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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论文交易的需求特征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诱因。【方法】从ＱＱ群提取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２日—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１２日的所有聊天记录（４８９８条），从某电商平台获取“代写”类产品（４４７３个）截至２０１９年２月７日２０ ∶２６的交易记录
（１７４８７５笔）及部分评价信息等数据。对获取的聊天记录与交易记录消息进行关键词去重、筛选、合并与频次统计，得到信
息发布时段分布、需求分类、涉及期刊、“代写”产品的地区分布等统计结果。【结果】ＱＱ群发布论文交易类广告的时段主
要集中在工作日的上班时间，内容主要包括论文买卖和期刊级别；某电商“代写”产品累计销售额达７６９．６８１万元，其店铺主
要分布在北京、广东和上海，其产品主要分为晋升类、工作类和学习类。【结论】学术评价的“唯论文”导向是学术不端行为
的直接原因；“代写”产品的“效率高、文笔好、查重率低”是重要诱因；对论文交易双方的惩治较轻、惩治难度较大等导致学
术不端行为的实施成本低；期刊编辑随意开具录用通知和社内发票、同意更改作者或署名单位等不规范操作无意间为学术
不端打开了“后门”。
关键词　 代笔；社交网络；群消息；学术不端；诱导因素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４６ ／ ｃｊｓｔｐ．２０１８１２０６１０７６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不端问题越来越严重，其显
性、隐性特征及危害引起了学术界与期刊界的广泛
关注。刘春明［１］总结出学术不端有三种常见形式：
抄袭与剽窃、捏造与篡改、重复发表；徐婷婷等［２］指
出现有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存在图表数据检测、
跨语种检测两大盲区，总结了剽窃、篡改学术论文中
的图表（改头换面、局部篡改等）以及跨语种重复发
表等“隐性”学术不端现象。除了上述三种学术不
端形式，笔者认为代笔（代写）、代理、代投、转让等
论文交易行为也是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并且这类
行为已经引起了期刊编辑的广泛重视。例如，王雁
等［３］提出了甄别来稿中疑似代写、代投论文的技术
手段；王景周［４］基于采编系统探讨了代投论文的识
别方法及其遏制策略。不少研究者［５－７］对论文代笔
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多层面的分析，但多数研究从学
术评价指挥棒、学术道德自律、政策监管、编辑职业
操守等角度分析了成因，很少从大数据角度研究
“代笔”论文交易乱象及学术不端诱因。

国外关于“代笔（Ｇｈｏｓｔｗｒｉｔｉｎｇ）”研究的文献较
少，在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的“标题”字段精准检
索“Ｇｈｏｓｔｗｒｉｔｉｎｇ”，共获得８３ 篇文献。１９９４ 年
Ｌｉｎｅｎｔｈａｌ［８］发表了《代笔的过去和现在———学术界

的一种疾病》，自此，“Ｇｈｏｓｔｗｒｉｔｉｎｇ”逐渐引起了学界
的注意。这些文献对涉及商业营销行为的“代笔”
现象关注较多，笔者将其总结为“医生－药商－学者－
出版者”商业营销“代笔”模式。例如，由制药公司
策划邀请著名研究学者撰写或“代笔”撰写其药物
产品的临床研究文章，通过操纵出版商、同行评审
等，利用出版推广药品。大量现代药物的推广都涉
及到代笔［９］。这种模式类似于国内微信营销中的
“软文”广告，当然也会涉嫌代理公司与医院或院校
作者之间的论文买卖。

目前，国内外从社交群或电商平台交易数据挖掘
角度分析学术不端乱象的研究鲜有报道。因此，本研
究从ＱＱ群聊天记录及电商“代笔（代写）”产品交易
记录大数据中挖掘涉及论文的实际交易信息，从论文
交易信息分析论文交易乱象及学术不端的成因，以期
为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提供策略和依据。
１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１．１　 样本数据

