化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流程、落实科研
诚信管理机构职权，从而进一步完善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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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achievements and insuffici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integrity in universities.
[Methods/Proces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of research integrity of the top 50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 year 2019, comprehensively using policy analysis, policy measurement, and inductive analysi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management work of 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Results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management of research integrity in universities h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policy and working
mechanism framework, basically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misconduct of research, and also clarified the main problems of
research integrity management. However,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e scope of misconduct, improve the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optimize the work process of research integrity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 the authority of research integri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Key words: Research integrity management; research integrity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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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同时，高校科研诚信建设也是一面镜子，可以
反映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实况。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关系到国家

国内学术界对于高校科研诚信建设十分关

创新发展的步伐，也是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组

注，展开了丰富的研究。首先，已有研究对于

成部分，关乎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近年来我

高校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展开了积极的探讨。高

国科研不端事件频现，社会各界对于科研诚信

校加强科研管理制度 [1]、细化经费管理制度 [2]、

问题十分关注。2018 年 5 月，中办、国办联合

完善科研评价监督机制 [3]、构建科研诚信教育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

体系 [4] 能够有效促进高校科研诚信建设。同时，

见》，对于完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机制和责任

高校可以积极发挥大学章程的作用 [5]、注意防

体系作出重要指示，“从事科研活动及参与科

控学术权力的滥用 [6]、打造专业、精细的科研

技管理服务的各类机构要切实履行科研诚信建

服务团队 [7]，为科研诚信建设保驾护航。其次，

设的主体责任。从事科研活动的各类企业、事

已有研究对我国高校科研诚信教育展开了分析，

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是科研诚信建设第一责任

介绍了我国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机构、施教对象、

主体，要对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作出具体安排，

施教方式、施教内容、案例宣传教育等工作现

将科研诚信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高校作为

状 [8]，探讨了我国科研诚信教育工作中课程开

科研活动的主要阵地，也是培育人才的重要阵

设的对象、主体、课程性质 [9]，提出了构建“一

地，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元二层三面”的科研诚信教育价值观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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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心—网络式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

1.2

组织架构 [10]。此外，已有研究广泛介绍了国外
高校科研诚信建设的经验，分别介绍了美国明
尼苏达大学 [11]、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 [12]、丹麦
奥胡斯大学 [13]、英国杜伦大学 [14]、澳大利亚麦
考瑞大学 [15] 等高校的科研诚信政策、管理制度、
管理机构、科研不端调查处理流程等内容为我
国高校科研诚信研究和管理提供经验。比较研
究发现，我国的科研诚信教育以较为软性的倡
导为主，缺少较为硬性的要求以及较为持续性
和系统性的支持 [16]。基于已有研究的经验，本
研究对国内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的整体情况
以及主要特征展开了综合分析，以期为国家科
研诚信建设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及数据处理

1.1

研究设计
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的开展，一方面需

数据处理
首先，通过调研样本高校的官网获取科研

诚信管理政策和管理机构的相关信息。一方面，
下载科研诚信政策全文，并记录各项政策的颁
布机构、政策名称、颁布时间、政策获取步骤、
网页链接等字段。另一方面，获取科研诚信管
理机构的相关信息，记录其机构名称、主管机构、
是否颁布机构规章、管理机构网页的获取步骤
及网页链接等字段。其次，分组读取高校科研
诚信政策，背对背提取科研诚信政策主题词，
并制成高校科研诚信主题词表，基于此展开主
题词分析。最后，集体整理高校科研诚信管理
机构规章全文，剖析机构规章的章节结构和重
点内容，并展开内容分析。

2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建设现状分析

2.1

政策颁布时间与数量分析
政策文献计量通过分析政策分布特征、政

要颁布政策来明确科研诚信管理的内容和要求、

策变迁、政策扩散、政策主题等内容，为研究

提供科研诚信管理工作的重点和方向；一方面

者提供政策的实证数据与客观描述。[17] 对高校

需要设立管理机构来开展科研诚信管理具体工

科研诚信政策进行计量分析，能够客观揭示高

作、制定科研诚信管理的规范和制度。因此，

校科研诚信建设的概貌。从高校科研诚信政策

本研究从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政策和科研诚信管

分布情况（图 1）来看，所有样本高校均结合

理机构两个方面入手，以 2019 年软科中国最好

自身实际制定了校级科研诚信政策，共计出台

大学排名前 50 的高校为研究样本，综合使用政

政策 110 项，平均每所高校颁布政策 2.2 项。

策分析、政策计量、归纳分析等方法，对高校

其中有 32 所高校颁布了多项政策对科研诚信管

科研诚信管理工作进行全面分析，以期归纳总

理工作予以规范，从不同角度出发针对科研诚

结我国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的成效和不足，

信管理工作制定规范，例如四川大学颁布了 8

为进一步加强我国高校的科研诚信建设提供一

项相关政策，制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从高校

定的决策依据和政策参考。

科研诚信政策颁布时间（图 2）来看，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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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有高校颁布了科研诚信政策，每年度颁

