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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国外撤销论文的相关研究为基础，从定性与定量研

究、医学与非医学数据库研究、撤销原因、撤销论文的引用情况
等几个方面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概述撤销论文的研
究现状，以期对我国科研管理、期刊管理、科研评价以及遏制学
术不端行为等方面政策的制订提供参考。

1

撤销论文概述
撤销论文的规定

部分大型科学文献数据库、学
术机构等均对什么样的论文应该被撤销 、撤销的程序、

1. 1

撤销论文； 科学文献数据库； 学术不端； 科研评价； 期

撤销论文的标引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如医学领域
的期刊一般都遵从出版道德委员会 （ COPE） 、世界医

Summary of foreign studies on retracted articles ∥ FAN

学编辑协会（ WAME） 和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 ICMJE） 的相关规定，对问题论文进行审理及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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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current studies on retracted

articles，we summarize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rom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dical and non-medical databases
research，reasons of retraction and citations of retracted articles，
and give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retracted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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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部分科研工作者为了达到获取科研基金 、提
升学术地位等目的，背弃了学术伦理和道德，想方设法
“制造与生产 ”研究结果，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
生。值得庆幸的是，
相关机构对发现的有问题的论文及
时进行撤销并发布相关撤销声明。例如国际医学期刊
编辑委员会（ ICMJE） 在 1987 年首次提出通过撤稿的方
式对不宜在文献资源中继续保存的，或有错误的学术论
［1］
大型科学文献数据库逐步加强
文进行处理 。基于此，
对撤销论文的管理，
对撤销论文及其声明实行规范化标
。
，
注 已有研究表明 撤销论文总量及因存在学术不端行
为被撤 销 的 论 文 数 量 从 2001 年 开 始 均 呈 指 数 级 增
［2］
长 ； 然而，
已发现并予以撤销的问题论文仅占问题论
［3-5］

文总量的一小部

。更为可怕的是，撤销论文的研究
［6］

内容作为有效内容而被继续引用

。

本文对国外已有撤销论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
总结，
阐明撤销论文的概念及其不良影响。研究结论可

ICMJE 规定［7］，一篇论文被撤销时不能只简单地
给编辑写信通知，而是要做显著标记。 相关标记应出
现在论文的电子版或纸质版正文中，同时应该包括电
子版或纸质版目次表以保证适当的引用 。 网络上，撤
销声明和原始论文应可以相互链接，撤销论文应在其
所有部分（ 包括摘要、全文、PDF 版本等 ） 标注“撤销 ”
字样。撤销声明应该说明该文为什么被撤销，还包括
对该文的标准引用。 论文在明确表明被撤销后，应该
依旧在公共领域流通。
COPE 专门出版了《撤销指南 》（ Ｒetraction Guidelines） ［8］。该指南规定一篇文章如果有如下情形则应
当被撤销： 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该发现是不可信的 ，要么
是不端行为（ 如数据造假 ） ，要么是诚实性错误 （ 如错
误计算或实验错误 ） ； 该文章已经在其他期刊发表过，
而没有适当的引用、许可 （ 例如重复出版的案例 ） ； 该
文章构成剽窃； 该文章含有不道德的研究。
［9］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NLM） 要求撤销论文只有
在明确声明该有问题的文章被整体或部分撤销，同时撤
销论文的作者或其他相关人员（ 作者的法律顾问、该论
文作者所在的部门主任或实验室主任、期刊编辑） 已经
签署同意撤销时，
才能被标引为撤销。撤销论文必须以
可引用的格式标识并发表，
以方便读者查阅。
Elsevier 的出版指南规定［10］，撤销论文是指侵犯
了职业道德规范，例如具有一稿多投、伪造、剽窃、不正
当使用数据等行为，并在出版物上发表撤销声明以更
正错误的论文。
《Nature》对撤销论文的判断依据是［11］，论文的结
论不再有效或该文发表时作者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随着
后续研究进一步得到解决，使得原文的结论被推翻。

以作为杜绝学术不端现象，
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事
实依据，
对科研管理、
期刊管理、
人才评价以及遏制学术

对于实验论文，该过程包括作者进行的进一步相关实

不端行为等方面政策的制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验或者其他人因不确定原始论文中的实验结论是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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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而进行的实验。
Edorium Journals 是 2012 年刚刚创建的一个以发

