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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与范围
本指南对Wiley出版道德指南（2006年首次发布，2014年第一次修订）进行了进一步的更新和修订。

我们发布新版指南的目的仍然是通过总结全球领先组织的最佳实践指南，为所有参与学术出版的
人员提供支持，主要的服务对象包括：学协会、编辑、作者、图书馆员、学生、资助机构、企业和新闻记

者。

为了编写新版指南，我们与Wiley诚信与出版团队（Integrity and Publishing Group, 简称IPG）的
成员开展了合作，他们在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事务处理方面非常专业。我们知道，不同的学科具有

不同的实践方法与传统，单一的指南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学科。因此，当某一项内容仅适用于某一个或
某一些学科时，我们会加以说明。
此更新版本于2020年4月17日发布。

概述
出版道德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简称COPE）

COPE是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促进科研及出版诚信。Wiley为旗下所有期刊的编辑提供COPE的会员

资格。截至编写本指南时，COPE服务于全球12,000多名会员，提供实践指南、在线学习和研讨会等资
源。许多编辑和出版商都认为COPE的工具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本指南的相关部分均列出了所适用

的具体的COPE工具，COPE流程图[1]和COPE样函[2] ，请参见文末参考文献。

COPE面向期刊编辑团队、出版商和机构等参与学术文献出版的个体或机构，制定了一套核心实践

方法[3]，并建立了COPE论坛[4]，编辑们可以通过该平台针对疑难案例发表独立意见。此外，编辑们还
可以通过COPE案例档案数据库[5]（收录1997年后的案例）搜索类似案例，汲取经验。

此外，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The US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简称ORI）出版了《管理科学不端
行为：编辑指南（Managing Allegation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A Guidance Document for

Editors）》[6]。欧洲化学学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emical and Molecular Sciences, 简
称EuChemS）也出版了《期刊和评审出版物的道德准则（Ethical

Journal and Review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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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for

Publications

in

Wiley出版道德
如果您是Wiley的编辑、同行审稿人或作者，请联系Wiley出版部门或期刊出版经理获取相关建议。如
果您对Wiley某本期刊关于本指南中提到的问题有任何疑问，请与Wiley诚信与出版团队（IPG）联系

（邮箱：pubethics@wiley.com）。我们将根据具体情况，将您的问题转交IPG或相关期刊出版经理。

Wiley组建IPG的目的是对已出版文章的任何修正（撤稿、稿件收回、关注声明）进行审核和批准，为出
版道德问题提供建议，制定和实施出版道德相关政策，为Wiley旗下期刊的道德问题调查提供支持。

IPG团队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包括：1）咨询团队：为特定领域的出版道德问题提供调查和解决方案支

持；2）专业顾问：针对需要其他部门（如法务及公关部门）配合的出版道德问题，专业顾问团队为咨询
团队提供支持；3）高级团队，由Wiley资深员工组成，对撤稿、稿件收回和关注声明予以最终审批。

致编辑：

首先，请与您的出版人沟通

期刊出版一直是团队合作的产物，在处理与期刊相关的道德问题时也不例外。出版道德问题经常会引
起或者牵涉法律问题，期刊应参照本指南建立一套明确的政策与流程，作为处理相关问题的首要参考
依据。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沟通。我们建议编辑、期刊出版人及其他期刊团队成员经过讨论再采取进一步行
动。必要时可寻求法律咨询，特别是可能涉及诽谤、违约、隐私或者侵权时。
初步讨论后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或扩大讨论范围，如：

 引入相关机构、雇主或资助机构（通常由这些机构对作者争议或不端行为进行调查）。

 向其他期刊编辑咨询（对于某些案例，协作调查是有帮助的，但需要留意保密性问题）。
 向其他渠道寻求建议，例如COPE论坛[4]。

学术争鸣
期刊应通过期刊网站、向编辑致信或第三方网站等方式，为出版后的学术讨论提供便利。期刊必须制
定已发表文章的更正、修订和撤稿机制。

 期刊应鼓励读者来信，对已发表文章提出建设性评论。

 如
 果读者来信针对某一篇文章，则在发表来信之前，期刊应邀请该篇文章作者对来信进行回复。
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同时发表读者来信和作者回复。
 作者有权不回复读者来信，但对于编辑认为对文章具有建设性的评论，作者无权拒绝其发表，另
外，作者可以向编辑指出非建设性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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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
期刊应考虑建立一套作者申诉机制，以促进合理申诉，减少重复或者无依据的申诉。

 对
 编辑流程及决策进行恰当复议后（如作者提供额外的事实依据，对稿件进行修改，提供额外材
料，或针对利益冲突或不公正的同行评审提出申诉）
，方能允许申诉推翻之前的决定。作者自身的
抗议不影响编辑决策。

 编
 辑应介入调解作者与审稿人在同行评审过程中的所有交流。编辑可以征求其他审稿人的意见，
以便做出最终决策。
 期刊应在其投稿指南中声明，作者申诉后编辑所做出的决定为最终决策。

期刊应考虑建立相应机制（可通过出版商或第三方）
，允许作者或其他人员对期刊编辑管理发表评论。

作者资格
作者和贡献者 Authors and contributors

作者资格是对所做的工作给予认可和肯定，对所报告的研究负责，被赋予道德和法律权利(版权)，并在
塑造学术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作者资格问题仍然是编辑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COPE针对作
者身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提供了实用性建议[8]。
COPE建议期刊和出版商制定相关指南，明确
说明谁为文章做出贡献，以及如何区分作者及
贡献者，同时提供潜在争端的处理流程。

许多期刊要求作者在投稿过程中确认
作者及合著者符合作者资格要求，并
且提供ORCID数字标识符。

作者资格没有统一的定义，并因学科及学术团体而异，跨学科研究合作尤为如此。不同学科会采用各
自不同的标准，例如，生物医学领域普遍应用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简称ICMJE）准则[9]，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简称APA）准则[10]适用于心理学领域，欧洲化学学会（EuChemS）准则[7]在化学学科内广泛采用，而在
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单一作者的出版物更为普遍。但是，作者资格的最低要求是为研究做出
重大贡献，并对所开展的工作负责[8]。

