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舆情动态

（2021 年 3期 总第 105 期）

中国知网增值信息服务事业本部 2021 年 3 月 30 日

内容提要

要闻概览

1. 教育部关于发布《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

2. 三部门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

3.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 2021年工作要点

4. 教育部：加强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6. 如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

了

7. 科协发布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工作要点：加强科研诚信治理

8.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夯实教学“新基建” 托起培养高质量

他山之石

9. 增强科研诚信建设工作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联席会议第三

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0. 甘肃省人社厅下发通知修订完善职称评价条件标准

11. 知网检测系统助力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12. 2021年度海南省基础教育创新研究与实践论文评选活动采用中国知网

检测系统

13. 知网检测系统助力 2021年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

评审工作

专家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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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部长级专职委员管培俊：加快

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

15.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以诚信回应公众的

科学期待

16.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科研诚信，为何重要

却易失范

17. 中国科学院监督与审计局侯兴宇：当前国内科研诚信治理需要关注哪些

问题

18. 中国科学院监督与审计局侯兴宇：2018年《意见》是如何对国内科研

诚信治理进行顶层设计的？

19. 潜规则多，警示作用少：处理科研不端可别“高举轻放”

20.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飞：让学术道德委员会愿担当、能

担当

2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翁秋怡：“双一流”建

设评价新规释放出何种信号

22.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评判学术不端，

责任和能力要分清

23.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双一流”建设成效增值评

价尚需科学论证

其他

24. 再谈 2017年国内处理“107篇论文撤稿”事件的启示

知网动态

25. 以学风建设为先 护航高质量发展——新形势下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教学过程管理研讨会即将召开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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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知网毕设新功能上线，论文送审一站式搞定！

27. 重磅！优秀大学生毕业论文全文共享平台上线！

28. 课程作业「在线编辑」功能上线，师生直呼太方便！

29. 诚信与学术规范新功能上线丨同学：别了，学术不端！

30. 「知网课程作业」小程序正式发布

31. 毕业（设计）论文与实践教学服务再升级，教师教学和实习实践指导平

台崭新上线

32. “中国知网”专利检索与分析系统介绍

33. “中国知网”高校教学类项目管理服务平台来啦！

34. 课程学习全过程综合培养平台

35. “中国知网”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

36. 科研·人事 论文诚信档案管理系统

编辑人员：曹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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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概览

1.教育部关于发布《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hSOEmXV9CHlDv9kZue-lXQ

信息来源： 微信公众号- 互联网教育国家工程实验室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23 日

内容摘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扎

实推进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推动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升高等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水平，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

特制定《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

2.三部门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d9JufJjB1c8yJthCWRe4CA

信息来源：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微信号：jybxwb）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23 日

内容摘要：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

价办法（试行）》。

3.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 2021年工作要点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CNgKK_V0qrS58fn88zzyZw

信息来源：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9 日

https://mp.weixin.qq.com/s/hSOEmXV9CHlDv9kZue-lXQ
https://mp.weixin.qq.com/s/d9JufJjB1c8yJthCWRe4CA
https://mp.weixin.qq.com/s/CNgKK_V0qrS58fn88zzy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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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21年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和网信工作的重要论述，

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深入实施高校

科技创新“转学风、提质量”和推进教育新基建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攻坚行

动为重点，求突破、建高峰、强基础、重服务，全面提升高校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高质量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和网络强国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4.教育部：加强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UgoRPtaNWYqZ5JCheZCZHA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网络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8 日

内容摘要：

到 2025年，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信息系统实现优化

整合，一体化水平大幅提升；数据实现“一数一源”，数据孤岛得以打通，数据

效能充分发挥；在线服务灵活便捷，“一网通办”深入普及，服务体验明显提升；

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基本形成，多元参与的应用生态基本建立；教育决

策科学化、管理精准化、服务个性化水平全面提升，支撑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5.《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fZEpZtBCLd3tN9kw1sfjVw

信息来源：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微信号：jybxwb）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6 日

https://mp.weixin.qq.com/s/UgoRPtaNWYqZ5JCheZCZHA
https://mp.weixin.qq.com/s/fZEpZtBCLd3tN9kw1sfj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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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近日，教育部发布公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学位申请人在学位授予单位学习期间以及学位申

请、同行评阅、答辩过程中存在学术不端、作伪造假等行为的，学位评定委员会

可以作出不授予其学位的决定。

6. 如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明确了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Q2FSxLCacHaJ3OSPCA_QzQ

信息来源：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微信号：jybxwb）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3 日

