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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登录常见问题

1.问：登录显示服务器繁忙，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答：登录显示服务器繁忙的情况目前很少出现。如果出现该情况，一般是由于用

户使用动态 IP，因 IP 地址跳动导致的。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暂时使用 check7.cnki.net/school 登录解决。有三级域名

的学校，用三级域名网址登录即可。

2.问：登录时系统时，提示与注册 IP不符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答：登录系统时，提示注册 IP 不符，是因为当前使用的 IP 地址与开通账号时进

行绑定的 IP 段不一致。

碰到这样的情况，您需要咨询所在单位的信息管理或网络管理部门，修改网络设

置，或者联系我们修改绑定的 IP 段。

3.问：系统管理员、子账号管理员、教师或者学生忘记登录密码如何处理？

答：系统管理员忘记登录密码需要联系我们，在核实身份后帮助重置密码。

子账号管理员和教师忘记登录密码，可联系系统管理员帮助进行密码重置。

学生忘记登录密码，可联系在系统中选择的指导教师帮助重置密码，也可以联系

院系管理子账号的教学秘书、教师、学生辅导员等或者直接联系系统管理员帮助

重置密码。

二、导入学生、教师信息常见问题

1.问：导入学生信息提示“以下是系统读取的学生信息，有部分内容不完整或者

重复，请修改后重新提交”，导入学生信息不成功，在“学生管理”页面查看不

到学生信息，是为什么？

答：出现导入学生信息不成功的，请按以下说明依次进行排查：

（1）在待导入系统的 Excel 表中，“学号”、“姓名”、“院系”三栏内容为必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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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请确认其是否完整（学号长度不能小于 6位、不能大于 20 位，只能由字母

和数字组成；姓名、院系不超过 30 个字）。

（2）如果填写了“用户名”栏信息，设定的用户名只能由数字和字母组成。

（3）如果填写了“届”栏信息，只能由表示年份、长度不大于四位的数字组成

（如 2014，不能含有“届”字）。

（4）密码长度不能小于 8位，不能大于 20 位

（5）专业、班级都不超过 30 个字。

如果经过排查仍无法成功，请联系我们。

2.问：导入教师信息提示“以下是系统读取的教师信息，有部分内容不完整或者

重复，请修改后重新提交”，导入教师信息不成功，在“教师管理”页面查看不

到教师信息，是为什么？

答：出现导入教师信息不成功的，请按以下说明依次进行排查：

（1）在待导入系统的 Excel 表中，“教师编号”、“姓名”、“院系”三栏内容为

必填内容，请确认其是否完整（教师编号长度不能小于 6位、不能大于 20 位，

只能由字母和数字组成）。

（2）如果填写了“用户名”栏信息，设定的用户名只能由数字和字母组成。

（3）密码长度不能小于 8位，不能大于 20 位。

如果经过排查仍无法成功，请联系我们。

3.问：由管理员导入系统的学生和教师信息，为什么子账号无法查看到相应的学

生和教师信息？

答：管理员统一导入系统的学生和教师信息，需要将特定的学生、教师转移至对

应的子账号，子账号才能查看到这些学生和教师信息。

具体的转移方法是：

（1）转移学生信息至子账号

第 1步：在“学生管理-学生信息管理”页面的查询面板上，设置条件进行查询，

以查询到需要转移至某个子账号的学生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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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步，点击“全部学生转移至”并选择需要转入的子账号，即可将这些查询到

的学生信息转移至该子账号，则子账号可查看到转入的学生信息。

（2）转移教师信息至子账号

第 1步：在“教师管理-教师信息管理”页面的查询面板上，设置条件进行查询，

以查询到需要转移至某个子账号的教师信息记录。

第 2步，点击“全部教师转移至”并选择需要转入的子账号，即可将这些查询到

的教师信息转移至该子账号，则子账号可查看到转入的教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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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管理员怎么查看各子账号下的学生和教师信息？