许多期刊要求作者在投稿时确认作者及其合著者符合作者资格的要求，通常情况下要提供开放型研
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Open Researcher Contributor ID, 简称ORCID）。ORCID作为一个永久
的数字标识符，能用于区分姓名相似的作者，并链接作者与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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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收到投稿后应通知所有作者，并确认电子邮件的有效性。为提高透明度，期刊可发布“作者贡献
声明”
，用于说明每位作者对稿件的贡献。
“贡献者角色分类法”
（Contributor Roles Taxonomy，简
称CRediT）[11]对作者贡献声明进行了扩展，该分类包含14个公开标准选项，对每位作者对稿件的贡
献度进行标准化描述。该信息可从作者元数据中获得，并链接到作者的ORCID简介，从而以完全透明
的方式展示作者的贡献。

某篇文章如果存在不符合作者身份标准但对该研究做出了贡献的个人，则应向其致谢，但需事先征
得其同意。如某项研究包含未成年人参与（例如面向儿童的技术），因儿童不能对研究的全部内容负
责，所以应在致谢部分注明。

期刊应鼓励跨文化研究的作者给予传统知识适当的贡献认可，但该贡献认可应不违反匿名原则。该
“传统知识”说明；在稿件中引用本土资源（例如人或群落团体）；具名引用文化
贡献认可的形式包括：
知识。在某些领域（如人类学），需要给予跨文化合作者作者资格，这一点同ICMJE的作者身份认定准
则[9]有所不同。更多信息，可参考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研究网站（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12]。

已故作者 Deceased authors

如果所投稿文章包含某位离世作者，或者在文章评审过程中作者离世，文章的发表版本中应添加脚注
或以类似形式予以说明。
期刊经常会使用“ † ” 符号和脚注来说明情况。
合著者应对已故作者的贡献
及其潜在利益冲突做出保证。如果已故作者是通讯作者，则应提名另一位合著者作为通讯作者。请注
意，根据法律规定，版权被视为个人财产，如果该作者尚未签署版权转让协议或许可，或者未以书面形
式授权某位合著者代其行事，则需向作者继承人获取版权许可。

出版后作者姓名变更 Author name changes after publication

如果文章出版后作者希望变更姓名，在合理的情况下，期刊应考虑满足此类要求。如果做出更改，则
应记录并随文章一同附上更正。所有作者都应被告知任何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修改，并在适当情
况下就更正声明的措辞向所有作者征询建议。编辑团队可自行裁定姓名变更事宜，并认识到姓名变
更对作者而言可能较为敏感，应尊重作者意愿，但同时确保已发表文章具有透明、可靠的记录。

作者资格纠纷 Authorship disputes

编辑可参考COPE流程图[1]和“如何发现作者身份问题”[13] 处理作者资格纠纷。如果作者无法自行解决
纠纷，通常需要提交相关机构处理。

作者包含编辑或期刊工作人员 Editors and journal staff as authors

编辑或编委会成员不得参与所撰写文章的编辑决策。期刊应为编辑、编委会成员及工作人员的投稿建
立相应机制，发布明确的政策。我们建议：
 作为某篇文章的作者或贡献者，编辑/编辑团队成员不得参与该文章的编辑决策。

 如
 已发表文章的作者中包含编辑或者编委会成员，期刊应附上简短声明说明该篇稿件所采用的
评审流程。

有些期刊不考虑来自期刊编辑或者工作人员的原创性研究，另一些期刊则设有相关程序，以保证此类
文章经过公平公正的同行评审。

6

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实践指南

引用
引用和参考适当的相关文献是学术出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有相关人员（作者、编辑、同
行审稿人）的共同责任。作者不应该过度引用自己的文章。当不具备足够的学术合理性时，编辑和
同行审稿人不应要求作者在其论文中添加引文。对于不恰当的引用问题（包括引文堆叠（citation

stacking）和引文同盟（citation cartels）
）COPE曾发起相关讨论，并编写了一份有关引文操纵（citation
manipulation）的讨论文件[14]，提供了最佳实践指南。

引文堆叠是一种异常的引用行为，即在两个或多个期刊之间的引用次数不成比例。通常有一个“捐赠

者”期刊（提供引用）和一个“接受者”期刊（接受引用）。这种模式可以作为“引文同盟”的证据，期刊通
过捐赠和接受引用来提高自己的引用次数，同时不会夸大自引率。

引文同盟是指作者或期刊编辑不成比例地（与其他相关文章相比）引用内部成员的文章，共同提高对
某些文章的引用次数。

商业考量和编辑独立性
商业考量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编辑决策不可能不受任何因素影响（例如商业考量）。例如，编辑知道哪些文章会带来更多的抽印本
或再版销量。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建议编辑、期刊所有者和出版商制定相关流程，最大程度地降低商

业、个人或政治因素对编辑决策的影响。

 编辑能根据文章的学术价值及其对期刊所服务群体的潜在意义，自由判断取舍。
 对于具体论文的编辑决策独立于广告销售。

不允许资助机
 对于由第三方资助出版的特刊、增刊或者类似内容，期刊应当建立相应的处理政策。
构影响稿件的选择或编辑，应清晰标明一切受资助的项目。

 期刊应制定相应政策，使得编辑决策不受开放获取文章出版费用或作者所支付的其他类型款项的
影响。

在科学编辑理事会（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简称CSE）发布的《促进学术期刊出版诚信白皮书

（White Paper on Promoting Integrity in Scientific Journal Publications）》[15]和COPE提供的核心
实践[3]中均对编辑独立性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7