质版、电子版、在线版等均以可引用的格式标识、发表
并长期保存，撤销论文必须出现在发表该论文期刊的

表高质量且免费开放获取的医学领域学术论文为主的
期刊群。它们遵循 COPE 的规范，认为撤销论文包括

正文卷期中； 3） 发表相关撤销声明，并使得撤销声明
与原文之间实现相互链接。

如下几种情形： 一篇文章发表后，又有新的可获取的信
息证明该文章的结论是基于错误的逻辑或计算 ； 如果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给出撤销论文的全面定义： 所
谓撤销论文，是指已经发表的，经作者申请或科学共同

文章是基于伪造或虚假数据； 如果被抄袭的数据或论
［12］
文已经发表 。

体成员举报，在调查后发现存在错误或学术不端行为
的，对科学发展具有不良影响的，同时载文期刊针对该

1. 2

撤销论文的内涵 通过上述介绍，本文对撤销论
文的表现形式、处理步骤等作一总结。

文发布正式撤销声明，以告知公众的论文。同时，撤销
不等于注销，撤销后的论文经过修改后，如果达到再次

撤销论文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1） 有明确证据证明
文章侵犯了职业道德规范，例如具有一稿多投、重复发

发表的要求与标准，还可以再次发表。
1. 3 撤销论文及其声明的获取 各大型科学文献数

表、剽窃、使用造假数据等行为； 2） 文章具有诚实性错
误（ 如错误计算或实验错误 ） ； 3） 文章的结论不再有

据库均对本数据库内收录的撤销论文进行标注 ，以方
便读者及时获取撤销信息。PubMed 数据库最早实现

效； 4） 文章含有不道德的研究； 5） 该文发表时作者没
有意识到的问题随着后续进一步研究得到解决 ，使得

了对撤销论文及其撤销声明的标注 ，因此，目前对撤销
论文的定量研究多是基于 PubMed 数据库并得出相关

原文的结论被推翻； 6） 文章发表后，又有新的可获取
的信息证明该文的结论是错误的 。

［13-16］
。 此 外，Web of Science、Goolge Scholar、
结论
Springer 等多个数据库均已对撤销论文及其声明进行

期刊对撤销论文的主要处理步骤如下： 1） 论文作
者或其他责任人签署同意撤销文件； 2） 撤销论文的纸

标注，通过相应的检索式可以检索获取。 主要科学文
献数据库撤销论文及其声明的检索式如表 1 所示。

表1
数据库名称

主要科学文献数据库撤销论文及撤销声明检索式统计表

撤销论文检索式

撤销声明检索式

Web of Science Title = " Ｒetracted article"

Title = " Ｒetraction of vol"

PubMed

Publication Type = retracted publication

Publication Type = retraction of publication

Medline

Publication Type = retracted publication

Publication Type = retraction of publication

ScienceDirect

Title = retracted or retraction not publication type =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 or book view

Title = " retraction notice to"

Springer

－

Title = " retracted article" or " retraction note " or " retraction notice"

Goolge Scholar

Title = " retracted article"

Title = " Ｒetraction Notice"

除以上记录外，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 （ OＲI） 的《发
［17］

现不端行为》（ Finding of Misconduct） 专栏
记》（ The Federal Ｒegister）

及《联邦登

［18］

均对其发现的或接受举报

的论文中的不端行为进行揭露，
并发布官方正式声明。

2

撤销论文研究现状
撤销论文数量的增长使得人们对学术不端行为的

关注度逐渐升高，但导致撤销论文数量快速增长的原
因还不得而知。一方面，像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我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等监管机构，对发现
学术不端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监管机构赋予了科
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严查不端行为的权利和义务，
因而越
来越多的不端行为被曝光； 另一方面，随着 OA 运动的
兴起，
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互联网获取文献，加之各种
检测学术不端行为软件的使用，
重复发表、
篡改数据、
伪
［19］

造图像等不端行为的发现变得更加方便简单

。以上

2 方面的原因，
都将导致撤销论文数量增多。
通过分析国外现有撤销论文研究内容，我们将撤
销论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定性研究与
定量研究； 2） 基于 PubMed 医学数据库与非医学数据
库的研究； 3） 撤销原因研究； 4） 撤销论文引用情况的
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对撤销方、撤销论文作者数量、
是否有基金项目支持等多方面的研究 。
2. 1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撤销论文的定性研究 对撤销论文进行定性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论文中的数据造假等往

