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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知网是国家正式批准的网络出版与传播平台。出版状态变更及内容更正是正常出

版活动的一部分。为规范上述行为，净化学术环境，同时保证学术记录的完整性，特制定

本标准。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文献出版状态变更与内容更正规范》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 

第一部分：期刊论文 

第二部分：会议论文 

 

附录 A（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出版状态变更与内容更正申请表

模板 

附录 B（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撤回声明模板 

附录 C（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撤稿声明模板 

附录 D（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勘误声明模板 

附录 E（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全文替换声明模板 

附录 F（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关注声明模板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提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起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佟建国、于立泳、史朋亮、林松涛、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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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文献出版状态变更与内容更正规范 

第一部分 期刊论文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出版状态变更与内容更正的基础

要求，适用于中国知网网络出版平台的各类期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应用本规范不可或缺。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明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31 号（2005）《期刊出版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 5 号《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Q/CNKI 

325/2017《〈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入编期刊出版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科学技术期刊质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期刊论文 Journal article 

指发表在期刊上的对某个学科或技术领域中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后表述研究成果的文章。

期刊论文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一般以其是否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实践指导性为

衡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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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出版状态变更 Alteration of publication status 

指论文出版（含网络出版）后发生的撤回、撤稿和删除等状态的变化。 

3.3 论文撤回 Article withdrawal 

指论文包含因疏忽产生错误，且不在勘误规定范围内，或者网络首发论文刊出严重滞

后，论文被撤回。 

3.4 论文撤稿 Article retraction 

指论文因被认定违背科研诚信和出版伦理而被撤销。 

3.5 论文删除 Article removal 

指论文存在法律或涉密等问题被删除。 

3.6 内容更正 Correction of content 

指论文的勘误及更正后的全文替换。 

3.7 关注声明 Expression of concern 

论文被发现有可能涉及学术不端，期刊编辑部在调查阶段发出的提示性声明。 

4. 论文撤回的标准与处理 

4.1 论文撤回的标准 

撤回主要针对已正式出版（含网络出版）的论文。包含（但不限于）如下问题的论文

应当被撤回： 

（1）学术内容有过失性错误且不符合勘误规定的； 

（2）论文已经正式出版，但期刊编辑部或作者本人有正当理由，要求不进行网络传

播的； 

（3）网络首发论文发布满一年仍未刊出的。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policies/article-withdrawal#article-withdrawal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policies/article-withdrawal#article-retraction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policies/article-withdrawal#article-rem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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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撤回论文的处理 

（1）除 4.1 节第（3）款的情况外，撤回论文一般由期刊编辑部提出书面申请（附电

子版），申请表格式见附录 A；作者本人撤回论文的申请，一般也通过期刊编辑部提出。 

（2）书面申请被接受后，论文原文的所有呈现形式（HTML、CAJ和 PDF）将在中国

知网被删除，但保留知网节，同时在知网节上发布论文撤回声明并增加“撤回”标识。在

论文检索结果以及参考文献引用中加注“撤回”标识。 

（3）论文撤回声明可由期刊编辑部自主制定或委托《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

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制定。撤回声明的建议模板参见附录 B。 

（4）符合 4.1 节第（3）款的情况，《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

司将自行启动撤回论文程序并发布声明。 

（5）如期刊编辑部在本刊刊登了撤回声明，将用此声明替换原有声明。 

5. 论文撤稿的标准与处理 

5.1 论文撤稿的标准 

撤稿主要针对已正式出版（含网络出版）但被认定存在重大科研诚信和出版伦理问题

的论文。包含（但不限于）如下问题的论文应当被撤稿： 

（1） 论文重复发表； 

（2） 作者身份伪造； 

（3） 同行评议失范； 

（4） 伦理伤害； 

（5） 严重抄袭； 

（6） 核心内容剽窃； 

（7） 数据伪造或篡改； 

（8） 在合理范围内，结果无法重复。 

5.2 撤稿论文的认定 

撤稿论文的认定包含（但不限于）如下方式： 

（1）论文作者认定； 

（2）他人举报或技术检测后，由期刊编辑部认定； 

（3）他人举报或技术检测后，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认定； 

（4）其他权威机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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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撤稿论文的处理 

（1）论文撤稿一般由期刊编辑部提出书面申请（附电子版），申请表格式见附录 A。

作者本人认定的撤稿论文申请一般也通过期刊编辑部提出。 

（2）书面申请被接受后，论文在中国知网上的 CAJ 和 PDF 文件首页及其后文件每页

打上“撤稿”水印，原始文章保留；论文的 HTML版本将被删除。 

（3）在论文检索结果以及参考文献引用中加注“撤稿”标识，同时在论文知网节上

发布撤稿声明并增加“撤稿”标识。 

（4）论文撤稿声明可由期刊编辑部或作者本人自主制定，或委托《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制定。撤稿声明的建议模板参见附录 C。 

