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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登錄  

連結學術不端系統網站，使用帳號密碼登錄系統 

3 



1.系統登錄  - 登入後首頁 

預設顯示的是“檢測結果”頁面 尚未上傳論文檢測，可以點擊頁面上的 
“上傳論文”提交論文進行檢測 

已經檢測過論文，頁面將會展示 
已檢測的論文記錄。 

在頁面左上角，系統會對使用者基本資訊和登錄情況進行提示 

提示的內容包括：帳號單位名稱、有效期、剩餘上傳篇數、上次登入時間、上次登入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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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傳論文 

(1)如何進入“上傳論文”介面？ 

 途徑1：點擊導航條“上傳論文”按鈕進入上傳論文頁面 

途徑2：從檢測結果頁面點擊“上傳論文”按鈕，打開上傳論文的彈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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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傳論文 

(2)選擇想要上傳論文的方式 
 
1. 上傳單篇論文：支援doc、docx、caj、txt、pdf、kdh、nh格式 

a. 選擇欲上傳論文的文件夾(可創建新文件夾) 
b. 依序填寫作者、篇名、導師等等訊息，方便後續管理(可不填) 
c. 瀏覽待檢測原文 
d. 點擊”上傳” 
 

2. 上傳壓縮檔：支援rar、zip格式 
a. 選擇欲上傳論文的文件夾(可創建新文件夾) 
b. 瀏覽待檢測數據 
c. 點擊”上傳” 
 

3. 手工錄入 
a. 選擇欲上傳論文的文件夾 
 (可創建新文件夾) 
b. 依序填寫作者、篇名、導師 
 等等訊息，方便後續管理(可不填) 
c. 鍵入待檢測論文 
d. 點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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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傳論文 

(3)如何設置資料夾？ 

  

  

  

  

1. 點擊創建新文件夾 
2. 輸入文件夾名稱與描述，可選擇該文件夾的比對源範圍描述 (可在管理員中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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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1）如何對檢測文獻進行搜索、篩選查看？ 

a.使用資料夾 

• 點擊資料夾清單某個資料夾名稱，可查看該檔案夾 

下的所有檢測結果 

• 一次僅能選擇並顯示一個資料夾 

• 查看其他資料夾內的文獻，需切換 

可創建新資料夾、修改及刪除已建好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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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b.按篇名、作者搜索 

選擇按篇名或者按作者下拉清單，輸入篇名或者作者， 

點擊搜索，即可查詢文獻 

c.篩選記錄 

點擊“篩選記錄”下拉清單，可以根據上傳文獻的處理情況進行篩選，可按照“處理 

中”、“問題記錄（疑似）”對文獻進行篩選 

•  預設顯示全部的文獻記錄 

• “處理中”代表正在進行處理的文獻記錄 

• “問題記錄（疑似）”代表已處理完且檢測結果不為0%的文獻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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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d.詳細列表&簡潔列表 

點擊“詳細列表”，可更換檢測 

清單顯示方式為詳細清單 

在詳細清單頁面，點擊“簡潔列表”可返回查看簡潔清單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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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同：篇名、作者、檢測結果、上傳日期、選報告單 

 異：全文重複情況分佈圖-用顏色區分文獻不同內容的重複情況 

紅色代表出現了重合現象的內容 

黃色代表出現引用現象的內容 

綠色部分則代表未出現前兩種情 

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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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e.排序 

點擊排序按鈕，可以按照“檢測結果”和“作者”對文獻進行排序（降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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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2）“檢測結果”列表展示的是什麼？ 

檢測結果： 總文字複製比、去除引用文獻複製比、去除本人已發表文獻複製比 

總文字複製比：指被檢測論文總的重合字數在總的文獻字數中所占的比例。通過該 

指標，可以直觀瞭解重合字數在該檢測文獻中所占的比例情況 

  

去除引用文獻複製比：指去除了作者在文中標明瞭引用的文獻後，計算出來的重合 

文字在該檢測文獻中所占的比例 

  

去除本人已發表文獻複製比：指去除了作者本人已發表的文獻之後，計算出來的重 

合字數在該檢測文獻中所占的比例 

  

點選報告單： 打開查看不同類型的報告單 13 



3.檢測結果 

（3）對檢測結果列表可進行哪些操作？ 

a.生成和下載報告單 

1. 選中文獻報告單： 
 生成選定的特定文獻的報告單 

 
2. 文件夾報告單： 
 生成當前資料夾內所有檢測文獻的報告單 

 
3. 下載報告單： 
 點擊“顯示報告單任務列表”，打開下載報告單頁面，點擊下載連結，可下載報

告單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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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b.刪除已檢測文獻 

