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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确认事项

建立账户

提交文稿

确认结果(相似度与英文语法自动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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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游览器
谷歌,资源管理器,safari游览器,火狐都可以使用.因使用谷歌时最稳定, 建议尽量使用
谷歌游览器注册登录.
谷歌游览器下载链接: https://www.google.co.kr/chrome/browser/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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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游览器下载链接: URL : https://www.google.co.kr/chrome/browser/desktop/

2. 可用文件种类
WORD(.doc/docx),PDF,文本文件(.txt),谷歌docs, PPT(.ppt/.ppts),excel(.xls.xlsx)等.
[请先把HWP文件转为word后进行核对]

•使⽤前确认事项

[扫描图像与防伪水印PDF文件不能读取.]

[发生错误时,请发邮件进行咨询(请附上所属学校名称,姓名,原文,发
生错误的截图) ]

韩国分公司电邮地址: tiisupport@turnitin.com

3. 如对所属的注册密钥与账户有疑问,请给学校的turnitin管理者发送电邮咨询.因所述
的事项通常由该学校图书馆或研究院来负责, 请先查看相关学校的网站,如想知道详细
管理员信息, 请发送电邮咨询 .
(请附上所属机关名称,姓名,职位. 电邮地址:koreasales@turnitin.com)
请给所属机关负责人发送电邮(建议的电邮题目如下: [请求帮助turnitin建立账户]

4. 申请建立账户后, 先查看收件箱里由turnitin发送过来的电邮.然后打开‘来自turnitin
的电邮'设定密码登录.
如没收到'welcome电邮',请查看垃圾邮箱. 在垃圾邮箱里也找不到的话, 请发送电邮
咨询.(必附上所属学校名称,姓名,职位)



4•建⽴账户
请填写 ‘建立新的学生账户‘

1. '班级代码'与'课程注册密钥’是
'turnitin'赋予使⽤turnitin学校的固
定编号.�如想知道该信息,请向学校的
'turnitin'管理者咨询.�也可以以电邮
的形式发送过来咨
询 .(koreasales@turnitin.com)

2.�姓与名都可以使⽤韩⽂与英⽂.如所属
的学校提前注册为团体,请使⽤'登录>找
回密码'服务.

3.�请使⽤'学校账户'

4.�最后在<I'm�not�a�robot�我不是机器>
项⽬上打勾,按照指⽰事项选择图⽚后,请
点⼀下[同意-建⽴设定档案]



5•提交⽂稿

1. 登录后, 请先把表示语言转换为汉语, 然后点击’学校名称’

2. 请在课程资料夹中挑选一个后,点击[提交]按钮.
您可以随便挑选一个, 但一个课程资料夹仅支持4次的检查,如您需要更多次的检查,请点
选别的资料夹提交文稿.

3. 填写关于档案的信息

1) 点选[单独档案上传]后,请填写[提交物件标题]
2) 点击[从此电脑选择]后, 请点选需要检查的论文,最后点击 [上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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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稿

4.看见[恭喜 - 您已完成提交!]通知,请耐心等待, 大约5-10分钟后您可以确认检查结果.



7•查看检查结果(相似度与⾃动英
⽂语法核对)�
1. 提交后, 等4-10分钟,然后请点击刷新该页确认检查结果.

2.请点击[相似度检查结果指数]查看详细内容

相似度项目开始颜色变化,您可以看出检查结果. 4次以内的检查的话,结果可以立刻得
出. 5次以上的检查的话,得到结果需要24个小时. 如您已使用4次的立刻得出结果的机
会时, 你可以点击别的档案进行检查. 

6) -1. [当前视图]包括 ‘一致部分‘与’’来源’等的仔细内容. [数字回执]是一
种简单文件, 它证明您已进行过相似度检查. 可以数次下载. 请[当前视图]
和[数字回执]下载后向提交处提交.

1)相似度结果%�=�总共单词数对⽐turnitinDB⼀致单词数(例:� 100个单词
中44个单词⼀致)

2)所有来源细⽬ =�⼀致资料的来源细⽬(请跟正⽂⾥表⽰加粗的部分⽐较核
对)

3)过滤 :�直接引⽤ ‘及部分参考⽂献’可除外.

4)恢复 :�恢复因过滤⽽排除的重复来源

5)ETS�:�通过E-rater�engine进⾏的⾃动语法检查结果.

6)下载 :�以pdf形式来下载(� [当前视图]及[数字回执]下载)

1)

2)

3)

4)

5)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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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红色数字]按钮,你可以看到相似度结果. 按[下载]按钮可以
下载[当前视图]及[数字回执].

