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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科研合作的不当署名问题持续发生。设立作

者贡献声明制度，使期刊应对不当署名行为更加主动，从源头

阻断不当署名乱象。借助作者贡献声明可以识别论文合著中，

具有作者资格未署名、不具有作者资格而署名的不当行为; 定

性判断署名排序与作者对论文的实际贡献是否相符，为署名顺

序提供参考，为期刊规范作者署名、防范不当署名行为提供有

效依据和帮助。
关键词 不当署名; 作者贡献声明; 作者贡献要素; 署名排序

Study on the prevention of inappropriate authorship based on
author’s contribution statement in journals / /CONG M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problem of inappropriate authorship
in research cooperation continues to occur． Author contribution
statement is established to make the journal more active in dealing
with inappropriate authorship，and to prevent improper behavior
from the origin． With the help of author contribution statement，the
improper behavior of the co-author who is signed and who is not
signed can be identified． Whether the author order matches with the
author contribution or not is qualitatively judged，then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author order． Therefore， author contribution
statement can provide an effective basis and help for journals to
standardize author signature and prevent inappropriate authorship．
Keywords inappropriate authorship; author contribution
statement; author contribution elements; author order
Author’s address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inan
University，510632，Guangzhou，China
DOI: 10． 16811 / j． cnki． 1001 － 4314． 2020． 03． 016

随着科学研究进入“大科学”时代，科研人员也进

入分工协作、整体推进的大科学新阶段，合作研究已成

为主要趋势［1］。近年来，科研合作的知识产权归属争

议、学术成果署名争端等问题频发［2］。2019 年 7 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陆炎送给

复旦大学女博士李敏 5 篇 SCI 论文的消息经媒体报道

后引起了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广泛关注。在这 5 篇 SCI
论文中，李敏作为单独一作 2 篇、共同一作 2 篇、第四

作者 1 篇，而陆炎则在影响因子最高的 3 篇里面担任

通信作者，其他 2 篇中署名。5 篇 SCI 论文发表期刊

的影响因子达到 29，均发表在英文期刊。事件爆出

后，复旦大学迅速发表声明，将启动调查女博士李敏的

所有论文 以 及 这 5 篇 SCI 论 文 是 否 存 在 学 术 不 端

行为［3］。
学术评价、科研竞争的压力，科研人员诚信意识的

匮乏，学术界相关规范的缺失，是导致不当署名问题持

续发生的重要因素［4 － 5］。2019 年 7 月正式实施首个

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行业标准———CY /T 174—2019
《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6］，对论文

作者、审稿专家、编辑 3 方进行学术不端界定，再次明

确不当署名是论文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
本文研究借助作者贡献声明如何规范与监督作者

署名及排序，为期刊规范作者署名、防范不当署名提供

参考和帮助。

1 不当署名的含义及表现形式

CY /T 174—2019 定义不当署名( inappropriate au-
thorship) 是与对论文实际贡献不符的署名或作者排序

行为。
不当署名的表现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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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未对论文

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在论文中署名; 3) 未

经他人同意擅自将其列入作者名单; 4) 作者排序与其

对论文的实际贡献不符; 5 ) 提供虚假的作者职称、单

位、学历、研究经历等信息［6］。

2 作者贡献声明及贡献要素

作者贡献声明( author contribution statement) 是对

论文中合作者学术贡献的公开说明，通过它可以解读

署名作者的具体贡献及应担负的责任。它的出现，为

重新审视作者价值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7 － 8］。作者贡

献声明，通常作为一个独立模块，置于正文之后。
作者贡献要素是作者贡献声明的主要内容，即在

一篇文章创作过程中作者所做的工作或智力贡献，是

对作者贡献的准确描述［9］。作者贡献要素一般由期

刊作统一规定或者作者以自由文本的形式撰写。由于

描述各类贡献的词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随意编写的

文本无法满足评审委员会、资助者等对简洁度量指标

的要求。
2014 年，国际标准机构 CASＲAI 等提出贡献要素

分类标准———机器可读分类系统 CＲediT ( Contributor
Ｒoles Taxonomy) ［10］。CＲediT 标准具备 14 种贡献类

型( 表 1) ，对作者贡献进行统一描述，为作者贡献的量

化分析奠定了基础。目前已经有 30 多家期刊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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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机构，包括 Elsevier、Springer、Cell Press、美国公共科

