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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检测与规范

论文检测背景论文检测背景
– 大量的抄袭现象,论文选题重复,参考文献不规范

相关政策要求
– 诚信和规范意识建设的必要性诚信和规范意识建设的必要性

检测图书的必要性
多种检测工具使用的必要性– 多种检测工具使用的必要性



科研,学术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大量质量不高,虚假, etc

大量存在或被爆光大量存在或被爆光
– 过度引用：相似度过高

学术不端行为 伪造数据 剽窃抄袭他人研– 学术不端行为：伪造数据、剽窃抄袭他人研
究成果、一稿多投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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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检测背景论文检测背景
– 大量的抄袭现象,论文选题重复,参考文献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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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信和规范意识建设的必要性诚信和规范意识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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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 2002.2.27，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
意见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高等学校哲学• 2004.6.22，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高等学校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

年 月《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 2006年9月《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
理办法（试行）》(科技部令11号)

年 月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科研行为• 2007年3月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科研行为
规范建设的意见》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 2009 .6，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
组织编写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是最完备的 部人文社科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最完备的一部人文社科
学术规范体系



2009年3月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 2009年3月教育部 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
不端行为的通知” (教社科〔2009〕3 号)

2010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 2010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
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 (
学位〔2010〕9 号学位〔2010〕9 号)

• 2013.1.1正式施行“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教育部令 第34号)”

• 2014.1教育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征求教育部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征求
意见稿)

• 2014 10 28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2014.10.28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
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工作进
行专项检查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14〕31号)行专项检查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14〕31号)



国务院转发的科技报告制度里的相关规定





• 在这种大背景下，论文检测系统被高校、科
研机构、期刊社等各类学术单位广泛应用
– 学位论文（毕业论文）检测学位 文 毕 文 检测

– 期刊论文检测

– 评审中的论文（科技报告,项目申请书）检测评审中的论文（科技报告,项目申请书）检测

– 征文、论文评奖活动中的检测

– ……



期刊基于期刊等论文文献的检测系统
① 同方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① 同方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② 万方论文检测系统
③ 维普通达论文检测系统③ 维普通达论文检测系统

基于图书,报纸等文献的检测系统

① 大雅相似度分析



基于网络资源的检测网站基于网络资源的检测网站
① PaperPass

P XXX② PaperXXX
台湾

快刀① 快刀
国外,基于英语资源

i i① turnitin



论文检测系统之间论文检测系统之间
都有相互补充和借鉴意义都有相互补充和借鉴意义
彼此对比库都存在很大差异



最大的问题是,除了大雅,最大的问题是,除了大雅,
其他检测系统都没有图书

周宁.高校学报应用CNKI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研究.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4(4)科学版),2014(4)



1.论文检测与规范

论文检测背景论文检测背景
– 大量的抄袭现象,论文选题重复,参考文献不规范

相关政策要求
– 诚信和规范意识建设的必要性诚信和规范意识建设的必要性

检测图书的必要性
多种检测工具使用的必要性– 多种检测工具使用的必要性



只对期刊 学位 会议 网络资源等文献只对期刊、学位、会议、网络资源等文献
进行检测，但缺乏对图书相似性的检测，

大是不完整的, 会存在很大隐患



中文学位论文（样本50万篇）参考中文文献的情况

参考文献数量
篇 种

各种参考文献
数量占比

参考文献总字
数估值 万字

有抄袭字数的
机会 可能性(篇/种) 数量占比 数估值(万字) 机会(可能性)

学位参考报纸 7218 0.11%

学位参考会议 10775 0.16% 5387.5 0.03%

学位参考期刊 5186523 77.27% 2593261.5 13.73%

学位参考图书 641256 9.55% 12825120 67.90%参 67.90%
学位参考学位 866247 12.91% 3464988 18.34%

6712019 100.00% 18888757 100.00%

注:期刊论文,会议论文每篇按5千字计算,学位论文按每篇4万字计算,图书
按每种20万字计算按每种20万字计算.



论文抄袭图书的案例论文抄袭图书的案例

1．教授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被指完全抄袭教科书
2010年02月08日人民网-人民日报 http://news.qq.com/a/20100208/000329.htm

2 XX大学博士毕业论文全文抄袭吉大教授专著2．XX大学博士毕业论文全文抄袭吉大教授专著
2010-12-8    http://bbs.netbig.com/thread-75093-1-1.html

3．XX大学教授指华中科大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其著作
昆明信息港 2010-11-16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1/240228.shtm

4．XX大学一博士论文第4章被指抄袭超90%
2009年7月16  四川在线 作者:付真卿李逢春余媛媛 选稿:实习生 周文洁
http://news.eastday.com/s/20090716/u1a4510324.html

5 网友曝XX大学教授论文涉嫌抄袭5．网友曝XX大学教授论文涉嫌抄袭
2010年01月14日 华龙网 http://www.sina.com.cn 

6．XX《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2010-03-25 11:57:08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42994

诉甘 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7．王XX诉甘XX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1)朝民初字第25149号

8．乐X诉温X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判书 (2010)朝民初字第17356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判书 (2010)朝民初字第17356号

9．就XX论文抄袭事件的批评与回应
2007-03-22    http://www.krics.sdu.edu.cn/php/print.php/436

10．高X诉程某某名誉权纠纷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徐民 民 初字第1215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徐民一(民)初字第1215号

11．张X诉广东万X咨询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3）穗中法民三初字第429号



大量案例教训教
为辅助学术规范,避免学术不端和抄袭,培养诚信
保护师生的学术生命 学校的荣誉保护师生的学术生命,学校的荣誉
使用多个检测系统是值得的必要的
既要检测期刊论文，同时必须检测图书既要检测期刊论文，同时必须检测图书



