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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学界的重复发表:
基于CNKI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刘宇∗　齐林峰　回胜男　张永娟

　　摘要　重复发表作为学术不端行为之一,是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议题,但是实证研究相

对较少,该文试图对图书情报学界的重复发表进行实证分析.作者收集了中国知网(CNKI)数据

库中“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发表的１９８５１８条文献题录,利用Sati、Excel
等软件工具确定了３３７篇重复发表论文为样本,累计发表６９７次,通过统计分析,揭示出我国图

书情报学界重复发表的分布特征:重发次数多为２次,时间间隔以１年为主,多发生在普通期刊

之间、图书情报学期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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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５年,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民祥在

«中国图书馆学报»[１]和«大学图书馆学报»[２]上的一

稿两发事件在图书馆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图

书馆学的两大旗帜刊物同时被卷入这一学术不端事

件,让图书馆学同仁感到“很受伤”.随后,“两刊决

定在网站和 近一期刊物上发表声明,公示吴民祥

的学术不端行为,同时将其列入黑名单,今后不再发

表此人的论文.”[３]

西方学术界有一术语专指吴民祥的这一行为,
即重复发表(DuplicatePublication).从字面上理

解,重复发表就是一稿多发.在中国学术界,很多学

者认为有了一稿多投(SimultaneousSubmission)的
因才会有一稿多发的果,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因此多使用一稿多投代指重复发表;也有少数人认

为应该将一稿多投与一稿多发进行严格区分[４].本

文将三者视为同义词处理,为了统一表达在行文时

多用重复发表表示.在西方学术界,重复发表、一稿

多投、抄袭被视为现代学术出版的“三宗罪”[５],是
为典型的学术不端行为之一 (Academic MisconＧ
duct)[６].重复发表的利害相关者涉及学术界各个

行为主体,包括学者个人及其所在机构、出版机构、
学术评价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等.对重复发表现象

的研究,在微观上有助于警示学者个人提高自身的

学术规范意识和学术道德,在宏观上也有助于倡导

学术规范、建立公平良好的学术环境,有利于学术创

新和知识生产.

２　相关文献述评

２．１　对重复发表的理论认识

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标准界定重复发表,所以

重复发表在现实中也有多种表现形式[７],从极端重

复的同稿重发型,到肢解重发型(一项科研成果的有

效内容被肢解为若干“ 小可发表单元”,分别投

稿[８]),再到自我剽窃型等.在当今学术界,由于各

国的学术生态有所不同,对什么样的重复发表属于

学术不端的认定也有所差异.但是,一般来说恶意

的同稿重发普遍被视为一种学术不端行为.曹树基

指出,“学术不端主要指学者涉及抄袭、剽窃的不良

行为,也指学者恶意的一稿多投”.[９]

重复发表的直接受害者是学术期刊,它不仅违

反期刊版权协议,增加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无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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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浪费出版资源,同时也会破坏期刊的声誉和权威

性[１０].«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EnglandJourＧ
nalofMedicine)早在１９６９年就发布了英格尔芬格

规则(IngelfingerRule),声明不接受一稿多投的手

稿[１１].期刊编辑们非常关注重复发表问题,不断发

表大量的编辑手记(Editorial)呼吁拒绝重复发表,
也采取严厉措施对重复发表行为以示惩罚,典型方

式如刊发撤稿声明、将作者拉入禁发黑名单等.
２００９年,著名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通报了北