学图书馆( PLoS) 、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在部分出版物

中开始使用 CＲediT。

表 1 CＲediT 贡献要素分类标准

编号 贡献要素类型 定义

1 概念化 提出想法; 制定或完善总体研究目标

2 数据处理
注释( 产生元数据) 、清理数据、维护研究

数据( 包括诠释数据本身所需的软件代码)

3 正式分析
运用统计、数学、计算或其他技术分析或

集成研究数据

4 资助获取 为促成论文发表的项目争取资金支持

5 调查
开展研究和调查，尤其进行实验或数据 /

证据的收集

6 方法 开发或设计方法，创建模型

7 项目管理 管理、协调研究活动的计划和执行

8 资源
提供研究材料、试剂、患者、实验室样本、

动物、仪器、计算资源或其他分析工具

9 软件
编程、软件开发; 设计计算机程序; 执行计

算机代码及支持算法实现; 测试现有代码
组件

10 监管
监管和领导研究活动的计划和执行，包括

对核心团队之外的指导

11 验证
验证结果 /实验和其他研究输出的整体可

重复性 /再现性

12 可视化
出版工作的准备、创作和 /或展示，特别是

可视化 /数据展示

13 写作—
论文撰写

准备、创作和 /或介绍已发表的作品，特别
是撰写初稿( 包括实质性翻译)

14 写作—
评审和编辑

准备、创作和 /或展示初始研究小组成员
的已发表作品，特别是批判性的评论、评论
或修改———包括出版前或出版后阶段

3 借助作者贡献声明规范与监督署名行为

借助作者贡献声明可以识别合著中的挂名、搭车 /
夹带署名、转增署名行为，为署名顺序提供参考，进而

为期刊规范作者署名行为提供帮助。
3． 1 规范与监督作者署名

3． 1． 1 期刊作者署名资格的标准 国内外给出了期

刊作者署名资格的相应标准，主要有 6 种( 表 2) 。国

内:《著作权法》( 2010 年) 、GB /T 7713． 3—2014《科技

报告编写规则》［11］; 国外: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ICMJE) 标准、美国科学编辑理事会( 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CSE) 标准、美国物理学会(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APS) 标准、美国化学会( American Chemical So-
ciety，ACS) 标准［12 － 14］。其中 ICMJE 标准在医学期刊界

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被视为署名规范的“金标准”。

表 2 期刊作者署名资格的相关规定

标准 署名 不署名 /致谢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著
作权法》

合作作品的著作权由合
作作者共同享有。

对论文进行了实际创作，
并对论文做出独创性贡献
的人才能成为合作作者

仅为创作提供咨询
意见、物质条件、素材
或其他辅助劳动的人

GB /T
7713． 3
—2014

署名者需满足: 1 ) 选定研
究课题和制订研究方案; 2 )
直接参加全部或主要部分
研究工作并做出主要贡献;
3) 参加撰写论文并能对内
容负责

1 ) 参加部分工作的
合作者; 2) 按研究计划
分工负责具体小项的
工作者; 3) 某一项测试
的承担者; 4) 接受委托
进行分析检验和观察
的辅助人员

ICMJE
标准

署名作者必须同时满足 4
条标准: 1) 研究课题的设计
构思，资 料 收 集 和 数 据 分
析、解释; 2) 撰写初稿，或对
论文重要智力性内容做出
关键性修改; 3) 同意最终修
改版稿件发表; 4) 承诺对论
文各部分内容负责，保证在
实施研究课题和解决研究
问题时的准确性和诚信

