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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研究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６４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我国学术不端问题的

现状及特点:(１)学术不端问题易发多发;(２)学术不端问题形式多样;(３)学术不端问题性质严

重,调查处理尚未到位.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治理学术不端:(１)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抵御学术不端

的免疫力;(２)加大对学术不端的查处力度,真正做到“零容忍”;(３)完善预防和惩治学术不端的工

作机制;(４)发挥媒体和学术打假专业人士的作用;(５)加强防范和发现学术不端的技术手段建设;
(６)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与人才考核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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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

各种伪造、篡改和剽窃行为,同时也包括不正当署

名、一稿多投和一个学术成果多篇发表的行为[１].
我国学术界的风气总体是好的,多数知识分子都能

够潜心钻研、严谨治学.然而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

期以来,各类学术不端问题的报道时常见诸媒体,尤
其是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国外学术出版机构撤稿事

件,严重损害了我国学术界的形象,甚至对国家科技

创新、学术繁荣乃至国际形象都造成了消极影响.
本文基于１９９０年以来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６４

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通过统计和分析这些案例的

相关要素,如学术不端曝光时间、发生单位,涉事人

的职务、职称,学术不端类型,是否受到调查、处理

等,可以对我国学术不端问题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

识,进而为治理学术不端提供借鉴.之所以选择媒

体报道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学术不端发生

单位出于保护自身声誉考虑,不愿公开相关信息,致
使学术不端的资料难以获取.媒体报道弥补了这方

面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在
报道学术不端问题时往往有自己的偏好,如过分关

注名校、名人等,因此媒体报道并不完全代表学术不

端问题的实际情况,但它的确为研究提供了一个

视角.

１　我国学术不端问题的现状

１．１　学术不端问题易发多发

(１)从学术不端行为曝光的时间看.从１９９７
到２０１７年,几乎每年都有学术不端案例被媒体曝

光.实际上,在国内被曝光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很
难用 数 据 来 确 切 说 明 学 术 不 端 行 为 的 范 围 和

程度[２].
(２)从学术不端行为发生单位看.６４起学术不

端案例,发生在４６所高校和１所科研单位.高校

中,既有９８５、２１１名校,也有不太知名的普通高校.
其中,９８５高校１６所,２１１高校１２所,占全部高校的

近５７％.
(３)从不端行为涉事人的职务看.学术不端事

件涉事人的范围十分广泛,既有大学校长、副校长这

样位高权重的学术官员,也有二级学院的院长、系主

任、部门负责人这样的学术、业务骨干,还有普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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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学生.
(４)从涉事人的专业技术职务看.６４名学术不

端行为涉事人中,有教授职称者３８人,占总人数的

５９．４％.部分涉事人还有多种耀眼的学术头衔,其
中中科院院士３人,工程院院士２人,长江学者３
人,千人计划入选者１人.

１．２　学术不端问题形式多样

６４起学术不端案例,按照类型分布如下(有少

数涉事人存在多种学术不端行为,因此按照人数统

计):
(１)学术抄袭２３人.占比３６％,是最主要的学

术不端类型.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抄袭４起,硕士学

位论文抄袭７起(不含涉嫌抄袭).东北财经大学

２００７年硕士生袁∗的学位论文«山东省 FEEEP协

调度研究»几乎全文复制了南京财经大学２００６年硕

士生曾∗∗的学位论文«江苏省 FEEEP协调度研

究»,被称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３].
(２)学术剽窃２人.清华大学肖鹰教授认为,

抄袭是将他人的文章整体或分块原样盗窃到自己的

文章中,只是一种“体力劳动”;剽窃则是将别人文章

中的观点、思想化整为零后窃取到自己的文章中,从
而“再创”(变形组合)为“自己的创见”,算“脑力劳

动”[４].现实 中,学 术 抄 袭 与 剽 窃 并 没 有 明 显 的

界限.
(３)学术造假７人.学术造假包括伪造科研项

目、伪造实验结果、伪造统计数据、伪造学术成果等.
最典型的学术造假当属２００６年曝光的“汉芯”造假

事件,上海交通大学陈∗用摩托罗拉芯片冒充自主

研发芯片,骗取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５].
(４)侵占他人学术成果４人.如郑州大学副教

授贾∗∗在２００６年职称评定所提交的材料中,将别

人的一部专著和一篇论文据为己有.
(５)伪造学术身份、履历３人.如原北京化工

大学教授陆∗,利用中国人姓名拼音与所对应英文

名字的相似性,把三个不同JunLu的学术成果、学
历、工作经历进行了拼凑,虚构成个人的身份和履

历,骗取了第二批“青年千人计划”的资格[６].
(６)贪污科研经费２人.贪污科研经费往往需

要借助项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来实施.如浙江大

学教授陈∗∗利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苕溪课题”总
负责人的职务便利,采用编制虚假预算等手段,将国

拨科研经费９００余万元冲账套取,为己所控[７].

