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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undergraduates as subject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academic integr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py is the most general problem about academic integrity,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bout academic integrity, they all believe the bad social atmosphere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academic integrity. Finally, we propose
some advises to prevent academic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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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大学生学术诚信问题进行了探讨。调研的结果显示
大学生对学术诚信的认识不足；在大学校园内作业、论文抄袭是较为普遍的学术诚信行为；大学生普遍
认为社会风气不好是造成目前大学生学术诚信缺失的最主要的原因。本文针对调查问题的结论，从认识、
规范和教育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大学生学术诚信缺失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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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学术诚信问题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学术诚信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科研名
誉与科研实力，对于一个国家科研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关于学术诚信的研究多集中于科研
人员和研究生群体，而较少关注大学生的学术诚信问题。少数的一些关于大学生学术诚信的研究(王淑芹
& 张起，2009，马玉超 & 刘睿智，2011，黄核成，等，2011)表明当前大学生学术不诚信行为的发生率
较高。大学生的学术不诚信行为，严重背离了社会赋予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另外，大学生作
为未来科研队伍的主要来源，其学术不诚信行为会成为未来科研诚信的一种潜在隐患。有研究表明大学
时期的学术不诚信行为与研究生时期的学术不诚信行为存在正相关。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以在校大学生
为被试，展开学术诚信的实证研究。文章将主要围绕大学生对于学术诚信的认识，大学生学术诚信的现
状，造成学术不诚信的原因，及应对大学生学术不诚信的对策等方面展开论文。

2. 研究方法
(一) 被试
在浙江省选取了 5 所本科院校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 1000，回收问卷 940 份，其中有效问卷 880 份
(占回收问卷的 93.962%)。其中男生 388 人(占 44.1%)，女生 492 人(占 55.9%)；大一 140 人(占 15.9%)，
大二 444 人(50.5%)，大三 296 人(占 33.6%)；理科 270 人(占 30.1)，工科 209 人(占 24.0%)，文科 392 人(占
45.0%)；重点大学 169 人(占 18.4%)，普通本科院校 537 人(占 61.0%)，独立学院 181 人(占 20.6%)。
(二) 调研工具
采用自编的大学生学术诚信问卷。问卷在相关学术诚信问卷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前期以 20 名教师
与学生所做的深度访谈编制而成。包括被试相关的人口学信息，学术诚信的现状，对学术诚信的认识，
学术诚信缺失的原因等方面。
(三) 调研方式
问卷采用无记名的方式，在上课时，由调研人员发放，被试独立填写，填写完毕后，调研人员立即
收回。
(四)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6.0 进行相关统计。

3. 结果与分析
(一) 对学术诚信的认识
关于大学生对学术诚信的认识，我们采用罗列的方式，向被试呈现了一些常见的学术不诚信行为，
要求被试对此种现象是否属于学术不诚信行为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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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 Are the following acts of academic integrity?
问题 1. 以下行为是否属于学术不诚信？
序号

选项

属于学术不诚信

不属于学术不诚信

1

考试作弊

734 人(83.55%)

145 人(16.5%)

2

论文抄袭

714 人(81.2%)

165 人(18.8%)

3

实验作假

612 人(69.6%)

267 人(30.4%)

4

伪注

495 人(56.3%)

384 人(43.7%)

5

抄袭作业

477 人(54.3%)

402 人(45.7%)

6

问老师要高分

279 人(31.7%)

600 人(68.3%)

7

粗制滥造

241 人(27.4%)

638 人(72.6%)

8

一稿多投

236 人(26.8%)

643 人(73.2%)

9

团队合作搭便车

229 人(26.1%)

650 人(73.9%)

10

低水平重复

182 人(20.7%)

697 人(79.3%)

11

一份作业交两个老师

166 人(18.9%)

713 人(81.1%)