• 希望• 希望
– 学校引入多种论文检测工具,方便学生和老师,

以便保护本单位作者的论文成果安全(避免使用以便保护本单位作者的论文成果安全(避免使用
淘宝)

严格纪律 加强培训 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诚信素– 严格纪律,加强培训,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诚信素
质,掌握必备的文献调研和论文规范知识,以便
保护本单位作者的学术生命保护本单位作者的学术生命



大雅相似度检测系统0202 大雅相似度检测系统0202



2.大雅相似度检测系统

大雅基本情况介绍大雅基本情况介绍
– 唯一可检测图书的辅助规范工具

功能演示



图书 大雅基于图书等文献的检测系统：超星公司大雅
相似度分析相似度分析

目前国内外唯一能对论文（著作）与目前国内外唯 能对论文（著作）与
已出版图书进行相似度分析的



大雅相似度分析大雅相似度分析
检测系统弥补了
对图书相似性的对图书相似性的
检测空白





大雅的对比库资源类型齐全大雅的对比库资源类型齐全

图书、报纸、期刊、网络文献等海量资图书 报纸 期刊 网络文献等海量资
源，比对文献数亿篇（份）

中文图书200多万种

中文报纸1亿多篇

中文期刊4000多万篇中文期刊 多万篇

海量精选网络文档,etc



2014年 某单位 大雅的检测情况统计2014年 某单位 大雅的检测情况统计

相似度分布 文献总量 占比相似度分布 文献总量 占比

0%-10% 20130 33.88%

10%-20% 13299 22.39%

20%-30% 8686 14.62%

30%-40% 6079 10.23%

29 11%

40%-50% 4143 6.97%

50%-60% 2819 4.75%

60% 70% 1712 2 88% 29.11%

11.90%

60%-70% 1712 2.88%

70%-80% 1212 2.04%

80%-90% 708 1 19%80% 90% 708 1.19%

90%-100% 621 1.05%

合计 59409 100.00%



2.大雅相似度检测系统

大雅基本情况介绍大雅基本情况介绍
– 唯一可检测图书的辅助规范工具

功能演示



管理员可批量管理员可批量
上传检测

个人只支持单
篇检测

dsa.dayainfo.com

单位管理员 规范辅助管理工具单位管理员：学术规范辅助管理工具
个人用户使用：开放服务个人，成为学术自律（自我规范）辅助工具









上传文献标题、总字数上传文献标题、总字数

相似处在文中分布

相似度量化分析

相似处在文中分布
及目前所在位置

相似处内容比对

通过这里检查，
可补充参考来可补充参考来

源（参考文献）













两个文献的相似
度，及具体相似

情况情况



支持自建库功能





支持图片计算功能



支持子账号管理

特色功能介绍



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

部分案例

沈阳工程学院研究生部 上海外语学院研究生院

沈阳化工大学教务处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沈阳工业大学教务处 江西财经政法大学教务处沈阳工业大学教务处 江西财经政法大学教务处

大连工业大学教务处 湖南城市学院教务处

沈阳师范大学教务处 泰山医学院教务处

长春工业大学图书馆 桂林理工大学教务处长春工业大学图书馆 桂林理工大学教务处

延边大学图书馆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教务处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务处

图书馆学刊(辽宁省图书馆) 怀化学院教务处

沈阳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廊坊师范学院教务处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华大学图书馆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华大学图书馆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西昌学院图书馆

东北石油大学学报 四川文化产业学院图书馆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自然版 哲社版) 南开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学院齐齐哈尔大学学报(自然版,哲社版) 南开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学院

佳木斯大学学报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清华大学)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 榆林电教馆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版,社科版) 成都市国际税收研究会

绥化学院学报 成都市地方税务局



科研成果管理0303 科研成果管理
——机构知识库

0303
机构知识库



机构知识库,即资源仓储,机构典藏库
可为本单位后来者创新服务,以了解和借鉴本
单位前人的成果单位前人的成果



• 展示机构的科研成果,扩大影响

• 展示机构专家的成就 扩大影响展示机构专家的成就,扩大影响
– 齐全

共享资源 以便交流• 共享资源,以便交流

• 方便辅助机构评价和评估方便辅助机构评价和评估
– 年度收集统计平台



超星机构知识库优势超星机构知识库优势



1 资源齐全1.资源齐全

本机构科研成果元数据收录齐全
涵盖文献类型齐全















2 多种数据更新方式2.多种数据更新方式

首次创建一次性导入
运行后，系统自动更新+用户参与维护更新
支持元数据和全文上传











3 多维度展示3.多维度展示

支持按照学者、二级单位、学术团体等方式进
行资源展示
提供学者主页，可实现合作者分析







4 贴心的服务4.贴心的服务

支持适当定制(首页)
支持远程使用(推荐)
支持与已有数据库(平台)无缝对接





学科服务平台功能模块构成

科技查新 论文查收查引论文查收查引

资源仓储资源仓储 专题资源专题资源
学科分析学科导航 （自助成果库）（自助成果库） （特色数据库）（特色数据库）学科分析

学科参考咨询学科参考咨询
资源定制
（推送）
资源定制
（推送）

代查代检代查代检

统计 系统管统计 系统管

（推送）（推送）

在线在线 问卷问卷
定制模块定制模块 统计、系统管理、etc统计、系统管理、etc

在线
咨询
在线
咨询

问卷
调查
问卷
调查

定制模块定制模块



THANKS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