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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位论文再出版的政策研究及启示

□王茜　窦天芳∗　胡洪营　续智丹　赵阳

　　摘要　博、硕士学位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国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界对于学位论文内容

的再出版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通过调研国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界发现,国外绝大多数高校和出

版机构认为学位论文并不算作先前出版物,基于学位论文内容再出版的稿件能否被接受,关键在

于稿件的质量,另外,根据不同出版机构及受众特点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是非常必要的.国内相

关研究尚待深入,多数研究人员和期刊编辑认为,学位论文因学术价值的特殊性,其析出内容的

再出版应得到更加理性和全面的分析.面对纷繁乱象,建议我国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规定,
出版机构阐明学位论文与先前出版物的关系,以及对于学位论文析出内容再出版的要求,以适应

网络出版日益普及的新形势.
关键词　学位论文　先前出版物　再出版　再发表　学术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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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博、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对其所参与项目研

究过程的系统性论述,反映了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

进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已经通过的硕士学位和博

士学位的论文,应当交存学位授予单位图书馆一

份”[１],这为学位论文的收集和利用提供了基本条件

和发展空间.纸质学位论文通常被图书馆限制在馆

内阅览[２－４],传播范围有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利用网络优势加速学位论文传播的需求日益增

长[５－６],有学者呼吁政府制定学位论文公开制度[７],
以加速知识共享与传播,学位论文公开也被认为是

抑制学术不端的重要手段.
在欧美国家,通过机构仓储或者商业数据库实

现学位论文的网络传播已取得广泛共识.在我国,
学位论文公开还面临若干现实困难,除了现行法律

对学位论文权属关系界定不清外,学术出版界对学

位论文公开后析出内容能否再公开正式发表也争论

不休[８－１２].国内鲜有出版机构对基于学位论文内

容的再出版政策作出明确说明,作者投稿时往往遭

遇“学术不端”“新颖性不足”的质疑.

为此,笔者调研了国内外关于学位论文公开及

出版机构对于已被数据库收录的学位论文是否构成

先前出版物的政策说明,以期为我国学位论文公开

带来 新 的 启 示. 国 外 方 面,Elsevier、Springer
Nature、Wiley和 Taylor& Francis这四家出版集

团所出版的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学科分布广泛且学

术水平较高,其期刊影响因子多分布于 Q１和 Q２,
因此,国外出版机构中选取这四家为例;国内出版机

构中,选取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１７年版)»
收录且在“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表”和“综合

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表”中均排在前１２名

的高校学报(包括«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
«浙江大学学报»),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例进行

比较.

２　学位论文公开制度概述

２．１　学位论文的发表权限定

学位论文公开后,析出内容的再发表之所以存

在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的滞后.英国规定,
学位论文被图书馆收藏不是发表行为,图书馆根据

特定需求提供学位论文利用服务也未构成出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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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然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公开

发表[７].我国也普遍认同学位论文被图书馆收藏不

是发表行为[１０].但学位论文被数据库收录后是否

算作正式出版物,现有的法律法规,如教育部的«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科技部的«科研活

动诚信指南»,对此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关于重

复出版、学术不端的认定出现歧义[１１].

２．２　学位论文的管理及公开

很多国家和高校对学位论文的管理及公开有明

确规定.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数据库的发

展为学位论文公开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也
带来了新的问题.