以社交网络平台———“万方数据期刊交流”ＱＱ
群（群号为１３３５３４３０８）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２日—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１２日发布的４８９８条信息文本及其发布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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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时间等信息为研究对象。该群创建于２０１１年１１
月１６日。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该群有群成员
２４８人，平均每天在线人数约１５０人，该群基本上无
互动性聊天记录，群成员主要发布论文交易类的广
告信息，这些样本数据为数据挖掘与数据清洗提供
了方便。

以某电商平台上产品标题包含“代写”的４４７３
个产品及其交易记录（单价、交易笔数）、产品所属
店铺、店铺所在地等信息为对象，采用分词法分析
“代写”产品标题的语义，根据分词语义特征将代写
需求分为５个需求层次，并分类统计频次。在确定
数据样本的过程中，笔者尝试搜索代写、代发、论文、
代投、去重、降重、论文检测、买论文、论文转让等关
键词，发现代写涉及到的交易记录最多，覆盖的产品
信息最广，因此，本研究以某电商平台上的代写产品
交易记录为数据样本。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数据挖掘

在计算机终端ＱＱ软件底部点击“打开消息管
理器”，点击“群”，找到“万方数据期刊交流”群，点
击右键并在弹出框中点击“导出消息记录”“另存
为”文本文件（． ｔｘｔ），完成对该群聊天记录的挖掘。
获取的文本文件包含消息文本及其发布时间、网名、
ＱＱ号等数据，共计４８９８条消息记录。

从电商网站搜索“代写”的结果页面，抓取所有
“代写”相关产品的基本信息（产品标题、店铺名称、
地区等）及交易信息（单价、付款人数），导出到Ｅｘｃｅｌ
文件中，利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对产品标题进行分词处理，
在去除重复关键词操作后，提炼出７３个关键词，并对
产品关键词以及店铺所属地区（３１个省市自治区、１１
个国家）的频次、产品数进行统计，对产品关键词按照
代写需求的５个层次进行分类统计。
１．２．２　 数据整理与分析

利用ＥｄｉｔＰｌｕｓ ３软件和ＷＰＳ表格对“万方数据
期刊交流”群消息记录文本及电商平台代写产品信
息文本进行清洗、筛选、分列、分类、关键词提取、去
除重复与统计汇总。

以关键词的统计为例：对分列出来的聊天信息
记录进行初步浏览，共筛选出２９个关键词。根据聊
天信息中“《”和“》”之间的内容共提取到５６种期刊
名刊。利用ＷＰＳ表格的“ＣＯＵＮＴＩＦ（）”函数从聊天
记录表格列中统计关键词和期刊名称的频次。例
如，Ａ列为聊天记录（从Ａ２ ～ Ａ４８９９共４８９８条），Ｂ

列为关键词，Ｃ列为频次。点击Ｃ２单元格，在“ｆｘ”公
式编辑框中输入统计的函数表达式＝ＣＯＵＮＴＩＦ（Ａ２ ∶
Ａ４８９９，＂＂＆Ｂ２＆＂＂），其中“”为通配符，检查区
域为“Ａ２ ∶Ａ４８９９”。然后双击Ｃ２单元格右下角句柄，
自动填充其下方的单元格，完成统计。在分列出来的
用户时间信息表中，采用“ＴＥＸＴ（Ｃ２，＂ＨＨ＂）”读取时
间（如１４ ∶５４ ∶４８）中的时间段小时数并填入新的表列
中，并采用数据透视表功能分别统计不同日期、不同
时间段论文交易类广告信息的日均发布频次。其他
信息的统计操作步骤与关键词的统计步骤类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论文交易类广告的发布频率

