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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关于印发《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的

通知（摘自科技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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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数据统计】 

2022 年 1-9 月各学院（部）科研到款与去年同期比较 

部  门 
2021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21 年 
横向到款 

2021 年 
合计到款 

（含 JG 横向） 

2022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22 年 
横向到款 

2022 年 
合计到款 

（含 JG 横向） 

能动 1251（422） 1111 2591 1718（973） 1111 3058 

光电 4329（1720） 715 5274 9965（100） 587 10581 

管理 427（3） 416 843 729（104） 279 1043 

机械 716 1310 2131 1438（185） 1386 3006 

外语 49 20 69 28 45 73 

环建 469 721 1191 483 407 896 

健康 1613 776 2424 943 593 1543 

版艺 391（253） 189 659 333 58 392 

材化 704（3） 361 1100 705（150） 354 1105 

理学院 500（20） 109 640 398（31） 32 430 

马院 26 8 35 6 12 17 

体育部 7  7 5  5 

中德 0 19 19 4 0 4 

中英 0 4 4 0 0 0 

沪江 3 1 4 0 0 0 

实管中心 3 0 3 12 0 30 

其他 0 0 0 0 0 0 

合计 10487 （2526） 5760 16994 16765（1543） 4864 22183 

                                                     单位：万元 

供稿：詹伟 吉莉 潘嘉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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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 

创历史新高！我校获批 9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近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 2022 年度集中申报期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评审结果，上海理工大学获批资助 90 项，项目立项数创历史新高，同比

增长 20%。其中近三年引进的教师（含博士后）贡献了 54 项，占比达到 6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基金的获批情况是衡量学

校前沿创新能力和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申报和管理工作，明确指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工作是学校科

研的核心工作，是我校加强基础科研和增强创新策源能力的基石”，多次号召学校

老师紧密结合“四个面向”展开前沿基础和跨学科创新研究。 

此次申报在科研院的精心组织下，各学院积极响应，全面落实学校提出的“认

真选题，提高质量”要求。除了学校层面的申报动员大会及选题多轮论证，各学院

也通过线上交流、专家辅导等形式分享经验、指点迷津，在提高教师申请积极性的

基础上，大幅提升了项目申请书质量。此轮申请中，光电学院、机械学院、健康学

院、能动学院无论是申报数还是立项数均为历史最高，其中光电学院获批资助 21

项，而由庄松林院士、张大伟教授带领的超精密光学制造团队就获批 5 项，展示了

学院不俗的科研实力。 

本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创历史新高，充分体现了学校高水平地方高校建

设成效，也激励全校上下为科技创新事业接续努力，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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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2017 年-2022 年） 

【上理这十年】创新驱动 锻造高质量发展“引擎” 

学校参与研制的高质量低成本的高铁“接触线”，在纵横的高铁线路上，描摹着

“中国速度”；医用航天冰箱参与多项空间医学实验任务，服务着“中国高度”；参与

研制的国内第一台运动加速度达到 2G 的高端数控机床，镌刻着“中国精度”…… 

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科技创新的每一步跨越，都是服务国家战略

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生动实践。十年来，学校提升源头创新能力，完善创新体制

机制，提升社会服务能级，让科技创新的牵引力更强劲。 

深蹲助跑 筑牢科技创新根基 

“实现真正的三维立体显示，我们试验成功的第一个图像是‘USST’，也就是上

海理工大学的英文缩写。”2022 年 1 月，光子芯片研究院顾敏院士团队在纳米材料

全息显示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在无色透明的玻璃内部实现带隙可控的三维(3d)半导

体量子结构，点亮了全球首块纳米三维立体屏。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

《科学》上，这也是我校教师首次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科学》正刊上发表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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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方心远副教授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科学》正刊上发表论文 

在科技创新的“最先一公里”，从“0”到“1”的创新突破，虽然只有小小的一步，

但却是整个科技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开头难”。十年来，学校原始创新供给能力显

著提升，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论文从 2012 年的 172 篇增至 2021 年的 1542 篇，

增长了 9 倍；2022 年国家自科基金项目获批创历史新高 90 项，青年基金资助率连

续十年高于全国平均资助率；2018 年至今，Nature、Science、Cell 子刊及系列刊等

共发表文章 51 篇，不断注入原始创新的“源头活水”。 

 

2012 年-2021 年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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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202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 

从“0”到“1”，不等于“无中生有”，科研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学科平台的建设。学

校不断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从 2012 年的 13 个，发展到目

前的 50 个。 

 

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可信数字版权生态与标准重点实验室 

落户上海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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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莫斯科大学联合建立“太赫兹技术创新国际联合实验室” 

多学科的融合协作，也碰擦出了更多的创新火花，学校坚持“3151”高水平大学

建设路径，以国家经济社会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学科布局结构，工程学、材料科

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环境/生态学等 5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为迈向特色

显著的一流理工科大学筑牢了创新根基。 

 

学校坚持“3151”高水平大学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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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环境/生态学等 5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 

协同创新 为服务社会“蓄力赋能” 

闯出“最先一公里”，还要突破科学技术的“关键一公里”。燕麦扶贫、厌氧消化

的湿垃圾处理、9 通道核酸检测技术、医废处理……在科技创新“四个面向”的主战

场上，学校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为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双碳经济、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建设领域提

供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学校积极践行“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赋能优势已经显现，科技创新成

果“有点甜”：十年间，我校科研经费总额从 2012 年的 1.09 亿增长到 2021 年的 2.67

亿元；参与的科研项目累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3 项，以第一单位获得 12 项省部

级科技奖一等奖，其中，近五年（2017-2021）获得 9 项。 

 