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商学院陈立中的重复发表行

为[１２],２０１１年«国际金融研究»通报了安徽大学经济

学院王三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王永忠的重复发表行为[１３].这都是近些年国内

典型的重复发表案例.
尽管学术界普遍认为重复发表违背了科学的规

范精神,编辑们付出了巨大努力杜绝重复发表.然

而,伊罗麦(M．Errami)等人的实证研究显示,从

１９７５年至２００５年,生物医学界的重复发表随着文

献发表总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１４],编辑们的惩

罚措施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可见,重复发表作为

学术界的一种客观现实有其存在的深层原因.重复

发表有着强烈的制度逻辑和个体心理学基础.PubＧ
lishorPerish是学术界的制度铁律,但是学术成果

的质量难以在短时期内准确判断,因此量化评价是

学术管理普遍采用的方式[１５],[１６].经济学的理性人

假设表明每个人都具有投机倾向,希望以 小的付

出获得 大的回报.因此,在急功近利心理和量化

评价制度压力的双重驱动下,重复发表屡禁不止.
有人为重复发表辩解,认为它有利于扩大研究成果

的受众面,有利于知识传播[１７].
由于我国学术期刊实行的审稿制度与国际通行

的同行评议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国内对重复发表的

认识更是充满争议.虽然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就有学者

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坚持杜绝一稿多投和抄袭现

象”[１８],但是事实发展却事与愿违.刘延玲研究发

现,１９９０年代讨论一稿多投问题的文献量是１９８０
年代的８倍,２１世纪前１０年的文献量是１９８０年代

的３６倍,是１９９０年代的５倍;文献量的激增可以从

侧面佐证重复发表问题愈演愈烈,学风问题在我国

学术界日益凸显[１９].在２０００年之前,很多文献“集
中于对一稿多投现象的批评与辩护”[２０].虽然主流

的声音是谴责重复发表,但是也有不少人撰文直陈

重复发表在我国的合理性.我国出版资源有限,“广
大作者处于无权的地位”[２１],编辑处于强势地位,
“作者投稿之后无法及时知晓稿件的处理情况,编辑

部也往往采用免责声明推卸编审结果公 或告知的

责任,作者只能被动等待并且经常等待无果”[２２].
因此,由一稿多投导致的重复发表是作者的无奈之

举[２３].而且,编辑工作对于广大作者来说处于一种

“暗箱操作”状态,缺乏透明度,因此不少人认为一稿

多投在国内学术体制下具有正当性[２４].甚至有人

列举出一稿多投有利于鼓励报刊竞争、推动出版事

业改革、加速信息传播、发现人才等“十大好处”[２５].
王菊香对１０９名护理科技期刊的作者进行问卷调查

显示,“为了提高投稿命中率(７６．６％)”“编辑部反馈

信息太慢,是否被录用心中无数(６７．２％)”“担心投

一处不被录用(５６．３％)”“用稿时滞过长(５３．１％)”
是一稿多投的 主要原因[２６].这些原因不仅暴露

出作者急功近利的心理,也暴露出期刊编辑在处理

稿件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正因如此,一稿多投、重
复发表在国内学术界屡见不鲜,在文学、新闻界甚至

一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２７].
２．２　对重复发表的实证检验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重复发表的实证研究

都不多见.为了向学术界展示重复发表的普遍性与

严重程度,引起学术界对重复发表问题的重视,以医

学和图书情报学为主的少数学者展 重复发表的实

证研究.
布兰斯特(S．Blancett)等通过阅读护理学期刊

«护理研究»(NursingResearch)于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

间发表的论文,人工判别重复发表,发现６４２篇论文

中高达１８１篇(２８．２％)可以被界定为重复发表[２８].
罗森塔尔(E．L．Rosenthal)等以耳鼻喉学的三种期

刊为样本,发现４９２篇论文中有４２篇(８．５％)属于

重复发表[２９].冯艾尔姆(E．vonElm)等以５６篇

麻醉与镇痛领域的综述文献为样本,通过统计参考

文献发掘重复发表论文,发现１２３４条参考文献中有

６５条文献为重复发表(５．３％),并将重复发表归为６
个基本类型[３０].祁兴顺(XingshunQi)等对中国作

者发表的关于布加综合症(BuddＧChiariSyndrome)
的１９１４篇期刊论文进行分析,发现有１８４篇(９．
６％)论文属于重复发表[３１].戴维斯(P．M．Davis)
检索Emerald数据库中１９８９－２００３年间发表的图

书馆学论文,发现４０９篇论文属于重复发表,涉及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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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种期刊,绝大多数论文是一稿两发,有５篇论文

重复发表了３次[３２].
早期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以单学科、小样本为主.