26 项政策的修订或更替，可见不少高校对于

布的政策数量整体上呈现出波动增长的趋势，

科研诚信管理工作较为重视，能够随着政策

近 5 年呈现出 良 好 的 增 长 趋 势。 本 研 究 在 调

环境变化进行政策调整，及时了解跟进国家

研过程中发现，至少有 23 所高校积极开展了

政策方向，积极调整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方向、

科研诚信政策的更替工作（见表 1），完成了

完善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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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颁布时间分布图

2.2

各高校政策中科研不端行为定义的比较

分析

科研不端行为的主要表现。本研究将各项政策

科研不端行为无疑是科研诚信建设的基石
范畴 [18]，也是科研诚信管理的关键内容，开展
科研诚信管理工作，首先要明确科研不端行为
的表现和范畴。统计发现，有 78 项政策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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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研不端行为的相关条文提取出来，逐句提
取识别，归纳出高校政策中列举的科研不端行
为的具体表现（见表 2）。整体来看，高校在其
政策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科研不端行为，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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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伪造、篡改和剽窃这三类基本科研不端行为

被外界察觉、举证较为困难、调查周期较长等

形成高度统一的认识，同时对不当署名、伪造

原因，或因其尚未在国家层面的政策中明确体

学术经历、买卖论文、代写代投论文、一稿多投、

现出来，当前只有少数高校明文禁止上述不当

重复发表等常见科研不端行为也较为重视。然

行为。然而正是因为这类不当行为的隐蔽性和

而，滥用学术信誉、滥用学术权利、泄露学术

复杂性，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并不亚于其他科研

秘密、滥用科研资源等不当行为，或因其不易

不端行为，这一点值得科研诚信管理部门关注。

表 1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更替表
高校名称

政策名称

现行政策时间

原始政策时间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2017

2003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

2007

2002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细则

2018

2017

上海交通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术规范

2019

2017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

2017

2014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实施条例

2017

2014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学术道德规范

2018

2010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2019

201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文献检
测系统”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2015

2014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学术行为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

2006

2003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研究生学术规范

2017

2013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科技人员学术道德规范管理办法

未知

未知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2018

2017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学术失范与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

2018

2015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研究生违反学术规范行为处理办法

2013

2008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及管理办法

2016

200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006

2004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规定

2012

2010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学术道德规范（修订）

2017

2012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工作实施细则（修订）

2017

2016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学术行为规范及管理规定

2015

2011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办法

2017

2009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2018

未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查处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

2017

2015

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学术道德规范

2012

2004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学术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

201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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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中科研不端行为的具体表现