２．２．１　国外

欧美很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对学位论文进行集

中管理.例如,葡萄牙的«法定送存法»(LegalDeＧ
positLaw)规定,学位论文属于法定送存物,必须全

部呈缴到国家法定寄存和收藏机构,作为国家信息

资源和文献储备,执行全民信息平等获取的国家使

命[１３].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虽然国家法定送

存法没有规定学位论文必须寄存到指定机构,但是

为了有效保存学位论文,提高其使用价值,也纷纷以

国家为主导,建立国家层面的学位论文服务计划,广
泛吸收大学、科研机构加入计划,开展国家范围的学

位论文集中收集和数据库建设工作[１３－１４].美国、英
国等国由于历史原因和国内法律体系的复杂性,没
有法定的学位论文呈缴管理制度,但国家图书馆为

了更好地完成国家文化遗产长期保存的使命,正确

行使信息公开获取和全民共享的职责,主动开展学

位论文的收集、加工和服务工作[１５].德国博士学位

授予制度更是明确指出:申请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

在德国公开出版其博士论文才能被授予相应学位,
公开出版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由德国出版社出版

纸质论文并获得统一的ISBN 以外,学位申请人还

可以在网络上以电子出版物的形式出版其论文[１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自２０世纪末以

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收集数字化的学位论文资

源,开展电子学位论文计划,如德国的 Dissonline项

目、美国的 NDLTD 项目、加拿大的 TheseCanada
项目等.

欧美国家在版权限制方面遵循“自动保护原

则”,即认为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学生本人,但其学位

论文的开放获取程度普遍高于中国,几乎每所高校

都会制定一系列政策和细则来鼓励研究生在获得学

位前向学校(机构仓储)提交学位论文并授权学校开

放使用,部分高校在学生提交论文时给出多种权限

让学生选择,如:面向世界范围开放、仅向本机构用

户开放、几年后开放等等.
麻省理工学院(MIT)在学位论文版权限定和公

开方面的政策不同于美国其他高校.MIT规定:通
常情况下,学位论文的版权归学校所有,申请版权豁

免需向技术许可办公室(TechnologyLicensingOfＧ
fice)提出书面申请[１６].MIT 学位论文的元数据通

过 MIT图书馆馆藏查询系统在全球互联网范围内

公开,部分全文通过 Dspace＠MIT 向全球免费开

放.MIT学位论文全文的开放程度相当高,截至

２０１６年８月,Dspace＠MIT 中学位论文全文量达

４６５９４篇.
除自建机构仓储外,很多欧美高校选择依托商

业数据库来完成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公开,其中最为

著名 的 案 例 是 ProQuest 博 硕 士 论 文 数 据 库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

PQDT是美国 UMI公司出版的数据库,迄今已有

１５０多年的数据积累(从１８６１年开始收录),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和最广泛使用的学位论文数据库.该库

收录了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

２０００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文、理、工、农、医等领域

近４００万篇毕业论文的摘要及索引信息,１９９７年以

来的部分论文不但能看到文摘索引信息,还可以看

到前２４页 PDF格式的论文原文,是学术研究中十

分重要的参考信息源[１７].在这种模式中,高校扮演

了中介者的角色,学位论文作者直接与学位论文开

发机构签订授权协议,授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１８].

２．２．２　国内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于１９８４年４月

２０日发出的[８４]学位办字０１１号文的要求,我国的

博、硕士学位论文由三家机构(国家图书馆、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分工

收集保存,且目前只要求收集纸质版.我国尚未出

台国家层面的电子化学位论文计划.近年来,电子

化学位论文计划只在局部系统内推行过,例如,清华

大学图书馆牵头负责的CALIS学位论文项目,研制

了学位论文提交平台,尝试 DRM 技术应用;中国科

学院系统也建立了自己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三家国

家法定的学位论文集中收藏单位都还沿用传统纸质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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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收集的渠道和服务方式,没有建立论文提交、验收

和发布平台系统.
随着万方数据和中国知网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建

立,我国学位论文的开发大多采取转授权模式,即作

者先与高校签订论文利用授权协议,高校再与学位

论文开发机构签订协议,但相关条款比较模糊,容易

产生版权纠纷[１９].

３　学位论文与先前出版物关系的研究综述

学位论文析出内容能否再出版的关键问题在于

出版机构是否将学位论文视作“先前出版物”.这一

概念由国外学者首先提出,自２０世纪末至今已进行

了多轮讨论;国内鲜有涉及该概念的论述,但学术界

和出版界业已围绕学位论文的再出版问题进行了

分析.

