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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论文署名不端的法律意义及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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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保护原创作者的著作权，促进学术期刊的健康发

展，对科技期刊论文署名不端现象及其法律意义进行分析，并
提出风险防范的措施。认为国家应当尽快建立署名不端的判
定及惩罚机制，从法律的层面规范期刊作者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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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与期刊及外界联系的人，一般是课题的负责人或
者研究生的导师，为论文工作确定研究方向，并且在研
究过程中在理论上和技术上起指导作用 。论文的其他
作者应该是对论文的研究做出了一定实质性贡献的
人，
如参与了部分试验。 论文的所有作者都应该做到

LENG Huaiming

能够对论文的细节和主要结论熟悉并同意发表 ，并对
论文的主要内容或实质性内容具有答辩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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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tect the copyright of the authentic authors，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periodical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uthorship misconduct and its legal significance．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e authorship misconduct judgment and
penalty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and
the authorship in periodicals should be standardized from the leg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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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不端，是指作者署名与对论文的实际贡献不
相符。期刊编辑在处理论文时常遇到署名不端的问
题，不论是作者有意还是无意为之，都是一种不正常现
象，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甚至违反了法律。有研究
显示，仅有 10% 的科技期刊编辑部在约稿或征稿启事
［1］
中提及署名权问题 。 笔者在本文中对科技期刊论
文署名不端现象及其法律意义作简要分析 ，旨在给编
辑工作者和广大作者提供参考。

1

署名不端的现象

《学术期刊论文不端行为界定标准 （ 公开征求意
［2］
见稿） 》 将署名不端称为不当署名，分为以下 6 种。
将有实质性贡献的人排除在作者名单外

对论
文的工作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人本应作为论文的作者 ，

1. 1

而把他们排除在作者名单之外，就是一种署名不当。
所谓“有实质性贡献”“能够署名”指如下一些情况： 作
为论文署名的人员应该是在实验设计 、数据收集、数据
分析和论文写作等全过程中做出了实质性 （ 或主要 ）
贡献的人。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对该论文的工作做出最
直接、最主要贡献的研究者。 论文的通信作者是就该
 通信作者

将未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列入作者名单

对论文
的工作没有实质性贡献的人不能作为论文的作者 。第
一作者的导师或上司，并不天然等同于论文的通信作
者，如果他们对论文没有做出具体指导 ，也不宜作为论

文的通信作者和其他作者。如果只是对论文提供了一
些非实质性的建议或者帮助，如查阅文献，提供实验试
剂、仪器，或者帮助润色论文、翻译英文摘要等人，也不
能作为论文的作者，但可以在文末对他们表示感谢。
擅自在论文中加署他人姓名 部分作者用名人
的署名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升论文的影响力，易于

1. 3

文章通过审稿、顺利发表。 如学生的论文署上导师的
名字，加上著名专家或院士的名字。 这些署名作者实
际并未参与论文的创作，自然不能署名。
1. 4 将自己的论文转让由他人署名 作品上的署名
不仅可以起到指示作品来源的标志作用 ，而且可以起
到宣传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署名与商标具有某种相同
的作用。有的学者主张署名权可以转让，以充分发挥
［3］
署名的商品标识作用 。 而笔者认为，署名权作为一
项重要的著作人身权，是不能与作者人身相分离的。
署名权 的 人 身 权 性 质 决 定 了 其 具 有 不 可 转 让 的 特
［4］
性 。作者在作品上署名是基于创作的事实，没有参
加创作就不能以作者自居获得作者身份，也就不能在
作品上署名。转让署名权会导致论文的署名作者和实
际作者不一致，是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
1. 5 虚假标注作者信息 许多期刊会在论文的页面
标注作者的信息，一般包括职称、学历、研究领域、电
话、邮箱等。标注作者信息是为了让他人准确、客观地
了解和评价作者的受教育经历和学术成果 ，因此只能
如实、客观地陈述。如在读的尚未取得学位的作者，应
该表述为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而已经取得学位
的才能表述为博士或硕士。部分作者为了提升个人形
象，提供虚假的作者信息，而编辑往往很难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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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著作权法 将自己的论文转让由他人署名，
违反《著作权法》。《著作权法 》第 2 章第 10 条规定：

