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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已经成为目前最具规模及权威的科研诚信国际会议,为来自全球各

地的参会者提供了经验分享和交流的机会.本文重点对第六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平行会议中的１９
个主题论文展开综述,涉及科研人员的认知与行为特征、科研不端行为主要表现、培育科研诚信、遏
制科研失信、科学出版物等五大方面,进而揭示了当前科研诚信建设取得的成就和所遇的困难,展
现了科研诚信建设在全球范围内的机遇与发展.最后,针对世界科研诚信建设的新趋势,探究对我

国科研诚信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　世界科研诚信大会;个性与心理特征;科研不端主要表现;负责任科研行为;遏制科研失

信;科学出版物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为了更好地交流、
共同应对科研诚信领域新挑战,２０１９年６月２日,
由香港大学和墨尔本理工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世

界科 研 诚 信 大 会 (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on
ResearchIntegrity,WCRI)在 香 港 大 学 召 开.

WCRI会议是各国家/地区在科研诚信领域交流经

验的重要媒介,通过学习借鉴相关规范和机制,进一

步净化科研环境.
从过去五届大会主题来看,２００７年欧洲科学基

金会(TheEuropeanScienceFoundation,ESF)和美

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fficeofResearchIntegrity,

ORI)联合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了第一届 WCRI会

议,主题是“在不同经济体国家中建立一个供全球范

围内持续讨论的科研诚信框架”.２０１０年在新加坡

召开的第二届 WCRI会议以“领导工作的挑战与应

对”为主题,并从科研领导者面临的诚信挑战、建立

国家和国际科研诚信体系以及探索、共享与推广最

佳实践等方面展开讨论.２０１３年在蒙特利尔召开

的第三届 WCRI会议着眼于“跨国、跨学科和跨部门

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科研诚信”,通过创建多元化论坛

来讨论合作伙伴关系中的挑战.２０１５年在里约热

内卢召开的第四届 WCRI会议重点是“科学研究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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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青年项目.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４０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技术部科

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秘书处等科研项目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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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是数据分析与情报研究、科学计量与科技

政策研究.

励与科研诚信:改革体制,完善体系以促进负责任的

研究”.２０１７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五届 WCRI
会议的主题是“透明度和问责制”,更加注重科学研

究的质量保障.２０１９年以“科研诚信面临的新挑

战”为主题,从科研人员的认知与行为特征、科研不

端行为的主要表现、培育科研诚信、遏制科研失信、
科学出版物等五大方面进行深层次探究.此外,在
过去的１２年中,世界科研诚信大会还发表了«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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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声明»(２０１０年)、«蒙特利尔声明»(２０１３年)、«阿
姆斯特丹议程»(２０１７年)以及«香港宣言»(２０１９
年).通过六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的主题来看,从最

初的建立基本框架到各种保障机制、从学术规范的

宽泛研究到学术个体的细致研究、从单一学科到跨

领域的合作,科研诚信体系研究在不断完善,也为揭

示当前科研诚信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重要

指引.本文以第六届科研诚信大会论文为研究对

象,通过对会议论文主题进行分类整理和深入分析,

揭示了当前全球领域科研诚信的研究趋势,为我国

科研诚信建设工作的推进与相关研究的发展提供

参考.

１　WCRI会议论文的主题分布

本次大会举办了７场全体会议、１０场专题研

讨会、４场重点跟踪、２５场平行会议、２组海报展

示、２场专家见面会以及１次讲座.其中,全体会

议聚焦了科研诚信面临的新挑战(包括掠夺性出

版和分享知识新模式的其他挑战)和有效解决方

案、研究创新与影响方面的诚信、科研和科研人

员考核评价以及亚洲在促进科研诚信方面的进

展.专题研讨会主要从科研诚信行为准则的执

行情况、目前诚信教育面临的体制挑战、透明度

和同行评审、预印本对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的利

害关系等角度进行讨论.重点跟踪围绕“确保创

新和影响中的诚信”和“应如何改进研究人员的

组织评估”这两个主题展开讨论.
本文将对２５场平行会议中的１２２篇会议论文

进行内容分析和综述(见表１).通过论文主题分布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研究人员的态度(占比

１１．４８％)、透明度(８．１９％)、原则和准则(８．１９％)、
出版物(８．１９％)以及预防(８．１９％)的相关研究较

多,对剽窃(３．２８％)和举报人(３．２８％)的相关研究

相对较少.

