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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某课题组所发表系列论文中“假引”现象的分

析，阐述以期刊影响因子作为单篇论文学术质量评价指标的局

限性及正确认识“假引”现象对单篇论文学术质量评价的意义。
认为对于单篇论文应运用期刊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并结合同

行评议及论文的社会价值等进行综合评价，并应采取相应的措

施减少甚至杜绝“假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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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很多科研院所及高校将期刊影响因子

作为单篇论文学术质量的评价指标来评价科技工作者

的科研绩效及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的硬性条件。这一

现象引起了广泛质疑。刘雪立等［1］认为，用期刊的影

响因子评价单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和

局限性。丁佐奇等［2］对期刊影响因子及单篇论文被

引证次数在科技论文评价中的客观作用与局限性进行

了探讨，认为在单篇论文学术质量的评价过程中不应

过度依赖期刊影响因子。据此，我们对在编辑加工过

程中发现的某课题组发表的系列论文中的“假引”现

象进行了分析，循证以期刊影响因子作为单篇论文学

术质量评价指标的缺陷与不足，为广大科技论文评价

人员正确认识期刊影响因子在单篇论文学术质量评价

中的作用提供实证依据，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甚

至杜绝“假引”现象的发生。

1 某课题组系列论文中的“假引”现象

本资料来源于我们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发现的国家

自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资 助 项 目 ( 30200101，30371468，

39830400) 课题组所发表的关于人类新基因 EOLA1 研

究的系列论文，通过“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检测，

共计 12 篇。对这 12 篇论文的内容及参考文献进行比

对分析后，我们发现其中的部分文章存在“假引”现象

( 见表 1) 。

表 1 某课题组系列论文中的“假引”情况

文献
发表
日期

发表刊物
故意不

引用文献
故意引
用文献

［3］ 2002 03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4］ 2002 04 解放军医学杂志

［5］ 2003 05 解放军医学杂志 ［3］
［6］ 2005 10 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 ［5］
［7］ 2010 01 成都医学院学报 ［3］，［5］或［6］ ［4］
［8］ 2003 09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3］ ［5］
［9］ 2004 04 解放军医学杂志 ［3］，［8］ ［5］

从表 1 可看出，系列论文主要存在以下 3 种“假

引”现象:

1) 文献［6］和［7］大段抄袭文献［5］，但文章引用

的文献却没有所引用或被抄袭的文献，这 3 篇文章均

用了基因图谱 EOLA1 全长 cDNA 及其推导编码蛋白

EOLA1 序列，从发表日期看，其中文献［5］是最早使用

该图谱的，不知后 2 篇文章的作者是出于什么动机而

未引用文献［5］，文献［7］也未引用文献［5］或［6］。
最早报道发现人类新基因 EOLA1 的为文献［3］，而文

献［5］是第 2 篇报道 EOLA1 的论文，却没有引用文献

［3］; 作者在文献［7］中却张冠李戴引用文献［4］而故

意不引用文献［3］，文献［4］只是说发现了 3 个可疑的

新基因片段，并未明确提出发现了人类新基因 EO-
LA1，作者引用标注一篇相似或相关的文献［4］，代替

文献［3］或［5］作为幌子。
2) 文献［6］、［7］和［9］故意回避引用与自己文章

最相关的文献，其中有部分文字抄袭及图片重复使用，

文献［3］早于文献［5］发表，作者却故意引用文献［5］

而不引用文献［3］，可能担心被人发现自己文章有重

复性工作，因没有创新而被退稿，故有意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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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献［6］、［7］和［9］为了避免一稿多投和重复