内容摘要：

新华社受权于 12日全文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3月 11日表决

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

议，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

纲要共分为 19篇，在第十三篇“提升国民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部分提

出，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

的健康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

发展能力。其中第四十三章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一起来看有哪些具体要

求。

7.科协发布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工作要点：加强科研诚信治理

详情请见：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735798

信息来源： 澎湃新闻

https://mp.weixin.qq.com/s/Q2FSxLCacHaJ3OSPCA_QzQ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73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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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6 日

内容摘要：

3月 16日，中国科协官网发布了《2021年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工作要点》。

该工作要点称，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一流学术期刊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落地实施，强化领军期刊

品牌建设，加大后备期刊培育力度，深化运营管理机制创新，推进评价改革，拓

展国际交流，构建示范引领、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工作格局，推动科技期刊高

质量发展，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基础支撑。

8.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夯实教学“新基建” 托起培养高质量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5lhyEfCWhnR9BYWNFW0v0A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中教全媒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24 日

内容摘要：

2021年 3月 21日 ，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在

京召开。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作《抓好教学“新基建” 培养高质

量外语人才》主旨报告，对于外语教育未来发展提出新要求。

他山之石

9.增强科研诚信建设工作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联席

会议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63Swm9njA_B3_uhnioPz2Q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29 日

https://mp.weixin.qq.com/s/5lhyEfCWhnR9BYWNFW0v0A
https://mp.weixin.qq.com/s/63Swm9njA_B3_uhnioPz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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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3月 26日，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

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

组副书记王京清出席会议。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有

关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言。谢伏瞻强调，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各成员单位要用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联席会议平台，凝心聚力、信

息共享、协同高效、形成合力，有效遏制各种科研不端行为。

10.甘肃省人社厅下发通知修订完善职称评价条件标准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5X2D5qMEJASEkUHN6C7lCA

信息来源：公众号-知网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2 日

内容摘要：

甘肃省人社厅近日下发通知，要求修订完善各系列（专业）职称评价条件标

准。新修订评价条件标准要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印发实施，确保 2021 年

职称评审工作顺利进行。省人社厅已购买了 " 中国知网 " 论文查重服务，供用

人单位和专业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审中免费使用，在职称信息系统自动查重，不接

收任何报告单。" 中国知网 " 没有收录的论文，由用人单位统一联系 " 中国知

网 " 工作人员进行查重，并出具查重报告。将核心期刊论文查重率调整为 15%、

省级期刊论文查重率调整为 25%。

11.知网检测系统助力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详情请见：

http://www.ynpopss.gov.cn/html/2021/tongzhitonggao_0316/187

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5X2D5qMEJASEkUHN6C7lCA
http://www.ynpopss.gov.cn/html/2021/tongzhitonggao_0316/1875.html
http://www.ynpopss.gov.cn/html/2021/tongzhitonggao_0316/18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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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网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6 日

内容摘要：

3月 16日，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2021年度云南省哲学社

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申报公告》。其中，在申报条件中提到，“著作须

全文通过中国知网重复率检测，且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不超过 20%，超过

20%必须提供情况说明。”

12.2021年度海南省基础教育创新研究与实践论文评选活动采用中

国知网检测系统

详情请见：

http://www.cerhy.com/2021/60867193.jhtml?wx=wx#10006-weixin

-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信息来源：海南省教育学会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8 日

内容摘要：

2021年 3月 18日，海南省教育学会发布《关于开展 2021年度全省基础教

育创新研究与实践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参评论文必须围绕年度论

文主题由本人独立撰写，不得抄袭、套构他人作品或成果；对抄袭、雷同超过

30%的论文不予评奖，抄袭、雷同超过 40%的论文及作者，除通报批评外，四年

内不得参加海南省教育学会组织的论文评选活动。本次评选活动所使用的论文检

测软件由中国知网提供，检测结果以学会的检测结果为准。

http://www.cerhy.com/2021/60867193.jhtml?wx=wx#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http://www.cerhy.com/2021/60867193.jhtml?wx=wx#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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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知网检测系统助力 2021年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

项目）评审工作

详情请见：http://m.hbskw.com/tzgg/p/49846.html

信息来源：湖北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1 年 2月 23 日

内容摘要：

近日，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布《关于组织申报 2021年省社科基金一

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的通知》。申报项目须是未出版(发表)的最终研究成果

（专著或研究报告）。报送纸质成果时，须将成果的复制比检测报告一并报送。

成果的复制比检测报告必须符合学术规范，各单位负责对本单位申报成果进行审

查把关。不提供复制比检测报告或复制比检测报告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成果，不得

申报本年度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

专家话语

1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部长级专职委员管培

俊：加快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GNNWbCiU0giQdPSdmPKm9w

信息来源：公众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4 日

内容摘要：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高质量教育体系包含很

多方面，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又是促进协同创新、服务国家

发展的教育体系，也是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教育体系。

立足当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首先需要在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

http://m.hbskw.com/tzgg/p/4984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NNWbCiU0giQdPSdmPKm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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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实现新突破。其次，要在教育评价破“五唯”和建立高质量教育保障体系方