３．１　国外

国外对于已被数据库收录的学位论文是否构成

先前出版物的讨论,随着学位论文呈缴工作的规范

化而兴起,并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而日渐深入.

１９９７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要求全体研究生提

交电子版学位论文,同时停止接收纸质版学位论文,
由此引发了关于电子学位论文对于学术出版影响的

大讨论和一系列调研[２０]:１９９９年,琼多尔顿(Joan
Dalton)调查了科学领域出版商的看法;２０００年,南
希希曼斯(NancySeamans)调查了社会科学领域

出版 商 的 看 法;２００２ 年,鲍 比  霍 尔 特 (Bobby
Holt)又对人文领域的出版商作了调查;２０１０年,安
吉拉麦库琴(AngelaMcCutcheon)在其学位论文

中调研了北美大学研究生院工作人员的观点;２０１１
年,南希希曼斯(NancySeamans)的调查对象在

期刊出版商之外又增加了以出版专著为主的大学出

版社.最新调研结果证明,绝大部分(９６％)的期刊

出版商和大学出版社不会因学位论文已被数据库收

录而拒绝接受以此为基础的学术成果,前提是质量

要过硬,并且要针对不同出版机构读者群体的不同

进行改写,以适应读者的特点和需求.

DissertationReviews网站指出[２１],对大多数专

业用途而言,作者将其学位论文提交到ProQuest网

站上并不构成出版,学者(包括聘用的和终身委员)
及学术出版商这两个有影响力的人群通常不会将在

线学位论文视为出版物:对于学者而言,提交在ProＧ
Quest数据库上的学位论文并不构成用于任何实际

目的(包括招聘,研究成果评估和任期)的书籍出版

物;学术出版商在这方面的看法存在一些差异,但

ProQuest与许多出版社合作,以确保他们不会将

ProQuest中包含的论文视为“先前出版物”.
对于历史等更加注重专著类学术成果的人文学

科而言,这一矛盾似乎更加突出.有鉴于此,美国历

史学会(AHA)曾专门发表过一篇声明.其中指出,
越来越多的大学出版社会拒收基于已公开的学位论

文而创作的稿件,并建议研究生院和大学图书馆在

接收电子版博士学位论文时允许学生设置长达六年

的访问限制期,以便作者对学位论文的内容进行修

改并写成专著出版.与此同时,学生要向大学图书

馆提供一至两份副本以供馆际互借之需,或者为电

子版学位论文设置严格的访问限制,例如,只限校园

内部,或者有明确学生许可的校园外访问[２２].
杜克大学图书馆学术交流模块的几篇文章也就

此事进行了专门讨论[２３－２４]:凯文  史密斯认为,

AHA的声明忽视了数年前各高校要求学位论文公

开的事实,且缺乏系统调研和数据支持,是一种想当

然的结论;凯文史密斯(KevinSmith,J．D．)还调

研了期刊和大学出版社编辑以及图书馆员的观点,
结论是基于学位论文内容的创作不是影响其是否能

够被出版的关键因素,作者能否进行修改以迎合更

多受众才是.一篇基于学位论文内容创作且精心修

改过的稿件通常不会被拒收,而学位论文如果不做

格式和内容上的修改则很难被接收,学位论文的电

子版已被公开多是出版社不予接收的借口,而非真

正原因.通常情况下,出版社会对每份来稿进行具

体评估.因此,凯文史密斯提议作者应当做好修

改的准备,并接受 AHA的建议,了解各高校的学位

论文政策和不同出版社的要求,合理使用禁显期

(EmbargoPeriod),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仔细阅

读合同条款[２３－２４].
国外很多高校都就该问题表明了观点,且向学

生提出了明确的建议.马奎特(Marquette)大学研

究生院的ETD页面上指出,８０％—９０％的专业期刊

出版商(例如Elsevier)都认为,在线提供的学位论文

并不算作先前出版物,因此不会对将来的出版产生

消极影响[２５].波士顿大学图书馆则在其一篇通讯

中强调了学位论文公开的优点,包括增加学者的可

见度、提高引用次数、提高学校声望、促进学术交流

等等,并在调研了 Elsevier、ACS、MIT 等出版社及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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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高校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即不同领域的出