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实践指南

商业特刊、
增刊和其他受资助的出版物
Commercial issues, supplements, and other funded publications
期刊可以选择出版由第三方(如公司、学协会或者慈善机构资助的增刊、特刊或者类似内容。期刊应向
读者说明提供资助的机构名称，并声明所有相关利益冲突。

资助机构只能决定所资助内容。编辑（或联合编辑）对文章的选择与编辑具有决定权。

期刊编辑可以选择使用“客座”或外部编辑来支持增刊、特刊或者类似内容的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披
露期刊政策并保证外部编辑执行该政策是期刊编辑的职责。

对于不符合期刊要求的受资助的增刊、特刊或类似内容，期刊应保留不予出版的权利。

Wiley不允许销售团队参与同行评审和编辑决策流程，只有在编辑做出最终决定以后，我们的销售团

队才能使用编辑信息。编辑信息的内容及披露时间均需得到期刊所有者和编辑的确认。可销售内容也
均需征得期刊所有者和编辑的同意，如期刊刊登广告的位置(文中、紧随文章、集中在期刊某部分或仅

刊登在线广告) 和是否允许出售文章的网络预印本。

编辑独立性 Editorial independence

科学编辑理事会（CSE）在白皮书中讨论了编辑独立性[15]。

编辑与期刊所有者及出版商之间的关系应通过正式的协议予以确定，还应在出现分歧之前建立纠

纷解决机制。期刊所有者(无论是学协会还是出版商）
应避免影响编辑决策。

 编辑对于期刊投稿的发表决定不受雇主、期刊所有者或出版商的影响。理想情况下，应在编辑合
同中阐明编辑独立性原则。

 期刊所有者或出版商可以与期刊编辑讨论一般的编辑程序和政策(如期刊是否应该发表某一类型
的文章)，但不应干预编辑对具体文章的发表决定。

利益冲突
编辑、作者与审稿人有责任披露可能影响稿件呈现或评审客观性的利益冲突因素，包括相关的经济利
益(如持有专利和股票、咨询费、演讲费等) ，以及个人、政治与宗教利益。
ICMJE对利益冲突的定义如下：
“当涉及主要利益
(如患者健康或研究有效性)的专业判断可能会受

到次要利益(如经济利益)的影响时，就存在利益冲
突。对利益冲突的认识与利益冲突的实际发生同
样重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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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限制具有利益冲突的人员发表文

章的政策可能导致作者隐瞒相关利
益，结果会适得其反。

严格限制具有利益冲突的人员发表文章，可能导致作者隐瞒相关利益，结果会适得其反。

 参
 与出版决策的期刊编辑、编委会成员和工作人员应发布利益冲突声明。期刊应考虑在期刊网站
上发布并按需更新该声明，同时发布对具体文章相关利益冲突的处理方法。

 编
 辑应对利益冲突声明的内容进行详细说明，包括声明有效期(如3年)。编辑应要求作者说明相关
经费，包括经费用途(如差旅补助、演讲费)，并说明他们所持有的相关专利、股票以及股份。

 编辑应发表作者的利益冲突，或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如存在争议，编辑应支持进行更多披露。
 如果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编辑应为此发表确认。

 编辑应管理审稿人的利益冲突。邀请审稿时应同时要求审稿人披露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并要求
审稿人在存在相关利益冲突时主动放弃审稿资格。

 当
 编辑、编委会成员或者其他编辑人员的自身利益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文章做出公正决策时，应退
出讨论，指定代理决策人，或建议作者转投其他期刊。

COPE流程图 [1]阐明了对疑似未披露利益冲突的调查流程。ICMJE创建了一份统一的利益冲突披露表
格[16]。

版权和知识产权
法律要求作者在出版前签订版权协议。有些期刊会要求作者将文章版权转让给期刊，有些会接受作者
专属许可。在Wiley，如果文章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作者则必须签订《开放获取协议》
（Open Access
Agreement）。Wiley发布了专门的版权指南 [17] 。

无论任何文章，法律均要求出版商获得作者明确的出版许可。Wiley提供多种版权协议，由合作的学协
会自行决定采用何种版权协议，以下是相关版权协议的简要描述：

《版权转让协议》
（Copyright Transfer Agreement，简称 CTA）：在此种协议下，作者保留重复使用

文章内容的权利，但是将版权转让给了期刊、学协会或者出版商。签订《版权转让协议》可以让出版商
代表作者从最大程度上维护其版权不受侵犯。

《专属许可协议》
（Exclusive License Agreement，简称ELA）：此类版权协议赋予期刊所有者文章专
有权，但是作者保留文章的版权。

《开放获取协议》
（Open Access Agreements）：Wiley要求希望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文章的作者签

订《开放获取协议》
，使文章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下实现开放获取，
以满足开放获取出版条款并保证最广泛的传播。知识共享网站 (Creative Commons website）[18]解

释了这些许可协议如何发挥作用。截至编写此指南时，Wiley采用三种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即CC-BY,
CC-BY-NC和CC-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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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关注声明、撤稿和稿件收回
更正 Corrections

期刊应鼓励读者和作者在发现错误时通知编辑部，特别是当错误可能会影响文章数据或者信息解读

的时候。当发现错误时：

 期刊应与作者和出版商一道更正已出版的错误。

 当重大错误被发现后，期刊应发布更正启事，当错误严重到使文章中提到的研究工作无效时，应
考虑撤稿。

 针对文章中有错误而刊出的更正，应该区别于由于学术不端行为而导致的撤稿和声明。
 更正启事应列入索引系统，并且链接到原稿。
 更正启事应可以免费访问。

更正采用的格式取决于文章所处的出版阶段。例如，对于处于Early View（或同等）阶段的文章（属于出

版前的在线记录版本），可以直接对在线文章进行更正。在此情形下，必须添加审核跟踪，以突出显示

自文章首次出版以来对在线版本所做的更改以及更改日期。

对于已出版的文章，应发布相应的更正声明，并链接到原始文章。在此情形下，通常不应直接对文章进
行更改。

关注声明 Expressions of concern

如果编辑有充分的理由担忧或者怀疑，并且认为读者应了解潜在的误导信息，可以刊登关注声明。编

辑应谨慎发表对于某篇文章的关注声明，因为同撤稿一样，关注声明可能会影响研究者的名誉。通常，
更可取的做法是通过独立调查获得明确判断后再发布撤稿声明。

关注声明的标题中应包含“关注(Expression of Concern）
”的字样，并指出所讨论的文章。关注声明的

页面应标注页码，并包含在期刊目录中。关注声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章，有可能的话应该链接到电子版
原始文章。声明应向读者明确说明编辑对文章内容的发布关注声明的原因，并采用便于检索和摘要识
别的形式，且与原文互链。最后，这部分内容应可以免费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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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稿 Retractions