2012-2021 年学校科研经费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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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创新资源的集聚，近五年，学校打破学科之间、学校之

间、校地之间的“围墙”，携手中国商飞、光明集团、上海电气、海南药监局、上海

市公利医院，建立校地、校企、校医的全面战略合作，持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学校牵手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推助中国大飞机事业发展 

 

学校与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五年来，协同创新结成累累硕果，医工交叉就是其中之一。从 2017 年起，学

校着力推进医工交叉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布局，2019 年，学校明确以医工

交叉作为学校特色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与交大医学院共建“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与新华、九院等开展医工交叉科研合作，孵化出一批医工交叉项目，手术缝合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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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灵敏探测胰腺癌芯片等“医生用得顺、百姓用得起”的 8 项成果已转化落地注册企

业。 

 

学校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共同发起建立“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和“医工交叉研究生院” 

 

上海市高端医疗装备创新中心在上理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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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医疗器械创新与应用大会暨第二届国际（上海） 

高端医疗装备创新大会 

将科技创新直接瞄准产业社会的实际需求，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应运而生。学校

还布局“人工智能+”，机器智能研究院建设初具规模。对接制造强国战略，成立“增

材制造研究院”等协同创新平台，构建了活力奔涌的创新生态，让创新的力度、速

度和深度跟得上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双链融合 推动科创成果“落地开花” 

“2013 年 11 月初，能动学院蔡小舒教授因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住院治疗，在 ICU

与心内科主任医生了解心肌梗塞有关情况后萌生了研究快速无损冠心病前瞻性诊

断方法的想法，经过团队近 10 年的努力，终于研究成功这项国际首创的心肌梗塞

早期诊断技术，于今年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 1100 万元与投资方成立公司……”团队

成员、能动学院杨荟楠教授介绍科研成果从生活到实验室、再到市场的“神奇旅程”。 

科研成果走出校园、走进市场，在上理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技术转移转化

这个科技创新的“后半场”，学校积极响应与践行国家与上海市的系列科技成果转化

法律法规与文件，重点从制度体系、管理体系和支撑体系等方面，畅通技术转移转

化的“主动脉”和“微循环”：修订《上海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新增《上

海理工大学技术转移工作站管理办法》；打造专业化技术转移团队，推动更多科技

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2019 年，我校获批教育部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

和技术转移基地”，2020 年，获批全国首批“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

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十年间，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实现了功能升级、

品质升级，科技园挂牌上市企业 7 家、企业年产值从 16 亿增长到 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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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技园企业年产值从 16 亿增长到 50 亿元 

 
长三角高等工程教育大学科技园联盟成立 

在技术转移体系的重要“关节”，学校则通过搭建平台提升服务社会的能级。服

务西部大开发，在克拉玛依市建立“技术转移分中心”；聚焦“一带一路”，与古巴哈

瓦那大学合作，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和成果转化；深耕长三角一体化，发起成立长三

角高校技术转移联盟，组建长三角高等工程教育大学科技园联盟，在全国范围内、

重点在长三角区域建设了 32 个技术转移工作站，积极构建技术转移生态圈……此

外，长于“创新链”的我校和交医，携手工于“产业链”的微系统所和新微集团，共建

医疗器械创新与转化平台，打造“医院-高校-研究院-企业-医院”的医疗器械产业闭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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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克拉玛依技术转移中心揭牌成立 

 

学校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在长三角区域建设 32 个技术转移工作站 

十年来，学校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落地开花”，最大

限度地把学校的人才优势、科技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 

供稿：新闻中心 

【科技天地·学院风采】 

上海理工大学光子芯片研究院合作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正刊 

近日，上海理工大学光子芯片研究院顾敏院士团队与南京大学祝世宁院士、肖

敏教授和张勇教授团队合作，通过非倒易飞秒激光加工直写铌酸锂畴结构，实现了

纳米级畴结构的制备，在通往高算力全光机器学习芯片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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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9 月 15 日，相关研究成果“飞秒激光加工直写铌酸锂纳米铁电畴”

（Femtosecond laser writing of lithium niobate ferroelectric nanodomains）发表在《自

然》杂志上。本工作唯一通讯作者是南京大学张勇教授。上海理工大学光子芯片研

究院顾敏院士、方心远副教授均对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由于出色的光电性能、非线性光学性质等，铌酸锂材料在光学领域的重要性可

比拟于硅在电子学中的角色。对于神经网络而言，铌酸锂畴结构带来的非线性响应

则是高算力的另一重大需求。然而，受限于传统电极化加工工艺限制，铌酸锂畴结

构尺度一直停留在微米级别。 

聚焦的飞秒激光可以将形成很强的热电场，该热电场会呈现 c 图中“头顶头”的

姿态。当外加电场方向与铌酸锂自发畴方向相反时，可以实现畴极化翻转。因此，

如图 d-g 所示，当激光扫描方向不同时，畴结构将呈现不同的反转情况。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原本在 e 图中已经被极化的区域，可以通过 g 图中激光反向直写，恢复

其初始畴结构状态。可以想象，若在两次直写之间对加工区域实现纳米级位移控制，

最终可以实现纳米级畴结构的制备。 

方心远解释说：“该技术实现了可重构的纳米级铌酸锂畴结构控制，且基于铌

酸锂畴结构可以发生高效准相位匹配非线性光学过程，因此可以用于可重构非线性

光学数字化全息，并有望模仿人类高神经元密度的神经网络，开辟了通向高算力光

学人工智能的道路。”。 

“上海理工大学光子芯片研究院近几年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快基础理论

和关键技术研发，该项重大突破为解决光学衍射神经网络的非线性激活函数、神经

元密度，以及可重构性要求均提供了条件，相信全光芯片时代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想。“顾敏院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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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易飞秒激光直写铌酸锂畴结构原理 