２　论文主题内容综述

此次大会召开的２５场平行会议共涉及１９个论

文主题,包含了科研成果、科研人员、科研组织和科

研系统等多方面内容.笔者对１９个论文主题进行

综述,归纳为以下五大方面:科研人员的认知与行为

特征、科研不端行为的主要表现、培育科研诚信、遏
制科研失信以及科学出版物.

表１　２０１９年 WCRI平行会议论文主题分布

平行会议
分主题

论文量

分主题论

文占比

态度(Attitudes) １４ １１．４８％

透明度(Transparency) １０ ８．１９％

原则和准则(Principlesandcodes) １０ ８．１９％

出版物(Publishing) １０ ８．１９％

预防(Prevention) １０ ８．１９％

行为(Behaviour) ５ ４．１０％

数据与图像检测(Checkingdataand
　images) ５ ４．１０％

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Arts,
　humanities,socialsciences) ５ ４．１０％

医学(Medical) ５ ４．１０％

科研伦理和科研方法(Research
　ethicsandresearchmethods) ５ ４．１０％

管理(Management) ５ ４．１０％

教育(Education) ５ ４．１０％

培训(Training) ５ ４．１０％

干预(Interventions) ５ ４．１０％

不端行为处理(Casesettlement) ５ ４．１０％

撤稿(Retractions) ５ ４．１０％

掠夺性期刊(Predators) ５ ４．１０％

剽窃(Plagiarism) ４ ３．２８％

举报人(Whistleblowers) ４ ３．２８％

２．１　科研人员的认知与行为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国家立于时代变革不败之

地的必要前提,而科研诚信是科技发展的源动力.

为此,不仅要创造严谨有序的科研氛围,还需要使研

究人员在思想上对科研诚信有明确认识.２０１４年

中国台湾地区各级科研诚信(ResearchIntegrity,

RI)教育计划的启动,让某些群体对科研不端行为的

态度发生变化[１],能够让科研人员对科研不端行为

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然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
威、瑞典和丹麦)接受采访的医学博士生中,有１/５
的博士研究生甚至认为某些科学欺骗行为是没有错

的[２].如果科研人员自身都认为这些欺骗行为是正

确的,那么科研诚信将无从谈起.

当然,科研人员的个性与心理特征表现出的行

为特质,也会影响到科研诚信.美国学者以狭义的

职业美德概念为起点,采用替代方法发现,从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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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奇心到客观性和怀疑主义,都存在特殊美德,应
特别重视在科学实践中培养德才兼备的能力[３].只

有通过行为自律来约束自己,尊重他人的科研成果,
才能真正在科研中做到诚信.

２．２　科研不端行为的主要表现

(１)剽窃与数据造假

剽窃现象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出现,也被认为

是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虽然大多数生物医学领域

的研究人员都了解和不赞成这种行为,但对剽窃的

范围界定还很模糊[４].由于缺乏明确的术语、适用

的政策和实践行为等,在艺术教育领域中同样存在

对“视觉”剽窃概念模糊不清的现象[５].从目前的研

究来看,期刊已经出台政策应对剽窃行为,但是学术

论文在出版前,很多期刊并没有将数据和图像作为

常规审核的内容[６].针对此现象,多家机构已经开

始建立数据库对相关数据和图像进行收集和检测,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识别论文中的剽窃行为并阻止该

论文的发表,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２)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不端

本次大会论文主题对多学科领域的科研不端集

中在艺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Arts,Humanities,

SocialSciences)及医学领域(Medical).此前可疑

研究实践(QuestionableResearchPractices,QRP)
探讨了有关心理学、医学、自然科学等领域中的定量

部分,通过评估和预测RCT(随机对照试验)出版物

中可疑研究实践(QRP)所产生的数据库[７],能有效

提高医学领域的数据严谨性.不同于医学领域,人
文学科中使用的原始文本通常可以公开获得,因此

不恰当使用原始文本会产生负面影响,这接近于实

证研究中的捏造和伪造[８].此外,奥胡斯大学学者

研究发现,人文学科与其他主要科学领域对 QRP范

围的划分并不十分明确[９],反映出目前学者对学科

间可疑研究实践的认识仍存在偏差,也就导致部分

研究结果处在诚信与不端之间的灰色区域.
(３)科研伦理与方法

科学研究承载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要通过

在多学科领域内的不断探索与研究,更好地促进科

研伦理(ResearchEthics,RE)与科研诚信(Research
Integrity,RI)之间的协同合作[１０].同时,针对不同

研究要选择合理的科研方法也至关重要,避免选择

不当导致结论有误.在医学研究中,学者们为减少

研究浪费,并不局限于使用传统的荟萃分析方法,而
是对先前的研究进行可行性评估[１１],以此提高科研

产出的质量与影响,从而提升科研效率.