为了解“万方数据期刊交流”ＱＱ群中代写、代
发、转让等论文交易广告信息的周分布情况，从统计
的６２天消息记录中，按照星期统计出总频次及平均
频次（图１）。从图１可以看出，论文交易类信息的发
布主要集中在工作日，特别是在星期三、星期四、星期
五，发布总频次均在４００条以上。从平均频次来看，
工作日和周末的平均频次分别为４４条、１４条。另外，
该群日均发布论文交易广告消息频次的时间段分布
见图２，总体来看，论文交易类群消息发布时间主要
集中在８ ∶００—１８ ∶００，发布峰值平均约８次／小时。

图１　 按星期统计论文交易类消息的发布频次

图２　 日均发布论文交易广告消息频次的时间段分布
２．２　 论文交易类广告的关键词分类特征

根据群消息文本，提取出２９个关键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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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频次，并将这些关键词按照需求类型分为５大
类（表１）：级别需求（５８６２次）、收录需求（４６４９
次）、买卖需求（３９２２次）、代理需求（３２２９次）、时
间需求（１１２１次）。根据表１中具体关键词的统

计频次绘制出具体需求信息的“标签云”图
（图３），直观地将需求热度显示出来，其中消息发
布总频次排名前５位的分别是国家级、知网、代
写、省级、社内直收。

表１　 群消息中论文交易需求的分类、关键词及其频次
需求类别 关键词（频次／次） 总频次／次
级别需求 国家级（２２２２）、省级（１３５０）、普刊（９３８）、核心（８９７）、北核（２６２）、南核（１９３） ５８６２
收录需求 知网（１４９５）、万方（１２８９）、龙源（１２２３）、维普（６４２） ４６４９

买卖需求 代写（１４５３）、毕业论文（９８８）、过稿转让（５７０）、大量接单（４９７）、专利（２２３）、征集主编（７２）、图书（５７）、职称
（４２）、课题（２０） ３９２２

代理需求 社内直收（１３４２）、修改（８１７）、全科（３７２）、包版（２５９）、论文发表（２０５）、杂志社发票（１５８）、定制（７６） ３２２９
时间需求 见刊快（６６１）、出刊准时（３３５）、急（１２５） １１２１

图３　 论文交易类消息的关键词标签云
　 　 值得注意的是，在买卖需求类别的信息中，代写
（１４５３次）、毕业论文（９８８次）、过稿转让（５７０次）、
大量接单（４９７次）等关键词反映出的论文买卖现象
也不容忽视。另外，除了大量与论文写作和发表相
关的信息以外，还有少量涉及专利与软件著作权包
办、课题申报代写、主编挂名等涉及学术交易的信
息，这些与代写论文一样都属于学术不端的范畴。

在本研究获取的群聊天记录中，收集到部分
“过稿转让”论文的题目（表２）。从隐匿了关键词
的题目中依然可以发现，医学和经济领域“过稿转
让”问题较严重。

表２　 过稿转让涉及的论文篇名举例
序号 篇名
１ 不同手术方式治疗假性胰腺囊肿的效果对比分析
２ 专业市场空间研究———基于的视角
３ 不同渠道对消费者的影响机制研究
４ 环境下基于的整合营销方式探索
５ 消费者、服务与心理契约
６

椎体成形术、成形术治疗老年骨质椎体压缩
性骨折临床疗效对照分析

７
盐酸、神经节苷脂钠同时用于帕金森病患者治
疗认知、运动功能改善效果研究

８ 重症颅脑损伤精细化护理临床效果观察
９ 盈余激励以及理的相关性
１０ 审计质性的相关性分析

　 　 “过稿转让”是指代笔公司（或个人）以作者身
份向编辑部提出要求并更改、增加作者和机构单位，

通过这种方式将“过稿”（录用稿）转让给“论文消费
者”。少数编辑部可能遇到过拟刊发稿件的作者要
求新增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的情况，此操作可能存
在“过稿转让”的风险。
２．３　 论文交易类信息涉及的刊名

从挖掘的群内消息记录中，提取涉及的相关期刊
名称，统计出刊名在记录中出现的次数（频次），结果
如表３所示。在统计过程中发现，群内发布的广告内
容中有少数内容采用＂＂隐匿了刊名，也有少数内容
虚构了刊名，这些刊名不属于本研究的统计范畴。