選擇文獻   刪除   

c.轉移已檢測文獻 

選中文件，點擊“轉移至”下拉清單，選擇要轉移的資料夾，可將選中檔轉 

移至需要的資料夾 

d.匯出Excel 

點擊“匯出Excel”按鈕，會彈出下拉清單，選擇“當前選中的文件 

資訊”或“當前所有的檔資訊”，可選擇匯出需要的Excel文件。 

該Excel檔中包含選擇的文獻的檢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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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4）如何查看文獻的檢測結果？ 

a.有分段展示和不分段展示 

區分方式： 字元數長度（ 1 萬字）   

若字元數過長，系統將分段展示檢測結果；反之，則直接展示全部檢測結果 

  

若文獻已經劃分了章節（少於一萬字的），則按照每章節進行分段 
 

  

若文獻未劃分章節或劃分的某些章節字元數仍過長，系統會自動為其分段， 

以一萬字為一個段落 
 

  

具體標準： 章節 & 字元數   

展示上的差別： 分段的，首先展示段落名及各段落的檢測結果，點擊段落可查 

看每段落的結果；不分段的，直接展示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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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b.有分段展示的分段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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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c.有分段展示的段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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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d.無需分段展示結果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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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5）詳細檢測結果 

a.基本資訊 

基本資訊主要是展示在檢測結果頁面頭部的內容，包括文獻標題、作者、上傳時間、 

學號、導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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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文字複製比結果 : 總文字複製比、去除引用文獻複製比、去除本人已發表文獻複製比   

A文章：總字數；總重合字數；去除引用文獻重合字數；去除 

本人已發表文獻重合字數 

 總文字複製比 = 總重合字數 / 總字數（ % ）   

 去除引用文獻複製比 = 去除引用文獻重合字數 / 總字數（ % ）   

 去除本人已發表文獻複製比 = 去除本人已發表文獻重合字數 / 總字數（ % ）   

b.檢測結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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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重複字數：指系統計算出的被檢測文獻與所有相似文獻比對後，出現重合的總字數 
 總字數：指被檢測文獻的總字數 
 總段落數：指文獻總的章節數（對於不按章節顯示的文獻，則按照固定長度進行切分段落，每 

一段落為一章節） 
 疑似段落數：指檢測文獻疑似存有重複情況的章節的數量 
 前部重合字數（度）、後部重合字數（度）：前部重合字數指檢測文獻全文的整體前20%文字 

中的重合字數（比例）；後部重合字數指檢測文獻全文去除前20%剩下的部分中重合的文字字數 

（比例） 
 疑似段落最大重合字數、疑似段落最小重合字數：疑似段落最大重合字數指疑似存有重複情況 

的各章節中出現重合情況最多的那一段落的重合字數；疑似段落最小重合字數指疑似存有重複情 

況的各章節中出現重合情況最少的那一段落的重合字數 
 參考文獻數：指由系統自動提取的參考文獻的字元數，點擊“查看”可打開彈框查看具體的參 

考文獻內容 
 大段落數：指連續重合字數大於200字的連續文字串 
 小段落數：指連續重合字數大於100字，但小於200字的連續文字串 
 最大段長、平均段長：系統設定，當連續文字超過一定比例/字數時，稱之為“段”，一般認 

為連續200字以上的文字能夠成為段。與比對文獻重合的最大段長度即為最大段長；所有段的長 

度的平均值即為平均段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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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c.重合文字來源清單 

“逐一比對”:選擇列表中的特定文獻與檢測文獻進行專門比對，下方的全文標紅內容將會展示選 

定文獻與檢測文獻的比對情況 

“刪除”:選擇列表中特定文獻進行刪除，刪除後的文獻不再計入重合來源文獻中，相應的各項檢 

測結果指標會發生變化，該操作是不可逆行為，請謹慎操作 

“初始化”:回復到該篇文獻展示的檢測結果的初始狀態   23 



3.檢測結果 

d.全文標紅展示 

標識含義： 

紅色文字 — 表示系統檢測到存有文字複製現象的內容 

黃色文字 — 表示系統識別出存有引用的內容 

灰色文字 — 表示系統經過分析，將該部分內容排除， 

不計入檢測中，這些內容一般是獨創性聲明、目錄、 

參考文獻等 

黑色文字 — 表示計入檢測中且未發現文字複製現象的 

內容 

底線 — 識別出有註腳與章節附註內容的文字部分；將鼠 

標放到該段文字上，將以浮出文字的形式提示該段文 

字被識別出的註腳或章節附註的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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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 

