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论文写作与学术道德



 论文写作

 学术道德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目 录



 研究性论文：
针对某一个（些）问题、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讨论并得到有意义结论的

文章。

 综述性论文：
① 利用已发表的文献资料为原始素材撰写的论文；

② 反映出某一专题、某一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工作进展情况；

③ 提供了国内或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有关研究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

④ 揭示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⑤ 告诉你本课题有什么人在研究，达到什么水平，存在什么不足以及向
什么方向发展等。

1.论文写作

1.1 学术论文类型



 学位论文：

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结果或有了新的见解，

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

用的学术论文。

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



1.2学术论文的基本结构

 论文标题

 作者（作者单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同等贡献

 摘要：整篇论文的概括，包括研究内容、方法与结果

 关键词：3-5个

 前言：引出论文的研究内容，概括目前的研究背景与现状，这

一部分需要大量的参考文献。

 正文（研究基础、方法、结果和讨论等）

 结论：取得了哪些成果，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将来还有哪

些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学术道德：指进行学术研究时遵守的准则和

规范。科研诚信

学术不端行为：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

的行为。捏造数据、篡改数据和剽窃；一稿

多投、一图多用、代买代写论文、侵占学术

成果、伪造学术履历等。

学术不端检测：知网、万方、维普等。毕业论

文以及论文投稿时都会进行检测。

2 学术道德



 零容忍，终身追究制度

 开展联合惩戒：将科研诚信状况与学籍管理、学历学位授予、科研项

目立项、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聘用、评选表彰、院士增选、人才

基地评审等挂钩。

 跨部门联合惩戒：依法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联合惩戒动态管理：解除惩戒措施后依程序移除科研领域严重失信行

为信息，但相关记录在电子档案中长期保存。

 学生有学术不端行为的，还应当按照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给予相应

的学籍处分。

 学术不端行为与获得学位有直接关联的，由学位授予单位作暂缓授予

学位、不授予学位或者依法撤销学位等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处置办法：



1.《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经教育部2016年第14次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自
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2.2018年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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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8年11月5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
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国务
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国务院关于建立
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财金〔2017〕1798号）等有关要求，加强科研诚信体系
建设，建立健全科研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构筑诚实守信的科技创新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
行、科技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中央文明办、中央网信办、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卫生健
康委、国资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银保监会
、证监会、自然科学基金会、民航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铁路总公司
联合签署了《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4. 《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已经2020 年6 月18 日科学技术部第10 次部务会审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20 年9 月1 日起施行。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第四章 认定
第二十七条 经调查，确认被举报人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
定为构成学术不端行为：

（一）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

（二）篡改他人研究成果；

（三）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

（四）未参加研究或创作而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而不当使用他

人署名，虚构合作者共同署名，或者多人共同完成研究而在成果中未注明他人工作、贡
献；

（五）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申请学位等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
；

（六）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

（七）其他根据高等学校或者有关学术组织、相关科研管理机构制定的规则，属于学术不
端的行为。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六、严肃查处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十九）切实履行调查处理责任。自然科学论文造假监管由科技部负责，哲学社会科学论

文造假监管由中国社科院负责。

（二十）严厉打击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坚持零容忍，保持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

要求行为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严肃责任追究。建立终身追究制度，依法依规对严重违背

科研诚信要求行为实行终身追究，一经发现，随时调查处理。积极开展对严重违背科研诚

信要求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司法部门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措施。

（二十一）开展联合惩戒。加强科研诚信信息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共用，依法依规对严重违

背科研诚信要求责任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推动各级各类科技计划统一处理规则，对相关

处理结果互认。将科研诚信状况与学籍管理、学历学位授予、科研项目立项、专业技术职

务评聘、岗位聘用、评选表彰、院士增选、人才基地评审等挂钩。推动在行政许可、公共

采购、评先创优、金融支持、资质等级评定、纳税信用评价等工作中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

重要参考。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一、联合惩戒对象

联合惩戒对象为在科研领域存在严重失信行为，列入科研

诚信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相关责任主体，包括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及项目的承担人员、评估人员、评审专家，科

研服务人员和科学技术奖候选人、获奖人、提名人等自然人，

项目承担单位、项目管理专业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科学技术

奖提名单位、全国学会等法人机构。

《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
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二、联合惩戒措施

依据相关责任主体失信行为严重程度，对其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惩

戒措施：

（一）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采取的惩戒措施

1．限制或取消一定期限申报或承担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资

格。

2．依法撤销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追回奖金、证书。

3．暂停或取消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人资格。

4．一定期限内或终身取消国家科学技术奖被提名资格。

5．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和备案等相关工作的重点监

管对象。

6．撤销其行为发生年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并在服务平台上公

告。



7．在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立项、评审专家遴选、职称评定、职

务晋升、项目管理专业机构选定、科技奖励评审、间接费用核定、结余资金

留用及创新基地与人才遴选、考核评估等工作中，将失信信息作为重要参考

依据。

8．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增加在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实施中的监

督检查频次。

9. 撤销学会领导职务，取消会员资格。（实施单位：科技部、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发展改

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中科院、社科院、工

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协）。



（二）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10. 一定期限内或终身取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推荐）资格、

院士被提名（推荐）资格。（实施单位：中科院、工程院、中国科协）

11．按程序及时撤销相关荣誉称号，取消参加评优评先资格。（实施单位：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中国科协）

12．依法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施单位：中央

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

13．失信责任主体是个人的，依法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失信责

任主体是机构的，该机构法定代表人依法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实施单位：中央编办）