１．３　学术不端问题性质严重,调查处理尚未到位

不少学术不端案例中,涉事人抄袭、剽窃、造假

等不端行为十分露骨、嚣张,不仅无视学术道德,甚
至践踏国家法律,到了厚颜无耻、胆大妄为的地步,
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如浙江

大学副教授贺∗∗发表８篇论文,均不同程度存在

剽窃、抄袭他人的实验数据,以及一稿两投、部分图

表数据张冠李戴、重复发表、擅署他人名字、擅自标

注基金资助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８],对学术缺乏最

起码的敬畏.
除了抄袭、剽窃、造假这些显性的学术不端行

为,学术界还存在大量隐形的、潜在的学术不端问

题,或者称“潜规则”,如“导师挂名模式”.隐性学术

不端和学术“潜规则”的危害不容小视,它构成了显

性学术不端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学术不端的举报人包括读者、受害人(被剽窃、

抄袭者)、其他知情人(同事、学生、助手等),还有专

业学术打假人士.６４起学术不端案例曝光方式包

括:向涉事人所在学校举报６起,学术期刊曝光８
起,新闻媒体曝光１４起,网络曝光３０起,科研检验

机构发现１起,向教育部举报２起,通过法院起诉１
起,检察院直接侦办１起,审计署发现１起.可以看

出,网 络 是 学 术 不 端 曝 光 的 最 主 要 方 式,占 比

４６９％,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方式.考虑到一些新闻

媒体报道的最初来源也是网络,网络曝光学术不端

的实际比重更高.如汕头大学教授胡∗∗论文抄袭

事件,从受害人通过网络曝光到学校查处抄袭者,不
到８０个小时,被人称为“宇宙速度”,充分显示了网

络在打击学术不端方面的威力.网络之所以在打击

学术不端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于网络舆论所形成的

倒逼机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建立的学术批

评网、民间学者方舟子建立的新语丝网站,在曝光学

术不端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６４名学术不端涉事人中,有４２人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调查处理,占６８．７％.其中,３８人受到学术

或行政处理,包括撤稿、通报批评、终止项目、追回经

费、撤销学位、免去行政职务、解聘教职,甚至开除党

籍、公职;３人触犯刑律,被依法判处徒刑.１９人没

有受到任何处理,其中１１人受到调查但没有处理,１
人受到调查但处理情况不详,７人没有受到调查.
另有３人是否受到调查处理情况不详.不难发现,
在一些学术不端案例中,涉事人所在单位不同程度

采取了袒护态度,或者不开展调查,或者调查后从轻

发落,甚至打击报复举报人.

２　学术不端问题易发多发的原因

中国学术不端问题之所以处于易发多发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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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甚至成为学术界的痼疾,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
(１)受社会大环境影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社会上的拜金主义、急功近利、浮躁虚夸等不良风气

也影响到了象牙塔中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一些

学人不是脚踏实地,潜心钻研,而是希望走捷径,为
此不惜弄虚作假,以便更多更快产出科研成果,从而

早日成名成家,获得更多利益和回报.中国科技大

学前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认为,学术造假是浮夸

风气、浮躁习气在学术界蔓延的结果,功利主义思想

在学校的流行成就了学术造假的温床[９].
(２)学术不端具有一定隐蔽性.学术研究和创

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劳动,具有分散性;学科之间

的差异大,隔行如隔山;学术成果形式多样,数量浩

如烟海以上种种,使得学术不端问题具有较大

的隐蔽性,除了受害者本人和本学科圈子中的少数

人,一般外人很难发现.特别是涉及到非常专深的

学术领域,或涉及到国外的学者、学术成果、学术出

版物等,更是很难被发现.
(３)对学术不端行为容忍度高.受传统文化影

响,中国社会整体上对学术腐败和学界不正之风包

容度较高,不论是思想认识层面,还是现实管理层

面,都远未做到“零容忍”.发生学术不端的单位,常
常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千方百计加以遮掩,
使得一些本该受到查处的学术不端问题不了了之.
即使进行了调查,也尽可能低调处理,大事化小,内
部消化.相反,在西方国家,包括邻近的日韩等国,
对学术不端往往采取零容忍态度.学者一旦涉及学

术不端,就成为终身污点,基本断送了学术前程.