2. 1. 1

［20］

，特别是当原始数据已经不存在或造
假数据占很少比重时，就更加困难，只有作者自己或其

往很难被发现

所在研究团队成员知道其中的问题 。撤销论文定性研
究主要利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研究对象为科研工
作者，目的是揭示撤销论文的产生、发现等过程，并对
撤销论文的危害进行描述性研究。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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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领域发生的几起欺骗事件 ，如 Diederik Stapel 事件（ 由于大部分论文存在数据造假现象，被他

的函数，即“生存分析 ”。 通过分析高被引、高影响因
子期刊上的撤销论文发现，撤销论文生存时间 （ 从发

的 3 位博士生告发，并受到制裁 ） ，已经引起心理学领
域研究者的重视。一家心理学领域权威期刊揭示了研

表到撤销所需时间） 的中位数为 28 个月。
Cokol 等［31］ 于 2007 年构造了出版过程的 4 参数
（ α、θ 、β、τ） 随机模型，并利用这 4 个参数与 IF 的关

［21］

究者在进行问卷调查时，如果缺乏调查所需要的现实
环境，调查人员是如何“创造 ”环境并很容易地获取重
［22］

［23］

要数据资源的 。Pashler 等 的研究说明在心理学
领域，数据造假、重复发表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24］

首次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研数据使用
系统观点和元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直接对比了科研人
Fanelli

员承认或者被发现至少有 1 次学术不端行为的论文所
2% 的科学家称至
占比重等方面的内容。元分析显示，
少有过 1 次学术不端行为，1 /3 的科学家承认参与过
有问题的学术实践，并进一步证明了医学领域的撤销
论文中，学 术 不 端 行 为 导 致 的 撤 销 所 占 比 重 较 大。
Greenberg 等［25］利用撤销论文数据对科研人员的道德
［26］

价值展开讨论，Martinson 等
家行为进行分析。

通过定性研究，对科学

然而，不同研究人员的研究对象不同，设计的问题
不同，导致研究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
撤销论文的定量研究 撤销论文的定量研究
内容比较丰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结论发生了一

2. 1. 2

定的变化。
1） 数 量 及 比 重 变 化。 Nath 等［27］ 在 2006 年 对
MedLine 数据库 1982—2002 年间收录的 395 篇撤销论

系，预测期刊可能被撤销的论文数，但与实际情况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 例如： 《Nature》1999—2004 年的影响
因子为 29． 5，套用该随机模型预测《Nature》将有 45 ～
67 篇文章被撤销； 然而，实际仅有 30 篇文章被撤销。
Fang 等［32］在 2011 年以 PubMed 数据库中影响因
子从 2 到 53． 484 的 17 种期刊的撤销论文数据作为数
据源，为每种期刊计算了“撤销指数 ”，计算公式如下，
并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期刊撤销指数与期刊影响因
子成正相关。
撤销指数 =

某刊 2001—2010 年间被撤销的论文数 × 1 000
（ 1）
该刊 2001—2010 年发表的论文总数

与上述利用数量关系进行比较的研究思路不同 ，
［33］
范少萍等 借鉴期刊影响因子的思想，构建了期刊撤
销影响因子（ ＲIF） ，计算公式如下，并对期刊撤销影响
因子与期刊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 ，揭示出二
者具有正相关关系。虽然这种相关性不能预示因果关
系，但这些初期的调研表明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的
论文比低影响因子期刊的论文更容易被撤销 。
撤销影响因子（ ＲIF） =
某刊 6 年前发表的已被撤销的论文至统计年时的总被引频次
（ 2）
该刊 6 年前发表的已被撤销的论文总数

文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学术不端行为被撤销的论文占
27． 1% ，由 于 存 在 错 误 被 撤 销 的 论 文 占 61． 8% 。