（6）報告單 

可選擇想要生成的報告單型式， 進行儲存或列印輸出。  
1. 簡潔 
2. 全文(標明引文) 
3. 去除本人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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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果查詢 

選擇或輸入查詢準則 查詢結果   結果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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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發表文獻 

（1）已發表文獻查詢的範圍和查詢準則 

  

  

 檢索條件:題名、作者、單位三個，可選擇輸入一個或多個條件進行查詢。題名 

和作者只支援模糊查詢，單位支援模糊和精確兩種查詢方式 

  

 檢索時間:可選擇1978年至當前年份的任意時間段，並支持模糊或者精確查詢方 

式   

1. 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 
 

2. 1978年至當前年 
 

3. “檢索條件”和”檢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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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發表文獻 

（2）查詢文獻清單畫面 

 查詢到的已發表文獻內容有題名、作者 
、單位、來源和發表日期 

  

 清單左上角顯示查詢到的文獻數量   

 其中，“題名”可點擊查看該文獻的詳細頁面；可按照“發表時間”、“作者” 
、“單位”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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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發表文獻 

（3）對查詢到的已發表文獻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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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問題庫&其他 

（1）問題庫 

存放和查詢疑似有問題的文獻，用戶可以將認為可能有問題或者需要後續查 

看和處理的某篇或多篇文獻放入問題庫中，便於後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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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問題庫&其他 

（2）引文核對 

 以“中國知網”的文獻資源為核對源內容，將輸入的引文內容進行比對，以核對引 

文內容的正確性 

  

 把待檢測文獻的參考文獻複製到“引文核對”文字方塊，點擊“搜索”按鈕，系統會 

自動進行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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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問題庫&其他 

（2）引文核對 

 系統會將搜索到的有關引用文獻的詳細情況以清單形式展示在下方，展示內容有狀 

態、篇名、作者和文獻來源 

“沒找到”，表示經過核對，沒有找到與輸入的這條引文一一對應的文獻記錄。 

  

    

系統經過核對已經找到了該條引文記錄，但是引文中有某一部分的信 

息與源內容不同，將滑鼠放到該標識上，會浮出文字提示具體哪部分 

不同，清單中對應的內容也會紅色提示 

系統經過核對，判定該條引文與源內容相同，滑鼠放上去也會提 

示各項內容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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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問題庫&其他 

（3）兩兩比對 

 將輸入的兩篇文獻進行比對，查看兩篇文獻之間的相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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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計分析報告的生成與解析方法 

統計分類 

資訊統計 
 
1. 資料夾統計 

i. 按時間統計 
ii. 統計圖比較 
iii. 按資料夾統計 

 
2. 專業統計 

 按時間統計 

按年或按月統計全部或不同帳號的各項檢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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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計分析報告的生成與解析方法 

 按時間統計 

（1）統計的是在選定的時間段內，全部或某個帳號上傳的檢測文獻結果 

在每一文字複製比區間上所占的百分比和數量（分“百分比”和“數量”以2 

張圖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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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計分析報告的生成與解析方法 

（2）統計的是在選定的時間段內，全部或某個帳號上傳的檢測文獻結果 

高於每一複製比的比例和數量情況（也分“百分比”和“數量”以2張圖表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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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計分析報告的生成與解析方法 

（3）統計的是在選定的時間段內，按年/月統計每一時間節點上，全部或 

某個帳號上傳的檢測文獻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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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計分析報告的生成與解析方法 

（4）統計的是在選定的時間段內，選定帳號的上傳文獻檢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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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計分析報告的生成與解析方法 

 統計圖比較 

統計結果展示了在選定的時間段內，並按年/月分別統計滿足選定的文字複製 

比區間段的所有檢測文獻的數量，及其占上傳檢測的文獻總數的百分比（分 

“百分比”和“數量”以2張圖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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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計分析報告的生成與解析方法 

統計結果展示了在選定的時間段內，並按年/月分別統計滿足選定的文字複製 

比區間段的所有檢測文獻的數量，及其占上傳檢測的文獻總數的百分比（分 

“百分比”和“數量”以2張圖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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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計分析報告的生成與解析方法 

 按資料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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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計分析報告的生成與解析方法 

（1）統計在選定的資料夾內上傳的檢測文獻結果在每一文字複製比區間上 

所占的百分比和數量（分“百分比”和“數量”以2張圖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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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計分析報告的生成與解析方法 

（2）統計選定的資料夾上傳的檢測文獻結果高於每一複製比的比例和數量 

情況（也分“百分比”和“數量”以2張圖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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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計分析報告的生成與解析方法 

 按專業統計 

該模組按照專業分組，統計了各專業學生的提交論文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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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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