２０１４年,日本女科学家小保方晴子论文造假事件披

露后,她的导师笹井芳树羞愧难当,选择了上吊

自杀[１０].
(４)少数管理部门和责任人把关不严.高校、

科研单位、政府部门等承担着科研管理和学术评审

等职责,如果做到尽职尽责,严格把关,就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堵塞漏洞,将学术不端消灭在萌芽状态.
然而,一些学术单位和管理部门把关不严,或者缺乏

把关能力,从而给学术不端者以可乘之机.如西北

大学的本科毕业生龚∗靠着伪造的博士毕业证书,
先后到两所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出站后又被某大学

聘为教授,负责创办一个英文期刊,还分得１８０平米

的房子,并配套了几十万科研经费.如果不是龚∗
与助手发生矛盾,身份造假得以暴露,还不知道会招

摇撞骗多久[１１].学位论文抄袭是学术不端的一个

重灾区,一些导师没有尽到教育和监管责任,是学位

论文抄袭频发的重要原因.在目前高校中,往往是

一位博士生导师带几名博士生,外加十余名硕士生,
有的研究生一年也见不到导师几面,导师除了负责

项目申请外,很少有精力投入到科研上,根本没有时

间对研究生进行科研诚信和道德素质的教育[１２].
(５)缺乏完善的追究惩戒机制.尽管各高校、

科研单位大都制定了查处学术不端问题的制度,有
的还成立了专门机构,但仍有大量的学术不端问题

难以得到调查处理,这里面除了人情因素,还与机制

和制度不够健全有关.如对于涉及学术不端的争议

如何解决,我国还缺乏规范、完善的调查与处理机

制,不仅没有专业、权威的受理机构,相关的制度规

范也很不健全.这种情况,还导致了相同或相似的

学术不端问题,在不同单位其调查与处理结果大相

径庭.对学术不端问题追究、惩治不力,在一定程度

上助长了学术不端涉事人的侥幸心理.
(６)考核评价机制不够科学合理.长期以来,

学术与人才评价中存在着“唯论文”的不良倾向,不
加区分职业类别和专业层级,实行论文“一刀切”,将
其作为职称评定、学位授予、项目资助、科研奖励的

主要依据.这种考核评价机制,一方面导致了教学、
医疗等机构工作重点的本末倒置,不能发挥正常的

职能;另一方面,过于旺盛的论文发表需求又制造了

大量学术泡沫、学术垃圾,助长了抄袭、剽窃、造假等

学术不端.“论文发表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地位过

高,高压作用下导致学者道德淡漠”[１３].我国作为

世界第二期刊大国,目前共出版各类学术期刊６０００
多种,所提供的版面每年可刊登数百万篇论文,但依

然无法满足论文发表的需求,核心期刊更是炙手可

热.“唯论文”评价机制导致的学术腐败不胜枚举,
还催生了大量的论文中介、论文枪手,加剧了学术界

的乱象.苏州大学副教授尤小立认为,学术道德的

缺失只是学术腐败的表现,而不是原因;学术评价机

制和体系的不完善,才是学术腐败现象滋生的关键

所在[１４].

３　治理学术不端的对策和建议

优良学风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科研学术

单位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个国家科学发展和文化事

业兴旺的基石.学术不端问题的危害极大,一是对

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二是削弱了国家的创新能

力,三是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面对我国学术不

端问题易发多发的态势,必须进一步高度重视,痛下

决心,综合施策,建立惩治和预防学术不端的制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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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有效遏制和治理学术不端问题,早日建立风清气

正的学术生态环境.
(１)加强教育引导,增强对于学术不端的免疫

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要高度重视科学道德和科

研诚信教育,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讲坛宣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广泛宣传老一辈学人脚踏实地、严谨治学的事迹,引
导科研人员、高校教师、青年学生增强科研诚信意

识,弘扬科学精神,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除了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教育,还应当将预防与处