上述研究是利用撤销论文数据构建相关预测和评
价模型及公式进行的，是对撤销论文数据的进一步分

Steen［15］ 对 PubMed 数 据 库 中 2000—2010 年 收 录 的
742 篇被撤销的英文论文进行研究，发现撤销论文数

析与应用。相关研究表明，撤销论文数据呈现出一定
的规律性并具有潜在挖掘价值，这将是未来撤销论文

量增长了近 10 倍，同时由于学术不端行为被撤销的论
文数量增长最快。虽然大部分论文是因存在错误而被

数据分析与研究的重点与突破口。
3） 多角度规律统计。Steen 等［34］ 以 PubMed 数据
库从收录文章开始至 2012 年 5 月 3 日的 2 047 篇撤销

［28］
撤销的，但 Steen 认为，许多错误是由于作者故意欺
骗导致的。由于撤销论文往往被冠以污名以及发现学

术不端行为面临的巨大挑战，被发现的撤销论文很可
［29］
能仅是冰山之一角 。
由此可见，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导致的撤销论文
数量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已经超越了由于诚实性
错误等无意识原因导致的撤销论文的数量及比重 。同
时，已经撤销的论文仅仅是所有存在错误的且已经发
表的论文中很小的一部分。
2） 模 型 及 公 式 构 建。Trikalinos 等［30］ 对 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 1980 年 1 月 1 日—2006
年 3 月 1 日发表在影响因子大于 10、年被引频次大于
3 万的期刊，以篡改数据被撤销的论文数据为数据来
源，构建了一个可以预测论文从发表到撤销所需时间

论文数据为研究对象，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①论文发表
率的升高导致论文撤销率增长； ② 期刊开始回溯并及
时撤销有问题的论文； ③仅发表 1 篇撤销论文的作者
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上升； ④由作者发现论文中的欺骗
行为并将其撤销的举动，提醒公众需对作者的整体工
作重新进行评价； ⑤对高影响力出版物发表的论文进
行更严格的审查对撤销论文有一定的影响； ⑥ 撤销论
文数量高峰和比例高峰的出现是由机构政策和作者行
动的变化引起的。
Furman 等［35］收集了 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数
据库 中 主 题 为“biomedical and life sciences”期 刊 中
1972—2006 年间的 677 篇撤销论文，并根据最近邻原
则，选择这些期刊上撤销论文发表前和发表后最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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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共 1 340 篇论文作为对照组，进行对照试验。 利
用经济计量学方法研究并发现： ① 对论文的关注度是

主要发生在工作人员及其他研究人员中，其他研究人
员主要包括初、高级工作人员，科学家、技师、科研协作

导致论文被撤销的关键因素； ② 论文从发表到被撤销
的周期缩短为不足 2 年，撤销论文并不受作者名声的

者等。按男女比例计算的话，228 人中 有 149 人 （ 占
65% ） 为男性。这与研究人员中男性所占比例大于女

影响； ③论文撤销前对其引用是正向的，即施引论文跟
随并认同原文的研究结论，论文撤销后一半左右的引

性，男性更喜欢做具有风险和挑战性工作等原因有关 。
Chen 等［38］ 根 据 Web of Science 数 据 库 1980—

用者仍不知道该论文被撤销，继续引用错误观点和结
论，且学术界自然消除撤销论文的影响需要很长时间 。

2012 年 3 月检索得到 1721 条撤销论文的记录，发现
被撤销的论文平均在其发表后第 30 个月 （ 约为 2． 57

由于不同研究者所采用的数据库、检索时间以及
学科领域等的不同，研究结论各有侧重，揭示了撤销论

年） 被撤销。 虽然论文被撤销，但对其的引用还是存
在的，论文撤销后被引用的平均时长为 4 年 （ 中值为 2

文不同方面的特征； 然而，这也导致各研究结论之间缺
乏可比性和借鉴性，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及普适性不强。

年） 。论文从发表到撤销再到对其引用结束 ，平均时
间为 6 年（ 中值为 5 年） 。

非医学数据库的研究

针对 PubMed、MedLine 等
医学数据库撤销论文的研究开展得较早，
研究结果较为

上述研究揭示了撤销论文在学科、国别、作者信
息、
生存周期等方面表现出的规律与特点。 根据上述

丰富，
相关研究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仅对非医学数据库
撤销论文的研究进行介绍。非医学数据库撤销论文的

研究结果，期刊编辑、科研管理人员、科学共同体成员
等可更有针对性地关注某一学科、主题、研究人员与团

研究中，
以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 OＲI 公布数据的
研究较多。这可能是由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规模