2.3

科研不端行为具体表现

政策数量

政策比例

抄袭、剽窃、侵占他人学术成果

78

100%

捏造、伪造数据、图表、结论等

77

99%

篡改数据或他人研究成果

76

97%

不当署名

67

86%

伪造学术经历

63

81%

买卖论文、代写、代投或替他人代写论文

49

63%

一稿多投、重复发表

42

54%

滥用学术信誉

34

44%

滥用学术权利

33

42%

以不当手段影响、妨碍论文、奖励、项目评阅、评审、评议

23

29%

泄露学术秘密

21

27%

不当引用

14

18%

侵占集体研究成果

14

18%

授意、指使、协助、包庇他人科研不端行为

11

14%

滥用科研资源

9

12%

科研伦理

4

5%

违反实验室规定

2

3%

其他科研不端行为

64

82%

政策主题词分析
政策主题词分析可以归纳总结高校科研诚信

管理工作的重点和方向，本研究从样本政策原文
中逐一提取主题词，统计政策主题词词频并生成
词云图（图 3）。从主题词内容来看，高校科
研诚信政策围绕着科研不端行为惩处、政策适
用范围、校内科研诚信管理机构、科研不端行
为具体表现、举报人申诉复核程序、科研不端
案件受理调查流程、学术规范内容、科研不端
行为举报等主题，对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提出具
体规范和要求。从主题词词频统计结果可以看
出，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来，各个高校都能够在政策中明确列举科研
不端行为的表现，或对学术规范的内容展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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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描述，基本明晰了科研诚信的基本概念，为
其科研诚信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二来，大多
数高校在政策中阐明了科研不端行为将带来的
严重后果，并且明确了校级科研诚信管理机构
及其受理调查科研不端案件的工作流程，初步
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工作思路。另一方面，
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仍存在需要加强的方
面，科研诚信教育、科研不端举报是预防和治
理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要途径，然而这两个主题
被高校科研诚信政策提及的频次较低，能够从
一定程度上说明二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总
体来看，各个高校通过制定政策明晰了科研诚信
管理工作主要问题，但部分高校对于科研诚信举
报和科研诚信教育的相关工作有待加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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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主题词词云图

2.4

高校及其政策主题词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高校与科研诚信政策主题之

间的关系，本研究根据政策主题结构间余弦相
似度的平均值绘制了样本高校的科研诚信政策
主题聚类图（见图 4）。图中，行与列交叉的
格子代表高校在政策主题上的发文比重，颜色
由浅入深，代表高校对主题的侧重程度，颜色
越深代表高校越关注某主题。依据政策主题相
似度的聚类结果，50 所高校可以被划分为五种
类型。第一类高校在科研诚信政策主题结构上
的描述性特征为重视“科研诚信管理机构”建
设，区分性特征为“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本
研究将其归纳为“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型”高校。
第二类高校在科研诚信政策主题结构上的描述
性特征为重视“科研不端惩处”制度，区分性
特征为明确“政策适用范围”，本研究将其归

纳为“科研不端行为制约型”高校。第三类高
校在科研诚信政策主题结构上的描述性特征为
重视“科研不端行为”概念界定，区分性特征
为明确“科研不端认定”条件，本研究将其归
纳为“科研不端行为概念明确型”高校。第四
类高校在科研诚信政策主题结构上的描述性特
征为重视“科研不端惩处”制度，区分性特征
为明确“科研不端认定”条件，本研究将其归
纳为“科研不端制约管理型”高校。第五类高
校在科研诚信政策主题结构上的描述性特征为
重视“科研诚信管理机构”建设，区分性特征
为“约束恶意举报”行为，本研究将其归纳为“科
研不端精细管理型”高校。总体来看，科研诚
信制度建设型高校科研诚信政策覆盖的主题范
围较广，科研不端制约管理型高校覆盖的主题
较少，但本研究尚未发现高校排名与科研诚信
政策类型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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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主题聚类结果

3

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机构设立现
状分析

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机构是由校学术委员
会直接负责科研诚信工作；第二类机构独立负
责学术道德、科研诚信相关事宜；第三类机构

3.1

将科研诚信工作与学风建设工作纳为一体；第

管理机构名称、类型分析

四类机构侧重学术规范、学术伦理等科研诚信

高校落实科研诚信第一责任主体，有必要

的某一方面。学术委员会是科研机构行使学术

成立专门的科研诚信管理的机构或工作小组，

权力的最高机构 , 是科研机构学术管理的一项

督促科研诚信建设。调研发现，50 所样本高校

基本制度 [19]。样本中 11 所高校由学校学术委员

均责成相关机构负责科研诚信工作，这些机构

会直接管理科研诚信工作，其余 39 所高校的专

或指导科研诚信工作发展方向，或制定科研诚

门管理机构大多为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下设机构，

信规章制度，或直接参与科研诚信管理具体工

接受校级学术委员会的管理和指导。整体来看，

作，从不同角度出发促进高校科研诚信管理。

高校学术委员会统筹各个高校的科研诚信管理

从科研诚信管理机构名称来看，尽管高校科研

工作，各类专门委员会在科研诚信管理中发挥

诚信管理机构的类型多样、名称复杂，实际上

了积极的管理作用。

表 3 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机构类别表
管理机构类型
学术委员会（11）

管理机构名称（数量）
学术委员会（9）、学术委员办公室（1）、学术委员会工作办公室（1）

学术道德委员会（9）、学术道德专门委员会（2）、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2）、学术道德与
学风建设委员会（2）、学术道德建设工作组（2）、学术道德规范委员会（1）、学术道德监
学术道德委员会（23）
督委员会（1）、学术道德与纪律监督委员会（1）、学术道德与学术诚信管理办公室（1）、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委员会（1）、学术活动与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1）
学风建设委员会（12）

学风建设委员会（8）、学风建设分委员会（1）、学风委员会（1）、学风与学术道德专门委
员会（1）、学风建设机构（由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组成）（1）