由表３可知，涉及期刊共计５６种，其中单刊频次
在３００次以上的期刊有９种，分别是《特别健康》《健
康必读》《健康大视野》《文体用品与科技》《汽车实用
技术》《医药界》《海外英语》《英语画刊》《英语教
师》，单刊频次占总频次的比例的平均值（平均热度）
约５．０％，这９种期刊的出现频次之和占总频次的比例
（热度）约４５．１％；单刊频次在２００ ～ ２９９次的期刊有
１８种，其平均热度约２．３％，热度约４１．１％；单刊频次在
１９９次以下的期刊共有２９种，其平均热度约０．５％，热
度约１３．８％。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健康、医药、体育及
其交叉领域以及英语学科等专业期刊在广告消息中
出现的频次以及期刊的种数尤为突出；另外，对于单
刊频次相对较少的情况，不排除为临时发布的征稿信
息，可能不属于代理广告信息。
２．４　 电商“代写”类产品的交易记录统计分析

前述ＱＱ群广告信息不涉及具体的交易信息
（店家来源、产品标题、单价及交易量等），为了进一
步了解“代写”交易的实际情况，笔者从某电商平台
获取并统计分析了“代写”类产品的交易情况。在
该电商平台商品搜索栏输入“代写”，检索到４４０４
个产品，截至２０１９年２月７日２０ ∶２６，累计交易量达
１７４８７５笔，总销售额达７６９．６８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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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群内消息涉及的期刊名称及其出现频次
涉及的期刊名称 频次 涉及的期刊名称 频次 涉及的期刊名称 频次
特别健康 ８１９ 医师在线 ２６２ 轻工标准与质量 ５６
健康必读 ８１５ 中国医学人文 ２６２ 炎黄地理 ５６
健康大视野 ７９２ 石油化工 ２５６ 中国科学探险 ４９

文体用品与科技 ７２６ 农家参谋 ２４０ 中国蒙医药 ４４
汽车实用技术 ５１３ 体育风尚 ２３４ 维吾尔医药 ３４
医药界 ４５４ 中国误诊学杂志 ２２４ 商业故事 ２５
海外英语 ３１１ 大众医学 ２０８ 幸福生活指南 ２５
英语画刊 ３１１ 药物与人 ２０８ 电脑与电信 ２３
英语教师 ３１１ 疯狂英语（理论版） １９２ 丝路艺术 ２０
武术研究 ２９４ 东方 １５３ 西部论丛 １８
教育 ２７６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１４５ 商品与质量 ２６

当代体育科技 ２６９ 家庭医药 １４４ 区域治理 ８
体育时空 ２６９ 东方藏品 １３１ 数码设计 ５
体育世界 ２６９ 中国保健营养 ７３ 中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 ４
田径 ２６９ 中国经贸 ６０ 城市周刊 ４

运动精品 ２６９ 当代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５８ 饮食保健 ４
中华武术（研究） ２６９ 电工技术 ５８ 中学生报 ２
航空军医 ２６２ 校园英语 ５８ 领导科学 ２
健康世界 ２６２ 英语广场 ５８

　 　 我国各地区“代写”类产品数量的分布如表４
所示，“代写”类产品数量在２００个以上的省份（含
直辖市）有北京（８８７）、广东（５６３）、上海（４３４）、浙
江（３２８）、江苏（３２４）、山东（３２２）、湖北（２０３）；产品
数量在１００ ～ １９９个的有四川、河南、湖南、福建４
省；其余省市的产品数量均在１００个以下。另外，在
其他国家中，“代写”类产品数量排名前列的国家为

英国（２３）、美国（１８）。
根据电商“代写”产品描述信息提取关键词并

统计其频次（表５），关键词涉及生活类、学习类、工
作类、晋升类代写需求的方方面面，其中后３类关键
词的总频次均在３５００次以上，关键词“文章”的出
现频次（１４５８）最高，该结果说明文章代写需求最
旺盛。