队，对其论文进行严格审核与查证。
2. 3 撤销原因研究 一般而言，撤销声明中公布了论

较大，
收录的论文多，收录时间范围较长，学科范围广，
学科分类齐全，
撤销论文标注明显，数据易于获取； OＲI

文被撤销的原因，撤销论文和撤销声明应该是可以相
［39］
互链接的，从而方便用户获取相关信息 。 论文的撤

公布的数据权威性高、
针对性强。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整个科学领域撤销论文的研究与发展情况。

销原因目前主要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 出版商错误、作者
［37］
错误、未详细说明 、学术不端以及无意识错误 （ 样

Zhang 等［36］对 42 个大型专业学术领域引文数据
库和出版网站，从 1928 年到 2011 年间 4 449 篇被撤销

本、过程或数据分析错误、对方法或数据分析偶然忽略
的信息） 等。

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在 2010 年 Web of Science
（ WOS） 数据库检索的数据中，医学、生命科学、化学和

Fang 等［13］的研究表明，约 43． 4% 的论文是因欺

2. 2

骗或怀疑有欺骗行为被撤销的，只有 21． 3% 的论文是
14． 2% 的论文是因重复发表被撤销，
因有错误被撤销，

综合性学科领域的论文撤销比例 （ 该学科 2010 年被撤
销的论文数量占 2010 年被 WOS 收录的该学科论文总

9． 8% 的论文是因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被撤销 ，其余的论

数的百分比） 超过了 2010 年 WOS 收录该学科论文数
量在 WOS 收录论文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且撤销论文数

文是由于各种未查明原因被撤销，或者未发表撤销声
明。然而仅仅依靠撤销声明是不足以获得撤销论文真

［2］

量以每年 19． 06 倍的速度增长。Zhang 等 的研究还
表明： 1998—2000 年，所有学科领域每年撤销论文数

正的撤销原因的，因为期刊或作者发布的撤销声明，将
文章中的问题模糊化，而 OＲI 等政府部门公布的撤销

量呈线性增长，2001 年起呈指数增长，撤销论文比例
也在快速增加； 由于不端行为撤销的非 PubMed 数据

［40］
声明则 能 够 对 撤 销 原 因 进 行 具 体 描 述 。 与 Fang
［13］
［36］
等 的研究结果相比，Zhang 等 对 3 631 篇撤销论

库论文数量明显高于 PubMed 数据库； 医学、化学和非

20% 的文章是因学术不
文的撤销原因进行分类发现，
47% 的文章是因抄袭、重复发表等出
端行为而被撤销，

医学领域的生命科学等这些学科占所有撤销论文的很
大比重； 受母语是否为英语以及国家文化差异的影响 ，
伊朗、土耳其、韩国、中国等国家的撤销论文比例较大；
初级研究者（ 研究生、博士后 ） 由于发表论文数量多于
高级研究者，且具有更大的工作、科研压力等，撤销论
文数量更多。
［37］

Fang 等

收集了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因学术不
端行为被调查且公布的 228 人的信息进行分析，发现
仅有 40% 左右的学术不端行为发生在实习研究员身
上，其中博士后占 25% ，学生占 16% 。 学术不端行为

版不端行为被撤销，出版商错误导致的论文被撤销仅
占撤销论文总数的 9% 。
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可能是由于： 1） 二者的研究
［13］
对象不同。Fang 等 的研究对象为 PubMed 数据库
［36］

中撤销论文数据，Zhang 等

的研究对象为 42 个数据
库中已标明撤销原因的撤销论文数据。2） 学术界或
编辑出版界缺乏对撤销原因的统一分类 ，不同研究者
根据个人理解和研究需要对撤销原因进行分类 ，导致
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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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ＲI 的年度报告［41］显示，对不端行为的调查需要
很长时间（ 最长要 9 年） ，而撤销声明往往在所有调查
结果出来之前便公布于众。2010 年发表在《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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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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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42］
上的一篇文章 指出，由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更容
易被撤销，特别是当这些科学家在地理位置上距离较