面开启新局面。再次，要在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新进展。

15.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以诚信回

应公众的科学期待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oADPEaeCS86BvdokOVObjQ

信息来源：公众号-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3 日

内容摘要：

在这个最需要科技的时代，科技界有必要开展科研诚信大讨论，让公众看到

我们为了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究竟做了什么、怎么做的。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什

么是学术不端。在明确了学术不端的定义之后，接着就要确立判断学术不端行为

的准则。遏制学术不端行为，除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还应该加强公众监督。总而

言之，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是科技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16.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科研诚信，

为何重要却易失范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hLV8JJyUgDVKoUgUYBrwlw

信息来源：公众号-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5 日

内容摘要：

学术不端是国际学术界的常见现象，区别只在于严重程度不同。对于中国而

言，问题在于对科研诚信的惩处大多停留在对个体价值的惩处上，缺少对侵蚀国

家财富的惩处，导致国家利益没有得到合理的关照，造成惩罚总量不足。这是今

后亟须加强的。

https://mp.weixin.qq.com/s/oADPEaeCS86BvdokOVObjQ
https://mp.weixin.qq.com/s/hLV8JJyUgDVKoUgUYBrw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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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科学院监督与审计局侯兴宇：当前国内科研诚信治理需要

关注哪些问题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GrxwwVN3PQqo9WBf00Ba3g

信息来源：公众号-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0 日

内容摘要：

国内科研诚信治理，宜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方有利建设一个诚信治理的体

系，提升诚信治理的能力。一是诚信教育的针对性。二是学术调查的规范性。三

是治理视野的国际性。四是结论公布的透明性。五是典型案例的普及性。

18.中国科学院监督与审计局侯兴宇：2018年《意见》是如何对国

内科研诚信治理进行顶层设计的？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L5jp_qjyB_j2mVWqJWUsCw

信息来源：公众号-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25 日

内容摘要：

2018年 5月 30日，两办印发《意见》，不难看出《意见》立意之高、规划

之远、思虑之周全、设计之严谨。是一份对国内科研诚信治理进行了顶层设计的

纲领性文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制度体系的建设任务、二是协同治

理的主导原则、三是宽严相济的治理思想、四是迈向统一的惩治举措。有了以上

四个指向，《意见》的颁布才具有里程碑式、顶层设计的意义。当前，国内科研

诚信治理实践进一步表明，应对《意见》之精神进行进一步阐释，以利于指导后

续工作的开展。

https://mp.weixin.qq.com/s/GrxwwVN3PQqo9WBf00Ba3g
https://mp.weixin.qq.com/s/L5jp_qjyB_j2mVWqJWUs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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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潜规则多，警示作用少：处理科研不端可别“高举轻放”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50AbBTQJiLVGbI62RDmqTg

信息来源：公众号-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0 日

内容摘要：

近年来，科研诚信事件不断“出圈”，引起公众广泛关注。而这些事件的处

理结果更是被各方热议。在我国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科研活动特点已发生较大变

化的今天，科研诚信事件应当如何处理？2021年两会期间，《中国科学报》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学明，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进行了专访。

20.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飞：让学术道德委员会愿

担当、能担当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L3YkY1C23T29iCTKDXSnSg

信息来源：公众号-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25 日

内容摘要：

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科研不端行为治理的主体，而学术道德委员会应在高校和

科研机构的诚信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根据笔者调查，目前，我国高校和

科研机构学术道德委员会的工作存在诸多落实不到位的情况。究其原因，归根结

底在于学术道德委员会自身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管理层的认识和投入不足，导致其

工作积极性不够。让学术道德委员会愿担当、能担当，成为科研诚信建设中的当

务之急。

https://mp.weixin.qq.com/s/50AbBTQJiLVGbI62RDmqTg
https://mp.weixin.qq.com/s/L3YkY1C23T29iCTKDXSn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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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翁秋怡：“双

一流”建设评价新规释放出何种信号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CqS6I53Nxjj_bpp56HLIBw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26 日