（三）联合惩戒动态管理

科技部对科研领域失信行为责任主体名单进行动态管理

，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定期更新科研领域严重失信行

为信息，相关部门依据相关规则和程序实施或解除惩戒措施

。解除惩戒措施后依程序移除科研领域严重失信行为信息，

但相关记录在电子档案中长期保存。



引文参考文献：著者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的

信息资源。

 文献类型标识：为了便于读者利用文后参考文献

查找原文献。

参考文献：对一个信息资源或其中一部分进行准

确和详细著录的数据，位于文末或文中的信息源。

3 参考文献著录格

式GB/T 7714-2015（代替GB/T 7714-2005）

3.1 几个概念



 顺序编码制：一种引文参考文献标注

体系，引文采用序号标注，参考文献

表按引文的序号排序。

 著者-出版年制：一种引文参考文献

标注体系，引文采用著者-出版年标

注，参考文献表按著者字顺和出版年

排序。

关注学术圈内的研究动态和成

果, 可让科研人员全面系统

地了解、总结圈内学者和机构

的研究轨迹和特点, 从显性

知识中发现隐性知识, 以便汲

取他人经验, 促进合作研究,

发挥竞争优势[1]

关注圈内的研究动态和成果, 

可让科研人员全面系统

地了解、总结圈内学者和机构

的研究轨迹和特点, 从显性

知识中发现隐性知识, 以便汲

取他人经验, 促进合作研究,

发挥竞争优势(廖常艾，何华，

陈奇志，2006)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针对数字资源的全球唯一永久性标识符；具有

对资源进行永久命名标志、动态解析链接的特性。





[1]沈艳红,张群,彭奇志.研究生如何快速了解课题国内研究现状—以“循

环经济”为例[J].现代情报,2011,31(6):133-137

[2]沈艳红,张群,彭奇志.研究生如何快速了解课题国内研究现状—以“循环经济”

为例[J/OL].现代情报,2011,31(6):133-137.http://www.cnki.net/KCMS/

detail/detail.aspx?QueryID=1&CurRec=1&recid=&filename=XDQB201106

035&dbname=CJFD2011&dbcode=CJFQ&pr=&urlid=&yx=&uid=WEEvREcwS

lJHSldSdnQ1ZHJBbG4yWEhUVHJCd1JyS1BKNU5pdjdaMkQ4L3dFYWx5d

TlqVkY1Tkp2NDRrL1VVazZnP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

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TY4MjdTN0RoMVQzcVRyV00xRnJ

DVVJMK2ZidWRxRnlua1Vidk9QU25hYkxHNEg5RE1xWTlHWVlSOGVYMUx

1eFk=.DOI:10.3969/j.issn.1008- 0821.2011.06.034.



3.2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GB/T 7714-2015 《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

参考文献类型 标识代码 参考文献类型 标识代码

普通图书 M 报告 R

期刊 J 标准 S

学位论文 D 专利 P

会议录 C 汇编 G

报纸 N 档案 A

舆图 CM 其他 Z

计算机程序 CP 数据集 DS

数据库 DB 电子公告 EB



DB/OL——联机网上的数据库

DB/MT——磁带数据库

M/CD——光盘图书

CP/DK——磁盘软件

J/OL——网上期刊

EB/OL——网上电子公告

文献载体类型 标识代码

磁带 MT

磁盘 DK

光盘 CD

联机网络 OL

电子资源，在参考文献标

识中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



3.3 参考文献使用规定的标识符



主要
责任者

题名项 获取和
访问路径

出版项版本项其他
责任者

数字对象
唯一标识符

3.4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一般形式:  主要责任者.题名项[文献类型标识].出版项.



 期刊文章

[顺序号] 主要责任者(列前三位).文献题名[J/OL].刊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朱冬林,任光明,聂得新,等. 库水位变化下对水库滑坡稳定性影响的预测[J].水文

地质工程,2002,29(3):6-9.

[1]朱冬林,任光明,聂得新,等. 库水位变化下对水库滑坡稳定性影响的预测[J/OL].

水文地质工程,2002,29(3):6-9[2016-03-29].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

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2002&filename=SWDG200203001&uid=WEEvREcwSlJHSl

dRa1FhcEFLUmViSFR0UGxDMFoxZzRhalR3RW94a24r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

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DIyOTdZ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

N3FmWStSbUZ5L2xWYjNOTmpyUGFiRzRIdFBNckk5Rlo=



[2] Zhu Dong-ling,Ren Guang-ming,Nie De-xin,et al. 

Effecting and forecasting of landslide stability with 

the change of reservoir water level[J].Hydrological 

Geology and Engineering Geology,2002,29(3):6-9.

[3] 何龄修. 读顾诚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21(3): 

167-173.

[4] 刘彻东.中国的青年刊物:个性特色为本[J].中国出版, 

1998(5):38-39.  



[顺序号]责任者(列前三位). 文献题名[J]. 刊名, 年, 卷(期): 

起止页码.-------年卷期齐全 2011, 35 (3):

[顺序号] 责任者(列前三位). 文献题名[J]. 刊名, 年, 卷：

起止页码.-------没有期号，只有卷号 2011, 35:

[顺序号] 责任者(列前三位). 文献题名[J]. 刊名, 年 (期)：

起止页码.-------没有卷号，只有期号 2011 (3):



合期：如2011,129 (5/6):3-8.

起止页码后面的.:  “.”可有可无，但是参考文献的

整体上要统一起来



 图书、会议录、报告

[顺序号] 主要责任者(列前三位).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标识].其他责任者.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

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刘国钧,陈绍业.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

18．

[2]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集[C].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

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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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研究生如何快速了解课题国内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找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