版社要求各异,作者应当主动熟悉相关政策,如有必

要,需对学位论文作大幅修改,如无确定把握,可为

学位论文设定禁显期[２６].

３．２　国内

我国学术界已有围绕学位论文再出版问题的讨

论,按照观点的不同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持反对观

点,认为学位论文网络公开后再出版会导致期刊失

去首发权,并且是对学术出版资源的浪费,因此应视

为学术不端行为[２７];另一派则认为,学位论文相对

于一般的学术论文具有其特殊性,是对一个研究项

目的系统论述,加之很多学校要求博士研究生毕业

前要有著作出版,即以图书形式出版学位论文,因
此,学位论文的再出版并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相
反,为了推动学术思想的传播利用与共享,国家应当

鼓励各高校积极推动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建设和多渠

道传播[２８－２９].
国内出版界亦有围绕此问题的讨论.乔艳春认

为,博硕士论文答辩后的缴存或者商业性开发客观

上虽已构成公开发表,但却不构成真正意义的出版

行为,且博硕士学位论文因其特有的学术价值,应得

到广泛的传播,其再发表应得到鼓励[３０].王小寒等

认为,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公开发表并不等同于已经

出版,在没有明确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况下,为更好地

发挥学位论文的学术价值,期刊编辑部可以根据自

身情况酌情录用,同时也强调,再发表不是简单地

“照搬”,应 对 已 有 的 学 位 论 文 有 一 定 的 创 新 和

拓展[３１].
也有很多编辑认为,应当综合多方因素对学位

论文的再发表问题进行分析.如徐铭瞳认为,若作

者对学位论文内容进行了有价值的更新,或本身持

续拥有首发独创性优势,那么在处理好版权问题的

前提下,编辑部可以认定为合理发表.并且,再发表

的论文需经过严格的审稿流程和编辑加工,内容更

完善,形式更规范,可为学术成果提供更好的交流平

台[３２];陈学智等指出,作为编辑,单独考察内容是否

出自学位论文没有意义,应从文章本身出发客观评

价[３３];马秋明认为,不能仅从版权、学术道德、出版

伦理等角度对学位论文的再发表问题进行讨论,应
当结合其背后的客观因素综合考虑,这包括研究生

培养管理制度和研究生求职的需求,研究生培养单

位的导师考评和职称晋升制度的需求,科研成果被

广泛传播与利用的需求等[３４].学位论文的析出稿

件经过了严格的审、编、校等出版环节,可使读者以

最少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获取学位论文中最核心的价

值.建议期刊编辑同仁在不违反现有出版伦理的前

提下,以内容的科学价值为取舍稿件的标准,不可简

单粗暴地加以拒绝,导致很多优秀稿件流向国外

期刊.
另有编辑对于学位论文的再出版提出了具体要

求.张小强等认为,以学位论文为基础的进一步研

究,应该允许发表,以促进学位论文作者在答辩后继

续从事相关研究,同时建议作者对学位论文析出内

容充实５０％以上的数据或内容后再次发表.对于

期刊编辑部而言,不宜简单根据查重软件得出的重

复比例来判定是否录用稿件,而应当根据不同学科、
不同类型论文的内容灵活判断[３５－３６].王琳辉认为,
在著作权归属界定清楚之后,作者可以将学位论文

拆分成几篇文章或者整体发表[３７].

