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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时培磊

40多篇论文
没给过任何稿费

苏少之说自己不是一个维权
意识特别强的人，之所以卷入与
中国知网的官司，完全是受同校
退休教授赵德馨的感召。

2021年，89岁的赵德馨教授
将中国知网诉上法院，最终累计
获赔70余万元，此事引发强烈关
注。据了解，赵德馨起诉知网，是
因为他的160多篇文章在其不知
情的情况下被知网收录。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下载自己的论文却
显示要交费，才知道读者需要付
费下载。中国知网收了下载费用，
但赵德馨称自己却从未收到过中
国知网的任何稿费。

苏少之和赵德馨曾共同合作
创作过多篇文章，因为这个原因，
他也被卷了进来。在这之前，苏少
之同样从学校端口下载文献，不
涉及费用的问题，一直认为中国
知网是个公益性质的网站。通过
赵德馨的诉讼，他才了解到其他
阅读者被收费。

据了解，2021年12月22日以
前，中国知网上的硕士学位论文
下载费用是15元/本，博士学位论
文下载费用是25元/本。此后，中
国知网公布的计费标准显示，硕
士、博士学位论文下载费用分别
为7 . 5元/本、9 . 5元/本，常规数
字出版物0 . 5元/页。

“如果经过我允许，让读者免
费阅读，我愿意奉献文章。”据苏
少之介绍，在并未征得他意见的
情况下，他的40多篇文章被收录
在数据库，其中作为第一作者的
有30篇左右，知网拿这些文章赚
了钱，但一分钱也没给作者，“这
不合理”。

2021年4月，苏少之委托律
师，分批次将中国知网主办单位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
志社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官司虽然赢了
但文献全被下架

根据北京互联网法院（2021）
京0491民初15653号民事判决书，
苏少之的一篇论文《50—70年代
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布局的
演变》被上传至中国知网，被告并
未取得他的授权，他也未收到任
何授权费用。

中国知网主办单位辩称，其
为期刊出版单位，有权对已经在
其他期刊刊登的文章进行转载，
属于法定许可，不构成侵权；此
外，苏少之投稿即已授权出版发
行方使用，中国知网也经过这篇
文章的出版发行方授权使用。

法院则认为，知网仅取得了
期刊协议授权，并未取得作者苏
少之的授权，对作者投稿即视为
同意知网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主
张不予采信。被告赔偿原告苏少
之经济损失1800元、合理开支330
元，共计2130元。

据苏少之介绍，他委托律师，
对自己是第一作者的文章进行了
分批诉讼，结果均为胜诉。

“我不是为了钱打官司，就是
希望知网能完善流程，让使用者、
作者都满意，它自己也能获得一
定利润，也起到知识传播的作用，
同时又维护了知识产权。”苏少之
说，不可否认中国知网有它的积

极作用，传播了知识，扩大了作者
影响，但它的运作太暴利，不尊重
作者知识产权，“这个是我坚决反
对的”。

苏少之虽然赢了官司，但中
国知网也下架了他和赵德馨的所
有文献。“很多人就问我，怎么搜
不到我们的文献了。”苏少之称，

“你赔付了我的知识费用就可以
使用了，但它还是给下架了。这是
杀鸡给猴看，你起诉，我就给你下
架，你文章的传播就要受到影响，
那谁还敢起诉？”

苏少之说，作为个人维权非
常困难。“一些杂志社不愿意跟知
网把关系搞僵，（如果打官司）作
者发文章各方面可能都受到影
响。我退休了，已经不评职称，也
不考核了，对我来说这些都无所
谓了。”

维权成本高
不少作者只得放弃

记者采访了解到，其他很多
创作者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文章被收录，
却没有收到任何稿费。济南大学
政法学院副教授刘钟华就遇到过
下自己论文被收费的情况。他告
诉记者，自己有七八篇文章被悄
悄收录进了中国知网，他后来发
现，下载自己论文每篇需要交费
1 . 5元至3 . 5元不等。“我的文章
下载量多的有五六百次，少的也
有一两百次，算下来，也卖了不少
钱。”

记者了解到，赵德馨起诉中
国知网事件后，中国知网曾说明，
自2019年起，中国知网已开通作
者服务平台，所有作者一经实名
注册，即可无限期免费使用自己
的作品，管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并
随时跟踪其研究成果产生的学术
影响。不过，刘钟华称，他和身边
很多老师都不知道这个平台。