供稿：光子芯片研究院 

能动学院本科生齐寅珂在国际学术期刊《能源》发表论文 

近日，能动学院 2018 级本科生齐寅珂在能源领域顶级期刊《能源》（Energy，

中科院二区 TOP，IF：8.857）发表论文“掺水氢燃气轮机超/跨临界二氧化碳联合循

环系统的能和㶲分析”（Energy and exergy analysis of supercritical/transcritical CO2 

cycles for water injected hydrogen gas turbine），齐寅珂为第一作者，上海理工大学

为第一单位，通讯作者为能动学院黄典贵教授。 

在能源领域，燃气轮机具有占地面积小、可靠性好、效率高、能够快速启停等

优点，作为分布式能源，可通过冷热电三联供方式实施能源的梯级利用，能够在负

荷中心就近实现的现代能源供应方式。“双碳”目标下，作为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的重

要支撑，燃气轮机发电的地位会愈发重要，而传统的燃气轮机发电以高排放的天然

气等化石燃料为主，因此如何通过能源技术创新、平衡减碳目标和经济发展，成为

中国能源转型急需解决的问题。 

该论文在此大背景下，选择绿色、清洁、高能量、可持续利用的氢气作为燃气

轮机的燃料，且在燃烧过程中掺入水分以降低燃烧温度，实现氮氧化物的低度排放

及的近零排放。同时在燃气轮机出口构建了超、跨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吸收排气的余

热，以实现能量的梯级利用，如此构建了具有零二氧化碳排放、低污染、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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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等优点的联合循环系统。同时，从“能”和“㶲”两个角度对构造的系统进行了

参数选择、能效分析等工作，该研究成果可以为下一代燃气轮机的设计提供基础。

研究工作得到了“两机”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重大项目（P2021-AB-I-003-001）的资助。 

此前,齐寅珂在黄典贵教授的指导下，还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期刊《可再生

能源》（Renewable Energy，中科院二区，IF=8.634）发表题为“水平轴风力机叶片

前缘加设微小平板气动性能研究“（Investigation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horizontal axis wind turbine by setting micro-plate in front of the blade leading edge）的

论文。齐寅珂同学的毕业论文还获评了全国能源动力类专业“百篇优秀本科毕业论

文”。目前，该同学已经保送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实验原理图 

供稿：能动学院 

能动学院青年教师杨杰在疲劳领域顶级期刊《国际疲劳杂志》 

发表论文 

近日，能动学院青年教师杨杰在疲劳领域顶级期刊《国际疲劳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tigue，中科院一区 TOP，IF：5.489）连续发表两篇论文。

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一种新的疲劳裂纹扩展模型的数学建模及疲劳裂

纹扩展速率与拘束的关联”（Numerical modelling of a new FCP model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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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of the FCP rate with the constraint），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以第一

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论文“一种新的蠕变-疲劳裂纹扩展模型及蠕变-疲劳裂纹扩展速

率与统一拘束参数的关联”（A new creep-fatigue crack growth model and a correlation 

of the creep-fatigue crack growth rate with unified constraint parameter），上海理工大

学为第二单位。 

疲劳是影响结构寿命与可靠性的重要因素。据统计，80％以上的工程结构破坏

与疲劳有关。十九世纪初期，发生于铁路机车、铁轨以及桥梁的疲劳断裂最早引起

了人们对疲劳问题的关注。近年来，由于航空技术的迅速兴起，疲劳强度问题的重

要性表现得愈发突出。 

与疲劳一样，“拘束”也是影响材料断裂行为与结构寿命的重要因素。拘束是指

试样或结构对裂纹尖端材料塑性变形的阻碍，与试样或结构的形状、大小、所含裂

纹的尺寸密切相关。当用高拘束试样的断裂韧性测定值评定低拘束含缺陷结构的完

整性时将会得到保守的评定结果，导致不必要的维修或报废，产生较大的经济损失；

当用其评定更高拘束的结构裂纹时，又将得到非保守的评定结果，从而产生危险。 

在航空航天装备领域，疲劳与拘束同时存在，共同影响着材料的断裂行为与结

构的寿命。因此，为了保障航空航天装备的长寿命和高可靠性运行，迫切需要在研

究中兼顾疲劳与拘束。为此，需要做好两项基础工作：澄清拘束对疲劳行为的影响

规律和本质、建立拘束与疲劳行为的关联。 

基于此，该工作以航空发动机常用材料 GH4169 合金为研究对象，首先建立了

新的疲劳裂纹扩展模型和蠕变-疲劳裂纹扩展模型，利用建立的模型，分别对不同

拘束下 GH4169 合金的疲劳和蠕变-疲劳裂纹扩展行为进行了研究。并基于统一拘

束参数 Ap，分别建立了拘束与 GH4169 合金疲劳、蠕变-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关联，

澄清了疲劳、蠕变-疲劳裂纹扩展速率随拘束变化的规律和本质。该工作在国际上

首次建立了拘束与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拘束与蠕变-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之间的线性

关联；强调疲劳、蠕变-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裂纹尖端等效塑性

应变等值线所包围区域的面积，而不是塑性区长度；解决了将实验室中测定的疲劳

行为向实际结构进行移植的难题，为航空发动机的长寿命和高可靠性运行提供了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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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涂善东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Valery Shlyannikov 教授和华

东理工大学张显程教授等共同参与了此项研究。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1975378、5200518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俄联合基金（52011530036）和上

海市浦江人才（21PJD047）的资助。 

 

疲劳裂纹扩展模型和蠕变-疲劳裂纹扩展模型框架 

  

