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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换东家了：Onex公司列2017财富世界500强47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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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以前换过一次东家：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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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名称：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



2015年12月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卫生计生
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七部门联合

印发《发表学术论文的“五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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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由“第三方”代写论文。科技工作者应自己完成论文撰写，坚决
抵制“第三方”提供论文代写服务。

• 不准由“第三方”代投论文。科技工作者应学习、掌握学术期刊投稿
程序，亲自完成提交论文、回应评审意见的全过程，坚决抵制“第三
方”提供论文代投服务。

• 不准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论文作者委托“第三方”进
行论文语言润色，应基于作者完成的论文原稿，且仅限于对语言表达
方式的完善，坚决抵制以语言润色的名义修改论文的实质内容。

• 不准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科技工作者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如需
推荐同行评审人，应确保所提供的评审人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真实
可靠，坚决抵制同行评审环节的任何弄虚作假行为。

• 不准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所有论文署名作者应事先审阅并同意署名发
表论文，并对论文内容负有知情同意的责任；论文起草人必须事先征
求署名作者对论文全文的意见并征得其署名同意。论文署名的每一位
作者都必须对论文有实质性学术贡献，坚决抵制无实质性学术贡献者
在论文上署名。



Web of Science中的文献类型：
Retraction 和 Retracted Publication



撤稿本身是全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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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的确有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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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OR BIOLOGY的撤稿文章最多



ONCOLOGY学科的撤稿文章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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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署名不当

2.引用不当

3.重复发表

4.一稿多投

5.学术伦理



1.1. 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2018年4月24日发布
《关于在学术论文署名中常见问题或错误的诚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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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一：论文署名不完整或者夹带署名。应遵循学术惯例和期刊要求，坚持对参与
科研实践过程并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学者进行署名，反对进行荣誉性、馈赠性和利益
交换性署名。

提醒二：论文署名排序不当。按照学术发表惯例或期刊要求，体现作者对论文贡献
程度，由论文作者共同确定署名顺序。反对在同行评议后、论文发表前，任意修改
署名顺序。部分学科领域不采取以贡献度确定署名排序的，从其规定。

提醒三：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数量过多。应依据作者的实质性贡献进行署名，避免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数量过多，在同行中产生歧义。

提醒四：冒用作者署名。在学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其姓名作为署名作者。论文
发表前应让每一位作者知情同意，每一位作者应对论文发表具有知情权，并认可论
文的基本学术观点。

提醒五：未利用标注等手段，声明应该公开的相关利益冲突问题。应根据国际惯例
和相关标准，提供利益冲突的公开声明。如资金资助来源和研究内容是否存在利益
关联等。



1.1. 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2018年4月24日发布
《关于在学术论文署名中常见问题或错误的诚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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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六：未充分使用志（致）谢方式表现其他参与科研工作人员的贡献，造成知识
产权纠纷和科研道德纠纷。

提醒七：未正确署名所属机构。作者机构的署名应为论文工作主要完成机构的名称，
反对因作者所属机构变化，而不恰当地使用变更后的机构名称。

提醒八：作者不使用其所属单位的联系方式作为自己的联系方式。不建议使用公众
邮箱等社会通讯方式作为作者的联系方式。

提醒九：未引用重要文献。作者应全面系统了解本科研工作的前人工作基础和直接
相关的重要文献，并确信对本领域代表性文献没有遗漏。

提醒十：在论文发表后，如果发现文章的缺陷或相关研究过程中有违背科研规范的
行为，作者应主动声明更正或要求撤回稿件。



• SCI收录期刊《抗癌药物》（Anti-Cancer 

Drugs）期刊2011年发表一份声明，撤销

首都师范大学（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的一篇文章。

• 该声明称，期刊注意到该文章的作者信

息和有关提交与发表文章的作者同意书

（author agreement）存在疑问，首都师

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对此事调查后确认该

文章的第一作者在未经文章另外两位作

者的许可下就向《抗癌药物》提交论文。

• 该文章已被撤销，第一作者也向两位被

冒名的作者及期刊读者表示歉意

合作研究成果在呈现前应经过所有署名人审
阅并同意

1.2. 例1(署名不当)：
第一作者未经许可借他人名义署名文章论文被撤销



2.1. 常见的引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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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引的没引；

➢不该引的引了；

➢参考文献不够规范。



• 2012年《化学物理期刊》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刊登撤销声明称，应作者要求，
撤销国内某大学某课题组的一
篇论文。

作者在声明中表示，之所以撤销该文是由于论文中势能面数据被他们误以为是
首次计算得到的。实际上，该势能面数据已由另一位科学家于两年前计算得出
并将结果发表在同一本期刊上了。作者为“没有正确地引用已有文献以及在未
获得原作者允许的情况下就重复该结果”而道歉。

2.2. 例2(引用不当)：
没有正确地引用已有文献被撤销论文



3.1. 重复发表的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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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再发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再发期刊论文；

➢图表的重复利用；

➢自我剽窃。

不同语种发表相同内容需要处理得当：

明确注明并得到许可。



《沉积地质学》 《地貌学》

郑晓静

自我剽窃
撤销声明说，该论文和其他四篇
论文内容存在高度相似，这些论
文出自同一组作者。期刊指出，
将一篇有意义的论文切分成几篇
不同的论文，严重破坏了科学出
版体系，科学界对此非常看重。

撤稿的原因是，“这些论文属
于自我抄袭，其内容已经在下
列文章中多次重复发表”。

3.2. 例3(重复发表): Sedimentary Geology和
Geomorphology撤销兰州大学2篇论文



4.1. 一稿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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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时间宝贵，编辑和审稿人的时间呢？

➢竞争期刊在此事上通常是合作！



• 《固体通讯》（Solid State Communications）
2011年撤消了日本学者发表在2009年文章，撤
消声明说该论文曾经发表在《应用物理学快报》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92 (2008) 152905 上，

作者在投稿时曾经明确声明相关研究工作具原
创性，并未在其他期刊发表。

• 2012年《固体通讯》再次发表该文的撤消声明，
该作者严重侵犯了科学出版系统 ，第一作者
承担全部责任，其他两位作者并不知情。

《
固
体
通
讯
》2
0

1
2

年
撤
消
声
明

《固体通讯》2011年撤消声明

SCI收录与撤销记录

4.2. 例4(一稿多投):
Solid State Communications两次撤稿



5.1. 学术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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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

➢动物伦理



• 麻省总医院-哈佛医学院Sam Lee教授一篇《自然》
论文因实验小鼠肿瘤直径过大而发布修改通知。
论文的结论依然有效，但论文中违规的数据已撤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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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瘤直径大小在不同研究机构准则是不同的，英
国一研究小组在2010年发布的准则是小鼠中不超
过1.2厘米，而美国研究机构的准则一般是不超
过2厘米。

5.2. 例5(学术伦理):
《自然》论文因违反动物福利引科学家争议



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坚决的



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会议强调，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要坚持预防和惩治并举，坚持自律和

监督并重，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化，严肃查处
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营造诚实守信、
追求真理、崇尚创新、鼓励探索、勇攀高
峰的良好科研氛围。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



为研究机构提供全方位整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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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发现

Web of ScienceSM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SM

写作与合作

EndNote®

EndNote Web®

ResearcherID

发表与公开

ScholarOne ManualsTM

ScholarOne AbstractsTM

Publons

分析与评估

InCitesTM

Research in View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访问全球最权威
的学术信息

提高写作与文献管
理效率，为科学家
提供合作平台

评估研究绩效，支
撑机构发展战略 期刊在线投审稿的

整合解决方案



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

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

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

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

------ 《汉书·晁错传》

方方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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