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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学术期刊论文作者、 审稿专家、 编辑吝所可能涉及的学术不端行为回

本标准适用于学术期刊论文出版过程中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判断和处理．其他学术出版物可参照使

用．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 语和定义道用于本文件．

2. 1

剌窃 p I agi ar ism 

采用不当手段， 窃取他人的观点、 数据、 图像、 研咒方法、 字表述等并以自己名义发表的行为。

2.2 

伪造 fabrication 

编造或虚构敬据、 事实的行为。

2. 3

墓改 falsification 

故意修改数据和事实佳只，失去真实性的行为。

2.4 

不当署名 inappropriate authorship 

与对论文实际贡献 符的署名或作者排序行为。

2.5 

一稿多投 duplicate submission; multiple submissions 

将同 一 篇论文或只有微小差别的多篇论文投给两个Et..以上朋刊，或者在约定JVJ【简内再转投其他期刊

的行为，

2.6 

重复发表 over I app i ng pub Ii cations 

在未说明的情况下重复发表自己（或自己作为作者之 一 〉已经发表文献中内容的行为。

边，中；女社会； i；斗引 1 ；，到





CY/T 174--2019 

不加引注地使用他人己发表文献中具有完整语义的文字表述，并以

表述到毛ij. 文字表述票。窃的表现形式包指：

a) 不加引洼地直接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述囚

b) 成段使用他入己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迹， 虽然进行了引注，但对所使用

改变字体， 或者不使用特定的恃列方式显示。

多处使用某一 已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述， 去p只在其中 一 处或几处进行寻｜注。

连续使用来源子多个文献的文字表述， 却只标注其中 一 个wt 几个文献来源。

不加引注、 不放变其本意地转述他人己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述， 包括概括、删减他人己发表文

献中的文字，或者改变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j在的句式，或者用类似词语对他人己发表文

献中的文字表述进行同义替换。

对他人己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述增 JJn
一些词句后不加1 引注地使用。

对他人己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述删减 一些词句后不』11引注地使用。

己的名义发表，应界定为文字

字不加引号， 或者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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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论文的主体或论文某 一 部分的主体过度引用或大量引用他人已发表文献的内容， 应界定为整体割

窃. 斗在体划明的表现形式包括：

a) 商接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

b) 在他人己发表文献的基础上增加部分内容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如补充 一些数据，或者补充 一

些新的分析等。

对他人己发表文献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进行缩陆后以白己的名义发表。

蕾换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研咒对象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

改变他人己发表文献的结构、 段落顺序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

将多篇他人已发表文献拼接成一 篇论文后发表．

整体票lj窃3.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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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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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即可使用他人未发表的观点， 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实验〉方法， 数据、 图片等， 或获得许可但

不加以说明， 应界运为他人未发表成果剌窃． 他人未发表成果割窃的表J�形式包括：

a) 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已经公开但未正式发表的观点， 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实验） )I法， 数据、 图

片等。

获得吓可使用他人己经公开｛口未正式发表的观点， 具有独创性的研咒（实验）方法， 数据、 国

片等， 却不力n 引注， 或者不以致谢绊，IJ式说明，

他人未发表成果割窃3. 1. 7 

b) 

伪造

伪造的表现形式包括·

a) 编造不以实际调查或实验取得的数据、 四片等。

b) 伪造无法通过重复实验而再次取得的样品等。

c) 编造不符合实际或无法重复验证的研咒方法、 结论等．

d) 编造能为论文提｛共支持的资料、 注释、 参考文献．

e) 编造论文中相关�咒El"J资助来源。

。 编造审稿人信息、 审稿意见。

3. 2

篡改3. 3 

吃，中文祉全科学引 y到

』主改的表现形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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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经过擅自修改、 挑地、 删减、 精1JU的原始调查i己录、 实验数据等， 使原始调查记录、 实验

数据等的本意发生改变．

拼接不同图片从而构l!!t不真实的国片．

从图片整体中去｜徐 一 部分旦旦添加 一些虚构的部分， 使对阁片的解将发生改变。

增强、 樵糊、 移动图片的特定部分， 胆对图片的解释发生改变 a

改变所引用文献的本意， 使其对己有利。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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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署名的表现形式包括：

a) 将对论文所涉及的lilf咒有实质性贡献的人排除在作者名单外。

b) 未对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在论文中署名．

） 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将其列入作者名单。

d) 作者排序与其对论文的实际贡献不符．

e) 提供虚假的作者职称、 单位、 学1月 、 研究经历等信息．

不当暑各3.4 

一 隅多般的表现形式包括：

a) 将同一 篇论文同时投给多个期刊．

b) 在首次投稿的约定M复期内， 将论文再次投给其他期刊。

) （£未接到期刊确认撤销的正式通知前， 将稿件投给其他用刊．

d) 将只有敝小差别的多篇论文， 同时投给多个J�］刊．

；） 在收到首次投稿期刊回复之前旦旦在约定朋肉， 对论文进行稍微修改后， 投给其他期刊。

。 在不做任何说明的悄现下， 将自己〈或自己作为作者之一 ）已经发表论文， 原封不动或做些微

修改后再次投稿．

一稿多投3.5 

里直没.＆的衣现形式包括：

a) 不加引注或说明， 企论文 1 卡使用自己（或自己作为作；在「之一 ）己发表文献中的内容。

b) 在不做任何说明的情f)L f， 摘取多篇自己〈或自己作为作者之 一 ）己发表文献中的部分内容，

拼接成一 篇新�文后向次发哀思

被允阵的二次发表不说明吕·，欠发表「Ji证t,

不）Jfl引注或说明地在多篇论文中重旦 0! 用 － （久i；甘奇、 一个实验的数据等。

将实质上基于同 一 实验或研咒的论文， 每次仲ft少巳哉据或资料后， 多次发表方法、结论等相

似或宙同的论文。

合作者就同 － iJ�J蛮、 实验、 结果等， 发表数据、 方法、 r飞 �t络l归监相似或宙间的论文。

重复发骨3.6 

）

）

）
 

’”u
 

违背研究伦理

论文涉及的研究未接规定获得伦理审批， 或者超出伦理审批许可范围， 或者i主背研记伦理规范， 应

界定为过1背研咒伦理． 违背研究伦理的表现形式包括：

a) 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未按规定获得相应的伦理市批， 或不能提供相应的审批证明．

b) 论文所涉及的研究超出伦理审批许可的范围。

） 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巾布在不当伤害研究参与者，虐待有生命的实验对象，埠背如悄同意原则等

违背研究伦理的问题。

3. 7

元牛J ＿？：社会科学引文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