发表被发现，故意隐藏回避引用自己已经发表在其他

期刊的文献［5］和［8］，以避免别人发现文章有部分文

字及图片、图谱完全相同。
以上便是该课题组论文涉及到的“假引”现象。

2 以期刊影响因子作为单篇论文学术质量评

价指标的缺陷和不足

用影响因子来评价期刊、评价论文、评价科技工作

者，其假设前提是“论文被引用说明论文有价值、发表

被引用论文多的期刊就是好的期刊”。“假引”这种学

术不端和学术失范行为的存在，使得这个前提条件不

太可靠，严重扰乱了引文作为评价期刊和单篇论文学

术质量指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对学术期刊的评价产

生了负面影响，使引文作为期刊和单篇论文学术质量

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受到了质疑。
2. 1 引文动机的复杂性，使引用率的统计数字不能绝

对可靠 作者引文的动机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以上

案例分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文献［6］用了与文献［5］相同的基因图谱，对文字

稍作修改后就发在《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这类国内

顶级杂志上，发表时故意不引用文献［5］。
文献［8］和文献［9］将文字和图片稍作改动后同

样发表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解放军医学杂志》上，

这样的文章显然与该刊的影响因子不符，用影响因子

来评价文献［9］，显然高估了该文的学术质量，由于文

献［9］故意不引文献［8］，这同样也降低了文献［8］的

引用率和影响因子。
文献［6］由于存在各种原因而故意不引文献［5］，

文献［7］也故意不引文献［5］和［6］。
由此可见，如不加分析地使用引文索引的统计数

字来评价单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就难以保证引用率的

可靠性。
2. 2 “假引”现象影响引文统计的准确性 通过对课题

组所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后发现，课题组有部分论文在

引用他人成果时存在不少问题，如不少列出的文献没有

引用，引用的文献没有列出，张冠李戴，错误引用，多次

转引以讹传讹，图谱、图片没有出处等，这种现象称为

“假引”。对以上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该课题组所发论

文主要存在 3 种“假引”现象，尽管论文的引用率一般可

以反映单篇论文的学术质量，而“假引”现象却不能客

观、真实地反映一篇论文的被引用率; 因此，“假引”现象

的存在使我们不能确保引用率的客观、真实。
2. 3 仅仅依据影响因子这 1 项指标，难以令人信服

目前一些人把影响因子神化，前提是认为一篇文章被

引用，说明有价值，引用越多，说明价值越大; 然而，价

值高的论文却不一定有较高的引用率，相反，有争议的

文章被引频次却相当高。如有一些研究性论文，发表

后虽然很少被引用，但它们确实是对某一研究领域的

成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论文和研究工作都具有一定

的价值。如文献［3］首先发现了人类新基因 EOLA1，

但在发表后不久即被文献［5］所代替，随后便很少被

引用。按照“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的统计，文献［3］

的被引频次为 8，而文献［5］却为 17。由此可见，被引

频次高的论文并不一定质量就好; 因此，仅依据影响因

子这 1 项指标来评价单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往往不能

说明论文学术质量的真实情况，难以令人信服。

3 正确认识“假引”现象对单篇论文学术质量

评价的意义

“假引”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它的存在严重扰

乱了期刊影响因子的真实性; 因此，正确认识“假引”
现象对以期刊影响因子作为单篇论文学术质量的评价

指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期刊影响因子是总体评价

期刊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它并不针对期刊中的某一

篇论文的学术质量。由于期刊影响因子是其中部分高

影响力的论文所贡献的，所以其与单篇论文的学术质

量无直接关系，但可间接反映期刊发表论文的学术质

量。单篇论文的学术质量是通过同行评议来实现的，

审稿人的意见是最终决定单篇论文是否可以在该刊刊

登的决定因素，其能否刊登与期刊影响因子无关。本

案例中的文献［6］、［7］和［9］就逃脱了审稿人的法

眼，赋予其相应刊物的影响因子，这显然是对以上 3 篇

论文作出了过高的评价，其学术质量与相应刊物的影

响因子并不匹配。
通过对上述“假引”现象的分析，我们认为期刊影

响因子与单篇论文的学术质量无实质性关联，它不能

反映单篇论文发表前后的学术质量。这一认识将有利

于广大科技论文评价人员在今后的科技论文评价工作

中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运用更加科学、合理。

4 对策与措施

期刊影响因子作为单篇论文学术质量的评价指标

尽管存在各种缺陷和不足，但它仍是目前最好的参考

指标，尤其是在同行评议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期刊影

响因子作为单篇论文学术质量的评价指标具有其科学

性。笔者通过本案例中的“假引”现象透视了期刊影

响因子作为单篇论文学术质量评价指标的局限性，并

不是要彻底否定对这一指标在单篇论文学术质量评价

方面的作用，而是希望正确认识期刊影响因子在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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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术质量评价中的作用。通过对本案例中“假