随着信息检索技术的进步和数据库 放程度的提

高, 展跨学科、大样本的研究逐步具备了条件.伊

罗麦(M．Errami)等利用搜索引擎eTBLAST检索

了 Medline数据库中的６２０００条文献记录,通过计

算机文本比对、人工确认,发现不同作者的重复发表

(即抄袭)占 ０．０４％,相同作者的重复发表占 １．
３５％[３３].拉瑞维艾尔(V．Lariviere)等使用 Webof
Science(WOS)数据库,检索了１９８０－２００７年间的

１８６４７２５４条文献记录,发现４９１８篇论文重复发表

了９８３６次,重复发表率为０．０５％[３４].
研究的结果显示各个学科的重复发表有所差

异,这不仅与每项研究具体界定重复发表的方法有

关,也与每个学科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水平有关.
从国外的研究结果看,重复发表的确是一种各学科

都存在的普遍现象.
国内学术界也对重复发表现象给予了充分关

注,但是相对于国外来说,国内对重复发表的实证研

究更为鲜见.“总的来说,相关研究在方法上以文献

研究居多,实证研究较少,规范严密的量化研究尤其

少见.”[３５]图书馆学作为 早关注重复发表现象的

学科之一,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对较早.２０００
年,薛万新以１４篇重复发表的图书情报学论文为样

本,分析重复发表论文的结构特征及作者投稿行为

表现[３６].张菊等对５种肿瘤学核心期刊２００５年发

表的研究论文进行人工比对,发现将同一个研究结

果分成多篇文章发表的有１６９篇,占总文献量的

１４．８％;作者同时指出论文发表周期长,为了在职称

晋升、业绩考核中多发文章,是导致“腊肠切片”型重

复发表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３７].

３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以图书情报学期刊论文为研究样本,试
图通过实证分析,展示图书情报学界重复发表的形

态特征.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数据

源,选择学科领域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时间

范围限制在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
日,分子学科下载题录数据共１９８５１８条,然后使用

Sati软件将下载题录转换成excel工作表,并使用查

重函数选出题名相同且作者相同的文献记录作为重

复发表的研究样本,剔除会议报道和同时作为会议

论文与期刊论文而重复发表的论文等, 终得到

３３７篇论文,累计重复发表６９７次.以此分析图书

情报学领域内的重复发表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无法揭示出蓄意

重复发表行为(CovertDuplicatePublication,即作

者有意改变论文题目产生的重复发表,吴民祥案例

属于此类).蓄意重复发表需要进行文本内容比对

才能确定,CNKI数据库对批量的全文下载有严格

的控制;此外,文本内容的计算机比对仍然需要人工

审核确认才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工作量巨大.由

于这些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只能采用目前可行的数

据收集方法获取研究样本.因此,本研究不能全面

揭示出图书情报学界的重复发表现象,但是可以揭

示出 典型的重复发表特征.

４　研究发现与讨论

４．１　重复发表特性描述

如前所述,图书情报学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总计

有３３７篇文献重复发表,占同时期总文献量的０．
１７％,这意味着每２０００篇文献中至少有３篇论文为

重复发表.这说明重复发表在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属

于偶然事件.因针对图书情报学期刊论文重复发表

的实证研究非常鲜见,戴维斯(P．M．Davis)的研究

也未明确说明重复发表率[３８].拉 瑞 维 艾 尔 (V．
Lariviere)等的研究显示 WOS数据库中所有学科的

平均重复发表率为０．０５％(１/２０００)[３９].若以此作

为参考,则我国图书情报学界面临的重复发表问题

比英语学术界的平均水平要严重(３倍).从１０年

间的发展趋势来看,除了２００６年出现异常之外,重
复发表现象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如图１所示,R２＝０．
３０７８),因此学术规范的前景较为乐观.

