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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拥有庞大

公共数据资源的政府部门也已经从信息公开进

入到了数据开放阶段。政府部门因其特殊性质

和职能需要而生产或掌握着大量的数据资源，

是最大的数据生产、收集、使用和发布者。推

动数据开放共享与创新性开发利用，充分挖掘

政府数据的价值，已经成为提高政府管理与服

务效率、促进社会创新与经济增长、促进可持

续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明确要求推动资源整合、加

【学术探索】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
服务研究
◎莫富传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在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中的服务功能进行分析，帮助有关部

门更好地把握未来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重点。[ 方法 / 过程 ] 从服务方式和特点两个角度，对国内 32

家地方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政府开放数据创新性开发与利用服务现状进行调研及分析研究。[结果 /结论 ]

共有 23 家平台已经在政府开放数据的创新性开发利用中积极作为，为社会公众开展政府开放数据的创新

性开发利用提供包括定向数据、应用开发服务以及工具下载等多样化与全方位的服务。在今后的服务过程

中，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加快海量政府开放数据的融通用，注重开发利用成果的落地，注重

用户的需求分析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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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在 2018 年底前建成国

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

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

科技、资源、农业、环境、安监、金融、质量、

统计、气象、海洋、企业登记监管等重要领域

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带动

社会公众开展大数据增值性、公益性开发和创

新应用，充分释放数据红利，激发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力 [1]。《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的印发，使建成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成为我国重

要的国家战略，也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在带动

社会公众开展大数据增值性、公益性开发和创

新应用，挖掘和释放政府开放数据价值，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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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本文在对政府数据开放和创新性开发利用