２．３　培育科研诚信

(１)倡导负责任科研行为

随着科研不端成为全球共性问题,一个规范的

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是科研诚信发展的基准.国际

科研资助机构的合作与发展论坛小组通过非正式讨

论,提出１０项科研诚信指导原则,以提高他们所资

助研究项目的相关性、质量、透明度、完整性和价

值[１２].２０１４年,丹麦各大学使用的«丹麦科研诚信

行为准则»提出了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方式[１３].

２０１８年,澳大利亚多家机构联合出台«负责任研究

行为准则»,提出８项研究原则和２９项研究人员与

机构责任框架,以促进更高标准的科研质量和科研

诚信[１４].为进一步加大科研诚信的管理力度,全欧

科学院(AllEuropeanAcademies,ALLEA)在２０１７
年修订了«欧洲科研诚信行为准则»,旨在为如何处

理不同环境下的科研不端行为提供标准[１５],倡导负

责任科研行为,不断完善科研诚信管理机制,有效制

约了科研不端行为.
(２)建立良好数据管理

开放科学的发展为科学家提供了新的知识获取

途径和沟通渠道,还提供了新方法来限制科研不当

行为[１６],能有效提高科研透明度.在大数据时代,
良好的研究数据管理(ResearchDataManagement,

RDM)在科学研究中至关重要.新加坡学者提出一

种基于证据的方法,采用数据审计形式进一步改进

RDM 的实践,使其最终能够被其他机构采用[１７].
尽管开放科学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国际资助者、出
版社以及其他合作者必须考虑数据共享存在的法律

挑战和道德挑战[１８].
(３)加强科研诚信教育

积极有效的科研诚信教育方式能够从根源上遏

制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因此,中国科学院伦理委

员会通过总结近年来常见的１０种不端行为,采用发

布诚信提醒的方式教育中科院的教职员工[１９].欧

洲的一些学校对科研诚信教育并没有统一的方法.
由于“一次性教育”仅提及规范,并不能引起研究人

员对科研诚信的足够重视,所以他们一方面采用标

准方案来讲授,另一方面通过更具吸引力的教育方

式来进行[２０].另外,为解决专业培训中的科研诚信

问题,学者们引入了科学美德方法[２１].针对研究人

员的培训,采用面对面地讨论与交流可以更好地让

研究人员意识到,他们可能会无意中卷入三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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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诚信违规行为,即剽窃、图像处理和数据伪

造[２２].实践证明,这些教育和培训方式能够切实有

效地减少不当行为的发生.

２．４　遏制科研失信

(１)不端行为案件处理

世界各地的大学对不端行为案件的处理关注甚

少,将案件定性为不端行为的标准尚不明确.因此,
杜克大学医学院 (theDukeUniversitySchoolof
Medicine,DUSOM)通过召开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研

讨会,强调科研诚信的重要性,同时对不端行为案件

进行结构化审议[２３].为进一步筛查和甄别科学出

版 物 中 的 不 端 行 为,俄 罗 斯 在 ２０１３ 年 成 立

“Dissernet”自愿社区,所收集的数据有助于重建科

研诚信格局,以抵制科学和教育活动领域中的不端

行为,修复学术造假带来的创伤[２４].
(２)预防与干预措施

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罚虽然是一种硬性措施,
但并不能制止其发生,治理科研不端行为还需从预

防入手,真正从源头抓起.随着世界各国对科研诚

信的重视,学者们发现大多数调查都忽视了自我报

告中存在的社会期望偏差[２５],这就需要通过外部干

预进行调整.对于已发现的科研不端行为,也要快

速采取干预措施进行补救.管理者应制定相关法律

法规及政策,可以考虑使用正式制裁(专业和法律)、
非正式制裁以及道德培训等方式[２６],强化各机构内

部的研究框架[２７],真正做到不端行为发生前有预防

措施,发生后有干预措施,让科研不端行为无立足

之地.
(３)举报失信行为

美国学者通过对案件的诉讼调查提出,应对举

报不当行为制度的实践层面进行研究,进一步了解

举报人在科研诚信体系中的作用及举报人可能遇到

的一些障碍,并对其在举报后的工作和生活予以关

注[２８].挪威在科研诚信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研究人

员认为 QRP严重违反了科研诚信.其中５％的受

访者对 QRP的态度较为宽容[２９],意味着这些受访

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会举报违反诚信的行为,
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担忧.