拘束与疲劳、蠕变-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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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中测定的疲劳行为向航空发动机的移植 

供稿：能动学院 

能动学院青年教师崔巍出版英文学术专著 

《储运设备焊缝漏磁检测技术》 

近日，能动学院青年教师崔巍副教授的英文学术专著《储运设备焊缝漏磁检测

技术》（Magnetic Flux Leakage Testing Technology for Welding Seam of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由德国纸飞出版社（Papierflieger Verlag GmbH）正式出

版，全书近 11 万字，是一部对储运设备焊缝无损检测基础问题进行探究的专著。

崔巍为唯一作者，上海理工大学为唯一单位。 

石油石化装备是石油工业发展的基石，是国家装备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油

气储运设备是石油和天然气存储和输送的工具，是连接其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要

环节。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易燃、易爆和毒害性的特点，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

品，因而储运设备的安全管理、检测与防护是涉及国家安全生产事故防治的关键技

术。在储运设备长周期运行的情况下，可能发生腐蚀穿孔、开裂、密封失效等导致

油品泄漏而引发的重大火灾或爆炸等重大事故，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构

成严重威胁。最关键的是，储运设备的损伤易发生在焊缝等应力集中区域，因而如

何准确、迅速探测与评价储运设备焊缝对保障国家公共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安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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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经济价值。《储运设备焊缝漏磁检测技术》一书就是针对这一棘手问题展开详

细探究的。 

据了解，全书共 17 章，崔巍老师基于漏磁检测技术，对利用该技术检测储罐

底板焊缝静态裂纹、管道焊缝裂纹动态扩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结合储运设备

焊缝结构特点，讨论磁化方向垂直于行进方向的检测系统模式；针对储运设备焊缝

裂纹定量描述的目标特征需求，融合图形处理技术实现储运设备焊缝裂纹定量评

价。该书可供电磁无损检测相关技术和应用人员参考，书中有关流固磁多场耦合和

漏磁图形处理技术方面的内容亦可被无损检测领域研究者、教师及学生借鉴。 

 

专著封面 

 

专著作者简介 

供稿：能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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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学院博士生荣获第 23 届工业技术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 

近日，光电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9 级李明博士在光电学院宋燕教授指

导下的最新研究论文《多级评分模式下无向大规模稀疏网络的潜在因子学习》

（Latent factor learning under multiple rating patterns for undirected large-scaled and 

sparse networks )在第 23 届工业技术国际会议 (The 23rd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Technology , IEEE IES ICIT 2022)上荣获最佳论文奖。该论

文第一作者为博士生李明，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宋燕教授为唯一通讯作者。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传感器网络进行地理信息采集与定位已经变得

十分普遍。而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由大量无线传感器件所构成的，当这些无线传感器

部署在地下、水下或者高大建筑物密集的街区时，无线信号严重衰减或者接收不到。

此时，无线传感网中大量节点之间的距离信息就像一个高维无向的稀疏网络，就需

要通过挖掘该网络中有限的已知信息，对大量的未知信息进行准确估计，实现被测

物体的精准定位。 

对此，该论文提出了一种多级评分模式下的潜在因子模型。通过构建辅助等级

矩阵，结合多情境下的数据信息，利用迁移学习的思想，促进了潜在信息的充分挖

掘；运用交替更新的学习方法，加快了模型的训练速度，最终提高了模型对缺失信

息的预测精度。最后，在针对海底定位的真实数据集上进行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该

论文所提出的模型明显优于现有的模型，同时也表明所估计的数据更加接近于真实

数据，这一研究发现将会为计算机精准绘制地图提供极大的帮助，可以用于工业、

军事、农业、生物、医疗、经济等众多领域，解决如无人机编队飞行、购物平台商

品推荐、医疗系统健康管理等问题。 

李明自读博以来，在宋燕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开展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方面的

研究。截至目前，已发表中科院 SCI 一区期刊论文 5 篇(其中，IEEE 汇刊论文 4 篇)，

大数据领域国际会议论文 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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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论文奖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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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相关原理图 

供稿：光电学院 

【科技交流】 

高端医疗装备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上海理工大学举办 

9 月 28 日，高端医疗装备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上海理工大学举办。论坛由上

海理工大学、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办，由上理工跨学科创新研究院、一带一路

医疗器械监管科学上理工研究院、上海市肿瘤能量治疗技术与器械协同创新中心承

办，此次论坛同时也是 2022 年市级医院医学装备管理培训班首讲。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

原校长顾晓松，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司专员王兰明，国家药监局科技与国际合

作司原一级巡视员毛振宾等专家学者为论坛做了专业、权威的分享与解读。上海理

工大学校长丁晓东、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陈睦分别为论坛致辞。来自上海

36 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和医疗技术学院的专家和教授参

会，共同就高端医疗装备创新技术最新进展等进行交流与研讨。论坛由上海理工大

学副校长刘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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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东在致辞中谈道，在国家大力发展高端医疗装备的背景下，上理工将继续

从医疗需求出发，关注医工交叉，瞄准高端医疗装备技术前沿，攻克行业共性难题，

积极打造医疗装备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融合的产业生态，积极引领医疗器械的

跨越式发展。 

陈睦在致辞中表示，高端医疗装备核心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医、产、学、研的深

度融合，申康中心将始终引领市级医院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在保障广大市民身

心健康的同时，不断完善临床医疗与生物医药产业联动发展的机制与平台。 

葛均波在报告中分析了医学成果转化已从国家层面的政策呼吁逐步转变为医

疗领域的行动自觉，临床医生在医学创新过程中的价值正在逐步验证和强化，已经

探索出一批模式和案例。他强调，面向未来，中国医学创新范式亟需变革，而医学

与工学交相融合发展是医疗器械创新的必由之路，形成医产学研融合生态系统势在

必行。 

顾晓松从创新需求、产业现状、科技前沿等三方面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做了深

入的解读。他指出，在将前沿科学和创新技术转变为未来世界领先的企业与新兴产

业的过程中，要立足长三角，建设全球最重要、最具竞争力、最具创新活力的生物

医药创新与转化中心。 

王兰明以“深化审评审批改革，促进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从医疗

器械监管与产业发展、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工作以及下一步工作展望等三方面做了深