（5）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认定的撤稿论文，应首先

告知期刊编辑部，要求处理。如编辑部未能及时进行处理或无法与编辑部取得联系，《中

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在三个月之内自行启动处理程序。 

（6）由其他权威机构认定的撤稿论文，应首先由期刊编辑部进行处理。如期刊编辑

部未能及时进行处理或无法与编辑部取得联系，《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有限公司在三个月之内自行启动处理程序。 

（7）如期刊编辑部在本刊刊登了撤稿声明，将用此声明替换原有声明。 

6. 论文删除的标准与处理 

6.1 论文删除的标准 

删除主要针对已正式出版（含网络出版）的论文。包含（但不限于）如下问题的论文

应当被删除： 

（1）授权有瑕疵； 

（2）明显具有诽谤性； 

（3）侵犯他人合法权利； 

（4）内容涉密； 

（5）该文成为法院判决或政府执法的对象； 

（6）含有不适合网络传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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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删除论文的处理 

（1）论文删除一般由期刊编辑部提出书面申请（附电子版），申请表格式见附录 A。

作者本人删除论文的申请一般也通过期刊编辑部提出。 

（2）书面申请被接受后，论文的所有呈现形式将在中国知网删除。 

7. 内容更正的标准与处理 

7.1 内容更正的标准 

内容更正主要针对已正式出版（含网络出版）的论文，包括勘误及全文替换两种方式。

包含（但不限于）如下问题可以被更正： 

（1） 文字、图表和内容发生差错； 

（2） 作者信息出错，但不包括第一作者的人员变更； 

（3） 基金项目、参考文献信息出错。 

差错较少，不影响阅读的论文可以采取勘误的方式进行内容更正；差错较多，影响阅

读的论文应当采取全文替换的方式进行内容更正。 

7.2 内容更正的处理 

内容更正由期刊编辑部提出书面申请（附电子版），申请表格式见附录 A。 

7.2.1勘误处理方式 

书面申请被接受后，以勘误方式进行内容变更的： 

（1） 论文勘误声明可由期刊编辑部自主制定或委托《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制定。勘误声明的建议模板参见附录 D。 

（2） 如期刊编辑部在本刊上刊登了勘误声明，将用此声明替换原有声明。 

（3） 在论文知网节上发布勘误声明并增加“已勘误”或“未勘误”标识，同时保

留已勘误论文的未勘误 PDF版本。 

7.2.2全文替换处理方式 

书面申请被接受后，以全文替换方式进行内容变更的： 

（1） 全文替换声明可由期刊编辑部自主制定或委托《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制定。全文替换声明的建议模板参见附录 E。 



 Q/CNKI 327.1-2018 

6 

 

（2） 如期刊编辑部在本刊上刊登了全文替换声明，将用此声明替换原有声明。 

（3） 在论文知网节上发布全文替换声明并增加“已全文替换”标识，同时保留已

全文替换论文的替换前 PDF版本。 

8. 关注声明的标准与处理 

8.1 关注声明的标准 

关注声明主要针对已正式出版（含网络出版）的论文。出现（但不限于）如下情况，

期刊编辑部可以发布关注声明，提示读者谨慎对待该文的结论。 

（1）论文存在疑似学术不端，或者研究结果疑似不可信； 

（2）期刊编辑部或作者署名机构的调查正在进行，但还没有最终的确定性结论。 

8.2 关注声明的处理 

（1）发表关注声明由期刊编辑部提出书面申请（附电子版），申请表格式见附录 A。 

（2）书面申请被接受后，相应的程序被启动。 

（3）论文关注声明可由期刊编辑部自主制定或委托《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

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制定。关注声明的建议模板参见附录 F。 

（4）在相应论文的知网节刊登关注声明。 

（5）在数据库检索结果以及参考文献引用中，对相应的论文加注“关注”标记。 

（6）相应论文的全文在知网数据库依然呈现。 

（7）期刊编辑部或作者署名机构的调查有正式结论后，应向读者公示并启动相应处

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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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出版状态变更与内容更正申请表模板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出版状态变更与内容更正申请表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经过《XXX》编辑部核实，在中国知网网络出版的以下文章请予以处理。 

出版信息 XXXX 年 XXXX 卷 XXXX 期，页码为 XXXX—XXXX 

论文标题  

稿次 □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  □整期定稿  □印刷版  □其它 

作者  

DOI  

原文链接  

处理方式 □撤回  □撤稿  □删除  □勘误  □全文替换  □刊发关注声明 

处理原因  

 

 

声明方式 □期刊编辑部声明  □个人声明  □委托中国知网声明 

其他说明  

 

 

特此告知。 

责任人： 

责任人职务： 

联系方式： 

                                                                                       《XXX》编辑部（签章） 

                                                                                         日期： 

注：如期刊编辑部选择自己声明或直接采用作者声明，请附相应的处理声明并加盖公

章，同时提供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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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撤回声明模板 