２０１０年,«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中
规定:“对首次发表的内容充实了５０％或以上数据

的学术论文,可以再次发表.但要引用上次发表的

论文(自引)并向期刊编辑部说明.”笔者认为,该规

定同样适用于被数据库收录后的学位论文的再

出版.

４　学位论文再出版政策

４．１　国外

国外许多出版机构都有政策允许作者在自己的

论文中使用已发表的文章.Elsevier在网站上的

“政策与伦理”页面中明确指出,作者可出于非商业

目的将其期刊论文内容的全部或部分包含在学术论

文当中,同时,Elsevier不认为学位论文是先前出版

物.但是,Elsevier也强调,确实有部分期刊在此方

面的政策有所不同[３８].Nature在其网站上的“重复

发表政策”中明确指出,其研究期刊“很乐意考虑包

含已构成博士论文或其他学术论文部分内容的材

料,这些论文是根据学位授予机构的要求而出版

的”[３９].Science在其编辑政策页面上关于“先前出

版物”的说明中指出,学位论文不算作先前出版

物[４０].Wiley在其网站上公布了第二版的«出版伦

理最佳实践指南———出版商的观点»,其中明确指

出,对在大学存档的学位论文内容的再发表或再出

版,不算作重复发表或出版[４１].很遗憾,笔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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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aylor&Francis的网站上找到其关于学位论文

与先前 出 版 物 的 明 确 说 明.各 机 构 政 策 如 表 １
所示.

表１　国外出版机构对于学位论文再出版的政策说明

出版机构 网站栏目 具体政策

Elsevier
政策与

伦理

作者可出于非商业目的将其期刊论文

内容的全部或部分包含在学术论文当

中.不认为学位论文是先 前 出 版 物.

但是也强调,确实有部分期刊在此方面

的政策有所不同.

Nature
重复发表

政策

很乐意考虑包含已构成博士论文或其

他学术论文部分内容的材料,这些论文

是根据学位授予机构的要求而出版的.

Science 编辑政策
关于“先前出版物”的说明中指出,学位

论文不算作先前出版物.

Wiley 出版伦理
对在大学存档的学位论文内容的再发

表或再出版不算作重复发表或出版.

Taylor&

Francis
无

４．２　国内

国内出版机构写给作者的指南多侧重于对体例

和格式的说明,虽有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说明,却不

够系统和全面,对于学位论文与先前出版物的关系

则没有提及.例如,«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官方网站的“投稿指南”里指出“本刊只刊登首发

稿”[４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官方网

站的“投稿须知”里仅强调“来稿内容要求具有学术

性,能反映当前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新成

果”[４３];«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官方网站的

“投稿指南”里针对不同投稿类型提出了要求,主要

包括创新性、阶段性和综述性[４４];«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官方网站的“投稿须知”中强调,
“欢迎学风严谨、符合学术规范、具有创新性、篇幅一

般在一万字左右的文章”[４５];«浙江大学学报»(工学

版)官方网站的“投稿须知”里指出,“原稿必须是在

中外文正式刊物上未发表的论文”[４６];«浙江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官方网站的“投稿指南”中则

没有相关说明[４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官网上,笔
者亦未找到关于“学术规范”或“道德伦理”的要求.
各出版机构政策如表２所示.

表２　国内出版机构对于学位论文再出版的政策说明

出版机构 网站栏目 具体政策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编辑部
投稿指南 只刊登首发稿.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编辑部
投稿须知

来稿内容要求具有学术性,能

反映当前人文和社会科学研

究领域中的新成果.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编辑部
投稿指南 创新性、阶段性和综述性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编辑部
投稿须知 符合学术规范、具有创新性

«浙江 大 学 学 报»(工 学

版)编辑部
投稿须知 在中外文正式刊物上未发表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编辑部
投稿指南 无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无