在多人作品
中，作者署名应该按照对论文实际贡献的大小排列 。

2. 3

通信作者一般应排列在最后一位 。作者署名排列顺序
的不同，往往对作者的影响很大。一般而言，排名靠前

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 （ 五 ）
项至第（ 十七） 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

的作者往往能得到人们较高的评价 。如有的单位在评
定职称时，对合作作品，只承认第一作者可以作为其著

关规定获得报酬。而第（ 二 ） 项署名权，作为著作权中
的人身权，不在法律规定可转让的范围之内。 将自己

作成果来参评职称。

的论文转让由他人署名，割裂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人
身关系。署名作者没有参加创作，也获得了作者身份，

1. 6

2

不当署名的法律意义

获得了署名权，也就隐藏了真正作者对作品所做的贡
献，是一种侵权行为。此外，署名作者在受让署名的同

侵犯作者著作权
1） 将对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的人排
除在作者名单外。对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

时获得了经济利益或精神利益，是弄虚作假、愚弄社会
［8］
公众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的利益 。《著作权法 》

的人实际是论文的合作作者，将他们排除在作者名单
外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 以下简称《著

第 4 条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
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如果允许署名权转让，则意味

［5］
作权法》） 的行为。《著作权法 》第 46 条第 （ 二 ） 项
规定： 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

着作者的身份可以通过买卖获得，作者的荣誉也可以
不劳而获，这是违背著作权法鼓励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

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
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的立法宗
旨的。《著作权法》第 47 条规定： 应当根据情况，承担

合作作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侵权者承担
相应的侵权责任。

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

2） 将未对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的人
列入作者名单。未对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

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
品，并可处以罚款； 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的人不属于作者，自然无权在论文上署名。《著作权
［5］
法》 第 13 条规定： 2 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

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
备等；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 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
合作作者。第 46 条第（ 三 ） 项规定： 没有参加创作，为

2. 4

2. 1

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应当根据情况，
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
责任。这种行为是侵犯实际作者著作权的行为； 但在
实践中，很多作者是知道或者允许未对论文所涉及的
研究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在自己的论文中署名的 ，而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实际作者不提出诉讼，是很难追究侵
权者的责任的。
2. 2 侵犯他人姓名权

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虚假标注作者信息，违
《
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由于高学历、高职称作为学
术地位的象征，人们往往容易将其“光环 ”无限扩大，
形成一种“以点概面 ”的主观映象。 正是由于这种社
会映象能够给作者带来种种好处，所以部分作者便盲
目、随意地将一些尚未获得的学历、职称标注在作品当
中，希望以此来扩大作品或自身的影响力。《著作权
［5］

法》 第 4 条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
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期刊作为一种具有精

擅自在自己的论文中加署他
人的姓名的行为并非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因为著作

神和物质双重属性的商品，读者同时也是期刊的消费
者，这种行为对读者而言是不公平的； 因为读者基本不

权是基于作品而产生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客体是著
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而著作权人假冒他人作品的行

可能也没有义务去核实作者的真实身份，很容易在作
品与作者这种虚假学术地位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影

为，显然不可能侵犯其自己的利益，而且署名权是基于
作品而产生的，被假冒者并未创作该作品，因此也就不

响到社会对作品的正确评价。 笔者认为，这种虚假地
夸大作者学术地位的行为，有欺诈之嫌。《中华人民

存在侵犯其署名权问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6］
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 规定，这种假冒他人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 19 条的规定，经营者
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 ，不

［7］
作品的行为侵害的是他人的姓名权，并非署名权 。
《民法通则》第 120 条规定：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