从问题 1 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前四种行为，有 50%以上的被试认为其属于学术不诚信
现象；后 6 种行为，有 50%以上的被试认为其不属于学术不诚信行为，特别是对于行为 11“一份作业交
两个老师”，81.1%的被试认为其不属于学术不诚信行为。我们认为对于什么是学术诚信的认识会直接影
响大学生是否去实施此类行为，如果一个人从心里都不认为它是一种学术不诚信的行为，那在实施此类
行为的时候，就不太可能会发生道德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学生对于学术诚信的认识，也对防范大学生
学术不诚信行为的对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从问题 1 中，我们得到大学生对于不同行为是否属于学
术诚信的认识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在实施不同的学术不诚信行为时的原因也是不同的，比如
实施“作弊”的大部分人就不可能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作弊不是一种学术不诚信的行为而为之，而实施“一
份作业交两个老师”的大部分人可能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学术不诚信的行为而为之，所以对于不
同的学术不诚信行为，应当有不同的对应策略。
(二) 学术诚信的现状
关于学术诚信现状的分析，能够为学术不诚信的原因及对策分析，提供有效的依据。在本文中，我
们主要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学术诚信的现状，一是对学术不诚信行为普遍性的看法，二是自己是否有过学
术不诚信的行为。
Question 2. Are the following behaviors common in your school?
问题 2. 以下行为在你们学校是否普遍？
序号

选项

非常普遍

比较普遍

一般

比较少

非常少

1

作业抄袭

164 人
(18.7%)

290 人
(33.1%)

282 人
(32.2%)

110 人
(12.6%)

30 人
(3.4%)

2

考试作弊

114 人
(13.0%)

163 人
(18.5%)

253 人
(28.8%)

223 人
(25.4%)

126 人
(14.3%)

3

毕业论文 30%以上都是抄袭

63 人
(7.2%)

144 人
(16.5%)

320 人
(36.7%)

216 人
(24.7%)

130 人
(14.9%)

4

同一份作业交两个老师

42 人
(4.8%)

101 人
(11.6%)

273 人
(31.3%)

286 人
(32.5%)

171 人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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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充当社会人员各类考试的“枪手”

29 人
(3.3%)

60 人
(6.9%)

189 人
(21.6%)

286 人
(32.8%)

309 人
(35.45)

6

其他考试找枪手

29 人
(3.3%)

58 人
(6.6%)

172 人
(19.6%)

304 人
(34.7%)

313 人
(35.7%)

7

英语四、六级找“枪手”

24 人
(2.8%)

54 人
(6.2%)

170 人
(19.5%)

292 人
(33.5%)

332 人
(38.1%)

从被试对问题 2 的回答中，我们发现作业抄袭、考试作弊、毕业论文抄袭等现象，在大学生看来是
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对这三种现象选择非常普遍、比较普遍、一般的占 60%以上)。对于考试找枪手或
充当枪手的情况，多数的被试(70%左右)认为不是一种普遍的行为。从以上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不
同的学术不诚信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普遍的程度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针对不同的学术不诚信行为，
我们的防范对策以及力度都应当有所差异。
问题 2 是我们对于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学术不诚信行为普遍性的调查，不涉及被试个体是否有相关
的行为。问题 3、问题 4 涉及被试个人是否有学术不诚信行为。我们关于大学生个体是否曾有过学术不
诚信行为，仅选取了两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行为，一是论文作业抄袭，二是考试作弊。
Question 3. What do you usually do for a common paper assignment?
问题 3. 对于平常的论文作业中，您通常是怎么做的？
序号

选项

人数(百分比)

1

大部分自己写，少量引用资料中的语段，并做出标注

453 人(51.5%)

2

下载大量的有关资料，整合拼凑形成自己的文章

173 人(19.7%)

3

自己独立完成

142 人(16.1%)

4

挑选一篇合适的文章，进行加工修改

107 人(12.2%)

5

整篇复制下来应付老师

5 人(0.6%)

从大学生对与问题 3 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平常论文作业，自己独立完成和大部分自己写
的被试占到了 67.6%，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同学认为自己在平时的作业论文中不存在学术不诚信问题，这
与问题 2 中，被试对于大学生学术不诚信现象的普遍性的判断是不一致的，在问题 2 中，超过 50%人认
为作业抄袭在大学校园中是一种非常普遍或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分析出现这一矛盾选择的原因，可
能由于被试对于自己的学术不诚信行为采取了更为包容的态度，或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而不愿承认自
己也有过学术不诚信的行为。大学生对于自身学术不诚信行为的认识直接关系到是否会实施学术不诚信
行为，以及应当采用哪种有效的措施防范类似的行为。
Question 4. Have you ever cheated during university?
问题 4. 大学期间您是否有过考试作弊的行为？
序号

选项

人数(百分比)

1

从来没有过

524 人(59.6%)

2

有过偶尔一两次

326 人(37.1%)

3

有过，并且经常这样

29 人(3.3%)