B.1 期刊编辑部论文撤回声明建议模板 

撤回声明 

本刊撤回下述论文： 

出版信息 XXXX 年 XXXX 卷 XXXX 期，页码为 XXXX—XXXX 

论文标题  

稿次 □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  □整期定稿  □印刷版  □其它 

作者  

DOI  

撤回原因  

 

 

 

其他说明  

 

 

特此告知并诚挚地向读者致歉。 

 

 

《XXX》编辑部（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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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撤回声明模板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撤回声明 

受《XXX》编辑部的委托，对该刊下列论文发布撤回声明。 

出版信息 XXXX 年 XXXX 卷 XXXX 期，页码为 XXXX—XXXX 

论文标题  

稿次 □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  □整期定稿  □印刷版  □其它 

作者  

DOI  

撤回原因  

 

 

 

其他说明  

 

 

特此告知并诚挚地向读者致歉。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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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撤稿声明模板 

C.1 期刊编辑部论文撤稿声明建议模板 

撤稿声明 

本刊对下述论文撤稿： 

出版信息 XXXX 年 XXXX 卷 XXXX 期，页码为 XXXX—XXXX 

论文标题  

稿次 □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  □整期定稿  □印刷版  □其它 

作者  

DOI  

撤稿原因  

 

 

 

其他说明  

 

 

特此告知并诚挚地向读者致歉。 

 

 

《XXX》编辑部（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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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撤稿声明模板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撤稿声明 

受《XXX》编辑部的委托，对该刊下列论文发布撤稿声明。 

出版信息 XXXX 年 XXXX 卷 XXXX 期，页码为 XXXX—XXXX 

论文标题  

稿次 □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  □整期定稿  □印刷版  □其它 

作者  

DOI  

撤稿原因： 

 

 

 

 

 

其他说明  

 

 

特此告知并诚挚地向读者致歉。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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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勘误声明模板 

D.1 期刊编辑部论文勘误声明建议模板 

勘误声明 

本刊对下述论文进行勘误： 

出版信息 XXXX 年 XXXX 卷 XXXX 期，页码为 XXXX—XXXX 

论文标题  

稿次 □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  □整期定稿  □印刷版  □其它 

作者  

DOI  

勘误内容  

 

 

 

其他说明  

 

 

特此告知并诚挚地向读者致歉。 

 

 

《XXX》编辑部（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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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勘误声明模板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勘误声明 

受《XXX》编辑部的委托，对该刊下列论文发布勘误声明。 

出版信息 XXXX 年 XXXX 卷 XXXX 期，页码为 XXXX—XXXX 

论文标题  

稿次 □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  □整期定稿  □印刷版  □其它 

作者  

DOI  

勘误内容  

 

 

 

其他说明  

 

 

特此告知并诚挚地向读者致歉。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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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全文替换声明模板 

E.1 期刊编辑部论文全文替换声明建议模板 

全文替换声明 

本刊对下述论文进行全文替换： 

出版信息 XXXX 年 XXXX 卷 XXXX 期，页码为 XXXX—XXXX 

论文标题  

稿次 □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  □整期定稿  □印刷版  □其它 

作者  

DOI  

原文链接  

全文替换原

因及变更内

容 

 

 

 

 

其他说明  

 

 

 

特此告知并诚挚地向读者致歉。 

《XXX》编辑部（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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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全文替换声明模板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全文替换声明 

受《XXX》编辑部的委托，对该刊下列论文发布全文替换声明。 

出版信息 XXXX 年 XXXX 卷 XXXX 期，页码为 XXXX—XXXX 

论文标题  

稿次 □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  □整期定稿  □印刷版  □其它 

作者  

DOI  

原链接地址  

全文替换原

因及变更内

容 

 

 

 

 

其他说明  

 

 

特此告知并诚挚地向读者致歉。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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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规范性附录）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关注声明模板 

F.1 期刊编辑部关注声明建议模板 

关注声明 

本刊对下述论文发布关注声明： 

出版信息 XXXX 年 XXXX 卷 XXXX 期，页码为 XXXX—XXXX 

论文标题  

稿次 □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  □整期定稿  □印刷版  □其它 

作者  

DOI  

  

关注原因  

 

 

 

其他说明  

 

 

特此告知并请读者谨慎对待该文的结论。 

 

 

《XXX》编辑部（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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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关注声明模板 

中国知网网络出版期刊论文关注声明 

受《XXX》编辑部的委托，对该刊下列论文发布关注声明。 

出版信息 XXXX 年 XXXX 卷 XXXX 期，页码为 XXXX—XXXX 

论文标题  

稿次 □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  □整期定稿  □印刷版  □其它 

作者  

DOI  

关注原因  

 

 

 

其他说明  

 

 

特此告知并请读者谨慎对待该文的结论。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