COPE发布了撤稿指南[19]，建议
期刊应致力于维护学术记录的诚信，因此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撤回稿件。

以下几种情况期刊可发布撤稿声明：

 期刊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由于重大错误（如计算错误或实验错误）、伪造（如伪造数据）或篡改（如
图像处理）而导致研究结果不可靠；

 构成剽窃；

 研究结果已在其他期刊发表，但没有恰当引用、未向编辑披露、未获得再发表许可、未说明正当理
由（例如，重复发表）；

 包含未经授权使用的材料或数据；

 侵权或存在其他严重的法律问题（例如诽谤、隐私问题）；

 研究违反出版道德；

 同行评审过程不规范或受到人为操纵；

 作者未能披露某项主要的竞争利益或利益冲突，在编辑看来，会严重影响对稿件的解读以及编辑
和同行评审的建议。

Wiley针对撤稿处理及撤稿情形制定了相关政策，所有撤稿操作都将由Wiley诚信与出版团队审查和
批准。

撤稿声明标题中应包含“撤稿（Retraction）”字样，并指出所讨论的文章。撤稿声明应标注页码，并包

含在期刊目录中。声明应该引用原文，有可能的话应该链接到电子版原始文章。声明应向读者明确说

明文章被撤销的原因，应采用检索和摘要服务可识别的形式，并与原文互链。并且，撤稿声明应可以免
费访问。

稿件收回 Withdrawals

有时可能存在已录用文章在更正、编辑、排版之前被收回的情况。
虽然录用文章已分配数字对象标识符

（DOI），但因为没有正式出版，并不构成记录版本，不包含完整的文献目录信息。因此，如果录用文章
因包含错误、不慎重复投稿或违反职业道德规范而被收回，则可以删除该文章并发表收回声明。
即便如此，被删除文章的文献目录信息也应作为科学记录加以保存，并说明删除的原因。

对于记录版本，Wiley遵循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Medical Publishers，简称STM）关于科学客观记录撤稿和保存指导建议，强烈反对删
除记录版本，只在有限的情况下考虑收回记录版本[20]，如：
 侵
 犯研究对象隐私；

 存
 在可能对公众造成影响的错误，并且如被应用会对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对
 相关领域的其他个人或工作发表了明显的诽谤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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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报告准则
数据共享 Data sharing

开放研究倡议，例如共享“Findability, Accessibility, Interoperability, and Reuse（FAIR）”数据（可

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再用的数据）
，可带来诸多益处，例如提高研究结果的透明度和可重复性。
因此，期刊应制定明确的数据可用性声明以及数据共享要求。
Wiley支持Future of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and

e-Scholarship（简称FORCE11）数据引用原

则联合声明 [21] 。该声明为学术文献、数据集或其他

研究对象中的数据提供引用指导。我们推荐采用该
联合声明中建议的数据引用格式，并应引用机构知

编辑应与审稿人合作，确保作者提供
了足够的信息，以便读者对文章的研
究方法和结果进行评估并得到结论。

识库、学科知识库或其他通用型数据库的数据。

报告准则 Reporting guidelines

准确而完整的报告有利于读者对研究进行充分评估、重复和利用。编辑应鼓励作者遵循其所在学科领
域的规范，撰写准确完整的研究报告。编辑应与审稿人合作，确保作者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以便读者对
文章的研究方法和结果进行评估并得到结论。

 在健康科学研究领域，EQUATOR Network[22]提供有用的报告工具。

 在 生命科学研究领域，FORCE11提供有用的报告准则 [23] 。编辑可以向动物实验推荐的报告指南

包括《动物研究：活体实验报告指南（Animal Research: Reporting of In Vivo Experiments）》
（简称

ARRIVE指南）[24]、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实验动物资源研究所（Institute for Laboratory Animal

Researc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指南[25]，以及Carlijn R Hooijmans等发表的《黄金标准
出版清单（A gold standard publication checklis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nimal studies, to
fully integrate the Three Rs, and to make systematic reviews more feasible）》[26]。

 Story Landis等也发表了文章《提倡透明化报告，优化临床研究的预测价值（A call for transparent

reporting to optimiz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preclinical research）》
，详细地讨论了动物研究的
报告标准[27]。

 在生物科学研究领域，可参见《生物和生物医学调查的最小信息》
（Minimum Information
Guidelines from Diverse Bioscience Communities，简称MIBBI）[28]。

 《牲畜与食品安全随机对照组试验报告指南（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for Livestock and Food Safety）》
（简称REFLECT声明）为与牲畜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报告指

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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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法规 Data protection legislation

期刊应遵守数据保护法规。与Wiley合作的编辑人员如有关于数据保护方面的任何疑问，应向Wiley寻

求建议。

伪造、篡改和图像处理
伪造数据是指通过编造研究发现、记录或报告结果来故意歪曲研究数据。数据篡改是指操纵研究材
料、设备或过程，包括遗漏和更改数据，有目的地制造假象。当以图像形式收集研究数据时，对图像

进行更改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结果。对图像进行不恰当的处理也是伪造或篡改的形式之一。但是，有
时对图像进行编辑可能是正当甚至必要的，例如：作者可能需要将原图的某一部分进行放大，以便
呈现某些放大后才可见的属性或现象；有时可能需要对视频进行编辑以保护参与者的隐私。