理学术不端的规章制度纳入教育内容,“治理学术不

端行为应加强对研究生、从事科研的工作者以及研

究生导师进行常态化学术规范教育”[１５],使科研工

作者、教师、学生做到知敬畏、明底线、守规矩.考虑

到学位论文抄袭是学术不端的一个重灾区,这里要

特别强调导师对学生学术诚信的教育和督导职责.
导师之“导”有双重含义,一是在专业知识上引导研

究生向纵深方向发展;二是在人品、素养上引导研究

生健康成长[１６].除了正面教育,还应当利用学术不

端典型开展警示教育.
(２)加大对学术不端的查处力度,真正做到“零

容忍”.在全党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对腐败问题保

持高压态势的背景下,学术界对于自身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也要敢于亮剑,重拳出击,以“零容忍”
态度查处各类学术不端问题.科研单位、高等院校

要结合本单位科研和学术活动实际,制定预防和惩

治学术不端的具体规章制度,把规矩立在前面,把纪

律挺在前面.要成立受理和调查学术不端举报的专

门机构,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风建设方面的作

用,支持和保障学术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调查和认

定学术不端行为.加快个人学术征信系统建设,实
行学术诚信“黑名单”制度,并实现各个学术单位数

据的互联共享.对于有学术不端记录的人,要在项

目申报、职位晋升、成果评奖等方面采取限制措施,
甚至“一票否决”,真正做到“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在全社会形成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氛围.不仅要

严肃查处学术抄袭、剽窃、造假等显性学术不端问

题,对于不当署名、美化履历等隐性学术不端,也要

高度重视,发现一起,曝光一起.有关部门还要加大

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假冒学术期刊及其网站,依法取

缔各类论文“中介”,进一步净化学术出版环境.
(３)完善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的相关机制.为

了突破人情因素对查处学术不端的阻碍,应当成立

由国家科研、学术、教育管理部门牵头的全国学术不

端举报与核查中心,负责受理学术不端行为人所在

单位未能调查处理的学术不端问题.中心接到举

报,一般先交由涉事人所在单位调查,如果举报方对

查处结果不满意,则由中心负责调查处理,打破所在

单位囿于本位主义和单位利益对学术不端的袒护.
目前这一问题已初步解决,２０１８年５月,中办、国办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明确规定,“科技部、中国社科院分别负责自然科学

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诚信工作的统筹协调

和宏观指导”[１７],但相关机制的建立、完善和有效运

行,仍需要一个过程.此外,还应当建立一系列的学

术不端连带责任机制:研究生发生学术不端,导师要

承担连带责任;通过结项的成果被查出学术不端,评
审组专家组要承担连带责任;引进的人才存在学术

不端问题,负责人才考核和引进的部门要承担连带

责任.
(４)发挥媒体和学术打假专业人士的作用.实

践证明,媒体和网络的参与对于突破人情因素的干

扰,成功曝光和查处学术不端,效果十分明显.为

此,要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充分发挥媒体和网络在

打击学术不端方面的作用,提高举报与处理学术不

端的成功率.学术不端的发现和举报专业性强,特
别是涉及国外学术期刊和科研机构、国际学科前沿

等专深领域,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能识别隐藏在其

中的学术不端.为此,要支持学术打假专业人士的

工作,支持更多的人加入到学术打假的行列中,支持

建设更多的专业学术监督网站,最大限度发挥专业

人士在打击学术不端方面的积极作用.
(５)加强防范和发现学术不端的技术手段建

设.中国知网等网络平台开发的学术不端检测系

统,对于发现和遏制学术不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目前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还有局限性,其后台数据

库只纳入了国内期刊论文、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和部分会议论文,还有大量的学术文献没

有收录进来.随着学术文献信息化、数字化步伐的

加快,应逐渐将本科生学位论文、学术专著、论文集、
研究报告以及普通书籍、报纸、古籍等文献资料纳入

学术不端检测软件的后台数据库,提高其识别学术

不端的能力.长远看,还要与国外学术出版机构合

作,与其学术期刊、专著、会议论文等数据库实现联

网,提高对涉外学术不端行为的检测能力.
(６)完善学术与人才考核评价机制.学术与人

才考核评价机制在科研工作中发挥着指挥棒作用,
要形成健康的学术生态,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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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才考核评价机制,否则治理学术不端就是一句