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因此，期刊社或编辑部，应
仔细核实作者的身份信息，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
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9］

违反其他著作权相关法律 作者排名不能正确
［10］
反映实际贡献是违法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 第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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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有利于论文执笔者 （ 通常是第一作者 ） 在排列作者
时充分考虑各个作者对论文的贡献 ，检查是否有遗漏。

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的解释 》 第 11 条说，因
作者署名顺序发生纠纷，人民法院按照下列原则处理：

同时编辑在处理论文的过程中如有疑问可更加方便地
针对文章内容与相应作者取得联系 。

有约定的按约定确定署名顺序； 没有约定的，可以按照
创作作品付出的劳动、作品排列、作者姓氏笔画等确定

3. 7

署名顺序。

的贡献，不过，编辑核对不实信息的难度较大，对于有
多个单位作者的论文，可以通过单位与文章内容是否

3

署名不端风险的防范

作者在选择期刊投稿时，通常
会详细阅读期刊的稿约或征稿启事 ，将署名合法性、规

3. 1

稿约或征稿启事

范性的要求写入稿约或征稿启事可以从投稿时便提醒
作者认真核实署名，避免发生署名不端。

通过客观条件判断作者是否有实质性贡献 可
参考上述做法，要求投稿者具体说明各个作者对论文

有联系、基金项目与文章内容是否有联系等来判断作
者是否对论文有实质性贡献，如医务科等行政部门的
人员，在实验研究类型的论文中通常提供了时间或场
地的便利等，只能在文中致谢而不能作为作者。

通过 CNKI 科研诚信

一般来说，文
章投稿以后不再允许更改作者或变更作者顺序 ，尤其

管理系统进行论文查重，可以查看论文的重复率和该
论文与其他论文重复之处。编辑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及

是第一作者； 因为通常情况下投稿人为第一作者 ，中途
更改第一作者有转让署名的嫌疑。对于作者顺序的变

时了解该论文的重复情况，将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
在源头予以阻止。同时，CNKI 科研诚信管理系统也有

更，我们目前的处理方法是要求第一作者出具一份书
面说明，写明原作者的顺序、变更作者的原因、变更后

不够完善的地方，我们在使用时可以结合百度、谷歌等
搜索引擎对论文的题名和关键词进行搜索 ，及时发现

作者的顺序，并且有所有作者的签名及单位盖章 ，以确
保作者的变更不会造成署名权纠纷 。

论文中的学术不端。
3. 3 单位介绍信 单位介绍信可证明作者是该单位

4

的员工，同时单位会对该论文的作者、内容真实性、是
否一稿多投等进行初步的审核。为保证作者信息的真

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在国际和国内已经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我国成立了 CNKI 科研诚信管理系统研

实性和准确性，可要求作者在提供单位介绍信时 ，写明
作者的学历、职称并由单位加盖公章，以确保单位信息

究中心以规范作者发表论文的行为 。保护科研原创成
果和强化作者版权意识，是人类社会主观上不断陶冶

和作者信息的准确性。
3. 4 论文使用授权书 论文使用授权书是作者同意
将论文著作权的许可使用权授予杂志的证明 。授权书

情操、提升学术修养，客观上实施遏制举措的长期使
［14］
命，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 。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尽

3. 2

CNKI 科研诚信管理系统

上的论文题名和作者顺序应与稿件上的一致 ，由该论
文的每位作者亲笔签署，以保证每位作者对署名顺序
的知情同意。 同时也有可能出现冒名顶替签名的情
形，但编辑部保留的署名依据，则为应对署名纠纷准备
［12］
了证据 ，有利于保护编辑部的合法权益。
3. 5 通信作者推荐函 如果文章有通信作者，要求提