出版物临床与实验室图像（Clinical and Laboratory Images in Publications，简称 CLIP）六项原则
[30]

为记录和出版临床与实验室图像提供了指导。科学编辑理事会（CSE）在其白皮书 [15]中对图像处理

进行了讨论。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提供了用于快速检查学术图像和实验样品的鉴别工具 [31]。

期刊可以提供图像处理方面的指导，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对图像进行核查。我们建议期刊要求作者

在投稿时对图片进行过处理的位置进行说明，并要求作者在投稿时提供原始图像，或能够随时应要
求提供原始图像，同时建议期刊在作者指南中做出如下解释：
 不得增强、掩盖、移除、移动图像的某个属性或特征。

 如果需要对亮度或者对比度进行调整，必须将效果无差别地应用于整个图像以及对比图像，并且
前提是这些调整不会掩盖、消除或者歪曲原始图像中呈现的任何信息。

 不得对图片进行过度处理，比如强调图像的某一区域而忽略其他部分，这与相对于对照组而过度
强调实验数据的道理相同。

 必须附图说明非线性调整或者删除的部分。

如存在必要性，
 不提倡将不同凝胶、场域、曝光以及不同实验系列中获得的图像放在同一张图中。
则应该在合成的图像中用分界线清晰地标明各个组成部分，并加以说明。

期刊可以要求作者在投稿的同时
 如果发现任何修改迹象，作者必须提供原始的未经处理的图像。
提交原始图像和经过处理的图像。

这些建议基于Journal of Cell Biology所制定的指南[32]，以及Mike Rossner和Kenneth Yamada发表的

文章《图片里有什么?图像处理的诱惑（What’s in a picture? The temptation of image manipulation）》
[33]

。
Douglas Cromey在《避免扭曲：恰当使用与处理科学数字图像的道德指南（Avoiding twisted pixels:

ethical guidelines for the appropriate use and manipulation of scientific digital images）》[34]中对图

像处理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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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质、风险和生物安全
作者有责任在稿件中对任何异常的内在危险或风险予以标识，例如给出适当警告，并指出相关安全预防

措施。此类危险包括对公共健康安全、环境、植物、动物或设备构成威胁的产品、化学药品、操作或技术。
如果文章中提到的研究可同时用作善意和恶意的用途，期刊应要求作者在投稿时说明。这通常被称为

“双重用途研究（Dual Use Research）”。

期刊应要求作者遵守美国国家生物安全咨询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dvisory Board for Biosecurity，
简称NSABB）发布的有关双重用途生命科学研究的指南 [35]，该报告对“双重用途研究问题”进行了详
实的描述和讨论。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
学术不端行为可由审查软件、编辑、同行审稿人或第三方提出。
COPE制定了处理第三方直接/间接提出
的疑似学术不端问题的流程图[36-37]。
在调查过程中，如需披露第三方身份，则应提前告知并获得许可。
无论是由审查软件、编辑、同行审稿人或第三方

（以匿名或其他方式）提出的可疑的学术不端行
为，如具有具体、详细的证据支持，都应对其开展

适当调查。科学编辑理事会 (CSE) 在《促进学术

期刊出版诚信白皮书》 中，讨论了应对学术不

期刊出版团队，包括出版人、编辑团

队、学协会，在处理可疑学术不端行为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5]

端行为的国际模式。在第二届科研诚信世界大会

（Second World Congress on Research Integrity）期间编写的《新加坡科研诚信宣言（The Singapore
statement on research integrity）》[38]提出了“对研究诚信至关重要的原则和专业责任”。

期刊出版团队，包括出版商、编辑、学协会，在处理数据伪造、篡改、剽窃、图像不恰当处理、科研职业道

德缺乏、有偏见的报告、滥用作者资格、多次或重复发表以及未公布利益冲突等潜在问题时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
其他章节将对上述情况进行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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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刊出版团队无法开展调查的情况下，例如，期刊难以就可能存在的与调查相关的问题获得必要的
调查信息（如数据伪造、作者资格滥用、科研职业道德缺乏等问题），期刊应要求科研机构、雇主、资助

机构或相关国家法定机构开展调查。但是，某些学术不端行为（如剽窃、图像不恰当处理）可以由期刊
出版团队进行调查和处理。期刊应确保通知有关各方，包括作者及其所在机构和/或资助机构。
编辑应该与出版商一起商讨有关规定，并决定如何处理疑似学术不端行为：
 疑似学术不端行为应按照已确立的流程进行处理，如COPE流程图[1]；
 也可参考COPE样函[2]以及科学编辑理事会（CSE）编辑样函[39]；

 应以适当的速度处理疑似学术不端问题，以容许做出谨慎的判断；
 调查可能会导致撤稿、稿件收回、关注声明或者其他结果。
编辑应首先向出版商寻求处理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的建议。

同行评审
对于不同同行评审模式的优点，例如向作者透露审稿人的身份和/或向审稿人隐瞒作者身份，一直存在

许多争论和研究。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某种评审模式更具优势。不同模式的优势和可行性因学科
而异。编辑应该选择最适合其期刊和研究者群体的同行评审模式。

编辑及编辑委员会可参考COPE制定的同行评审道德准则[40]。

Wiley为期刊团队开发了优化同行评审的自我评估流程[41]，以评估整个同行评审发表流程。
有关同行评审道德的更多建议可参考：Sara Rockwell撰写的《同行评审道德：审稿人指

南（Ethics of peer review: a guide for manuscript reviewers）》[42]，EuChemS期刊准则[7]，
以及Hames编纂的图书《学术期刊中的同行评审和稿件管理：实践指南（Peer Review

and Manuscript Management in Scientific Journals: Guidelines for Good Practice）》[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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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应明确定义并描述所采用的同行评审类型，例如，单盲评审、双盲评审、三盲评审、开放评审
或发表后同行评审。