•查看检查结果(相似度与⾃动英
⽂语法核对)�

4. 按[ETS]按钮,可以确认ETS提供的自动英文语法检查结果.同时给您提供关于'grammar, 
style, mechanic'的语法的错误内容及关于它的说明.

3.按红色数字查看结果。单击[下载]图标以pdf文档的形式接收结果。



1. 最佳化的游览器环境设置
使用低版本的因特网浏览器有可能发生错误, 请下载谷歌游览器使用. 谷歌下载
链接 : URL : https://www.google.co.kr/chrome/browser/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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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hrome download URL : 
https://www.google.co.kr/chrome/browser/desktop/

1)�关于登录有问题

4. 忘记密码了
1)请点击登录下端的[找回密码]
2) 填写电子邮箱地址与姓后点击[下一步]
3) 填写答案或点击[忘记答案了]
4) 密码重置电邮发送到使用者的邮箱里,24个小时内确认后再设定密码即可.

2. 不知道所属企管登录密钥
-请向大学及企管的图书馆或大学院咨询 (请搜查网站海外DB部分)
-如想知道详细管理员信息, 请发送电邮咨询 .(请附上所属机关名称,姓名,职位. 电邮
地址:koreasales@turnitin.com)

3. .建立账户后没收到来自’Turnitin’的电邮.
-请查看电邮垃圾箱. 如没找到请发送电邮咨询.(请附上所属机构名称,姓名,职位. 电邮
地址:koreasales@turnitin.com)

•疑难解答

• 问 :�相似度达到百分之几以上视为抄袭？

• 答:�关于‘抄袭’的问题,没有绝对的标准.�相似度⾼,我们可以怀疑该⽂稿是‘抄袭’,但与此
相反,如果您在⽂稿上试图过'⽆表⽰引⽤来源'的话,� 相似度低也可以视为‘抄袭'.�因此,
你拿到'相似度低'的结果,也建议尽量再次确认在原⽂上打勾的部分进⾏修改.�

• 问:�在turnitin上没查出'抄袭'的内容的话,可以放⼼吗?

• 答:�‘turnitin’是按照使⽤者提交的⽂稿来分析相似度的⼀种电脑软件,不是判断与否抄
袭的.�⽽且不能跟全世界的数据进⾏⽐较,也许存在得不出相似度的可能性.� 虽然现在
没发现抄袭的部分,但以后会发⽣抄袭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尽量您与更多的同事研
究者再次确认以及进⾏检讨.



10

1. 提交文稿时发生错误怎么解决?
-你先确认提交的文稿是否‘HWP’, 如是‘HWP’的话,请把该文稿转换成'WORD'再次检查.
-扫描图像与防伪水印PDF文稿不能读取

2.�关于检查结果的问题

1)

2)

3)

4)

5)

6)

怎么确认检查结果?

1) 提交档案后,请点击刷新该页(F5)或摁回车键. 然后点击相似度下面的有色柱
形图确认检查结果.

2)要给大学院及学校提交的档案在哪找到?
1)相似度结果%� =�总共单词数对⽐turnitinDB⼀致单词数(例:�
100个单词中44个单词⼀致)

2)所有来源细⽬ =�⼀致资料的来源细⽬(请跟正⽂⾥表⽰加粗
的部分⽐较核对)

3)过滤 :�直接引句及部分参考⽂献可除外.

4)恢复 :�恢复因过滤⽽排除的重复来源.

5)ETS�:�通过E-rater� engine进⾏的⾃动语法检查结果.

6)下载 :�以pdf形式来下载(� [当前视图]及[数字回执]下载)

3) 如显示相似度0%的话怎么办?

-HWP字体升级时因字体认识问题,常常发生错误. 如您提交的档案是'HWP'的话,请把该
档案转换成'WORD'后再次检查一下. 
-扫描图像与防伪水印PDF文件是不能读取的.
-相似度渺小的话也会显示’相似度0%’, 下载[数字回执]后给学校提交即可.

-按第六个按钮(向下的箭头形),你可以看到[当前视图]及[数字回执]的按钮. 点击[当前
视图]及[数字回执]的按钮下载PDF版本提交档案.

•疑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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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删掉已提交的档案. 在哪咨询?

如想删掉已提交的档案,请发送电邮咨询.(请附上所属机构名称,姓名,职位. 电邮地址, 
档案账户:koreasales@turnitin.com)

3.�其他问题

查看档案账户方法

学生用 - 档案账户

- [查看]按钮侧[下载]按钮[电子回条]

-[查看]按钮侧[下载]按钮[电子回条]
-电子回条上的[提交作业代码]是档案账户, 请在电邮里注
明该档案账户,并要求删除档案.

턴잇인 코리아
www.turnit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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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解答

Submission author

Assignment title 

Submission title

File name

Page count
Word count
Character count
Submission date
Submission ID

File 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