表４　 某电商“代写”类产品的数量与地区分布
地区 数量／个 地区 数量／个 地区 数量／个 其他国家 数量／个
北京 ８８７ 陕西 ８４ 香港 ２０ 英国 ２３
广东 ５６３ 辽宁 ８３ 云南 １７ 美国 １８
上海 ４３４ 安徽 ７２ 贵州 １４ 澳大利亚 ７
浙江 ３２８ 河北 ７１ 甘肃 １３ 日本 ４
江苏 ３２４ 重庆 ６７ 内蒙古 １０ 新加坡 ４
山东 ３２２ 天津 ５５ 新疆 １０ 加拿大 ３
湖北 ２０３ 江西 ４２ 海南 ６ 法国 ２
四川 １９１ 黑龙江 ２８ 宁夏 ２ 意大利 １
河南 １５７ 广西 ２７ 西藏 １ 韩国 １
湖南 １２５ 山西 ２６ 德国 １
福建 １０６ 吉林 ２２ 其他 ９

表５　 电商交易平台“代写”产品关键词及其频次
交易分类 关键词（频次／次） 总频次／次热度／ ％
生活类 情书（３５２）、贺卡（２４１）、检讨（７２）、对联（５３）、春联（３５）、保证书（３５）、诉状（３０）、转让（３０）、申诉

（１９）、律师函（１５）、贺词（１２）、请帖（９）、举报信（６）、喜联（４）、辩护（４）、上访信（２） ９１９ ６．６

学习类
演讲稿（６８２）、读后感（４２４）、代做（４１２）、程序（３１４）、剧本（２５３）、推荐信（１９９）、笔记（１３９）、体会
（１３２）、作文（１２９）、散文（１１４）、诗词（１１４）、帮写（１１３）、脚本（１０８）、代码（１０８）、解说词（１０６）、代抄写
（７７）、通讯（５１）、美术（２６）、辩论稿（１２）

３５１３ ２５．４

工作类
报告（６６８）、总结（６５７）、软文（５７０）、代笔（４７８）、策划（３６４）、ＰＰＴ（２７２）、翻译（２１５）、计划书（１９５）、新
闻稿（１７６）、发言稿（１７５）、教案（１２０）、公文（１０６）、述职报告（１０２）、调研（９３）、合同（８９）、汇报（７９）、
主持稿（４９）、简报（３５）、投标书（３３）

４４７６ ３２．３

晋升类
文章（１４５８）、原创（８８３）、征文（４００）、英文（３８７）、留学（３８４）、润色（３４５）、简历（２６０）、写手（２２９）、创
意（１３２）、毕业（１１０）、申报（６４）、检测（５５）、统计（４９）、降重（４７）、电大（４５）、规划（４０）、ＭＢＡ（３０）、职
称（２６）、评优（３）

４９４７ ３５．７

注：热度为关键词频次占总频次的比例；统计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２月７日２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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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学术评价的“唯论文”导向是直接原因

首先，大学生各类论文需求催生了论文代写市
场。大学生的研究生保送申请、各类奖项评比、创新
项目申报与结题，以及毕业答辩等均对发表论文级
别和数量有要求。由表５可知，大学生对代写的需
求主要涉及文章、留学、简历、毕业、润色、降重等方
面。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针对论文代写现象展开了调
查，随机抽取了３１８名大学生，其中，３１．１％的大学
生表示考虑过找人代写，７３．９％的大学生身边出现
过论文代写现象。由此可见，大学生已成为“代写”
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和学术不端的重灾区［１０］。