 期刊应向读者说明是否针对不同文章类型采用不同类型的同行评审。例如，读者需要了解编者按
和读者来信是否无需经过同行评审，而原创性研究文章和综述则始终需要同行评审。

 期刊还应明确说明是否有稿件分类处理流程，将与期刊研究范围不符或不适当的投稿在没有送审
的情况下拒稿或退还给作者。

 编辑应在同行评审过程中采用一致的标准，包括对特刊、增刊，以及由客座编辑处理的同行评审。

 编辑应确保稿件处理的保密性，未经作者许可不得向审稿人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任何细节。如果作

者、编辑和审稿人已进行了私下讨论，则除非征得各方的明确同意，或者有特殊情况（例如，为协
助调查知识产权盗用诉讼而提供证据）
，否则应维持保密状态。

 编辑应要求审稿人在受邀评审及提交评审意见时（因为可能只有在阅读稿件后才能确定是否存在
利益冲突）披露任何存在的利益冲突。编辑应要求审稿人在可能无法撰写无偏见评审意见的情况
下谢绝评审邀请。潜在利益冲突包括：审稿人近期曾与作者合作，审稿人与作者同属一家机构，审

稿人与作者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审稿人与作者存在个人冲突或者密切的私人关系/密切联系，审
稿人涉及与稿件相关的经济利益。

 编辑应要求受邀审稿人告知是否将评审工作委托他人。
为创建一个高效的同行评审流程，编辑应该：

 建立并维护符合数据保护法律法规的合格
审稿人数据库。

 监督审稿人的评审质量和效率。
不应邀请多

次提供低质量、拖延、带有侮辱性语言或不

具建设性审稿意见的审稿人进行审稿工作。

期刊应在其作者指南中向作者说明如
何对所投稿件进行筛选，以查找重复
文本和可能存在的剽窃。

 编 辑应考虑让作者提名审稿人或者让作者说明哪些特定人员不适合对文章进行同行评审。编辑

应提醒作者避免提名有利益冲突的审稿人，编辑没有义务直接采用作者提供的名单，并且应该确

保至少有一位审稿人不在作者的提名名单中。编辑在发出评审邀请之前，应该核查所有审稿人的
资质。对作者推荐的潜在审稿人进行资质核查尤为重要。编辑在邀请审稿人时应使用机构电子邮

件地址，并尽可能要求审稿人提供ORCID数字标识符，避免邀请无法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确定其
背景和所属机构的审稿人。

 为确保同行评审和出版的及时性，应避免不必要的延误，并考虑如何在发生延误时更好地通知作

者。在线评审可以提供更快的发表路径，并将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和其他研究）信息发布到公共
领域。

 为审稿人提供关于其角色和责任的明确指导，鼓励审稿人通过参考报告指南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
检查文章的报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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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的角色十分重要，他们可能发现数据伪造、篡改、剽窃、图像不恰当处理、不道德研究、有偏
见的报告、滥用作者资格、多次或重复发表以及利益冲突未公布等学术不端行为。
编辑应提醒审稿人他们的角色与责任，并对审稿人做出如下要求：

 尊重同行评审的保密性，不得讨论稿件或者就稿件联系作者或他人。
 声明任何利益冲突。

 为他们的推荐提供客观、有建设性的解释。

 审稿意见不得受到文章来源或作者的影响。

 避免要求作者引用审稿人的文章，除非有强有力的学术依据。

 在作者发表文章前，审稿人不得在自己的任何工作中复制所评审稿件的任何信息或内容。
 只同意在专长领域以及合理时间内进行同行评审。
 不得耽误论文发表。

 不得使用侮辱性的、怀有敌意的或者诽谤性的语言。
 在完成评审后销毁稿件和所有相关资料。

剽窃、重复/多次发表、文本再利用和翻译
剽窃 Plagiarism

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在其相关政策中对
剽窃进行了讨论，并给出如下定义：
“ 剽窃行为

（Plagiarism）涉及盗用或滥用他人知识产权，
大篇幅复制他人作品但未注明引用。剽窃不包括
作者资格或名誉纠纷。
”

期刊应在其作者指南中说明编辑部对
稿件的检测方式，以确定稿件是否存
在抄袭和剽窃问题。

编辑可以通过审查稿件之间是否存在的重复内容，以警示、教育作者，预防剽窃行为。期刊应在作者指

南中说明如何对所接收投稿进行相似度检测。Crossref提供的Similarity Check服务是检测文章相似

的的重要工具之一[44]。COPE也提供相应的流程图[1]，说明如何处理已提交稿件/已发表稿件的剽窃问
题。Wiley也针对处理稿件剽窃问题为编辑提供了相关建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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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发表/多次发表 Duplicate or redundant publication

科学编辑理事会（CSE）在《促进学术期刊出版诚信白皮书》中对重复发表/多次发表给出如下定义 [15]：

“作者必须避免重复发表，即逐字逐句地从自己已发表的论文中复制内容。
”
期刊应建立完善的流程，以避免重复发表/多次发表：
 检测已提交的投稿是否存在重复内容；

 在期刊指南中提醒作者不接受重复发表；

 要求已发表过的任何研究内容均需标明出处，包括研究数据、图表和图片；

 如果稿件（特别是医学类论文）中包含对已发表结果的重新分析，例如亚组分析，应标明原始数据
来源，并提供原始文献的完整引文信息；

 论文出版前，通讯作者必须签署相关《版权转让协议》、
《专属许可协议》或《开放获取协议》
，确保论
文的原创性，之前未曾发表，且其最终版只在本期刊发表。

以下类型的“预发表”不属于重复发表/多次发表（也可参考“预印本”部分）：
 会议期间发表的摘要和海报；

 会议上报告的研究结果，例如同研究者或与会者分享研究结果；

 在数据库和临床试验注册库中记录的研究结果（没有以表格或文本等形式，对数据进行解释、讨
论、背景描述或结论）；

 大学里存档的学位论文。

如果文章在出版后被发现存在重复发表问题，编辑应参考COPE建议的处理流程[1]，并同出版商共同
撤回稿件。

一稿多投 Duplicate submission

期刊应考虑如何监测一稿多投现象。例如，当多本期刊共享一组编辑团队或合法共享内部信息时，可

考虑采用将检测工具及相应机制纳入编辑系统，以供编辑监控一稿多投问题。

如发现一稿多投问题，编辑应参考COPE建议的相关处理流程[46]，与出版商合作处理。

文本再利用 Text recycling

COPE对文本再利用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相关指南 [47] 。期刊可以制定相应政策，说明期刊可接