内容摘要：

日前，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

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不能数论文、数“帽子”，不能简单以条件、

数量、排名变化作为评价指标，这引发了舆论关注。从内容上看，“双一流”建

设评价打破了以往简单的数量指标评价体系，以成效代替数量，突出质量贡献，

引导高校关注长远发展。评价办法对人才培养的评价，不单只考察毕业生的培养

结果，更重视人才培养过程。评价办法在克服“五唯”上有明显的针对性。关于

评价的实施，此次评价办法释放不再一评定终身的明确信号，有利于推进高校可

持续发展。

22.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评判

学术不端，责任和能力要分清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bMi6uiz30GzW6C0cVW4kwg

信息来源：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26 日

内容摘要：

近年来，在科研领域，撤稿、数据图片误用、诚信失范事件时有发生，其中

不乏著名高校和教授。这不禁让人疑惑，我国的科研诚信问题越来越多了吗？此

外，出现学术不端，除作者外，是否也是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失职？如何保证科

研诚信、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

https://mp.weixin.qq.com/s/CqS6I53Nxjj_bpp56HLIBw
https://mp.weixin.qq.com/s/bMi6uiz30GzW6C0cVW4k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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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

23.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双一流”建设成

效增值评价尚需科学论证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2K6My4aVGTvpaGoVZXakGw

信息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30 日

内容摘要：

日前出台的《“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明确提出评价的三

大维度是大学及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成长提升程度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整体发

展水平的评价相对容易理解和开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涉及发展的条件支撑，

评价可行性也很高。而成长提升程度的评价体现的是增值理念，考查的是增量变

化及发展质量，属于增值评价范畴。虽然这种理念是先进的，并直指“双一流”

建设的本质——大学及学科的发展进步，具有明显的公平性以及直指建设周期的

精准性，然而增值评价也面临不少挑战。

其他

24.再谈 2017年国内处理“107篇论文撤稿”事件的启示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W9meaj0scbRjIURgGiLQzg

信息来源：公众号-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2 日

内容摘要：

2017年 4月的 20日，国际出版巨头——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 Springer

Nature旗下《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期刊撤下所刊登的 107篇论文。

该事件中，107篇论文全部为中国作者，撤稿原因是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审意见。

https://mp.weixin.qq.com/s/2K6My4aVGTvpaGoVZXakGw
https://mp.weixin.qq.com/s/W9meaj0scbRjIURgGiLQ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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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回顾这次事件及其处理，不难看出它对当下科研诚信治理的若干启示。

实事求是是学术调查的灵魂。

知网动态

25.以学风建设为先 护航高质量发展——新形势下加强高等学校

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研讨会即将召开

内容摘要：

2021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强基固本，推进

高等教育质量革命和学风建设，是加快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

体系的关键。《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抽检办法（试行）》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发布，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加强过程管理明确了方向，为建设优良学风提供了有力的抓手。

中国知网长期致力提供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管理信息化平台，

服务于高校学风建设、论文诚信和管理，自 2009年起，连续每年举办全国高校

会议，搭建学风建设和教学过程管理的权威研讨平台。此次会议还得到中国科学

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研诚信与负责任创新专委会（筹）的协办支持，中国知网

作为专委会发起单位之一，将持续参与领域建设，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为贯彻落实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更好推进学风建设，防治毕业设计（论文）

抄袭作弊，服务高质量本科教育建设，中国知网联合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将于 2021年 4月 23日在西安召开此次研讨会，

并通过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同步直播。届时，普通高校教学教务负责人等 400

余人参加线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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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26.知网毕设新功能上线，论文送审一站式搞定！

详情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uLvtC-32ETfvFZE9EwfRLg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知网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21 年 3月 12 日

内容摘要：

知网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送审版论文提交”功能上新了，支持学生

端在线提交论文送审稿，助您轻松完成抽检送审论文的收集工作，为各类督导检

查提供符合要求的规范论文版本。

27.重磅！优秀大学生毕业论文全文共享平台上线！

详情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uichJn-isvi0ma0qGIaU0g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知网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21 年 2月 25 日

内容摘要：

新形势下，本科教育智能化是大势所趋，为响应政府号召，中国知网拟搭建

“优秀大学生毕业论文全文共享平台”（下称“共享平台”），该共享平台将汇

同全国范围内各大高校，发掘有价值的优秀大学生毕业论文，进行专业加工、建

库存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获取，旨在为各大高校提供科研成果和优势学科专

业成果展示，促进校际间学术交流，实现优秀大学生毕业论文资源的共建共享。

https://mp.weixin.qq.com/s/uLvtC-32ETfvFZE9EwfRLg
https://mp.weixin.qq.com/s/uichJn-isvi0ma0qGIaU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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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课程作业「在线编辑」功能上线，师生直呼太方便！