其次，在各类行政职务、岗位的晋升、竞选过程
中，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现象”
不仅扩大了论文需求量，而且最易诱发论文交易行
为。虽然某些行政岗位的竞选没有明确要求有高层
次论文，但实际上，在竞选者都具备各种硬实力（项
目、论文或获奖）的情况下，大多数竞选以论文成果
竞争力强者胜出。迫于“四唯”的无形压力，不少人
心存侥幸，求助代理机构代写代发论文。

有关研究表明：缺乏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和考
核制度，以及监督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学术不端的
主要环境因素［１１］，因此，打破“唯论文”的学术评价
机制，可望从根本需求层面大幅降低论文交易乱象
程度。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国家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五部门联
合通知并开展了清理“四唯”专项行动，从某种程度
上说，这一举措正是针对“四唯”导致的论文交易乱
象这一社会问题提出的专项行动。这一专项行动的
开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整治学术不端问题。
３．２　 代写的高效率、好文笔、低查重率具有吸引力

在电商销售记录的评价消息中，针对顾客购买
“代写”产品的动机，统计部分关键词的频次发现：
１３％的顾客以急、忙、懒为理由选择购买“代写”产
品；２７％的顾客因为“写不出来、没头绪”选择“硕博
团队、专业写手”代写；５８％的顾客评价写手“文笔
好、质量高、速度快”，能“解决”问题，并“顺利通
过”；也有２％的顾客只是“尝试一下”寻求代理，但
最终“还没有自己写得好”而感到“失望”。

总体来看，效率高、文笔好、查重率低，能为顾客
解决大问题，这是“代写”产品的重要卖点，更是引
发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诱因。

３．３　 相关部门的监管乏力导致学术不端犯罪成本低
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剽窃行为或通过代写交易

发表的论文，在发表后的１ ～ ２年内，才被数据库出
版商（如中国知网等）检测为高相似度的论文（甄别
滞后）。而这对于这些论文作者来说，其晋升、评职
或毕业目的早已达到，不会明显影响后续工作（影
响小）。

对于“专业写手”或大学生“兼职写手”而言，他
们利用自己的写作或专业优势，将所谓的知识或剽
窃篡改技巧转化为财富，没有直接风险，也乐此不
疲。据《中国青年报》报道［１０］，不少大学生、研究生
投身到代写行业，从中赚取生活费，并且有大学生做
了代理。代写电商拥有一条组织严密的代写产业
链，大多数商铺声称“查不出来的，放心下单”。这
种“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目前对代写产业链
的打击存在短板。

长期以来，相关部门对于“代写”买卖双方的学
术不端行为监管与防治乏力，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
实施成本低。

而对于受害者之一的编辑部而言，一方面只能
发布撤销申明，并在各大收录数据库撤销、删除相应
论文［１２］；另一方面，只能通过电话或者书面文件等
向涉事作者所在单位人事管理部门申明其学术不端
行为，以及建议该单位作相应处罚（如撤销职称
等）。有研究表明，论文对科学界的影响不因撤销
而轻易消退，科学界自我净化的时间成本很高［１３］。
另外，在实际过程中，这种不良影响和论文痕迹难以
被彻底消除，例如，很难从互联网的庞大社交网络、
各类文库（如百度文库、爱学术、豆丁网、道客巴巴
等）中删除这些学术不端论文。由于相关部门的监
管乏力，涉事作者应该承受的处罚往往因各种原因遭
遇“执行难”。这种大环境进一步降低了论文抄袭、代
写、买卖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实施成本与风险，难以对
学术不端行为人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消费者对论文
交易等学术不端行为无所顾忌，共同导致学术不端行
为屡禁不止。因此，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管与防治乏
力，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成本低廉，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放任了论文交易市场的“恶性”发展。

鉴于此，相关部门或者期刊界有必要建立一个
权威的学术诚信监控预警平台，借鉴国际上治理学
术不端行为的政策与策略［１４］。一方面，对学术不端
行为的涉事作者进行实名记录，为毕业答辩、职称、
项目、招聘、晋升等事项组织单位提供审查通道；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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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严查、严打代写、代发、转让等代理公司及个
人，严查社交网络媒体的交易广告信息，提供举报通
道，全民监督。
３．４　 办刊的不规范无意间为学术不端敞开“后门”