1 ) 单纯提供技术帮
助者，帮助写作者; 2 )
仅仅给予一般性支持
的部门领导; 3 ) 仅筹集
资金、收集数据或对课
题组进行一般性管理

APS
标准

限于那些对概念、设计、
执行或论文解释工作做出
实质贡献的人

其他为研究做出贡
献的个人

CSE
标准

对研究成果做出实质贡
献，并且同意对这些贡献负
责的人

未列出

ACS
标准

对文章所报道的工作做
出了显著贡献且对研究结
果分担有责任与义务

调查研究中行政管
理的人员

3． 1． 2 作者贡献与署名资格

1) 列出贡献者未署名。对应不当署名表现形式

第 1) 种，分析列出的贡献是否符合署名资格的要求，

判断是否补充署名。如表 2 所列，多数标准认定参与

课题设计、分析和解释数据、得出结论、撰写论文等对

研究成果做出实质贡献，能够对内容负责的人员具有

署名资格。出现列出贡献者未署名现象有 3 种情况:

一是遗漏作者，对研究有重要贡献的人被排除在作者

名单之外; 二是存在代笔写作的论文枪手行为，“形式

作者”为署名者，而实际作者为枪手、未署名，使学术

研究成了学术交易［15 － 16］; 三是所做贡献不具备署名

资格。
2) 未列出贡献者署名。对应不当署名表现形式

第 2) 种，指论文署名者未参与论文研究工作但在文中

署名，即形式作者。排除论文书写时的失误，可能存在

挂名、搭车 /夹带署名、转赠署名行为。
3) 未作实质性贡献者署名。对应不当署名表现

形式第 2) 种，指参与论文相关工作但不具备署名资格

却署名的人员，混淆了作者和应该致谢的人员。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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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和期刊界对论文署名资格没有统一明确的标

准，部分科研工作者对署名资格认识不清，将所有参与

过研究工作的人员都认定为作者。然而，在一篇论文

产生过程中，参与相关工作的人员并不是全部都要以

署名作者的形式出现，仅参与辅助实验、资金获取、技
术或材料支持、行政管理的人员不具备署名资格，可在

文末致谢。期刊应依据所列的作者贡献参考表 2 的标

准对作者署名的资格进行把关。
3． 2 规范与监督署名排序

3． 2． 1 论文署名排序模式 目前论文署名有 4 种排

序模式: 贡献力递减模式、U 型模式、姓氏顺序模式、随
机模式。U 型模式即贡献最大的作者位于第一和末

尾，次要贡献作者位于中间位置。国外较为常见的是

贡献力递减模式和 U 型模式，国内多数规范对署名顺

序认可按照贡献大小排列的方式［17］。
GB /T 7713—19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

术论文的编写格式》规定“作者应按其贡献大小排列

名次”。我国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指出“作者

排名一般按照贡献和责任大小依次排列”。《关于在

学术论文署名中常见问题或错误的诚信提醒》指出:

“署名体现作者对论文的贡献程度，部分学科领域不

采取以贡献度确定署名排序的，从其规定。”
3． 2． 2 作者贡献要素重要性分类 张闪闪等［18］、
Davenport等［19］的分类方法构建了作者贡献要素三维

层次框架，将贡献要素按重要程度分为核心层贡献要

素、中间层贡献要素、最外层贡献要素 3 个层次 21 种。
从核心层到最外层，作者贡献要素重要性依次递减。
但此分类方法研究对象是医学类和综合性期刊，不包

括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在实际应用推广时要按

照学科特点进行相应调整。
1) 核心层作者贡献要素。主要包括研究构思与

设计，数据分析与解释，论文撰写等。核心层作者贡献

要素是一篇论文写作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贡献。
2) 中间层作者贡献要素。主要包括设计研究框