(４)学术论文撤稿

学者们通过对科研失信行为的研究表明,不当

行为的撤稿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但对问题稿件的

处理仍处在治标不治本的阶段.研究人员发现一些

机构在撤回出版物之前,其调查是不透明的、表面

的,即使发现有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也不会采取纠

正措施[３０].此外,学者们还发现在 QRP 和 FFP
(Fabrication、Falsification、Plagiarism)两个较大概

念下聚集的各种撤回原因,比诚实性错误作为撤回

原因更为普遍和严重[３１].

２．５　科学出版物

(１)出版物

随着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科研诚信,各类期刊

不断加强对文章的检测和处理.学者调查发现,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女性研究人员在«柳叶刀»杂
志同行评议中的代表性不足,编辑可以通过多种方

式纠正这种不平衡,从而减少研究资源的浪费,提高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质量、代表

性和完整性[３２].
近年来,关于科研诚信和科学伦理的出版物稳

步增长.学者们通过对有关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出

版物的国家、机构和源期刊的研究,有助于突出科研

诚信普遍趋势与主题(例如剽窃)以及关注特定国家

(地区)的重要性[３３].
(２)掠夺性期刊

掠夺性期刊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更是科研诚

信所面临的新挑战.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是仍有部分合法科学文献引用了在掠夺性期刊上发

表的文章,今后仍需对掠夺性期刊带来的挑战进行

广泛、深入的研究[３４].其二是很少有学者会否认他

们是掠夺性出版商和会议组织者关注的目标,尽管

潜在的后果可能远远不止金钱损失,但研究人员仍

被这些掠夺性期刊所吸引[３５].

３　结论与启示

自２００７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世界科研

诚信大会.随着时代不断变革与发展,世界科研诚

信大会主题已经从最初讨论如何建立科研诚信体系

框架到如何在新形势下应对新挑战.第六届世界科

研诚信大会集中反映了当前科研诚信发展的特点和

趋势,涵盖以下五个方面:(１)科研人员普遍对科研

不端行为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其个性与心理特征也

是科研诚信的重要影响因素;(２)不同学科领域的

学者对可疑研究实践的认识存在偏差,科研不端行

为的表现形式在不断演化;(３)在倡导负责任科研

行为的同时,加强良好数据管理和多类型科研诚信

教育;(４)对科研失信行为需要预防与干预双重治

理,要加强投诉、举报等措施的规范化;(５)对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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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期刊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学术出版界需要健

全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与处理机制.
本次大会主题对国内科研诚信建设与发展具有

重要启示作用,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立足本国国

情,加强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

３．１　达成科研不端定义共识,培育良好科研环境

有效促进科研诚信建设,不仅要通过学术机构

内部的自身净化能力,还要形成完善的科研不端治

理体系.首先要明确对待科研不端行为的态度.目

前,我国学者赵延东教授就科研人员对不端行为的

态度变化展开研究.未来还要加大调研力度,深入

关注科研人员行为特质,引入个性与心理特征分析

等新方法.其次,科研人员要充分明确科研不端形

式(抄袭、不当行为、可疑研究实践等).目前语义界

定和解释仍存在困难,虽然科研不端行为在相关规

定中有定义,但在某一学科领域中仍然无法具体的

斟酌与辨认.再次,要分清科研不端行为的责任主

体.建立健全相应的调查机制和处罚机制,增加机

构在撤回出版物之前的调查透明度,以保证科研不

端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最后,在他律机制的制约之

下,构建自律与他律共治的学术规范环境,形成完善

的科研诚信体系.

３．２　加强诚信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治理能力

规章制度是促进科研诚信最基本的措施,要在

学术领域中构建研究人员和责任机构的研究框架,
每一项科研成果都要建立在科研诚信之上.科研诚

信教育是遏制科研不端行为的核心,绝大多数受过

科研诚信教育和培训的研究人员,对科研不端行为

持否定态度.为此,我们要采用更具吸引力的教育

方式来提高研究人员的认识水平,而不仅仅只是“一
次性教育”,以更好地推进科研诚信建设,为学术界

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提供保障.在扩大

教育范围的同时,加大对不端行为进行技术检测的

投入力度,开发能有效识别数据与图像分析的检测

软件,以阻止具有科研不端行为的文章出版,加强诚

信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国科研成果质量和科研

诚信治理能力.