详情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hhMuX6ARYeJvjXktW9vuYQ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知网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21 年 1月 20 日

内容摘要：

“中国知网”课程学习全过程综合培养平台（以下简称为“平台”）全新上

线「在线编辑」功能，支持在线撰写、在线审阅、在线批注和在线修订，实现作

业在线“写-交-批-阅-改”的完整流程。

29.诚信与学术规范新功能上线丨同学：别了，学术不端！

详情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MpR4vUBkmWeS3mQmSvfw9Q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知网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内容摘要：

“知网毕设”APP 与 PC 端“写作助手”中“诚信与学术规范”专题功能的

同步更新。新增“在线课程”和“我要学习”模块。“在线课程”将视频教学和

云端课堂相结合，名师荟萃专业授课，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轻松在线学习。“我要

学习”模块为满足大学生的学术需求，将知识点细分，提炼出学生感兴趣的重点

内容，通过调研数据和真实案例来辅助了解和学习诚信与学术规范。

30.「知网课程作业」小程序正式发布

详情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hhMuX6ARYeJvjXktW9vuYQ
https://mp.weixin.qq.com/s/MpR4vUBkmWeS3mQmSvfw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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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aWPIL9tw0tA_PZYTNM0Z_g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知网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20 年 11 月 6 日

内容摘要：

早在 2018 年，知网已推出网页版课程学习全过程综合培养平台（原“中国

知网”大学生课程作业管理系统）来助力学校课程质量管理，辅助教师/助教科

学评估学生作业水平，帮助发现作业中的学术不端现象。平台面向学生多门课程、

多个课堂、多批次作业的线上管理提供专业信息化服务。

为更方便、快捷地辅助教师/助教和学生随时随地实现课程的教与学，一款

与网页版课程学习全过程综合培养平台相结合的「知网课程作业」微信小程序 现

已正式发布！

31.毕业（设计）论文与实践教学服务再升级，教师教学和实习实

践指导平台崭新上线

详情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lFQfidkbCqOIeEtUfIev9w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知网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2 日

内容摘要：

实习作为高校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有时也是部分学生毕业设计（论文）

内容的来源，得到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毕业设计（论文）。

继知网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平台在高校得到广泛应用，今年中国知网正式

推出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实习实践综合指导平台”，为满足高校实习实践教学全

过程质量管理需要、助力提高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提升毕业设计（论文）实践

环节质量，提供了成熟先进的技术服务手段。

https://mp.weixin.qq.com/s/aWPIL9tw0tA_PZYTNM0Z_g
https://mp.weixin.qq.com/s/lFQfidkbCqOIeEtUfIev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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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中国知网”专利检索与分析系统介绍

详情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aDK7lfU_olY2nD1tJWpsOg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知网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20 年 7月 24 日

内容摘要：

“中国知网”专利检索与分析系统，将知网已有中外学术文献、中国专利的

全文、国外专利等资源作为基础，对数据进行结构化的加工与标引，以专利文献

与非专利文献统一检索及检索结果的可视化分析为核心功能。系统具备简单检

索、批量检索、引证检索、扩展检索、文本相似检索、图像相似检索、全文语义

相似检索、竞争性分析、区域行业分析、分析报告生成、专利智能阅读、专利工

作平台等特色功能，实现快速有效的专利检索与分析，为您知识产权创造、管理

保护、转化应用等需求提供全面、智能、便捷的专利知识服务平台。

33.“中国知网”高校教学类项目管理服务平台来啦！

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a8c1gBRzJm3vTIrOH8bhMw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知网科研诚信

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

内容摘要：

“中国知网”高校教学类项目管理服务平台覆盖高校教学改革项目、课程

建设项目、科研项目、名师（团队）评选、专业建设项目等相关业务，集项目人

员、经费、过程、成果、变更、信息统计及归档等全链条管理功能于一体，提供

高效、规范化线上信息化管理服务。

https://mp.weixin.qq.com/s/aDK7lfU_olY2nD1tJWpsOg
https://mp.weixin.qq.com/s/a8c1gBRzJm3vTIrOH8bh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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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课程学习全过程综合培养平台

产品网址：http://tscheck.cnki.net/cm/RequestTrying.aspx

35.“中国知网”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

产品网址：http://co.cnki.net/?tdsourcetag=s_pctim_aiomsg

36. 科研·人事 论文诚信档案管理系统

产品网址：http://check.cnki.net/scheck/

http://tscheck.cnki.net/cm/RequestTrying.aspx
http://co.cnki.net/?tdsourcetag=s_pctim_aiomsg
http://check.cnki.net/s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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