受何种情况下及何种程度的文本再利用。对于希望向不同读者群介绍项目研究结果的作者来说，期刊
对于文本再利用的说明至关重要。作者在恰当引用已出版内容并申明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可以对全部
或部分结果进行再利用，但需在文中展示出不同的讨论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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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Translations

期刊可以发表准确翻译的、原始出版语言为其他语种的内容。期刊翻译及出版已发表内容，需获得相
应许可，并明确说明此内容为翻译再版并标明原始来源。

预印本
预印本通常是指在向期刊投稿前或投稿过程中，公开发布在预印本服务器上的稿件。COPE关于预印
本有专门的讨论 [48]。

Wiley认为期刊不应该拒绝已在预印本服务器上公开发布过的稿件，即稿件以预印本发表不影响文章
的投稿资格。当然，这并不代表此类稿件一定能够进入同行评审流程。期刊应制定相关的预印本政策，
并在作者指南中予以体现。文章应说明是否曾以预印本形式发表。
Wiley的作者可以通过Wiley作者服务网站查看具体期刊对于预印本的政策[49]。

科研道德
期刊必须制定相关政策，确保所出版的研究符合道德和责任规范，在文章出版前，作者已经取得了

必要的同意和批准。

动物研究 Animals in research

涉及动 物 的研究 应与涉及 人 类的研究一样严格。期 刊应 鼓 励 作 者采 取“ 3R原 则 ”，即替 代 原 则
（Replacement），避免或使用其他方式替代在动物上进行试验；减少原则（Reduction），最小化
动物的使用数量；和优化原则（Refinement），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50]。

国际实验动物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简称ICLAS）发
布了适用于研究人员、编辑和审稿人的道德指南 [51]。

期刊应鼓励作者遵守相关的动物研究报告标准，例如ARRIVE报告指南 [24]。指南建议期刊应要求作
者提供以下信息：
 研
 究设计和统计分析
 实
 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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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验动物

 动
 物饲养环境和方式

期刊应同作者确认在研究开始之前，已获得道德和法律批准，并提供批准机构的名称。作者还应声明
实验是否遵照相关机构和国家的指南与法规进行，例如：

 美国作者应遵循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NRC）制定的《实验动物
护理与使用指南（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52]，美国公共卫生署（US
Public Health Service，简称USPHS）的《实验动物人文关怀和使用政策(Policy on Human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55]以及《实验动物护理和使用指南（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54] ;
 英
 国作者应遵守《动物（科学规程）1986法案修正案条例（Animals (Scientific Procedures) Act
1986 Amendment Regulations (SI 2012/3039)）》[55];

 英
 国以外的欧洲地区作者应遵守《欧盟保护实验动物指令（Directive 2010/63/EU）》[56];

 澳大利亚作者应遵守《澳大利亚科学研究用途动物的护理和使用法规（Australian
Care and Use of Animals for Scientific Purposes）》[57].

编辑人员可能会要求作者在其稿件中说明其通过何种措施来避免和减少动物的不适、痛苦和疼痛，并
确认动物在实验任何阶段都未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编辑可以要求审稿人就实验报告标准、实验设计或者其它可能引起质疑的方面对文章进行评论。如果
文章中有某些引起关注或者需要澄清的问题，可以要求作者提供获得道德研究批准的证据或向作者
提出质询。

无偏见的语言 Bias-free language

对于包括或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需要用描述性的词语对受试人群进行详细说明。需确保用于描述
受试者的语言和描述必须是没有偏见的。第六版《美国心理学会出版手册（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9）》[58]针对消除性别、年龄、人种和族群、性取向、残疾和社
会经济状况的语言偏见提供了建议。

对于与性别、年龄、人种和族群、性取向、残疾和社会经济状况有关的研究，可能会涉及来自受试者的
定性数据（即直接引述或转录访谈）
，其中可能包含贬义的人口统计学描述性语言。除非出于研究必要
性，作者应尽量避免使用贬义的人口统计学描述性语言或冒犯性语言。如果受试者讲述的是使用冒犯
性语言的个人经历，应进行直接引述（并予以注明）。

边界和领土 Borders and territories

边界和领土的潜在争端可能直接体现在文稿的研究描述部分或作者的通讯地址中。应尊重作者的选
择，但如果出现明显争议或投诉，编辑团队应该努力寻找适用于各方的解决方案。最终，编辑对于发表
内容具有最终决定权，必要时编辑会向相关学会和出版商咨询。

文化和遗产 Cultures and heritage

美国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The US Office for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简称OHRP）建立了
可检索数据库，提供经由独立的社群机构审查会审批的含有文化敏感材料的研究和出版物 [59] 。更多
信息参见怀卡托理工大学发布的《原则与规程：毛利民族环境下的研究（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Conducting Research in a Maori Context）》[60]以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School
of Medicine）的《社群机构审查委员会与研究审查委员会：打造社群参与的研究未来（Community
IRBs and Research Review Boards: Shaping the Future of Community-Engaged Research）》[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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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已达成普遍共识，不断创新跨文化研究相关的共同版权管理方法，对于知识产权贡献的归属与致
谢，均能得到恰当的法律认可。
当需要出版具有文化意义或可能引起对某种文化冒犯的图像，例如宗教文献或历史事件，编辑应谨慎
考虑内容的敏感性。并且：