３．３　探索惩治措施标准方案,促进惩治规范

从平行会议１９个主题的论文数量来看,国际上

对于态度、原则与准则、预防、透明度和出版这五个

主题的关注度相对较高,这也是近年来科研诚信研

究的侧重点.未来要充分发挥核心主题的作用,积

极探索应对新挑战的解决方案.从国家层面制定相

关方针政策,构筑多层级治理结构,形成创新多样化

治理机制,通过多路径协同治理不端行为.在学术

环境内部自身净化的同时,通过案例宣讲加强对科

研不端行为的警示教育,充分发挥干预机制作用,增
强预防新型不端行为发生的敏锐性,着力推进对科

研不端行为惩治的规范化.

３．４　完善学术期刊管理机制,创建一流期刊

本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主题围绕着科研诚信的

新挑战展开讨论,其中掠夺性期刊是近年来国际上

存在的突出问题.目前,国外已经公布了一些掠夺

性期刊名单,但部分研究人员仍然无法准确辨别,因
此我国应加大对掠夺性期刊的研究力度.２０１８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

学术期刊管理和预警制度,对代写代投等违规行为

要严肃惩处.今后,在期刊建设中要深入落实中央

文件精神,切实发挥期刊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作用,
努力提高办刊水平,建立严格的审核管理机制,从源

头上制止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提升我国学术期刊

影响力,以期创建世界一流期刊.

参 考 文 献

[１] ChouC,PanSJ,KaoC．Perceptionofresearchintegrityon

Taiwan university campuses: a comparison of

administrators,faculties,and students//The ６th World

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７．

[２] HofmannM,HolmS．ResearchintegrityofPhDＧcandidates

in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Resultsfrom ６ yearsof

surveys//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

HongKong,２０１９:８．

[３] PennockT,MillerD．Whattraitsofcharacterdoexemplary

scientistsvalue? Resultsfromthescientificvirtuessurvey//

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on ResearchIntegrity．Hong

Kong,２０１９:１４．

[４] YiN,NemeryB,DierickxK．Perceptionsofplagiarismby

biomedicalresearchers:an onlinesurveyin Europeand

China//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on ResearchIntegrity．

HongKong,２０１９:１１—１２．

[５] WinstanleyL．Reviewingtheprevalenceofvisualplagiarism

withinvisualartstertiaryeducationinsoutheastAsia//The

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

２０１９:１２．



　
第３５卷　第３期 冯靖雯等:第六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的主题内容综述及启示 ５０１　　 　

[６] ChristopherJC．Imageintegrityinscientificpublication//

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on ResearchIntegrity．Hong

Kong,２０１９:６７．

[７] DamenJAAG,HeusP,HooftL,etal．Assessmentand

predictionofquestionableresearch practicesin １６３,０００

randomizedclinicaltrials//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 on

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１９．

[８] IsedaTI．Possibilityofredefiningfabricationandfalsification

in humanities//The ６th World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４．

[９] S Srensen MP,Ravn T,SchneiderJW．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in the humanities． Evidence from a

comprehensivefocusgroupandsurveystudy (thePRINT

project)//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

HongKong,２０１９:３—４．

[１０]DeVriesRG,KakukP,DesmondH,etal．FromREtoRI:

exploring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betweenresearch

integrityandresearchethics//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

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５０．

[１１]TerSchureJA,GrünwaldPD．Researchwaste:whyweneed

torethink metaＧanalysis//The ６th World Conference on

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５１．

[１２] WestmoreMJ,DunhamK,GobleA,etal．Ensuringvalue

i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funders collabo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guiding principles//The ６th World

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９．

[１３]DouglasＧJonesRC,ØrbergJ,WrightS,etal．Practicingthe

Danishcodeofconductforresearchintegrity//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１１．

[１４] Westman BJ,BarrJ, Willis T．Strengtheningresearch

integrity in Australia//The ６th World Conference on

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１０．

[１５]Vinther T． ENRIO (European Network of Research

IntegrityOffices):recommendationsonhowtoInvestigate

researchmisconductＧahandbook//The６th WorldConference

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３０

[１６]Leduc M,GanasciaJ．Openscienceforpublicationsand

data:chancesand risksforresearchintegrity//The 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