3. 1

远时，各位作者之间不能相互检查各自实验室的数据 ，
使得合作作者在论文被撤销时需要负同样的责任 。有

通过对国外有关撤销论文研究的系统梳理 ，得出撤销
论文研究主要有如下特点。

基金资助的文章能够得到严格审查以预防错误的发生
与 扩 散，这 是 一 种 良 好 的 监 测 学 术 不 端 行 为 的

1） 学术界对撤销论文的研究主要分为 2 个阶段：
2001 年以前，主要以单个或多个撤销案例
第 1 阶段，

［43］
机制 。
2. 4 撤销论文引用情况的研究

为主对撤销论文的特点、引用情况等进行研究，且撤销
2001 年至今，主要
论文的数量呈线性增长； 第 2 阶段，

在 1990 年，Pfeifer
，
等 就已经发现即便论文被撤销 对其引用情况还继
续存在。在美国，论文撤销后比撤销前的引用次数有
［44］

撤销论文研究的主要特点 诸多事实表明，撤销
论文现象越来越突出，由此导致的影响也越来越恶劣。

是基于撤销论文数据的定量研究及撤销原因的定性与
定量研究，且撤销论文数量呈指数增长。

明显的降低，但在欧洲，撤销后论文的引用次数依旧很
［45］
高甚至超过撤销前。Garfield 等 对 Stephen Breuning

2） 由学术不端行为导致的撤销论文的数量越来
越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大部分撤销论文发表在高

因存在欺骗行为被撤销的论文的引用情况进行研究发
现，撤销后论文的引用次数明显降低 ，且大部分引用是

影响因子期刊上，这是由于高影响因子期刊获得的关
注度较高，对论文结论进行重复验证的机会比较多 。

针对其负面消极影响的。基于此，Garfield 认为科学社

3） 撤销论文在学科分布、国别分布、作者信息、撤
销原因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由于撤销论文

会对存在欺骗或有可能存在欺骗的论文是可以实现自
我清理的，科研人员应尽量避免引用已经揭露的造假
［46］

研究。Kochan 等

通过对 John Darsee 因存在欺骗行
为被撤销的论文的引用情况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与
［45］

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即论文在撤销后依旧
有大量的引用存在，
且多是正向积极的。
Garfield

［47］

Korpela 对 Web of Science 数 据 库 中 1989—
2007 年间 Stephen Breuning 论文撤销后的引用情况进
行了分析。文中将撤销论文的引用分为 2 种类型： 肯
定型 （ affirmative ） ，即 认 可 文 中 观 点； 否 定 型 （ negative） ，即否定文中观点。 研究发现，1989—2000 年对
论文的引用包括否定和肯定 2 种情况，但 2001—2006
年仅有肯定型引用存在，其中不乏发表在高影响因子
期刊上的论文。
Budd 等［48］以 MedLine 数据库中 1966—1996 年的
撤销声明数据为数据来源，共检索到 198 篇撤销声明，

数据的可获得性，且具有一定规模，学术界对撤销论文
的研究越来越全面、系统。
4） 撤销论文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各有侧重。 定性
研究主要集中在科研诚信、学术不端等科研管理方面，
定量研究更多的是通过计量方法揭示其规律 ，构建评
价和预测模型。
3. 2

现有撤销论文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撤销论文研

究现状的梳理，总结出现有研究主要有如下不足。
1） 数据获取。 现有研究大都是基于某一或某些
数据库获取相关撤销论文数据及其声明，虽然 Grieneisen 等的研究中收集了 4 449 篇撤销论文数据，但数
据的完整性、准确性、科学性方面还有待考证。 同时，
由于各研究使用数据集的不同，使得各研究结论缺乏
可比性，不能全面、有力地描述撤销论文的现状。
2） 分析方法。 撤销论文的研究缺乏理论及方法

涉及 235 篇撤销论文。 截至 1997 年 1 月 1 日，该 235
篇论文撤销后共被引用 2 034 次。 统计结果显示，论

指导。基于撤销论文数据的定量研究，以简单的规律
统计分析为主，较少有指标、方法上的创新。虽然提出

文撤销后的引用中，绝大部分是对撤销论文肯定型的
引用。

了“撤销指数”等指标，但由于缺乏进一步的验证与推
广，并没有在撤销论文相关研究中得到认可和使用 。

上述研究中，不同研究人员采用不同实例对撤销
论文的引用情况进行研究，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