在期刊的编审流程中，一方面，目前大多数采编
系统存在技术上的漏洞（例如无验证码登录等），使
代写代理公司或个人可以通过他们的软件快速注入
式自动投稿；另一方面，编辑热心为作者行方便（如
同意变更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同意变更文章发表
刊期、随意开具录用函和“社内发票”等），这为代写
代发公司或个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深谙各期刊编辑
部“习性”的代理公司或个人，利用这些由期刊编辑
无意间留下的“后门”，研究出了一系列成熟的、可
助力成功发表的“渠道”。从前文挖掘的论文交易
广告内容看，他们声称能“代写、代发、包修改，成功
后再付款”，甚至能将通过终审的录用稿以更换第
一作者或新增通信作者的形式转让出去（即“过稿
转让”）。

升级采编系统、加强办刊的规范性、重视论文署
名的严肃性、建立作者贡献声明与监督机制、加强初
审和审稿环节的把关［１５］、提高甄别学术不端论文的
能力等，有利于从源头阻断论文交易乱象。
４　 结论

通过对“万方数据期刊交流”ＱＱ群涉及论文交
易类广告消息（４８９８条）、电商“代写”类产品（４４７３
个）交易记录（１７４８７５笔）及其评价信息等数据进行
提取、整理与统计，分析了论文交易乱象的主要诱因。

经过对信息数据的获取、整理与分析，主要得到
以下结论。

（１）论文交易类广告的发布时间主要集中在工
作日，且集中在每天８ ∶ ００—１８ ∶ ００，发布峰值达
８次／小时，这不仅打扰了群内成员的学习和工作，
而且在不断强化论文交易的欲望。

（２）在论文交易类广告中，论文交易的需求主
要分为：级别需求、收录需求、买卖需求、代理需求、
时间需求，其广告信息的高频关键词主要集中在前
三种需求上。“代写”“毕业论文”“过稿转让”等关
键词的出现频次相当高，其中“过稿转让”现象需引
起编辑部高度重视。涉及的期刊主要集中在健康、
医药、体育及其交叉领域以及英语学科等专业期刊。

（３）在某电商“代写”类产品交易记录中，截至
２０１９年２月７日２０ ∶２６，累计交易量达１７４８７５笔，

总销售额达７６９．６８１万元。“代写”产品商铺主要分
布在北京、广东、上海，其次分布在浙江、江苏、山东、
湖北等省。“代写”产品关键词可分为晋升类、工作
类、学习类、生活类，其中晋升类（３５．７％）、工作类
（３２．３％）和学习类（２５． ４％）的“代写”产品占比
较大。

对数据结果进行了讨论分析，总结出学术不端
行为的诱因如下：（１）学术评价的“唯论文”导向是
直接原因，但２０１８年国家出台的清理“四唯”专项
行动有望整治学术不端问题；（２）“代写”产品具有
的“效率高、文笔好、查重率低”等特点，是学术不端
行为的重要诱因；（３）不端论文的甄别滞后、对学术
不端行为人的负面影响小、代写产业链的组织严密、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管与惩治乏力等导致学术不端
行为的实施成本低；（４）建议相关部门或期刊界建
立一个权威的学术诚信监控预警平台，为各类学术
评价提供审查通道、为公众提供举报通道，以有效治
理学术不端乱象；（５）部分期刊的不规范办刊无意
间为学术不端敞开了“后门”，特别是随意开具录用
通知和社内发票、同意更改作者与单位等不规范操
作，为各类代写代理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

本研究利用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方法，对学术不端
现象进行了研究。后续研究将利用Ｐｙｔｈｏｎ编程软件
对其他相关研究进行更大数据量的挖掘与分析。本
研究方法可为期刊编辑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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