５３—５４．

[１７]LeeCL,GohGS,AliYA．Effectivenessofdataauditingas

atooltoreinforcegoodresearchdatamanagement(RDM)

practice//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

HongKong,２０１９:５５．

[１８]HornLM,SanerP,EngelbrechtS．Ethicalconstraintson

theimplementation ofinstitutional open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in a South African health research

context:thepushandpull//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

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６５．

[１９]YangWP,HouXY．Integrityreminders:anewapproach

about research integrity education//The ６th World

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２５．

[２０]PizzolatoD,Tokali＇cR,Marusši＇cA,etal．Willgameskill

off textbooks? Assessing existing research integrity

educationalresourceswithintheEuropeancontext//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

２５—２６．

[２１]SchmolmuellerA．Recognitionoftheprecariousacademic

selfＧ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virtue approach in

professionalRItraininganditspracticalimplications//The

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

２０１９:６３—６４．

[２２]Seadle MS, Rügenhagen MR． Seminars on Research

Integrity//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

HongKong,２０１９:６３．

[２３]Simon CM． Own it! Deliberating serious research

misconductatinstitutionswherethemisconductoccurred//

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on ResearchIntegrity．Hong

Kong,２０１９:３０—３１．

[２４]Rostovtsev A, Vlassov VV． Research misconduct in

dissertationsandscientificpublicationsinRussia//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

３３．

[２５]PetersenMB,AagaardKB,AllumK,etal．Usingthe“list

experiment”toidentify biasin surveys on questionable

researchpractices//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

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５７．

[２６]ReisigD,HoltfreterK．Theperceivedprevalence,cause,

andpreventionofresearchmisconduct:resultsfromasurvey

offacultyatAmericasTop１００Universities//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３７．

[２７]AsifF A,Hassan HM．Ensuring minimumstandardsfor

responsibleconductofresearchinaresourcepoorsettingＧlow

costsolutionstowardsresearchintegrityatShaukatKhanum

Memorial Cancer Hospital and Research Centre

(SKMCH&RC),Pakistan//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

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５６．



　

　５０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２８]Thomas JRT, Oranksy IO． Perspective of the

whistleblower//The ６th World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４４．

[２９]HjellbrekkeJHJ,DrivdalLD,IngierdHI,etal．The“Murky

Waters”ofquestionableresearch practices//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４３．

[３０]Grey B,Bolland J, Avenell A,et al． Responses of

institutionstowideＧrangingconcernsaboutresearchreported

by a group of researchers with multiple retracted

publications:anarrativereview//The６th WorldConference

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４６—４７．

[３１]ZuijderwijkJB,VanLeeuwenTN．Whatdoweknowabout

reasonsforretractionandacademiccareerperspectives? //

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on ResearchIntegrity．Hong

Kong,２０１９:４５—４６．

[３２] Marsh J,Clark J, Mullan Z．Improv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inpeerreviewatLancetjournals//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７０．

[３３]KhorkA,YuLG．Globaltrendsinresearchintegrityand

researchethicsanalysedthroughbibliometricsanalysisof

publications//The ６th World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５９—６０．

[３４]AndersonB．Predatorsatthegates:citationstopredatory

journalsin mainstreamscientificliterature//The６th World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tegrity． Hong Kong,２０１９:

３９—４０．

[３５]RomynM．Confrontingpredatorypublishersandconference

organizers:afirsthandaccount//The６th WorldConference

onResearchIntegrity．HongKong,２０１９:４０．

ThemeContentReviewandInspirationof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

FengJingwen　　ZhaoYong∗

InformationResearchCenterin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３

　　∗ CorrespondingAuthor,Email:zhaoyong＠cau．edu．cn

Abstract　The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hasbecomethelargestand most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providingopportunitiesforparticipantsfromalloverthe
worldtoshareandexchangeexperiences．Thispaperfocusesonthesummaryof１９themepapersinthe
currentsessionofThe６th WorldConferenceonResearchIntegrity,itinvolvesfivemajoraspects,cognitive
andbehavioralcharacteristicsofscientificresearchers,the main manifestationsofscientificresearch
misconduct,cultivatingscientificresearchintegrity,curbingscientificresearchdistrust,andscientific
publications．Thenitrevealsachievementsanddifficultiesencounteredinthecurrentconstructionof
scientificresearchintegrity．Thenewchallengesfacedbyintegrityshowtheopportunitiesanddevelopment
ofscientificintegrityintheworld．Finally,inlightofthenewtrendofresearchintegrityintheworld,this
paperexploretheenlightenmenttotheconstructionofresearchintegrity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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