５　结论与建议

学位论文的内容再出版是否构成“学术不端”行
为,在出版界尚未达成共识.国外绝大多数高校和

出版机构认为,学位论文并不算作先前出版物,但同

时强调,基于学位论文内容再出版的稿件能否被接

受,关键在于稿件的质量,另外,根据不同出版机构

及受众的特点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是非常必要的.
国内对于学位论文是否构成先前出版物的研究尚待

深入,多数研究人员和期刊编辑认为,学位论文因学

术价值的特殊性,其析出内容的再出版应得到更加

理性和全面的分析,在作者进行了适度的修改、创新

和拓展的情况下,期刊编辑可酌情录用,切不可为提

高文章的被引频次、强调文章的首发权和避免涉嫌

学术不端行为,而简单地对此类稿件采取拒收操作,
这不仅会造成优秀稿件的流失,也不利于学术成果

的传播和学术新人的培养.
随着信息技术和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学位论

文的传播范围、传播渠道及受众面都迅速扩大.但

现行法律法规滞后,导致被数据库收录后的学位论

文析出内容是否属于重复出版的认定存在争议.一

方面,我国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规定,另一方

面,出版机构应在各自官网主页上阐明学位论文与

先前出版物的关系,以及本社对于学位论文析出内

容再出版的要求,编辑们则应摒弃机械依赖查重软

件的做法,而改以稿件内容和质量为核心,结合专家

评议,对于精心修改和充实后的稿件酌情录用,方能

适应网络出版日益普及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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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ResearchandEnlightenmentofRepublishingThesesand
DissertationsatHomeandAbroad

WangQian　DouTianfang　HuHongying　XuZhidan　ZhaoYang

Abstract:Mastersanddoctoralthesesanddissertationshaveimportantacademicvalue．Academicand
publishingcirclesathomeandabroadholddifferentviewsontheissueofrepublishingthesesanddissertaＧ
tions(T&D)．Itturnedoutthatthevastmajorityofforeignuniversitiesandpublishinginstitutionsdonot
considerthedissertationaspriorpublication．ThekeyfactorofwhetheramanuscriptbasedonT&Dcould
beacceptedisitsquality．Also,itisnecessarytomodifytheT&D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andaudiＧ
encesofdifferentpublishinginstitutions．RelatedresearchinChinaneedstobefurtherstudied,whilemost
researchersandjournaleditorsbelievethattherepublicationofseparatedcontentfrom T&Dshouldbe
morerationalandgivencomprehensiveanalysisduetotheparticularityofitsacademicvalue．UndercomＧ
plexsituations,itissuggestedthatrelevantdepartmentsinChinashouldpromulgaterelevantregulations
assoonaspossible,andthepublishinginstitutionsshouldclarifytherelationshipbetweenT&Dandprior
publication,aswellastherequirementsoftherepublicationoftheextractedcontentsofthedissertation,so
astoadapttothenewsituationoftheincreasingpopularityofonlinepublishing．

Keywords:ThesesandDissertations;PriorPublication;Republish;AcademicMis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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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ofthe１２thLibraryManagementandServiceInnovationForum

YinHuanhuan　LiYaping　ZhangLulu　GuYeqing

Abstract:From October３１sttoNovember１st,２０１９,the１２thLibraryManagementandServiceInnoＧ
vationForumwasheldatJiangnanUniversity．Expertsandscholarsinthefieldoflibrarysciencecentered
onthethemeof“intelligenceenrichingcontentsandserviceseducatingtalents”anddiscussedindepththe
strategicplanningforthefuturedevelopmentofuniversitylibraries,innovationinservingandeducatingusＧ
ers,reformoflibrarymanagement,andtrainingoflibrarians．Thearticlesummarizesthemaincontentof
reportsandcasessharingduringtheconference,andaimstosharethenewideasandachievementsandexＧ
ploresnewthoughtsforthefuturedevelopmentofthelibrary．

Keywords:SmartLibrary;KnowledgeService;LibrarianTransformation;ServiceInnovationConferＧ
ence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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