空话.为此,要建立反映各类科研活动特点和内在

规律的分类和综合评价机制,促进形成有利于人才

成长和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和学术生态.正确发挥

论文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评价方法,推行论文与其他科研成果相结合的代

表性成果评价制度.遵循人才成长规律,针对不同

研究类型、不同成果形式,建立健全分类评价机制,
科学设置考核周期,合理确定评价条件,引导研究人

员潜心钻研,铸造精品.目前,这一问题已初步得到

解决,２０１８年以来,中办、国办先后印发了«关于分

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项

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

通知»,科技部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

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上

文件回应了学界长期以来的呼声,提出了实行分类

评价、摒弃“唯论文”等不良倾向的原则和要求,为治

理学术不端奠定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管理环境.但

应当看到,“唯论文”评价作为我国学界长期通行的

评价方式仍然具有深厚土壤,真正建立起科学合理

的新型学术与人才评价机制,形成健康良好的学术

生态环境,还需要学术界和全社会长期、艰苦的

努力.

附　６４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统计简表

序 涉事人 单位 职称 不端行为类型 曝光时间 曝光方式 调查、处理情况

１ 胡∗∗ 华东理工大学 教授 抄袭 １９９７ 向校方举报 撤消 博 士 学 位,取 消 导 师

资格

２ 潘∗∗ 上海大学 副教授 涉嫌剽窃 １９９９ 向校方举报 未调查,未处理

３ 杨∗∗ 合肥工业大学 教授 抄袭 ２０００ 网络曝光 撤销项目,追回经费

４ 张∗∗ 复旦大学 教授 涉嫌抄袭 ２０００ 媒体曝光 未调查,未处理

５ 王∗∗ 北京大学 教授 抄袭 ２００２ 媒体曝光 保留教职,免去学术职务

６ 胡∗∗ 汕头大学 教授 抄袭 ２００４ 网络曝光 本人主动辞职

７ 沈∗∗ 天津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剽窃 ２００４ 向学术社团

举报

通报批评

８ 龚∗ 四川理工学院 教授 身份履历造假 ２００４ 向校方举报 解聘教职

９ 杨∗ 同济大学 教授 侵占 他 人 成 果,履

历造假
２００４ 网络曝光 免去院长职务,解除聘任合

同,解聘教授

１０ 黄∗∗ 北京大学 副教授 抄袭 ２００４ 网络曝光 解聘教职

１１ 张∗∗ 大同广播电视

大学

不详 抄袭 ２００４ 向法院起诉 书面道歉,经济赔偿

１２ 周∗∗ 武汉大学 教授 涉嫌抄袭 ２００５ 网络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１３ 刘∗ 清华大学 教授 造假 ２００５ 网络曝光 撤销教授职务,解聘

１４ 丘∗∗ 四川大学 教授 涉嫌学术造假 ２００５ 检验人员

发现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１５ 陈∗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长江学者 学术造假 ２００５ 向校方举报 撤销职务,解聘教授,免去

长江学者,追回研究经费

１６ 肖∗∗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涉嫌学术造假 ２００５ 网络曝光,媒
体曝光

解除职务

１７ 周∗∗ 武汉大学 教授 涉嫌剽窃 ２００５ 网络曝光 未调查,未处理

１８ 王∗∗ 云南大学 教授 涉嫌剽窃 ２００５ 网络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１９ 徐∗∗ 广州体育学院 教授 抄袭 ２００６ 媒体曝光 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

２０ 魏∗∗ 四川大学 教授,中科院

院士

涉嫌学术造假 ２００６ 网络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２１ 金∗∗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涉嫌抄袭 ２００６ 媒体曝光 未调查,未处理

２２ 沈∗∗ 暨南大学 教授 涉嫌抄袭 ２００６ 网络曝光,向
校方举报

未调查,未处理

２３ 黄∗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抄袭 ２００７ 网络曝光 取消 博 士 学 位,撤 销 导 师

资格



　

　６４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续表)

序 涉事人 单位 职称 不端行为类型 曝光时间 曝光方式 调查、处理情况

２４ 张∗∗ 东北师范大学 无 抄袭 ２００７ 向 教 育 部 纪

检组举报

取消硕士学位

２５ 徐∗∗ 广州中医药大学 教授 涉嫌抄袭 ２００７ 向校方举办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２６ 李∗∗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长江学者 学术造假,侵占他