从问题 4 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将近 59.6%的大学生被试从来没有过考试作弊的行为，37.1%
的大学生被试有过偶尔一两次考试作弊的行为，仅有 3.3%的大学生被试承认自己经常有考试作弊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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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与被试对于问题 2 的回答又出现了矛盾的情况，在问题 2 中，30%多的被试认为考试作弊在校园
内是非常普遍或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将近 30%的被试认为考试作弊在校园内的流行率是一般的，仅有不
到 40%的被试认为大学校园内考试作弊现象是比较少或非常少的现象。出现这一矛盾结果的原因，我们
认为与问题 2 的原因可能是一样的，大学生不愿或不敢承认自己的学术不诚信行为，导致了这种差异的
出现。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这种对于自身和他人行为不一致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从这个
角度来说，改变大学生的认知，可能是防范学术不诚信的第一步。
(三) 学术不诚信的原因
从以上关于学术不诚信现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学术不诚信的行为在大学校园中是一种比较普
遍的现象。因此，本问卷设计了关于学术诚信缺失原因的探讨。
Question 5. Causes of academic integrity?
问题 5. 您认为大学生出现学术诚信缺失行为的原因
序号

选项

人数(百分比)

1

社会大风气的影响

664 人(75.6%)

2

学术道德教育薄弱

580 人(66.1%)

3

大学生浮躁、无心学术

464 人(52.8%)

4

受身边同学或朋友影响

442 人(50.3%)

5

网络信息工具的便利

411 人(46.8%)

6

学术规范教育缺乏

385 人(43.8%)

7

学术管理乏力

319 人(36.3%)

8

学术不诚信惩戒不够严格

295 人(33.6%)

9

家庭教育的影响

167 人(19.0%)

10

其他

37 人(4.2%)

在问题 5 中，我们根据以往学者调查研究的结果，结合我们的深度访谈的结论罗列了一些造成学术
诚信缺失的原因，主要涉及环境、道德教育、心理、同伴影响、网络、规范教育、管理、惩罚、家庭教
育等方面。从问卷调查的数据中，我们发现超过 50%的大学生被试认为社会大风气、学术道德教育薄弱、
大学生浮躁、同伴影响是造成大学生学生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学术规范教育、管理、惩罚等对于学术
诚信的缺失也存在一定的影响，而在各种因素中，被试认为家庭教育对于大学生学术诚信缺失的影响是
最小的。上述关于学术诚信缺失的原因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有针对性的制定有关对策，对于环境、道德、
心理、同伴影响等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网络信息工具的便利，也被 46.8%的
人认为与学术诚信的缺失相关，这种新型的工具，为学术诚信的缺失创造了条件，也应引起人们足够的
重视。