架，可行性分析，数据搜集，进行实验、调查，数据整理，

论文修订，绘制图谱，提供指导、监督建议。它介于核

心层与最外层之间，是最外层实现向核心层转换的

纽带。
3) 最外层作者贡献要素。主要包括资料调研与

整理，研究命题提出，研究对象确定，数据保存，提供材

料、样品、案例、工具等，提供模型、算法、代码，寻求资

助、与编辑部沟通、签署版权协议。它为实现核心层贡

献提供支持，属于辅助贡献。
3． 2． 3 作者贡献与署名顺序

1) 署名顺序分析。第一作者作为学术研究的主

导者，通常完成大部分实质性的工作并做出重要贡献。
通信作者作为对外通信的负责人，须对研究做出实质

性贡献并全面承担研究总体设计，能够全面熟悉把握

课题研究过程中的数据资料、分析论证结果，对论文的

真实性、数据的可靠性以及学术的规范性等方面把关，

因此通信作者的贡献也很重要［20］。通常认为，完成主

要研究工作的第一作者和提供指导支持的通信作者，

在科研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署名的其他作者

主要做出增补性的贡献，提供辅助［21］。
2) 作者贡献要素重要性与署名顺序的对应。将

论文的作者贡献要素按 3． 2． 2 重要性分层，因核心层

作者贡献要素是一篇论文写作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贡

献，如一篇论文的作者贡献要素没有核心层贡献要素，

则要考虑有遗漏作者贡献或者将对论文研究有实质性

贡献的人排除在作者名单外的行为，对应不当署名表

现形式第 1) 种。
将论文的作者贡献要素分层后，每个署名作者对

应核心层、中间层、最外层贡献要素，进而定性判断作

者排序与其对论文的实际贡献是否相符。若作者贡献

要素的重要程度与作者署名位置严重不相符，如第一

作者的贡献主要处于最外层贡献要素，其他作者的贡献

主要处于核心层贡献要素，则可能存在署名顺序没有按

照贡献大小排序，对应不当署名表现形式第 4) 种。
实际上，作者的贡献与署名顺序的公平分配很难

确定［22］，同等贡献作者成为解决一些冲突的方法。近

年来论文中署名共同第一作者、共同通信作者的情况

逐年增多，这对一部分论文是必要的，但难免会带来学

术荣誉的滥用［23］，亦会出现挂名、滥用作者署名等现

象。依据作者贡献声明，可以定性判断署名同等贡献

作者的贡献与重要性是否相当，有助于识别过度的共

同第一作者、共同通信作者署名行为。

4 结束语

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虽然通过技术手段和编辑的

工作经验判断能解决某些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规范

化的约束条件、制度及完整翔实的基础数据才是技术

和经验发挥效果的保障。设立作者贡献声明制度，使

期刊应对不当署名行为更加主动，从源头阻断不当署

名乱象。
期刊在面临不当署名行为时，事前预防和事后处

理，都能有所作为。前文提到的 5 篇 SCI 论文，其中 3
个期刊标注了作者贡献( author contributions) ，作者贡

献和责任标识清楚，相信对案件的调查取证会有较大

帮助。期刊著录作者贡献声明，主体责任清晰、职责明

确、得失匹配，为不当署名行为的认定和处理提供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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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信息，是有效解决合作者知识产权纠纷的重要

依据。
然而，作者贡献声明并不能代替署名，只是作者署

名和排序的补充。作者贡献声明仍有一些待解决的

问题:

1) 国外开展作者贡献声明及其规范的期刊较多，

而国内应用作者贡献声明的期刊主要为医学类和图书

情报类期刊。目前作者贡献声明的著录仍是期刊的一

个自发行为，并没有上升为中国学术出版的行业规范，

因此国内期刊应用较少，没有得到普及。
2) 防范不当署名行为是作者贡献声明的重要作

用，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编造作者贡献与署名及排序

相匹配，从而引发新的学术不端行为。
3) 构建贡献要素与署名顺序的关系模型，定量确

定二者的对应关系，提供署名顺序推荐，为期刊及出版

单位提供理论依据，加强学术署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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