人成果
２００７ 向校方举报,

网络曝光

解聘,免职,撤销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２７ 扶∗∗ 西北工业大学 不详 抄袭 ２００８ 网络曝光 撤销博士学位,行 政 记 过,
免职

２８ 贺∗∗ 浙江大学 副教授 剽窃,抄袭,学术

造假
２００８ 国外期刊

曝光

解聘教职

２９ 李∗∗ 浙江大学 教授,工程院

院士

涉嫌学术造假,
剽窃

２００８ 网络曝光 未调查,未处理

３０ 廖∗∗ 广东商学院 副教授 涉嫌剽窃 ２００９ 媒体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３１ 陆∗∗ 辽宁大学 教授 抄袭 ２００９ 媒体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３２ 袁∗ 东北财经大学 无 抄袭 ２００９ 网络曝光 取消硕士学位

３３ 钟∗ 井冈山大学 讲师 学术造假 ２００９ 国外期刊

曝光

撤销教职、职称,开除公职,
开除党籍

３４ 刘∗ 井冈山大学 讲师 学术造假 ２００９ 国外期刊

曝光

撤销教职、职称,开除公职

３５ 贾∗∗ 郑州大学 教授 侵占 他 人 成 果,涉

嫌学术造假
２００９ 网络曝光 免去副院长职务,解聘教授

３６ 杨∗∗ 复旦大学 教授,中科院

院士

涉嫌履历造假 ２００９ 网络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３７ 胡∗∗ 湖北工业大学 高级实验师 抄袭 ２００９ 媒体曝光 撤销学位,行政警告

３８ 李∗∗ 湖南农业大学 教授 抄袭 ２０１１ 媒体曝光 撤销论文,免去院长职务

３９ 王∗∗ 哈尔滨医科大学 教授,千人计划

入选者

学术造假 ２０１１ 国外期刊

曝光

撤稿,免去科研权利,关闭

实验室

４０ 陈∗∗ 浙江大学 教授 贪污科研经费 ２０１２ 检察机关

侦办

判刑,没收财产

４１ 李∗ 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工程院

院士

贪污科研经费 ２０１２ 审计署发现 判刑,停止院士资格

４２ 王∗∗ 复旦大学 教授,中科院

院士

涉嫌学术造假 ２０１２ 网络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４３ 陆∗ 北京化工大学 教授,青年千人

计划入选者

侵占他人成果,履
历造假

２０１２ 网络曝光 开除公职,解聘教职,撤销
“青千”资格

４４ 肖∗∗ 武汉大学 教授,长江学者 涉嫌抄袭 ２０１３ 网络曝光 未调查,未处理

４５ 吴∗ 浙江大学 教授 涉嫌履历造假 ２０１４ 网络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４６ 于∗∗ 北京大学 无 抄袭 ２０１４ 期刊曝光 取消博士学位

４７ 杨∗ 西南财经大学 无 抄袭 ２０１４ 向校方举报 取消硕士学位

４８ 黎∗∗ 安徽师范大学 教授 抄袭 ２０１４ 网络曝光 取消立项资格,追 回 经 费,
免去副院长职务

４９ 李∗ 吉林大学 无 抄袭 ２０１５ 媒体曝光 取消硕士学位

５０ 周∗ 吉林大学 无 抄袭 ２０１５ 媒体曝光 取消硕士学位

５１ 孙∗∗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涉嫌抄袭 ２０１５ 媒体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５２ 侯∗∗ 中国海洋大学 不详 涉嫌抄袭 ２０１５ 向教育部督

导组反映

受到调查,处理结果不详

５３ 赵∗∗ 遵义师范学院 副教授 抄袭 ２０１６ 网络曝光 解聘副教授,撤销论文

５４ 陈∗ 山东大学 无 抄袭 ２０１６ 网络曝光 取消硕士学位

５５ 金∗ 复旦大学 副教授 涉嫌抄袭 ２０１６ 网络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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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涉事人 单位 职称 不端行为类型 曝光时间 曝光方式 调查、处理情况

５６ 王∗ 合肥工业大学 教授 涉嫌抄袭 ２０１６ 网络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５７ 马∗ 西南政法大学 无 涉嫌抄袭 ２０１６ 媒体曝光 调查与处理情况不详

５８ 李∗ 厦门大学 无 涉嫌抄袭 ２０１６ 媒体曝光 调查与处理情况不详

５９ 顾∗∗ 江苏省宏观经济

研究院

教授 涉嫌抄袭 ２０１６ 网络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６０ 刘∗∗ 安徽大学 不详 抄袭 ２０１６ 媒体曝光 取消硕士学位