图１　重复发表论文的首发时间分布趋势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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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显示了图书情报学期刊论文重复发表的次

数分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重复发表的论文会发表

２次(９４．１％),只有少数论文的发表次数会超过２
次,如论文«AC元数据研究»发表４次.

图２　重复发表次数分布

图３显示,图书情报学领域重复发表的间隔以

１年(１２－２４个月)为主(８４．９％),只有极少数论文

的间隔超过３年(３．３％),也只有极少数论文的间隔

在１年之内.这一分布特征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

不同.罗森塔尔(E．L．Rosenthal)等人的研究发

现７４％的重复发表论文的发表时差在１２个月以

内[４０];拉瑞维艾尔(V．Lariviere)的研究显示６０％
的重复发表时差在１年之内,２５％的重复发表时差

在１２－２４个月[４１].

图３　首发论文与最后重发论文的时间差

４．２　学科覆盖与发表路径

如前所述,为重复发表提供正当性辩解的一个

重要理由就是在期刊种数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重复

发表有利于扩大研究成果的受众,有利于知识传播.
根据这一思路,本研究将发表论文的期刊分为图书

情报学期刊和非图书情报学期刊两类,由此得出从

首发期刊到重发期刊的四种不同的学科覆盖路径,
即首发与再发都是图书情报学期刊,首发图书情报

学期刊再发非图书情报学期刊,首发非图书情报学

期刊再发图书情报学期刊,首发与再发都是非图书

情报学期刊.由于图书情报学的学科规模相对较

小,图书情报学类期刊的种数也比较有限,因此首发

图书情报学期刊再发非图书情报学期刊这一路径

有利于扩大研究成果的受众范围.表１的数据显

示,这一类型的重复发表仅有４４篇论文,占全部重

复发表论文的１３．１％;６０．２％的重复发表都发生在

图书情报学之内.因此,有理由相信,以扩大受众为

重复发表做合理性辩护仅仅是托词,在图书情报学

界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假设重复发表是由作者对自身稿件质量没有准

确把握而一稿多投所致,那么根据目前学术评价的

规则可以推定,作者在收到更好期刊的录用通知的

时候,更容易违背学术规范,重复发表已经被录用的

论文.本研究依据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三个不

同版本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将期刊划分为

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两类,按照首发、重发时间的

先后顺序,将重复发表路径分为四类:普通－普通、
普通－核心、核心－普通、核心－核心.表１的数据

显示,６６．８％的重复发表为普通期刊之间的重复,首
发普通期刊再发核心期刊的比例仅为１４．８％;前者

是后者的４．５倍之多,因此可以推定作者对自身稿

件缺乏准确定位导致的重复发表,并不是国内图书

情报学界重复发表的主要动因.重复发表的主要原

因可能是作者已知稿件质量不高,基于碰运气的心

理进行一稿多投而导致.从编辑视角来看,我国学

术生态的二级分化情况比较严重,普通学术媒体稿

源稀缺,生存困难.优秀稿源稀缺可能致使大部分

普通期刊的编辑对重复发表的重视仅仅停留在口头

上,并未付出足够的行动[４２],尤其是没有在审稿环

节进行严格检测[４３].表１的数据显示,有１０．４％的

重复发表是首发核心期刊再发普通期刊,很难从作

者的心理动机去解释这种路径的重复发表,可能的

原因是编辑在优质稿源稀缺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刊

物质量而忽视重复发表问题.

５　结语

重复发表作为学术不端行为之一,科研管理部

门对其日益重视.导致重复发表的原因多种多样,
有些是作者的蓄意行为,有些可能是作者、发表期刊

的共同决定.但是在中国学术界,同稿重发肯定浪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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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重发路径与覆盖学科交叉制表