引”现象的分析，我们认为单篇论文学术质量的评价

应通过同行评议与期刊影响因子等文献计量指标以及

论文的社会价值相结合，应以同行评议和论文的社会

价值为主，期刊影响因子等文献计量指标为辅。
鉴于“假引”现象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影响，我们建

议采取以下应对措施以减少甚至杜绝“假引”这种学

术不端和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
4. 1 强化作者的科研道德规范意识，杜绝“假引”现

象 在科研成果的发表阶段，作者科研道德失范行为

频频发生，本案例作者就是为了追求论文的数量将其

中的部分文字及图片、图谱等重复发表; 但为了掩人耳

目，故意不引用自己已发表在其他刊物的文献，却引用

与待发论文相关性不大的文献。这种科研道德失范行

为在课题组论文及学位论文中比较多见，我们编辑在

发现作者的这些行为后，应加强对作者的关于科研道

德规范意识的教育，不要为了评成果、职称、研究生毕

业等拼凑文章数量。引用他人的东西，应该严格按照

规范要求，逐一认真著录，抛弃那些不健康的思想，端

正写作态度，真实引用并标注好每一篇参考文献，不要

在“假引”上动歪脑筋。强化作者的科研道德规范意

识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甚至杜绝“假引”现象的发生，维

护参考文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准确性。
4. 2 编辑提高引文规范的责任意识，加大对课题组论

文相似情况及引文的审核力度 对于论文的审查，编

辑不应过度依赖审稿专家，应加强引文规范的责任意

识，对引文著录是否规范、正确，内容是否合理等进行

严格审查，并加大对课题组论文数据、图片、图谱、表

格、引文等的审核力度，以维护引文的真实性。通过中

国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万方论文相似性检

测系统”等检测出相似文献后，对其文字、图谱、图片、
表格等必须进行认真分析，逐一核对，以弥补检测系统

不能检测图谱、图片、表格数据的缺陷，重点核查引文

的内容是否准确、恰当、合理，以避免像本案例这样的

情况再次发生，从而进一步提高引文的真实性［10］。
4. 3 取消参考文献引用数量的人为规定，鼓励作者的

合理引用 国内有部分期刊在征稿简则中明确规定参

考文献的数量及投稿作者要尽可能地引用该刊论文，

迫使作者进行非正当的引用，作者为了凑齐参考文献

的数量及利于在该刊发表而动了“假引”的邪念。我

们呼吁取消期刊界对参考文献的人为规定，不要人为

地“制造参考文献”，更不要为了提高自己期刊的引用

率诱导作者无必要地引用自己期刊的论文，而应鼓励

作者准确、恰当、合理引用，以避免人为制造“假引”这

种科学不端和学术失范行为。

4. 4 严惩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行为 课题组通常会

将 2 篇相似的论文同时投向 2 家杂志，由于 2 篇文章

均未发表，他们会利用期刊发表的时间差导致论文的

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2 篇文章互不引用，以免被人发

现 2 篇文章中重复使用的那部分内容，这种“假引”现

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十分常见; 因此，我们必须对一稿多

投和重 复 发 表 行 为 进 行 严 厉 处 罚。具 体 的 处 罚 措

施如下。
1) 在一定时期内拒绝该作者的投稿。
2) 在本刊上刊登该作者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的

声明，并列入目次页，便于同行检索。
3) 在相关专业群体的刊物中对其行为进行通报。
4) 通知课题组资助机构及作者本人所在单位。
只有对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才

能减少甚至杜绝“假引”这种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行

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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