答：在“学生管理-学生信息管理”和“教师管理-教师信息管理”页面，查询面

板上设置了“管理账号”的查询项，点选“管理账号”下拉框中的账号，并点击

“查询”即可查看各子账号下的学生、教师信息。

注意：在“管理账号”处点选了某个账号的同时，如果需要再输入或选择其他

查询项，则查询的结果是符合所有设置的条件的结果。

三、上传篇数相关常见问题

1.问：如何为学生分配首次上传篇数？

答：为学生分配首次上传篇数，有以下方法：

（1）在导入学生信息时，在“是否为学生分配上传篇数”的选项后，点选“分

配”，则学生信息导入成功后，所有导入的学生都获得了 1篇篇数。

（2）在导入学生信息时，如果“是否为学生分配上传篇数”选择的是“不分配”，

则在学生信息导入成功后，进入“学生管理-通知首次上传”页面，查询需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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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首次上次篇数的学生，点击“通知首次上传”即可为这些学生分配 1篇上传篇

数。

小提示：为学生分配的篇数将从管理员账号中扣减（若由子账号分配，则扣减

的是子账号的篇数）。

2.问：学生上传论文检测后，如何为学生再分配上传篇数？

答：学生上传论文检测后，若需要为学生再分配上传篇数，需要使用“通知学生

修改”的功能。通知修改成果的学生，都获得了 1篇的上传篇数，学生可以再次

提交论文，相应地，管理员（或子账号）的剩余上传篇数将被扣减。

操作方法是：打开“学生管理-学生检测情况”页面，使用列表上的“通知学生

修改”按钮即可。其中，“通知当前选中的学生”需要先选择学生（选择学生检

测记录一次不得超过 50 个）；“通知当前所有的学生”即通知列表内的所有学生。

小提示：通知学生修改后，该学生的上传状态会更改为“未上传”，如需查看该

学生上一次上传论文的检测结果，需要点击学生姓名，进入诚信档案页面进行

查看。

3.问：通知学生修改后，如何回收学生的上传篇数？

答：通知学生修改后，系统已经为被通知修改的学生重新分配了 1篇上传篇数，

如果需要收回学生的上传篇数，在“学生管理-学生检测情况”页面，选中需要

回收上传篇数的学生，点击列表下方的“回收篇数”即可。上传篇数被回收后，

系统会将这些学生上一次上传检测的结果再展示在页面上。

小提示：如果需要再次给学生分配上传篇数，在“学生管理-学生检测情况”页

面选择学生，点击“通知学生修改“即可。

4.问：删除学生信息后，已经分配给学生的上传篇数到哪里去了？

答：在“学生管理-学生信息管理”页面删除学生信息后，如果已向被删除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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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配过上传篇数，则已分配的上传篇数将会自动回收到管理员账号中（回收原

则是“谁删除，上传篇数回收至谁”，即系统管理员删除的学生，已分配的上传

篇数回收至系统管理员账号中；子账号管理员删除的学生，已分配的上传篇数回

收至子账号管理员账号中）。

5.问：单独添加 1个学生信息，是否为其分配了上传篇数？

答：在“学生管理-学生信息管理”页面，使用 按钮，单独添加

1个学生信息时，系统会自动为该名学生分配 1篇上传篇数，并同时扣减管理员

相应篇数（扣减原则是“谁添加扣减谁”，即系统管理员添加的学生信息扣减系

统管理员的篇数，子账号添加的学生信息则扣减子账号的篇数）。

6.问：系统管理员如何给子账号分配上传篇数？如何增加和减少已分配给子账号

的上传篇数？

答：为子账号分配上传篇数、增加和减少上传篇数，都是系统管理员才具备的功

能，在“管理员中心-子账号管理”页面进行操作。

（1）为子账号分配上传篇数：在“管理员中心-子账号管理”页面，点击

打开的增加子账号弹框中，填入各项信息时，将“上传文献数量”