入解读。 

毛振宾以“监管科学支撑引领高端医疗装备创新发展”为题，强调了要致力打造

中国特色的药械法律法规和标准管理体系、药械审评审批、检验检测和审核查验体

系，打造接轨和引领世界的中国数字诊疗装备医疗器械监管科学体系，打造中国特

色的 UDI 监管科学体系以及中国特色药械融合产品监管科学体系等。 

自 2020 年开始，上理工整合科研、产业平台基础及优势，组建成立上海市高

端医疗装备创新中心；联合行业顶尖科研院所、知名龙头企业成立了长三角高端医

疗装备创新联盟；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医学器械创新与应用联盟，已有来自 20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20 家行业机构作为联盟成员，建立了医疗器械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与

平台。此外，上理工还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共建了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以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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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医学与工学、理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将科技创新直接瞄准百姓健康

实际需求，在临床医疗科技领域形成一大批创新成果。 

 

 

丁晓东致辞 

 

陈睦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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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均波做主旨报告 

 

顾晓松做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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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兰明做主旨报告 

 

毛振宾做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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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主持论坛 

 

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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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领导嘉宾合影留念 

供稿：跨学科创新研究院 

学校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9 月 19 日下午，校长丁晓东、副校长刘平率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及光电、机械、

健康、材料学院负责人赴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参加校所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与交流会，上海微系统所所长谢晓明、副所长陶虎携相关部门、实验室

负责人热情接待。会前，双方一同参观上海微系统所展厅。 

丁晓东对上海微系统所九十多年来围绕无线通讯技术、半导体硅片产业、生物

传感器等国家战略需求在科研与产业发展上取得的重大成果表示赞赏。他指出，上

海理工大学与上海微系统所有着共同的使命与目标，都是为国家培养工程应用型人

才。双方前期围绕生物医药产业、生命健康领域已开展较为密切的合作并取得较好

成效，希望在此基础上，能继续加深合作力度、发挥各自优势、共享双方资源，共

同促进学科融合、加强技术交流、培养高层次人才。 

谢晓明在讲话中表示，作为两所同样具有悠久历史沿革的理工科研究单位，上

海微系统所和上海理工大学在科研文化上相通，都强调工程应用、人才培养和科研

成果的转化落地。双方在医疗器械领域已并肩前行、合作数年，共同打造了“上海

市医疗器械创新与转化平台”，组建了长三角高端医疗装备创新联盟。希望通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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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流，双方可以构建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发掘更多的合作切入点，推动双方交流

合作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 

会上，刘平与陶虎代表双方签约，丁晓东与谢晓明共同见证。签约仪式后，上

海微系统所各实验室负责人汇报了相关科研工作，与会双方人员就合作事宜开展了

深入交流。 

 

丁晓东讲话 

 

谢晓明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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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会前参观展厅 

 



 

 33 

 

会议现场双方合影留念 

供稿：跨学科创新研究院 

我校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近日，校长丁晓东、副校长刘平率相关职能部门、学院负责人赴复旦大学附属

眼耳鼻喉科医院参加校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医院院长周行涛、副院长徐格致及医

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仪式。 

周行涛在致辞中指出，上海正在向亚洲医学中心城市进发，在当前疫情防控常

态化的新形势下，更加需要医学发展的创新模式，需要医工交叉的深度融合来解决

临床的痛点问题。他提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和上海理工大学在视光学

领域具有深厚渊源，且双方前期已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依托不久前成立的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他希望未来医院能与上海理工大学强强

联合，在视光学领域充分调动双方优势，有机高效整合科研、临床和产业化研究资

源，共同解决临床问题。 

丁晓东在讲话中指出，上海理工大学具有坚实的工科基础、充足的人才储备、

深厚的行业背景以及多方合作资源等优势。他表示，学校长期致力于医疗器械领域

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拥有该领域众多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平台，并牵头组建了

上海市高端医疗装备创新中心。基于校院双方优良的合作基础，一定能够在平台搭

建、人才培养和临床转化等方面结出丰硕成果，共同推动医疗器械行业创新，为实

现高端医疗器械的国产化替代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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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刘平与徐格致代表双方进行签约，丁晓东与周行涛共同见证。签约仪式

后，与会双方人员开展了深入座谈交流。 

 

周行涛讲话 

 

丁晓东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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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仪式 

 

座谈交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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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 

供稿：跨学科创新研究院 

【政策解读】 

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关于印发《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的通知

（摘自科技部官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工作，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的科研失信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违反

科学研究行为准则与规范的行为，包括： 

（一）抄袭剽窃、侵占他人研究成果或项目申请书； 

（二）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研究成果，买卖实验研究数据，伪造、篡改实验研

究数据、图表、结论、检测报告或用户使用报告等； 

（三）买卖、代写、代投论文或项目申报验收材料等，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

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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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等弄虚作假的方式或采取请托、贿赂、利益交换等