现状进行简要阐述的基础上，对政府数据开放

平台在政府开放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中的服务

功能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外推进政府开放数据

创新性开发利用的经验，提出各地优化政府数

据开放平台在政府开放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的

几点建议，以期能够帮助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规

划者、建设者和管理者对我国政府开放数据创

新性开发利用服务现状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更

好地把握未来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重点。

2  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相关研究

2.1  政府数据开放

关于政府数据的概念，开放知识基金会和

联合国经济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

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界定：①政府数据是指由政

府或政府控制的实体产生或收集的数据；②这

些数据可被任何人免费使用、重新利用和再分

配 [2]。国内学者李绪蓉和徐焕良则认为“政府

数据是对一切产生于政府内部或虽然产生于政

府外部但会对社会活动、公共事务和普通民众

有影响、有意义的数据资源的统称”[3]。A. M. 
Espinar 在《开放政府数据：情景设置》中则将

政府数据开放定义为“开发原始的公共领域的

信息，以开放的格式和在非限制性许可的情况

下进行利用和再利用”[4]。吴旻认为“政府数据

开放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和具体实践，指的是按

照公众特定的需求和一定的互联网协议，对不

同来源、不同类型的Web数据进行存储和组织，

最终实现政府数据在网络空间的开放与共享，

以寻求数据最大可能的获取与重用”[5]。

经合组织 2010 年的报告指出，政府数据开

放可以产生经济、社会和政治 3 个方面的价值：

政府数据开放为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

境，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创新，

改善公民生活质量；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

平、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度 [6]。黄如花等

从开放政府数据的基本价值及在各基本价值基础

上的子价值两个层面系统地分析开放政府数据的

价值，最后发现开放政府数据的基本价值有政治

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技术价值 [7]。

政府开放数据本身没有价值，只有当它创

造了公共价值才真正具有价值。欧盟委员会对

开放数据的价值链进行了描述：数据开放后将

被分析和处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或被可视化

呈现，推动新的数据产品或数据服务的形成，

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多样化的、更具聚合性

与综合性的产品或服务 [8]。夏义堃根据信息产

品的演化规律和信息生命周期理论，从数据产

品 / 服务的价值转换方式以及覆盖的用户群体类

型等角度，将开放数据的价值实现过程划分为

原料性生产与供应、核心数据产品开发和综合

性开发 3 个阶段，基本涉及数据汇集、转换、

浓缩、应用程序开发等开放数据流程的所有环

节，各环节价值实现主要借助数据利用手段、

方法与工具的创新，通过内容增值和应用程序

软件等衍生数据服务产品的开发来逐步丰富开

放数据产业价值链的内涵，并不断延伸数据开

发利用价值链的长度，逐级递进地提升其利用

效益和价值 [9]。郑磊认为，政府数据是大数据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增值开

发和创新应用价值，在创造数据价值的过程中，

政府、数据利用者、普通公众和外部环境的作

用缺一不可，共同决定着开放数据的最终效果，

构成一个生态系统 [10]。郑磊和吕文增以上海开

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为例的研究认为，将公共

数据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开放给社会进行创新应

用，发动公众参与和协作，共同解决公共问题，

具有无穷潜力，可创造巨大的公共价值 [11]。周

志峰认为政府开放数据的开发利用与创新创业

有着天然的联系，促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与开

发利用契合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国家创新

驱动战略，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丰富、权威的

信息资源，为创新创业实践开展提供了新契机，

能够激发创新思维、开拓创业渠道，产生较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2]。沈晶等将政府数据开放

的价值定义为利益相关者通过利用和再利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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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数据创造出的价值由利益相关者获取的过程，

并认为政府开放的原始数据本身不足以产生价

值，政府数据开放价值生成应分三步走：政府

将数据开放出来是第一步，利益相关者通过对

政府数据的利用与再利用创造价值是第二步，

第三步则是创造出的价值被获取 [13]。

2.2  政府开放数据创新利用

获取、挖掘和利用政府开放数据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价值，一方面要促进各政府部门之

间数据的融合和共享，以实现政府开放数据的

内部利用，优化政府部门业务能力、提高决策

水平和政府透明度，有利于民主决策，实现政

治价值和社会价值；另一方面要面向社会需求，

促进政府开放数据的完整、原始、及时、可获

得、机器可处理、非歧视、非私人和无须授权

地对外开放，满足社会公众和企业组织进行进

一步加工整理再提供给广大用户或自身使用的、

以商业或者非商业目的再利用需求，创造经济

价值和社会价值，让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更加有

效和便利。在大数据时代，政府机构拥有海量

和蕴藏巨大价值的数据资源，同时，政府开放

数据具有不被其所激发的思想和创新所消耗的

特性，相反可以为创新性应用提供无尽的源泉。

因此，开放政府数据意味着不仅要促进各政府

部门之间数据的融合与共享和面向社会需求对

外开放，而且要提供系列分析工具和平台服务，

便于社会公众和企业组织可以通过单纯的基础

数据及通过基础数据与其他数据的结合，分析

挖掘和获取政府数据资源更深层次、更有效能

的价值，开发出各种创新应用程序、解决方案

或数据服务衍生产品，以促进经济社发展、助

力智慧城市的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开放政府数据可以促进政府数据的重复性

和创新性开发利用，因此，数据的利用、再利

用和创新利用是数据产生价值的 3 个层次，其

中创新利用是数据价值产生的核心。政府数据

的开放、整合和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开发

与创新利用，能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

政府数据开放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数据资源的开

放共享与开发利用，发挥政府数据价值，使政

府部门更高效透明地开展工作，促进经济发展

和社会创新，改善公民生活质量。

2.3  国外推进政府开放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的典

型案例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政府数据生态环境建设，

从组织、机制及活动等方面与私营部门和民间

社会组织建立良好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形成

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公民主导型 3 种

在政府主导下分工有序、合作共赢的多方参与

模式，采取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创造创新开发

利用的社会环境、举办创新应用程序大赛、完

善组织机构等多种措施，持续推进政府开放数

据创新性开发利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我

国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具体案例如表 1 所示：

3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数据创新性
开发利用服务

3.1  服务形式

开放政府数据意味着既要促进各政府部门

之间数据的融合共享和面向社会需求的对外开

放，更要提供系列分析工具和全方位的平台服务。

从世界范围来看，建设国家级专门和统一的数据

开放平台成为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和创新性开

发利用的重要选择。自 2009 年美国率先建立政

府数据开放网站以来，目前全球已经有大约 6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府数据开放平

台。上海市于 2012 年建成我国第一个政府数据

服务网，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了政府数据开放平

台的建设进程。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是由政府牵头、

各政务部门共同参与建设的平台，其致力于各政

府部门可公开数据的下载和服务，为企业和个人

开展政务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开发利用提供数据支

持，推动信息资源增值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相关数

据分析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14]。通过政府数据开

放平台，社会公众可以免费地获取大量完整原始、

机器可读、可重复分析和利用的政府数据，因而

在为数据需求者获取数据、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

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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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外推进政府开放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的典型案例