６１ 路∗∗ 吉林大学 无 涉嫌抄袭 ２０１６ 媒体曝光 调查与处理情况不详

６２ 李∗ 东北师范大学 无 抄袭 ２０１６ 媒体曝光 取消硕士学位

６３ 张∗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教授,青年长江

学者

抄袭 ２０１７ 向 期 刊 编 辑

部举报

辞去副院长职务

６４ 徐∗∗ 河北传媒学院 不详 涉嫌抄袭 ２０１７ 网络曝光 受到调查,未处理

　　∗ 根据媒体报道整理,如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以实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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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situationandgovernancepathofacademicmisconductsinChina:

analysisbasedon６４typicalmisconductcasesreportedbythemedia

LiuPu
(BureauofScientificResearchManagement,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７３２)

Abstract　Bystudying６４typicalcasesofacademicmisconductsreportedbyChinesemedia,weanalyzedthe



　

　６４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characteristicsofacademic misconductsin China:(１)academic misconductsare multipleoccurred;
(２)academicmisconductproblemsarediverse;(３)theproblemofacademicmisconductisseriousand
manyoftheseacademicmisconductshavenotgotenoughinvestigationandtreatment．Wesuggestthe
followingaspectsshouldbetakentogovernacademic misconduct:(１)strengthentheeducationand
guidanceonacademicintegrity;(２)punishacademic misconducts witha “zerotolerance”attitude;
(３)improvetheworkingmechanismforpreventingandpunishingacademicmisconducts;(４)playtherole
ofmediaandacademicantiＧcounterfeitingprofessionals;(５)strengthenthepreventionanddiscoveryof
technicalmeansofacademicmisconduct;(６)establishascientificandrationalevaluationmechanismfor
academicandtalentassessment．

Keywords　academicmisconduct;typicalcase;academicintegrity;governance


资料信息

我国学者在催化水氧化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２１６３３０１０,２１３０３０６９)等资助下,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

李灿研究员课题组在水催化氧化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以“WaterOxidationona Mononuclear
ManganeseHeterogeneousCatalyst”(单核锰多相催化剂上水氧化)为题,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在 Nature
Catalysis(«自然催化»)上发表,论文链接: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３８/s４１９２９Ｇ０１８Ｇ０１５８Ｇ６.

水氧化是水分解的速控步骤,也是自然光合作用和人工光合成的原初反应.开发高效稳定的水氧化催

化剂是实现人工光合成(包括光催化、光电催化和电催化)的关键.经过科学家长期努力,人们了解到自然光

合作用的水氧化反应(发生在光合体系II,PSII)上,其活性中心是多核锰(CaMn４O５),它显示超高的活性(转
化频率高达１００~４００s－１),在非常低的过电位下就可以高效氧化水.因此,人们长期以来努力模拟自然光合

作用的多核锰催化剂结构,认为水氧化活性中心至少要２个以上金属离子位点才能实现高效催化水氧化.
大量文献表明,许多金属有机配合物分子催化剂的确显示双金属活性中心的耦合能有效降低水氧化反应活

化能,但均相分子催化剂一般稳定性低,在水氧化过程自身容易被氧化破坏,不容易应用于实际的人工光合

成体系中.
李灿研究员课题组一直致力于发展太阳能人工光合成体系稳定的多相水氧化催化剂,先后尝试纳米

MnOx、IrOx 和CoOx 催化剂并取得一定进展.研究者发现当CoOx、IrO２ 纳米尺度减小到１~２nm 时,水氧

化活性(转化频率)可达到接近１０s－１,是目前报道的多相催化剂水氧化活性较高水平之一.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减小尺寸,直至单核 Mn(Mn２＋/Mn４＋ )时,发现水氧化活性突跃上升到２００s－１.这是目前报道的多相催

化剂水氧化最高活性,达到PSII水氧化多核锰催化剂水平.表征和理论计算结果表明单核锰催化剂与多核

锰催化剂具有不同的水氧化反应机理.
这一研究进展不仅为发展太阳能人工光合成高效水氧化催化剂找到新方向,也将引发人们在科学上重

新认识多核锰水氧化催化剂及其机理.

(供稿:化学科学部　雷惊雷　高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