不正当手段获得科研活动审批，获取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科研经费、

奖励、荣誉、职务职称等； 

（五）以弄虚作假方式获得科技伦理审查批准，或伪造、篡改科技伦理审查批

准文件等； 

（六）无实质学术贡献署名等违反论文、奖励、专利等署名规范的行为； 

（七）重复发表，引用与论文内容无关的文献，要求作者非必要地引用特定文

献等违反学术出版规范的行为； 

（八）其他科研失信行为。 

本规则所称抄袭剽窃、伪造、篡改、重复发表等行为按照学术出版规范及相关

行业标准认定。 

第三条 有关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社会组

织等单位对科研失信行为不得迁就包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干扰科研失信

行为的调查处理。 

第四条 科研失信行为当事人及证人等应积极配合调查，如实说明情况、提供

证据，不得伪造、篡改、隐匿、销毁证据材料。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 科技部和中国社科院分别负责统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失

信行为调查处理工作。有关科研失信行为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或涉及多个部门（单位）

的，可组织开展联合调查处理或协调不同部门（单位）分别开展调查处理。 

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本系统的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工作，建立健全重大

科研失信事件信息报送机制，并可对本系统发生的科研失信行为独立组织开展调查

处理。 

第六条 科研失信行为被调查人是自然人的，一般由其被调查时所在单位负责

调查处理；没有所在单位的，由其所在地的科技行政部门或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

建设责任单位负责组织开展调查处理。调查涉及被调查人在其他曾任职或求学单位

实施的科研失信行为的，所涉单位应积极配合开展调查处理并将调查处理情况及时

送被调查人所在单位。牵头调查单位应根据本规则要求，负责对其他参与调查单位

的调查程序、处理尺度等进行审核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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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人是单位主要负责人或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开展调查处理。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由其所在地的科技行政部门或哲学社会科

学科研诚信建设责任单位负责组织开展调查处理。 

第七条 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的申报、评审、实

施、结题、成果发布等活动中的科研失信行为，由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

管理部门（单位）负责组织调查处理。项目申报推荐单位、项目承担单位、项目参

与单位等应按照项目管理部门（单位）的要求，主动开展并积极配合调查，依据职

责权限对违规责任人作出处理。 

第八条 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申报中的科研失信行为，由科技奖励、科技人才

管理部门（单位）负责组织调查，并分别依据管理职责权限作出相应处理。科技奖

励、科技人才推荐（提名）单位和申报单位应积极配合并主动开展调查处理。 

第九条 论文发表中的科研失信行为，由第一通讯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牵头调

查处理；没有通讯作者的，由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牵头调查处理。作者的署名

单位与所在单位不一致的，由所在单位牵头调查处理，署名单位应积极配合。论文

其他作者所在单位应积极配合牵头调查单位，做好对本单位作者的调查处理，并及

时将调查处理情况书面反馈牵头调查单位。 

学位论文涉嫌科研失信行为的，由学位授予单位负责调查处理。 

发表论文的期刊或出版单位有义务配合开展调查，应主动对论文是否违背科研

诚信要求开展调查，并应及时将相关线索和调查结论、处理决定等书面反馈牵头调

查单位、作者所在单位。 

第十条 负有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职责的相关单位，应明确本单位承担调查

处理职责的机构，负责登记、受理、调查、处理、复查等工作。 

第三章  调 查 

第一节  举报和受理 

第十一条 举报科研失信行为可通过下列途径进行： 

（一）向被举报人所在单位举报； 

（二）向被举报人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或相关管理部门举报； 

（三）向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计划等的管理

部门（单位）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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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发表论文的期刊或出版单位举报； 

（五）其他途径。 

 第十二条 举报科研失信行为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举报对象； 

（二）举报内容属于本规则第二条规定的范围； 

（三）有明确的违规事实； 

（四）有客观、明确的证据材料或可查证线索。 

鼓励实名举报，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第十三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举报，不予受理： 

（一）举报内容不属于本规则第二条规定的范围； 

（二）没有明确的证据和可查证线索的； 

（三）对同一对象重复举报且无新的证据、线索的； 

（四）已经作出生效处理决定且无新的证据、线索的。 

第十四条 接到举报的单位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并通知实

名举报人，不予受理的应说明情况。符合本规则第十二条规定且属于本单位职责范

围的，应予以受理；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可转送相关责任单位或告知举报人

向相关责任单位举报。 

举报人可以对不予受理提出异议并说明理由；异议不成立的，不予受理。 

第十五条 下列科研失信行为线索，符合受理条件的，有关单位应主动受理，

主管部门应加强督查。 

（一）上级机关或有关部门移送的线索； 

（二）在日常科研管理活动中或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科技奖励、

科技人才管理等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线索； 

（三）媒体、期刊或出版单位等披露的线索。   

第二节  调 查 

第十六条 调查应制订调查方案，明确调查内容、人员、方式、进度安排、保

障措施、工作纪律等，经单位相关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第十七条 调查应包括行政调查和学术评议。行政调查由单位组织对相关事实

情况进行调查，包括对相关原始实验数据、协议、发票等证明材料和研究过程、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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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情况等进行核对验证。学术评议由单位委托本单位学术（学位、职称）委员会或

根据需要组成专家组，对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专家组应不少于 5 人，根据需

要由相关领域的同行科技专家、管理专家、科研诚信专家、科技伦理专家等组成。 

第十八条 调查需要与被调查人、证人等谈话的，参与谈话的调查人员不得少

于 2 人，谈话内容应书面记录，并经谈话人和谈话对象签字确认，在履行告知程序

后可录音、录像。 

第十九条 调查人员可按规定和程序调阅、摘抄、复印相关资料，现场察看相

关实验室、设备等。调阅相关资料应书面记录，由调查人员和资料、设备管理人签

字确认，并在调查处理完成后退还管理人。 

第二十条 调查中应当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申辩，对有关事实、理由和证据

进行核实。可根据需要要求举报人补充提供材料，必要时可开展重复实验或委托第

三方机构独立开展测试、评估或评价，经举报人同意可组织举报人与被调查人就有

关学术问题当面质证。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第二十一条 调查中发现被调查人的行为可能影响公众健康与安全或导致其他