设置为需要为该子账号分配的上传篇数，则新增子账号成功后即拥有了对应数量

的上传篇数（同时系统管理员账号中将扣减相应篇数）。

（2）为子账号增加上传篇数：在“管理员中心-子账号管理”页面的子账号列表

中，点击需要增加上传篇数的子账号所在行的“修改”，打开修改子账号属性面

板，在“增加上传剩余篇数”中，输入需要为该子账号增加的篇数即可。

（3）减少子账号的上传篇数：在“管理员中心-子账号管理”页面，可选择子账

号将其剩余上传篇数回收，选择需要回收剩余上传篇数的子账号，点击“回收篇

数（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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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上传的文献显示解析失败、内容过长、内容过短，是否会扣除篇数？

答：上传的文献显示解析失败、内容过长和内容过短，表示该篇文献虽然已经上

传，但是经过系统的判断，并未正确提取出检测的内容，没有对该文献的内容进

行检测，因此并不扣除检测篇数。

如果是学生上传的论文出现上述情况，可以重新进行提交，无须再次为学生分配

上传篇数。

8.问：上传篇数包含哪些部分？上传剩余篇数与系统管理员、子账号及学生的上

传篇数有什么关系？上传篇数对不上怎么办？

答：系统管理员的上传篇数总数指的是开通账号时该账号内包含的总篇数。

如果系统管理员导入学生信息并为学生分配了上传篇数，会在总篇数中扣减。

如果系统管理员在添加子账号时为子账号分配了上传篇数，会在总篇数中扣减。

系统管理员的总上传篇数=分配给学生的上传篇数+分配给子账号的上传篇数

导入的学生数量=已分配上传篇数的学生数+未分配上传篇数的学生

上传的篇数可以在“用户管理”中的“账号使用情况”来查询，在这个统计中

不仅有总账号、子账号的上传篇数，还有删除篇数、学生账号上传的篇数以及

学生账号未上传的篇数。相加后即为总篇数。

四、上传论文相关常见问题

1.问：为什么上传压缩包保存失败？

答：压缩包上限支持 300MB，具体到用户上传压缩包的大小，要视当地网络情况

而定。若出现压缩包上传不完整的情况，可以将压缩包转交给工程师进行测试。

2.问：批量上传文献时，压缩包限制的大小是多少？

答：批量上传文献时，压缩大最大不超过 300M，压缩包越大，上传检测的速度

越慢；建议每个上传检测的压缩包大小不超过 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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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上传论文时，为什么有的 PDF和 DOCX格式的文档无法读取？

答：与 PDF 和 DOCX 的制作过程有关。

无法读取的，建议将文件转为 txt 文本格式进行检测，文章可以发给工程师，研

发部门会对无法解析的文章进行分析，尽快修改系统，并同步到线上。

4.问：为什么上传论文后一直显示“正在解析”？

答：“正在解析”时间过长，一般是因为文字过长或者正文中有图表。如果大量

出现“正在解析”不出检测结果的情况，请及时联系工程师，服务器可能出现卡

顿。

五、检测结果相关常见问题

1.问：检测结果显示解析失败，代表该篇文献处于怎样的检测状态？

答：“检测结果”显示“解析失败”，表示该篇文献在上传检测的过程中，其内容

尚未被提取，因此并未进行检测，属于文献检测不成功，请检查文档格式或转换

为 txt 格式后重新提交。

2.问：文献检测的字数统计与 word字数统计有什么区别？

答：系统在统计检测文献的字符数时，计算的是字符的数量，与 word 的字数统

计存有一定的偏差，但是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较小。

在计算中文字符时，系统计算出的字符数与 word 基本上相同。

在计算英文字符和阿拉伯数字时，系统计算的是字母的数量，如“system”在

word 中算为 1个字，而系统计算为 6个字符。

2.问：几种文字复制比是如何计算的，有什么含义？

答：（1）总文字复制比：指被检测论文总的重合字数在总的文献字数中所占的比

例。通过该指标，可以直观了解重合字数在该检测文献中所占的比例情况。

（2）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指去除了作者在文中标明了引用的文献后，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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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重合文字在该检测文献中所占的比例。