3） 内容解读。现有对撤销声明内容的研究，主要
以撤销原因、撤销方为主，对撤销声明内容的深入挖掘

异。即便采用相同实例，针对不同的时间段进行研究
得出的结论也有偏差。 这进一步说明，撤销论文的研

较少。深入挖掘撤销声明信息，有利于撤销声明内容
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更有利于从本质上揭示撤销论

究尚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研究撤销论文的引用情况，
能够引起学术界对撤销论文现象的关注 ，尽量避免此

文及学术不端行为的特点及规律。
4） 研究层次。Fang、Steen、Grieneisen、Casadevall 等
相关研究较多，
但无论是各研究之间还是同一作者的自

类现象的再次发生，最大限度地恢复学术界自我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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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研究之间，
都缺乏延续性、系统性和可比性。造成这
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数据集的选取和构建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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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y［J］． Nature，
2008，
453： 980-982
［6］ Korpela K M．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the scientific litera-

5） 研究目的。 大部分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科研人

ture to purge itself of fraudulent material？ The Breuning case

员及科研管理部门对撤销论文及学术不端行为的关
注，并未继续深入探讨撤销论文或学术不端行为的产

revisited［J］． Current Medical Ｒesearch ＆ Opinion，
2010，
26

生原因、查处方法、治理政策等，研究不够深入，对学术
界的借鉴意义有限。

4

（ 4） ： 843-847
［7］

Publication of Scholarly Work in Medical Journals： Publishing and Editorial Issues Ｒelated to Publication in Medical
Journals： Scientific Misconduct，Expressions of Concern，and

启示与思考

无论是由学术不端行为还是诚实性错误导致的论
文被撤销，均表明该论文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 、通常
为负面的影响，是科学社会的蛀虫，严重阻碍了科学技
术的健康发展。载文期刊及时将其撤销并发布撤销声
明，是净化学术氛围、保障学术公平、促进学术进步、维
持学术生态系统平衡的有力措施； 但现有对撤销论文

Ｒecommendations for the Conduct，Ｒeporting，Editing，and

Ｒetraction［EB / OL］． ［2014-02-27］． http： ∥ www． icmje．
org / publishing_b． html
［8］ Guidelines for retracting articles［EB / OL］． ［2014-02-27］．
http： ∥publicationethics． org / resources / guidelines
［9］

Errata，retractions，partial retractions，corrected and republished articles，duplicate publications，comments （ including
author replies） ，updates，patient summaries，and republished
（ reprinted） articles policy for Medline？ ［EB / OL］． ［2014-

的研究较为单一片面，对撤销论文的概念与特点缺乏
全面、标准的描述与认识，对其规律与原因的研究缺乏

02-27］． http： ∥www． nlm． nih． gov / pubs / factsheets / errata．

理论和方法指导，对其处理流程和惩处方式缺乏明确
的规范与说明，导致撤销论文的发现、审查、责任追究

［10］ Article withdrawal［EB / OL］． ［2014-02-27］． http： ∥ www．

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漏洞。
因此，如何正确、全面地认识撤销论文的本质、规
律、特征与趋势，净化学术氛围，保证学术质量，提高学
术水平，提升科研人员素质是学术界急需解决的问题 。

html#retractions
elsevier．

com / about / publishing-guidelines / policies / arti-

cle-withdrawal#Article-retraction
［11］ Correction and retraction policy［EB / OL］． ［2014-02-27］．
http： ∥www． nature． com / authors / policies / corrections． Html

我国科研工作者、期刊编辑、科研管理部门应以此为
戒： 一方面，广泛开展对不端行为论文的审查与回溯工

［12］ Corrections and retraction policy- edorium journals［EB /

作，及时撤销有问题的论文并明确发表撤销声明 ，降低
其对我国科技发展的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编辑出版界

corrections-retractions-articles-edorium-journals． php
［13］ Fang F C，Steen Ｒ G，Casadevall A． Misconduct accounts for

应形成统一认识，明确规范撤销论文的查处、公布、保
存等环节的方法与流程，科研管理部门应认真制订相

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2，109 （ 42） ：

应的管理办法与措施，严惩不端行为实施者，遏制此类
行为的发生、发展与扩散。 这样才可以还科学一片净
土，重拾公众对科学研究的信心。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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