严重后果的，调查人员应立即报告，或按程序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二条 调查中发现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涉嫌从事论文及其实验研究数

据、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申报验收材料等的买卖、代写、代投服务的，

应及时报请有关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 

第二十三条 调查中发现关键信息不充分或暂不具备调查条件的，可经单位相

关负责人批准中止调查。中止调查的原因消除后，应及时恢复调查，中止的时间不

计入调查时限。 

调查期间被调查人死亡的，终止对其调查，但不影响对涉及的其他被调查人的

调查。 

第二十四条 调查结束应形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包括线索来源、举报内容、

调查组织、调查过程、事实认定及相关当事人确认情况、调查结论、处理意见建议

及依据，并附证据材料。调查报告须由全体调查人员签字。一般应在调查报告形成

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调查处理情况书面告知参与调查单位或其他具有处理权

限的单位。 

需要补充调查的，应根据补充调查情况重新形成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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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科研失信行为的调查处理应自决定受理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 

因特别重大复杂在前款规定期限内仍不能完成调查的，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后可

延长调查期限，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 6 个月。对上级机关和有关部门移送的，调查

延期情况应向移送机关或部门报告。    

第四章  处 理 

第二十六条 被调查人科研失信行为的事实、情节、性质等最终认定后，由具

有处理权限的单位按程序对被调查人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七条 处理决定作出前，应书面告知被调查人拟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

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与申辩的权利。被调查人逾期没有进行陈述或申辩的，

视为放弃权利。被调查人作出陈述或申辩的，应充分听取其意见。 

第二十八条 处理决定书应载明以下内容： 

（一）被处理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或名称，身份证件号码或社会信用代码

等）； 

（二）认定的事实及证据； 

（三）处理决定和依据； 

（四）救济途径和期限； 

（五）其他应载明的内容。 

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负责向被处理人送达书面处理决定书，并告知实名举报

人。有牵头调查单位的，应同时将处理决定书送牵头调查单位。对于上级机关和有

关部门移送的，应将处理决定书和调查报告报送移送单位。 

第二十九条 处理措施的种类： 

（一）科研诚信诫勉谈话； 

（二）一定范围内公开通报； 

（三）暂停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等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限

期整改； 

（四）终止或撤销利用科研失信行为获得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等

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追回结余资金，追回已拨财政资金； 

（五）一定期限禁止承担或参与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等财政性资金

支持的科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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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撤销利用科研失信行为获得的相关学术奖励、荣誉等并追回奖金，撤销

利用科研失信行为获得的职务职称； 

（七）一定期限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职务职称晋升等资

格； 

（八）取消已获得的院士等高层次专家称号，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

以及学术、学位委员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 

（九）一定期限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被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 

（十）一定期限减招、暂停招收研究生直至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 

（十一）暂缓授予学位； 

（十二）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 

（十三）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 

（十四）其他处理。 

上述处理措施可合并使用。给予前款第五、七、九、十项处理的，应同时给予

前款第十三项处理。被处理人是党员或公职人员的，还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规定，由有管辖权的机构给予

处理或处分；其他适用组织处理或处分的，由有管辖权的机构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

理或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对科研失信行为情节轻重的判定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行为偏离科技界公认行为准则的程度； 

（二）是否有造假、欺骗，销毁、藏匿证据，干扰、妨碍调查或打击、报复举

报人的行为； 

（三）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程度； 

（四）行为是首次发生还是屡次发生； 

（五）行为人对调查处理的态度； 

（六）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第三十一条 有关机构或单位有组织实施科研失信行为，或在调查处理中推诿、

包庇，打击报复举报人、证人、调查人员的，主管部门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撤销该机构或单位因此获得的相关利益、荣誉，给予公开通报，暂停拨款或追回结

余资金、追回已拨财政资金，禁止一定期限内承担或参与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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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本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相应处理，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直接

负责人的责任。 

第三十二条 经调查认定存在科研失信行为的，应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理： 

（一）情节较轻的，给予本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一项相应处

理； 

（二）情节较重的，给予本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第四至第十项、第十二项、

第十三项相应处理，其中涉及取消或禁止期限的，期限为 3 年以内； 

（三）情节严重的，给予本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第四至第十项、第十二项、

第十三项相应处理，其中涉及取消或禁止期限的，期限为 3 至 5 年； 

（四）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本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第四至第十项、第十

二项、第十三项相应处理，其中涉及取消或禁止期限的，期限为 5 年以上。 

存在本规则第二条第一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处理不应低于前款第二项规

定的尺度。 

第三十三条 给予本规则第三十二条第二、三、四项处理的被处理人正在申报

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或被推荐为相关候选人、被提名人、被推荐人等的，终

止其申报资格或被提名、被推荐资格。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从轻处理： 

（一）有证据显示属于过失行为且未造成重大影响的； 

（二）过错程度较轻且能积极配合调查的； 

（三）在调查处理前主动纠正错误，挽回损失或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四）在调查中主动承认错误，并公开承诺严格遵守科研诚信要求、不再实施

科研失信行为的。 

 论文作者在被举报前主动撤稿且未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可从轻或免予处

理。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从重处理： 

（一）伪造、篡改、隐匿、销毁证据的； 

   （二）阻挠他人提供证据，或干扰、妨碍调查核实的； 

   （三）打击、报复举报人、证人、调查人员的； 

   （四）存在利益输送或利益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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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组织地实施科研失信行为的； 