其他（4）

学术不端行为评判工作委员会（1）、学术规范委员会（1）、学术监督委员会（1）、学术伦
理与法律委员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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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管理机构规章制度概况分析

机制、工作流程等内容做出了详细规定。样

机构规章是机构运行的重要制度依据，科
研诚信管理机构规章既是其开展管理工作的
基本规范，又是其在科研诚信管理实践工作
中的经验总结，科研诚信管理机构是否颁布
相关规章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
研诚信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根据前
文分析可知，校级学术委员会在科研诚信管
理工作中起到统筹作用，因此本研究首先调
研了高校学术委员会章程，发现样本高校中
有 48 所颁布并公开了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
大都对科研诚信管理机构的权责范围、运行

本高校中有 39 所高校成立了专门的科研诚信
管理机构，其中有 15 所高校颁布并公开了专
门管理机构的章程或工作规程，在校学术委
员会章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科研诚信管
理的对象和行为、规范了科研不端举报、受理、
调 查、 认 定、 申 诉、 复 核、 惩 处 等 具 体 工 作
的内容和流程。总体来看，高校科研诚信管
理机构的规章制度建设程度较高，绝大多数
高校的科研诚信管理机构都基本完成了规章
制度建设，并且有近 1/3 的高校完成了专门针
对科研诚信工作的制度规范。

专门机构章程,15

学术委员会,9

其他,39

未找到,2
未颁布章程, 24
图 5 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机构及其章程颁布情况统计图

3.3

管理机构规章制度内容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机构规章

制度的内容，本研究对调研发现的 15 个科研诚
信管理专门委员会的章程全文展开内容分析。
结果显示，大多数机构规章的内容主要围绕机
构的性质和定位、发展目标、主要职责、机构
人员组成规则、机构权利义务、运行机制等类
目展开。为深入了解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机构的
组成机制和主要工作制度，本研究对高校科研
诚信机构的机构职能、会议制度、人员组成机制、

科研不端受理调查机制展开了深入调研。调研
结果显示，从机构职能来看，高校科研诚信管
理机构主要负责制定相关方针政策、受理及调
查科研不端案件、组织参与科研诚信教育等工
作；从会议制度来看，大多数高校都形成了例
会制度 + 主任召集会议制度 / 按需召开专门会
议；从专门机构人员组成来看，大多数机构都
对成员的人数、学科、职称、职务等做出了要
求；从任期来看，科研诚信专门管理机构的人
员任期一般与学校学术委员会一致，部分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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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连选连任，但连任不能超过两届；从调查

高校科研诚信管理专门机构的章程对其职责、

机制来看，有 4 所高校的机构章程详细介绍了

组成机制、运行机制都做出了基本介绍，能够

该校受理调查科研不端案件的全过程，并规定

为其开展具体工作提供指导，但部分机构章程

了各个环节工作的完成时限，规章制度内容细

对调查流程、调查时限、申诉复议工作等细节

致全面，对实践工作指导意义较大。整体来看，

问题不够重视，还有待完善。

表 4 高校科研诚信管理专门机构章程调研统计表
条目内容

相关规定高
校数量

具体规定（高校数量）

制定方针政策

15 所

无

受理调查科研不端案件

15 所

无

科研诚信教育

6所

无

例行全体会议制度

10 所

每学年 1 次（1），每半年 1 次（2），每学期至少 1 次
（3），每学年至少 2 次（3），每学年 1-2 次（1）

主任召集全体会议

8所

无

办公 / 专门会议

6所

按需召开（6）

人数

12 所

无

学科

7所

无

职称 / 学术水平

10 所

专家学者（4），正高（5），较高学术水平（2）

职务委员

7所

无

任期

12 所

3 年（1），4 年（9），5 年（2）

可否连任

12 所

无

连任届数

10 所

不超过两届（10）

连任人数比例

5所

不超过上届成员数量的 2/3（5）

响应举报时长

4所

5 工作日（1）、10 工作日（1）、15 工作日（1）、7 天（1）

初审调查期限

4所

15 工作日（1）、30 工作日（2）、40 工作日（1）

通知被举报人初审结果时限

2所

5 工作日（1），AAA

形成、审议调查报告期限

4所

15 工作日（2）、20 工作日（1）、60 工作日（1）

通知被举报人处理结果时限

1所

30 工作日（1），当场告知（1）

提出申诉期限

4所

5 工作日（1），7 工作日（1），10 工作日（1），30
工作日（1）

响应申诉时长

4所

15 工作日（4）

复议期限

2所

15 工作日（1），30 工作日（1）

制度类目

机构职能

会议制度

人员任职要求

任期规定

科研不端受理
调查机制

4

思考及展望

内高校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展开了较为全面的
分析。这些高校的综合实力在国内处于较高水