针对稿费一事，21日，记者咨
询中国知网客服了解到，目前中国
知网仅有硕士、博士论文的相关稿
费。在知网公布的稿酬标准中，被
知网录用出版的硕博士学位论文，
作者可联系知网领取稿酬，学位年
度2008年以后的博士论文著作权
人，可一次性获得面值400元人民
币的“CNKI网络数据库通用检索
阅读卡”和100元人民币现金稿酬，
硕士论文著作权人对应的是300元
的阅读卡和60元现金。

但其他论文，中国知网并不
直接提供给作者稿酬。“我们这边
支付给杂志社稿酬，由杂志社支
付给作者。”客服称，相关稿费标
准并不清楚，需要咨询杂志社。

刘钟华称，尽管他和身边很
多老师都遇到过这些问题，但很
少有老师去起诉中国知网。“如果
被使用的篇数不多，觉得就没必
要了，诉讼要消耗人力、物力、时
间、精力，维权成本很高，大家都
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另外，对于普通作者，个人影
响力不如知名教授大，想维护自
己的权益很难引起社会关注。“顾
虑也很多，很多作者要靠知网来
扩大影响。”刘钟华称，论文是学
术研究成果的形式之一，无论水
平高低，至少有一部分是属于全
社会的共同财富。知网既然是收
集学术论文的主要平台，自然也
承载了这一部分社会功能，服务
社会发展。“它不应该是盈利性机
构。”但刘钟华认为，仅依靠个别
作者改变现状非常困难。

论文稿费低
远不及“售价”

“不查不知道，我写的论文还
挺受欢迎。”因为毕业后没有继续
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胡渊已经有
多年没有点开过知网。近几天的
风波，让他想起了这个阔别已久
的网站。一搜才发现，自己早年的
硕士毕业论文竟然也上了知网，
而且被下载了将近700次。

一家创刊于上世纪70年代的
某核心期刊工作人员表示，期刊
与知网签订了相关协议。协议内
容包括期刊论文被转载、被知网
使用或刊登。

“由于期刊和知网签了协议，
我们付给作者的稿费中就包括了
知网应当给予的报酬部分。知网
一般并不会直接给作者稿费。即
使给，也是相当少的一部分。”至
于期刊与知网具体合作牵涉多少
钱，她表示并不知晓。该工作人员
还介绍，2022年以前，期刊在拟录
用作者论文时，会与作者提前口
头约定上述协议；而2022年开始，
每一期刊发前，都会和拟使用作
者签一个纸质协议。

不仅是期刊文献，学位论文
的稿酬支付标准同样也是知网
单方面定下的，而且也是一次性
支付。根据知网官网公告，学位年
度2008年以后、硕士论文被《中国
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注：清华同方知网品牌所属方）
出版的著作权人，可以申请稿酬，
标准是“一次性获得面值300元的
知网数据库充值费和60元人民币
现金”。而根据知网的下载计费标
准，每下载一本硕士学位论文要
支付7 . 5元。按照这个标准来算，
知网可以通过胡渊的硕士论文
获得5000元左右的下载费，但胡
渊能拿到的稿酬不及这个数额
的十分之一。按照知网发布的学
位论文稿酬领取说明，胡渊只能
收到300元+60元的一次性稿酬。

价格连年涨
高校难承担

实际上，知网上能提供的免
费内容不多，只有少数论文能够
免费下载，大部分只能免费查看
题录和摘要。想要下载全文，则需
要支付费用。根据知网公布的“计
费标准表”，常规数字出版期刊全
文和会议论文按照每页0 .5元价格
收取下载费用，硕士学位论文每
本下载价格为7 . 5元，博士学位论
文则是每本9 . 5元。博硕士论文的
下载费在近半年还经历过一次下
调，此前博士论文为25元一本，硕
士论文15元一本。

知网收费的项目不仅是在论
文领域。要想下载年鉴、统计年
鉴、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内容、专
利、科技成果等，都需要付费。甚
至连学术图片都要付出2元一张
的价格才能使用。