（六）多次实施科研失信行为或同时存在多种科研失信行为的； 

（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而拒不承认错误的。 

第三十六条 根据本规则给予被处理人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处理

的，处理决定由省级及以下地方相关单位作出的，处理决定作出单位应在决定生效

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决定书和调查报告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和所在地省级科技行

政部门。省级科技行政部门应在收到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科研诚信管理信息

系统按规定汇交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信息，并将处理决定书和调查报告报送

科技部。 

处理决定由国务院部门及其所属（含管理）单位作出的，由该部门在处理决定

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科研诚信管理信息系统按规定汇交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

为数据信息，并将处理决定书和调查报告报送科技部。 

第三十七条 有关部门和地方依法依规对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的

相关被处理人实施联合惩戒。 

第三十八条 被处理人科研失信行为涉及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科

技奖励、科技人才等的，调查处理单位应将处理决定书和调查报告同时报送科技计

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管理部门（单位）。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管理部门（单位）应依据经查实的科研失

信行为，在职责范围内对被处理人作出处理，并制作处理决定书，送达被处理人及

其所在单位。 

第三十九条 对经调查未发现存在科研失信行为的，调查单位应及时以适当方

式澄清。 

对举报人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举报人所在单位应依据相关规定对

举报人严肃处理。 

第四十条 处理决定生效后，被处理人如果通过全国性媒体公开作出严格遵守

科研诚信要求、不再实施科研失信行为承诺，或对国家和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作

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可根据被处理人申请对其减轻处理。  

第五章  申诉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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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举报人或被处理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

起 15 个工作日内，按照处理决定书载明的救济途径向作出调查处理决定的单位或

部门书面提出申诉，写明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 

调查处理单位（部门）应在收到申诉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决定

并告知申诉人，不予受理的应说明情况。 

决定受理的，另行组织调查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本规则的调查程序开展

复查，并向申诉人反馈复查结果。 

第四十二条 举报人或被处理人对复查结果不服的，可向调查处理单位的上级

主管部门书面提出申诉，申诉必须明确理由并提供充分证据。对国务院部门作出的

复查结果不服的，向作出该复查结果的国务院部门书面提出申诉。 

上级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申诉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决定。仅以对

调查处理结果和复查结果不服为由，不能说明其他理由并提供充分证据，或以同一

事实和理由提出申诉的，不予受理。决定受理的，应组织复核，复核结果为最终结

果。 

第四十三条 复查、复核应制作复查、复核意见书，针对申诉人提出的理由给

予明确回复。复查、复核原则上均应自受理之日起 90 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六章  保障与监督 

第四十四条 参与调查处理工作的人员应秉持客观公正，遵守工作纪律，主动

接受监督。要签署保密协议，不得私自留存、隐匿、摘抄、复制或泄露问题线索和

调查资料，未经允许不得透露或公开调查处理工作情况。 

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调查、测试、评估或评价时，应履行保密程序。 

第四十五条 调查处理应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参与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人员

应签署回避声明。被调查人或举报人近亲属、本案证人、利害关系人、有研究合作

或师生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调查处理情形的，不得参与调查处理工作，应主动

申请回避。被调查人、举报人有权要求其回避。 

第四十六条 调查处理应保护举报人、被举报人、证人等的合法权益，不得泄

露相关信息，不得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或被举报单位等利益相关方。对于调查

处理过程中索贿受贿、违反保密和回避制度、泄露信息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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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是科研

失信行为调查处理第一责任主体，应建立健全调查处理工作相关的配套制度，细化

受理举报、科研失信行为认定标准、调查处理程序和操作规程等，明确单位科研诚

信负责人和内部机构职责分工，保障工作经费，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指导，抓早

抓小，并发挥聘用合同（劳动合同）、科研诚信承诺书和研究数据管理政策等在保

障调查程序正当性方面的作用。 

第四十八条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履行

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职责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

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四十九条 科技部和中国社科院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大科研失

信事件应加强信息通报与公开。 

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和各地方应加强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的

协调配合、结果互认、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等工作。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规则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买卖实验研究数据，是指未真实开展实验研究，通过向第三方中介服务

机构或他人付费获取实验研究数据。委托第三方进行检验、测试、化验获得检验、

测试、化验数据，因不具备条件委托第三方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实验方案进行实验获

得原始实验记录和数据，通过合法渠道获取第三方调查统计数据或相关公共数据库

数据，不属于买卖实验研究数据。 

（二）代投，是指论文提交、评审意见回应等过程不是由论文作者完成而是由

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或他人代理。 

 （三）实质学术贡献，是指对研究思路、设计以及分析解释实验研究数据等

有重要贡献，起草论文或在重要的知识性内容上对论文进行关键性修改，对将要发

表的版本进行最终定稿等。 

 （四）被调查人所在单位，是指调查时被调查人的劳动人事关系所在单位。

被调查人是学生的，调查处理由其学籍所在单位负责。 

 （五）从轻处理，是指在本规则规定的科研失信行为应受到的处理幅度以内，

给予较轻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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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从重处理，是指在本规则规定的科研失信行为应受到的处理幅度以内，

给予较重的处理。 

 本规则所称的“以上”“以内”不包括本数，所称的“3 至 5 年”包括本数。 

 第五十一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可依据本规则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细则。 

 第五十二条 科研失信行为被调查人属于军队管理的，由军队按照其有关规

定进行调查处理。 

 相关主管部门已制定本行业、本领域、本系统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且

处理尺度不低于本规则的，可按照已有规则开展调查处理。 

第五十三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科技部和中国社科院负责解释。

《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国科发监〔2019〕323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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