本研究以软科排名前 50 的高校为例，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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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管理工作水平的好坏，但从整体的角度来

关人员职称、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

看，这些高校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水平一定远

假信息”、“在涉及人体的研究中，违反知情

高于全国高校的平均水平，其科研诚信管理工

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违反实验动物保

作的特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国内高校科

护规范”。从前文分析结果可知，当前尚有部

研诚信管理和建设有较大的参考意义。综合分

分高校政策未对“伪造学术经历”做出明确规

析发现，样本高校基本都颁布了科研诚信管理

定，仅有少部分政策提及“科研伦理”、“违

政策、设立了科研诚信管理机构并颁布了机构

反实验室规定”等内容，部分高校需进一步研

章程，基本搭建起了科研诚信管理工作的框架，

读政策和文献，明确列举科研不端行为的表现，

并且大多数高校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认识基本达

夯实科研诚信管理的基础。

成了共识，对科研不端案件的受理调查大都较
为重视，不少高校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做的比
较细致，通过明确管理机构权责、细化管理工

4.2

完善科研诚信政策，把控科研诚信治理

方向

作流程等方式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落实科研

科研诚信政策是科研诚信管理工作的方向

诚信管理工作。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目前已

指南和重要依据，完善科研诚信政策能够有效

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想要做好做实科研

提升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成效。本研究通过综合

诚信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把控方向，

分析发现，当前高校已经通过建立制度和颁布

优化工作流程、落实管理职责。

政策初步搭建了科研诚信管理工作的基本框架，

4.1

明确科研不端行为，夯实科研诚信管理

基础

即规定了科研诚信管理机构、列举了科研不端
行为、明确了科研不端调查处理办法，但高校
科研诚信政策整体上还存在内容不够全面的问

科研诚信管理的主要工作围绕着科研不端

题，比如对科研不端举报条件、科研不端受理

行为的预防和治理展开，所谓“知己知彼，百

调查流程、举报人申诉复核程序等重要环节不

战不殆”，明确科研不端行为是开展科研诚信

够重视。同时，大多数科研诚信管理机构章程

管理工作的基础。本研究通过分析高校科研诚

中关于科研诚信管理和科研不端案件调查处理

信政策中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发现，当前高校

的具体规定不够细致。此外，不少高校的科研

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基本表现已经初步达成共识，

诚信政策和章程颁布时间较早，部分内容需要

并对伪造、抄袭、剽窃等不端行为明令禁止。

根据新政策环境做出调整。因此，高校加强科

但部分高校对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认识还不够全

研诚信管理，十分有必要积极完善科研诚信相

面，导致部分高校在政策中未能对某些常见的

关政策和制度，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科研诚

科研不端行为做出规定，这些漏洞便成为隐患，

信管理的新政策，紧跟国家科研诚信管理的新

可能让一些科研不端行为逃脱处罚。例如科技

动态；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

部 11 号令明确指出，科研不端行为包括“在有

的细节，提高政策对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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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流程，加强科研

诚信管理薄弱环节
本研究通过分析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机构章
程内容发现，当前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中仍
存在科研不端行为的受理调查流程不够规范、
监督举报渠道不够畅通的问题，这些薄弱环节
仍有待加强。受理调查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对于
科研诚信管理至关重要，一方面，合理的调查
流程不仅能够提高调查效率和质量，而且可以
最大程度降低科研不端案件调查过程对于社会
资源的耗费；另一方面，科学的受理调查制度
可以缩短涉及科研不端行为的文献在学术界的
传播时间，避免带来更大的不良影响。同样，
监督举报机制对于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现和控制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5.008

理的主导部门，在科研诚信各项事务管理中具
有相对独立的权利。现阶段，高校科研诚信管
理委员会发展还不够成熟，受到种种因素的限
制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根据《关于进一步加
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指示，高校应
该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在工作经费、办事机构、
专职人员等方面提供必要保障，促进科研诚信
管理委员会高效运行。与此同时，高校科研诚
信管理委员会需要进一步发挥作用，统筹科研
诚信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定和完善学
校科研诚信建设的方针和政策、受理本校师生
涉及的科研诚信举报案件、调查处理本校师生
的科研不端行为、开展科研诚信宣传教育活动、
提供科研诚信相关问题咨询等。

也非常重要，但目前这种机制的缺乏，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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