以上收费价格，面向的都是个
人用户。如果是高校的学生或老
师，在学校里查阅下载知网的很多
文献并不需要花钱。这是因为高校
已经向知网购买过数据库，采购一
般一年开展一次，高校会在当年采
购下一年的数据库使用权限。

关于数据库的采购费用，此
前已经有高校抱怨“价格太贵”。
2016年3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公
告称，“由于知网数据库涨价过高，
图书馆目前正全力进行谈判，上
一年度合同期截至2016年3月31日，

期满后知网数据库随时可能中断
北大的访问服务。”2018年12月，太
原理工大学图书馆发布公告称，

“因与知网在数据库续订价格及
使用方式上未达成一致，自2019年1
月1日起，我校师生暂停访问知网
系列数据库。”记者向两家院校咨
询得知，后续院校还是恢复了对
知网数据库的续订，但当时的价
格分歧和谈判过程不便透露。

有些院校敢于对知网的“高
卖”发声，还有些院校只能默默接
受知网的连年涨价。在政府采购
网上，记者找到了一家高校自2019
年起采购知网数据库的项目成交
公告。2019年，该校采购下一年知
网数据库的花费是119 .5万元，2020
年涨到了135 .5万元，2021年涨到了
141.9万元，今年则涨到了150万元。

还有的院校，因为知网数据
库的总售价太高难以承担，只能
挑选其中较为重要，或是与本院
校关联更为密切的子库和期刊进
行订购。

一方面挣个人用户的下载
费，另一方面挣院校和机构的采
购费，知网的“赚钱能力”不容小
觑。据同方股份2020年财报显示，
知网该年的营收达到11.67亿元，毛
利率为53 .93%。2021年上半年，知网
的营收为4.96亿，毛利率为51.30%。

独家资源多
用户难弃用

既然知网的“收费”很高，为何
高校还要一直采购知网的数据库
呢？记者联系到了上文中提到的，
近年来频繁遭遇知网数据库涨价
的某高校。对于涨价行为，该校图
书馆馆长程辉虽然没有明面上“出
言反对”，但其实心里颇有微词。

程辉表示，高校在与知网的谈
判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议
价能力不高，主要是因为知网的独
家资源太多。记者查阅了一些其他
高校采购知网数据库的公告，其中
很多都采用了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理由是知网的独家资源“不存在任
何其他合理选择或替代”。学校在
采购公告里提到，知网数据库不存
在任何其他合理选择或替代。

资料和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
年起，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
杂志社就以独家或唯一授权数字
出版的形式，与多家学术期刊社、
博士与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签订独
家授权或唯一授权合同。到了2019
年，中国知网全文期刊数据库已
经收录了独家与唯一授权期刊
3964种，占我国期刊总量的43%；其
中，核心期刊778种，约占全部核心
期刊的42%。许多高质量期刊，只
能在知网上下载。

“就是因为这些独家学术资
源的存在，高校很难弃用知网。”
程辉表示，目前期刊和知网之间
已经产生了一种叠加关系，高质
量期刊看中知网的品牌，希望借
知网的平台去增加传播影响力，
因此愿意把资源授权给知网。知
网获得了这些高质量资源，它的
品牌效应会进一步提高。“到头
来，还是得由我们这些购买数据
库的单位来承担涨价成本。可能
只有让监管部门介入，才有可能
打破目前的这种局面。”（部分受
访者为化名）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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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价”续订费用，知网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根据中科院文献情
报中心的一则通告，2021年，知网订购费用高达千万元，让中科院“不堪
重负”。知网高利润、过度商业化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在高收益的背
后，文献创作者的权益却得不到保障，很多作者称不仅未收到任何稿
费，下载自己的论文还要付费。

2021年4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苏少之通过司法途径来维
护自身的权益，并打赢了官司。但据他本人反映，维权过程非常复杂，虽
然赢了官司但文献被知网下架。在苏少之看来，“这是杀鸡给猴看，你起
诉，我就给你下架，你文章的传播就要受到影响，那谁还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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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低价收录，数据库连年涨价

揭秘知网“躺赚”生意经

一场知网与中科院之间关于“订购费涨价过高”的风波，引起了各
界广泛关注和讨论。记者调查发现，知网数据库涨价的现象并不鲜见，
梳理多家高校采购数据可发现，知网数据库价格年年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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