 编
 辑应意识到出版人体残骸图像的相关道德问题，并认识到不同文化对人体残骸有不同的理解。
在未征得遗骸后代或所属文化族群意见的情况下，应避免出版人体残骸图像；若未能联系到后代
或所属文化族群，则需咨询及获得管理机构及相关利益方的许可，否则不应出版人体残骸图像。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考英国生物人类学与骨质考古学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Osteoarchaeology，简称BABAO）发布的道德规范[62]；

在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中，还包括禁止发布死者照片或视频片段。
 某些文化禁止发布死者的名字[63]。
我们建议编辑应考虑任何可能存在的敏感因素，并在必要情况下与作者商讨恰当的表达或表现
方式。

族群和人种 Ethnicity and race

在描述被研究人群的人口统计信息时，建议使用相关术语来描述族群（例如，非裔美国人和南亚人）而
非人种。英国社会学协会（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BSA）制定了对于族群和人种
的描述规范[64]。

人类研究和受试者 Human studies and subjects

对于涉及人类受试者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医学研究）
的稿件，期刊应要求作者发表声明，确认已获得适
当的道德批准，并提供道德批准委员会的详细信息，
同时确认其研究符合公认标准，例如：
《赫尔辛基宣
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65]；
《美国联邦人类受

期刊只应在作者已事先征得所有受试
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再考虑出版包含
个体受试者信息和图像的研究成果。

试者保护政策（Federal Polic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66]；欧洲药品管理局《最佳临床实践指南（Guidelines for Good Clinical Practice）》[67]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过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68]。

期刊只应在作者已事先征得所有受试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再考虑出版包含个体受试者信息和图像的
研究成果。
ICMJE指南[69]指出：

“非必要的识别细节应予以省略。如果对匿名的有效性有所疑问，应征得受试者的知情和同意。例如，
遮盖照片中病患的眼部区域不足以保护受试者的匿名权。
”
如果稿件可能涉及潜在的弱势群体，需要作者和开展工作的机构特别留意获取知情同意，我们建议期
刊团队确保所出版文章符合相关标准并在文章中予以说明。冰岛人权中心（Icelandic Human Rights
Center）列举了13类弱势群体 [70]：
“1）成年和未成年女性；2）儿童；3）难民；4）国内流离失所者；5）无

国籍者；6）少数民族；7）原住民；8）外来务工者；9）残疾人；10）老年人；11）HIV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
患者；12）罗姆人/吉普赛人/辛提人; 13）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
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ESRC）为潜在弱势群体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
建议[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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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获得知情同意，期刊应要求作者在投稿时对此予以确认，并要求在稿件中附上知情同意声

明。需注意，同意参与研究与同意出版是相互独立的。如果稿件中包含可以识别出某个个体的信息
文件，则必须获取知情同意。同意书无需同稿件一同提交，但如果期刊要求，研究人员应提供必要

的详细信息。许多期刊都会为作者提供知情同意书模板，用于征得参与者的知情同意。

如果是技术影像（例如，射线照片或显微图），编辑应确保移除图像中所有可以识别受试者的信息。

对于人类受试者的声音或图像，在录制或传播之前，必须按照所适用的国家法律征得研究参与者

的许可。许多司法管辖区要求，任何视频或音频记录都必须获得正式的版权许可后才能出版。如

果出版基因序列或家族谱图，编辑可能需要征得更多相关各方的同意。
《CARE指南（Case Report
Guideline）》[72]为出版病例报告提供了相关建议。

临床试验登记 Registering clinical trials

世界卫生组织（WHO）[73]与《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65]均建议在招募参与者之前就

对临床试验进行登记。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nd Associations，简称IFPMA）也要求其成员进行临床试验登记。各机构的法规有

所不同，如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2007年修正案（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mendments Act

of 2007）》就不要求登记一期临床试验。

发表临床试验内容的期刊应按要求在指定注册机构，例如临床试验网站（ClinicalTrials.gov）
，进行
前瞻性登记。期刊还应遵循试验报告强化标准（CONsolidated Standards of Reporting Trials, 简

称CONSORT）[74] 。报告试验结果的论文均应包含临床试验登记号。期刊可以在作者指南中做出如下

声明：

“我们要求临床试验已经在公开的数据库中进行了前瞻性登记。请在文章摘要末尾注明试验登记中
心的名称以及临床试验登记号。如果试验尚未登记，或者进行了回顾性登记，请解释原因。
”

科研经费
期刊应要求作者在稿件中，例如致谢部分，列出科研经费的全部来源。如果没有具体经费来源也应予
以说明。除研究经费以外的其他类型资助也应予以说明，例如，某商业机构为研究提供经费、参与研
究设计并参与研究者招募。

研究所获得的其他支持也应在文章致谢部分予以说明，例如从某项基金或作者机构获得的开放获取
出版经费、写作或编辑助理费用、实验材料供应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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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期刊对可疑行为的处罚
Sanctions imposed by journals for questionable practices
对已发表的文章进行修订，例如更正或撤稿，是为了维护文献的科研诚信。修订不应被视为惩罚性措

施或作为处罚作者的手段。在出现疑似学术不端时，相关机构应负责开展调查并提供解决方案。

但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期刊可能有必要对参与疑似学术不端行为或发表不道德学术内容的研究人员

予以处罚，例如，当不端行为使期刊声誉明显受损，期刊可以禁止作者在限定时间内再次在该刊发表
文章，或禁止其担任期刊审稿人或编辑。我们建议，在禁令结束前进行重新审查，并在必要时撤销或延

长禁令。同时，期刊也应提供申诉渠道。

 在处罚前，编辑必须与出版商协商，特别是法律相关问题，并征询期刊所有者（如学协会）的意见；
 处罚必须始终一致且经过审慎考量；

 在处罚实施前，期刊应就实施（和撤销）处罚的条件以及流程予以正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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