重发覆盖学科

图书情
报学

图书情报
学－非图
书情报学

非图书情
报学－图
书情报学

非图书
情报学

合

计

重
发
路
径

普通－
普通

计数 １２７ ３０ ３１ ３７ ２２５
重发路径
中的％ ３７．７％ ８．９％ ９．２％ １１．０％ ６６．８％

普通－
核心

计数 ２８ ６ １０ ６ ５０
重发路径
中的 ％ ８．３％ １．８％ ３．０％ １．８％ １４．８％

核心－
普通

计数 ２９ ４ １ １ ３５
重发路径
中的 ％ ８．６％ １．２％ ０．３％ ０．３％ １０．４％

核心－
核心

计数 １９ ４ １ ３ ２７
重发路径
中的 ％ ５．６％ １．２％ ０．３％ ０．９％ ８．０％

合计

计数 ２０３ ４４ ４３ ４７ ３３７
重发路径
中的 ％ ６０．２％ １３．１％ １２．８％ １３．９％ １００．０％

费了有限的学术出版资源.本研究的结果显示,重
复发表的形态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中与分散趋势,
图书情报学界重复发表的次数多为２次,时间差集

中在１－２年.国内图书情报学界的重复发表比率

高于国际学术界的平均水平.如果图书情报学界的

重复发表情况可以作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缩影,本
研究为国内很多学者担忧我国学术不端行为较为严

重这一问题提供了事实证据[４４].值得欣慰的是,重
复发表在时间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表

明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学术规范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图书情报学界的重复发表主要集中在本学科的非核

心期刊之间.鉴于此,以扩展研究成果的受众范围

作为重复发表的理由并不合理.我国的非核心期刊

优质稿源稀缺致使很多期刊编辑在审稿环节并未真

正严格审查稿源,可能是导致重复发表现象的主要

成因.
在征得首发期刊同意的情况下,作者和别的期

刊可以进行重复发表,但是需要加以注明.这样的

重复发表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对于

未经首发期刊认可的蓄意重复发表,应该坚决杜绝.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的发布、获取都变得越来

越便捷.因此,期刊编辑积极地将信息技术应用到

编辑工作中,扩大信息的发布渠道、加快信息的传播

速度,比如使用微信、微博通报 新录用文稿,有利

于其他刊物发现作者的一稿多投行为,这在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遏制作者的蓄意发表行为.要根除重复

发表的问题,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制度设计.例如,各
学术机构加强对蓄意重复发表行为的惩罚力度,对
受到期刊通告的蓄意重复发表作者进行实质性的惩

戒,并将具体惩戒措施向本单位、社会和期刊进行通

告反馈等.当然,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非一朝一

夕能够完成,重复发表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学术界的

集体智慧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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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plicatePublicationsin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AnEmpiricalStudy
LiuYu　QiLinfeng　HuiShengnan　ZhangYongjuan

Abstract:Duplicatepublication,asatypicalkindoftheacademicmisconduct,isahotissueconcerned
byscholarsandscientistsinChinaandabroad．However,onlyafewofresearchpresentedempiricaleviＧ
denceonthisissuefound．The１９８,５１８articlesmetadatafrom２００１to２０１０wereretrievedfromtheCNKIs
subset“LIS&digitallibrary”database．TheanalysistoolssuchasSATIandEXCELwereusedtoidentify
３３７duplicatepublicationswhichpublished６９７times．Thefindingsare:１)９４．１％ ofduplicationspubＧ
lishedtwice,２)８４．９％ofduplicatearticlesusuallyappearedwithin１yearoftheeachother,３)thebiggest
portionofduplicationwereallpublishedinperipheryLISjournals．

Keywords:DuplicatePublication;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SimultaneousPublication;SimulＧ
taneous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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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ssayontheInternationalizationandLocalization
in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

FredY．Ye

Abstract:Itispointedoutthatthecounterpartsofinternationalizationandlocalizationoriginatedfrom
thedifferenceofWesternandChinesethinkingpattern．Onthebasisofafew modelsamples,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arerevealedbetweeninternationalizationandlocalization,andthreeresearchconjecturesare
proposed．Itissuggestedtobalanceinternationalizationandlocalization,throughcoordinatingthoughts,
proportionatingmethodsandeliminatingopposites,forapproachingequilibriumdevelopment．

Keywords:Internationalization;Localization;ThinkingPattern;ResearchMethod;Research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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