（3）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指去除了作者本人已发表的文献之后，计算

出来的重合字数在该检测文献中所占的比例。

（4）单篇最大文字复制比（含篇名）：指被检测文献与所有相似文献比对后，重

合字数占该检测文献总字数的比例最大的那一篇文献的文字复制比。这一指标体

现了检测文献与单独的文献的比对情况，可直观了解检测文献是否存在大篇幅地

与某一篇文献重合的情况。在该指标之后，附上了对应的篇名，可点击查看具体

出现单篇最大文字复制比的文献。

3.问：检测结果划分的段落为什么与文章的章节划分不一致？

答：根据被检测文献的字符数长度，系统会对其检测结果进行区分处理。若字符

数过长，系统将分段展示检测结果；反之，则直接展示全部检测结果。若文献已

经划分了章节，则按照每章节进行分段；若文献未划分章节或划分的某些章节字

符数仍过长，系统会自动为其分段，划分标准是 1万字为一个段落。

4.问：个别小语种无法进行检测，为什么？

答：小语种文字的提取功能目前还在测试阶段，例如：韩文、日文、阿拉伯文等。

5.问：文章的脚注和尾注未被识别，为什么？

答:脚注未识别原因：脚注过长，超过 200 字符将会算作正文。脚注要使用 word

工具插入。

尾注未识别原因：“参考文献”四个字没有写，或者“参考文献”四个字周围有

标点符号修饰，影响了解析。另外，一条文献中过多的换行，会导致参考文献识

别不完整。

6.问：识别出了有脚注和尾注，为什么没标红或者标黄？

答：识别出有脚注和尾注，但是未标红或标黄，说明该部分内容并非重复内容，

其并非完全复制被引注的文章中的内容，而是进行了归纳、总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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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如何识别为引用内容？

答：主要根据文章的脚注和尾注来判断。注意：脚注不要过长，超过 200 字符将

会算作正文；尾注一定要写清楚“参考文献”四个字，周围不要用任何标点符号

来修饰，列举文献时尽量不要在一条文献中过多换行。

8.问：为什么有的检测结果为 0%？

答：0%的情况，要视文章的具体情况来讨论，如果解析出来是乱码，显示 0%，

是文章本身的问题，请将原文发给工程师测试一下。如果原文解析准确，没有出

现乱码，0%不是没有可能的，很多同学虽然引用他人文章，但并不是照搬照抄，

而是通过自己重新组织语言的形式，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9.问：上传检测的同一篇文献，使用 word和 pdf两种不同的格式时，其检测结

果为什么有差异？

答：很可能是数据和表格比较多影响了解析，两种格式解析出来的总文字数肯定

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毕竟这是两种不同的论文格式，解析上一

定存在差异。建议用户尽量使用 doc 格式来检测，准确度方面，doc 格式的识别

准确度要高于 pdf 格式。

10.问：文章修改之后再次上传检测，为什么标红的内容会有变化？

答：知网的比对不是一句话中几个字和另一篇一样就标红的了，而是整篇文章与

另一篇文章进行整体比对。

如果第一次检测中来自于一篇文章中的大量标红被学生修改，那么第一次检测后

显示出来被抄袭的文章，在第二次检测中很可能排除到了检测结果之外，跟随这

篇文章的一些小句子也就不表红了。

知网比对结果中是列举相似的前 25 篇文献的，如果复制比较高的被改掉，25 名

之后的文章会提上来补充，因此会出现新的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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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问：删除了检测结果记录，能否恢复？