4. 对策与建议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本研究主要是针对问卷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应大学生学术
诚信缺失的对策与建议。
(一) 加强大学生对学术诚信的认识
在关于大学生对学术诚信认识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许多学术不诚信行为，都被大学生归为不属于
学术不诚信的行为。在本问卷中，有一半多的行为被 50%以上的大学生归为不属于学术不诚信行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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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学术诚信的认识是存在问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要想从根本
上去纠正一些大学生从心里就不认为是错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对应大学生的学术诚信缺失，应当从大学
生对于学术诚信的认识开始。加强大学生对于学术诚信的认识，可通过学校组织相关的学术诚信沙龙、
学术诚信讲座、学术诚信知识竞赛等途径进行，也可以通过老师平时的课堂讲授进行，还可以通过班主
任、辅导员的指导、谈话等途径加强学生对于学术诚信的认识。从对于学术诚信的认识上着手是根本解
决大学生学术诚信缺失的前提条件。而就目前，大学生对于学术诚信认识的误区，社会、学校、老师、
家长都是有一定责任的，只有通过各方面的协同努力，才能使大学生对于学术诚信问题有一个比较正确
的认识。
(二) 加强对作业、论文抄袭和考试作弊等普遍现象的重视
我们从大学生对于各种学术不诚信行为在校园中的普遍性的判断中，可以看出作业、论文抄袭和考
试作弊是大学生学术不诚信的主要表现。因此，我们在制定相关的防范对策时，就应当特别关注这几种
行为。假如，这几种行为在大学校园得到有效的遏制，大学生的学术诚信可能呈现的是另外一种面貌。
对于作业、论文抄袭和考试作弊，可以从学校的制度规范、教育、惩罚等方面展开。首先，学校制定、
完善关于大学生学术诚信的制度规范，使学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只有这样，大学生的
行为才能真正地做到有章可循，也才能逐渐地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良好的学术诚信的氛围。其次，教师
的教育在学生学术诚信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师的教育一方面包括对学生道德的教育，将学诚信与
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强调道德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学生们认识到学术不诚信是一种道德
的缺失。应当特别指出作业、论文抄袭和考试作弊的危害，绝对不能视这种学术不诚信行为为常态，这
样会降低学生对不诚信事件的感受阈限，产生一种从“排斥”到“见怪不怪”到“接受”到“自己也可
以这样”的心理。因此，对于这些普遍存在的学术不诚信行为，教师在教育的时候应该特别关注。最后，
应当对各类学术不诚信的行为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我们这里所说的惩罚不仅指在学校的制度规范中规定
的对各类学术不诚信行为的惩罚，更是指应当对各类学术不诚信的行为有切实的惩罚行为。以作业、论
文抄袭和考试作弊为例，一般各所学校都明确规定此种行为是不合校纪校规的，是需要受到惩罚的，但
事实上，大学生因为作业、论文抄袭和考试作弊而真正受到惩罚的是极少数。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老师的监管不利，我们在对部分教师的访谈中，得到这样的信息——多数的
老师即使是发现学生抄袭、作弊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因为他们考虑到要是这样做的话，会使学生受到
学校的处罚，怕影响学生的前途，所以想再给学生一次机会；也有老师觉得这么多学生抄袭、作弊，不
知道要抓那个，是不是都应该抓，考虑后还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方面，同学之间对于其他同
学的作弊行为，通常都是视而不见的，在我们所调查和访谈的学生中没有一起因同学之间检举而发现的
抄袭和作弊的案例。另外，学校层面，对于学生抄袭、作弊的监管也是存在问题的，目前，关于作业、
论文的抄袭，都有相关的测试软件，但很少有学校会用在大学生作业、论文的检验上。学生考试时，相
关部门督察人员的检查也多是走个过场，没有起到实质遏制考试作弊的作用。所以，对于作业、论文抄
袭和考试作弊等普遍的学术不诚信现象，真正受到惩罚的情况是非常少的，这就使学术诚信相关制度规
范形同虚设，身在其中的大学生也对其中的缘故有所了解，渐渐地觉得作业、论文抄袭，考试作弊等行
为是很正常的，是大多数人在做的，学校、老师也是认可的，这样的行为是不会受到惩罚的，逐渐的这
样一种学术诚信缺失的风气就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了。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作业、论文抄袭和考试作弊
这样在大学校园里较为普遍的现象应当重点关注，有效地改变学生对这些行为的认识，有效地遏制这些
行为的出现，对于规范大学生学术诚信之风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 加强大学生对自我行为的认识和约束
从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认为在大学校园中存在着一些普遍的学术不诚信行为，比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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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抄袭和考试作弊等。而当我们将这两种行为设计为涉及大学生个体的问题时，我们发现只有少数的
大学生承认自己曾经有过作业、论文抄袭和考试作弊的行为。我们推测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被试对于
自己和他人采用了两种标准，对于自己的抄袭和作弊的现象出现了更多的包容，或者当问题涉及到自身
的时，处于自我保护不愿承认。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种推测，在本问卷中，我们没有设计问题进一步
地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仅从问卷反应的问题来进行探讨，我们认为大学生对于自我行为应当
有充分的认识，决不能宽以待己。如果真如我们推测的那样，大学生对自我行为更多的宽容，那么就不
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学术不诚信现象，因为大学生认为存在一些普遍的学术不诚信行为，而这些行为又普
遍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么，要纠正杜绝此类行为的时候，自己当然就没有责任了。因此，学术诚信
教育，离不开大学生对自我行为的认识和约束。
(四) 构建良好的学术诚信氛围
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关于学术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在各个选项中社会大风气被大学生认为是造成
学术不诚信的最主要的原因。大学生普遍认为目前社会缺乏诚信之风，这也间接地导致了大学中学术诚
信的缺失。我们认为在学术不诚信成因的各个选项中，各个因素之间都是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比如社会
风气会影响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匮乏又会造成学生的浮躁之心，大学生的浮躁之心又会加剧社会的不
良风气。因此，我们认为要创造良好的学术诚信氛围，应当是各方面协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社会、
学校、家庭都应当倡导诚信之风，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处的感受到诚信的力量，也使诚信之风真正地深入
人心。另一方面，学校应当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提供学生的道德素养，使人们认为到学术不诚信行
为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使学生能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真正杜绝学术不诚信的行为。良
好学术诚信氛围的构建能够改变目前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浮躁心理，进而也能规范学生的各种学术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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