供由通信作者亲笔签名的推荐函，其中要求写明通信
作者在研究中所做的工作及对文章的简要评价 ，以确
保通信作者了解文章的研究内容并对研究提供了指
导，以确保通信作者的真实性，避免挂名通信作者侵犯
他人姓名权的情况。
3. 6 在尾注中说明各个作者对论文的贡献

3. 8

更改作者或变更作者顺序的说明

讨论

快建立署名不端的判定及惩罚机制，从法律的层面规
范期刊作者署名，以维护学术的严谨和神圣。 同时科
技期刊编辑部也有责任和义务宣传、维护作者的正当
署名权，做到不侵权、不被侵权，在保护作者利益的同
［15］
时提高编辑部声誉，进而净化学术环境 。
作为编辑，我们同样面临职业道德的修养和提升 ，

当遇到各种署名不端的行为时，应该坚守学术的底线，
向作者提出修正意见或警告，将署名不端行为扼杀在
萌芽状态，宣传、维护作者的正当署名权，促进学术期
刊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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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中一些术语的使用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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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医学期刊中有些词语的使用值得商榷，如“恶性梗阻

性黄疸”“精准肝解剖”“临近器官组织”“腹腔室间隔综合征”
“病死率高达 50% ～ 60% ”等等。其正确、规范使用有的是有
据可查的，许多已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有的在一些新的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上可以找到； 但有的急需出
台国家标准，统一行业规范。编辑应提升自己的素养，做到用
词准确、规范，以促进我国科技术语的规范和统一。
关键词

医学术语； 医学期刊； 规范

Use of some terminologies in medical journals open to
discussion∥TANG Daiguo，PENG Ling，YU Jun
Abstract

In many medical journals，some terminologies should be

used judiciously，for example，" 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 ，
" precise hepatic anatomy " ， " adjacent organs ＆ tissues " ， "
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 ，and " mortality rate as high as
50% -60% " ． Cited from many trustworthy sources，their correct
and standard uses have been verified and publicized by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erms in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Although some of them can be found in a few new textbooks for
domestic colleges， for other terminologies， it is imperative for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draft national standards． For enhanc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apply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rminologies in
China，editors should improve their quality and make constan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ourse of standardizing and unifying the exact
uses of technical terminologies so as to boost academic prosperity．
Keywords

medical terminology； medical journal；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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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术语讲究用词准确、描述恰当。1987 年 8 月

12 日，国务院明确指示，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
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 ； 然而，随着
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名词不断更新，有些在全国名词
委公布的《医学名词》中找不到相对应的标准名词，此
外，医学名词术语使用不严谨，还存在滥用现象。这些
问题都不利于学术交流，应予以解决。

1

不恰当地使用形容词修饰

恶性梗阻性黄疸 肿瘤有良性、恶性之分，而黄
疸、
梗阻没有良性、
恶性之分。通过 Google 学术搜索，
输
入词条“恶性梗阻性黄疸”，查到 8 850 条结果，可见医

1. 1

学界这种修饰不当的表达已成习惯，
也就成了“通病”。
“恶性梗阻性黄疸 ”或更甚者用“恶梗黄 ”这种表
达方式。用“恶性”修饰“黄疸”是不恰当的，这里作者
想表达的是由恶性肿瘤引起的梗阻，对“梗阻 ”只有范
围上的描述和修饰，如完全性梗阻、不完全性梗阻等。
医学名词的习惯用法在作者中有强大的惯性 ，临床工
作中的口语经常代替规范术语，造成医学论文中名词
的不规范使用。
对疾病名称、手术名称和方法的不当修饰 疾病
的名称、手术名称、方法等应尽量少用修饰性定语，要

1. 2

用恰当的限制性定语，而这些限制性定语和这些术语
是固定搭配，比如近年常出现下列一些新说法。
1） 精准麻醉。“精准”是从定位上来说的； “麻醉 ”
则应该看是否满意，是否达到手术操作的要求，应安全
有效； 但不可以用“精 准 ”来 形 容 。 对 一 位 麻醉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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