答：删除了检测结果记录，不能恢复，请谨慎操作。

12.问：如何下载 PDF报告单？

答：在“检测结果”页面，提供了生成报告单和下载报告单的功能按钮，可以选

择需要生成和下载报告单的检测结果，点击“选中文献报告单”或“全部文献报

告单”按钮生成报告单，然后点击“下载报告单”进行下载。

选择生成的报告单数量越多，生成的速度越慢；选择生成的报告单越复杂，生成

的速度也会越慢。

13.问：生成报告单任务后，“下载报告单”列表内，该项任务一直显示“处理

中”状态，该如何处理？

答：任务一直卡在处理中，多数是因为用户生成了过多的报告单或者生成的报告

单类型是“全文对照”，生成数量越多速度越慢。如果卡在处理中时间过久，可

以联系客服人员对报告单任务进行删除。通常建议用户一次不要生成 50 份以上

的报告单。

14.问：学生上传的检测结果是否一直保留在系统内？多次上传检测的，后上传

检测的是否会覆盖掉前面的检测结果？

答：系统保留了多次上传的论文的检测结果，提供查看、统计分析等。

多次上传检测的，系统的“检测结果”页面和“学生管理-学生检测情况”仅展

示最后一次的检测结果；若需要查看学生之前上传论文的检测结果，需要点击学

生姓名，进入学生诚信档案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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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子账号相关常见问题

1.问：为什么添加子账号失败？

答：添加子账号失败有以下几种原因：

1.用户名已经被他人注册使用。

2.用之前删除过的用户名再次创建子账号。

3.创建的子账号数量已经到达子账号最大上限。

4.分配给子账号的篇数超过了总账号剩余的篇数。

2.问：一个系统管理员账号可设置查询账号的个数是多少？

答：查询账号属于子账号，其账号的个数限制与子账号的限制相同。

一个系统管理员账号有权开通的子账号总数等于查询账号数量加上其他子账号

的数量。

例如：若某系统管理员一共可以开 10 个子账号，那么查询账号最多可以开 10

个，但是如果已经开了 5个子账号，则最多还能开通 5个查询账号。

七、其他常见问题

1.问：在点击系统的某个功能操作时，为什么会偶尔显示服务器繁忙？

答：如果操作中出现服务器繁忙，可能是 IP 地址跳动导致的，还有可能是个别

功能浏览器不兼容。

可以使用 check7.cnki.net/school 登录操作，或者更换浏览器，建议：搜狗、

火狐。依然不能操作的，及时联系客服人员。

2.问：指导老师可以为学生上传论文吗？

答：可以。如果管理员给学生分配了篇数（即学生有上传篇数且未被使用），这

个学生在系统内选定的指导教师就可以为这个学生上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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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学生选错指导教师，怎么重选？

答：学生选错指导教师并无重新选择的权限，如果确需修改，需要联系该生所在

院系内管理子账号的教学秘书、教师、学生辅导员等或者直接联系系统管理员帮

助修改。

4.问：已经上传论文的学生更改了指导教师，会对检测结果有影响吗？

答：已经上传论文的学生，因为选错指导教师等原因更改了指导教师，其已经上

传的检测记录将随着这一更改而与更改后的指导教师关联，更改后的指导教师将

能够查看该生的各项检测情况，同时，更改前的指导教师将不再有查看该生检测

情况的权限。

学生更改指导教师不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内容。

5.问：学生能选别的院系的老师作为指导教师吗？

答：可以。学生在选择指导教师时，弹出来的面板上默认只显示该生所在院系的

教师名单，如果需要选择其他院系的教师作为指导教师，可在上方的搜索框内输

入该教师的姓名，点击“搜索”即可显示符合条件的教师名单，然后根据需要进

行选择即可。

6.问：上传到个人比对库的文章上限是多少？

答：上限是 200 篇。一般情况下不能修改，有极个别强烈要求修改个人比对库上

限的用户，需要学校公函盖章申请，根据修改流程的要求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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