国家 推进创新应用典型举措

美国

（1）2009 年美国开放数据门户 Data.gov 上线的同一天，阳光基金会宣布设立 25000 美元奖金，举办程
序员公共数据开发大赛。参赛作品必须使用门户开放的公共数据，作品可以是数据分析程序，也可以是
数据可视化应用，还可以是社交网站和智能手机的插件；
（2）设立数据推广员和交流专家队伍，面向社会公众和政府机构宣传政府数据开放，推广数据开放的价
值，鼓励公众主动获取和使用政府部门所开放的数据资源；
（3）每年 6 月 1-2 日举行“公民黑客日”活动，届时美国劳工部、人口普查局以及国家航空航天局都为
黑客提供开放数据，方便外界研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汲取黑客们的集体智慧来解决实际问题；
（4）2014 年，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商务部与纽约大学联合举办开放数据圆桌会议，20 多个利用
政府数据的公司和机构就开放政府数据的需求、可操作性等开展结构性对话沟通

英国

（1）建立开放数据项目孵化器——非营利组织开放数据研究院（Open Data Institute，简称 ODI），召集
专家探讨并发布开放数据使用案例和提供培训课程，为依靠开源或者开放数据的英国企业提供良好平台、
技术支持等环境，由企业孵化引领创新，更加关注企业通过数据的利用，实现业务、产品、模式等创新，
推动企业成长发展；
（2）举办面向公众组织的数据文化展览，2014 年展览包括卫星影像启动装置等数据差异、数据收集的
展示，2015 年展览主题是数据人类学，展示当今数据开放的广泛应用和数据运用的新方法，审视人在数
据环境中的中心位置，给公众带来一种全新的思维冲击

新加
坡

（1）重视全球顶级的宽带网络、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且重视信息产业，是世界网速最快的国家
之一和全球十大高速网络架构之一，承载了东南亚地区半数以上的第三方数据中心存储量，还汇集了东
南亚超过 50 % 的商业数据托管及中立运营商数据中心，为政府数据创新应用、加快各种应用的研发提供
坚实基础；
（2）数据开放和应用采取“市民、企业、政府”合作的模式，市民和企业可以全天候访问便利的政府在
线服务，新加坡土地管理局为基于位置的服务企业提供了包含 60 种不同主题的地理空间数据共享平台
OneMap，帮助企业和部门利用开放数据开发应用，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通过开放交通数据鼓励企业或
个人开发提升公共交通效率的应用软件；
（3）举办相关的创意竞赛活动，让公众提出使用政府开放数据的创新与建议，或者让政府、应用程序厂
商根据公众提供的创意开发出相对实用的应用程序，如 2015 年举办了一项政府开放数据使用活动，鼓励
企业与其他机构对政府开放数据提出创新应用方案，以解决公共事务问题，并期望企业与组织通过政府
开放数据的使用来提升竞争力，释放创新价值

澳大
利亚

（1）组建开放数据 500 澳大利亚（Open Data 500 Australia），与纽约大学共同研究澳大利亚公司和非政
府组织如何利用开放政府数据来创造新的业务、开发新的产品和创造社会价值；
（2）举办 GovHack 等高额奖金的数据应用程序研发比赛，吸引政府、行业、学术界和普通大众共同对
政府数据进行混搭，从而对政府收集的大量数据进行再利用，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现存问题

本文采取网络调研法，对国内已建成的 32
家地方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不含港澳台地区）

进行全面调研，重点对平台的应用开发、在线

工具和数据提供的功能设置进行实践操作和效

果分析。调研发现共有 23 家平台已经在政府开

放数据的开发利用中积极作为，为社会公众开

展政府开放数据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多样化和全

方位的服务，包括为政府开放数据创新应用竞

赛提供定向数据、提供 API 服务、APP 软件、

开发者服务以及数据监测与分析工具下载使用

等。这些服务为用户获取政府数据、进而开展

开发与利用提供了便利。表 2 为所调研的我国

23 家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

服务形式详细展示：

3.1.1  应用开发服务

政府开放数据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具有非

歧视性、非私人的、无须授权等特征 [15]，因此，

任何人都可以对政府开放数据进行开发利用。

政府机构也通过提供各种服务和便利，鼓励社会

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开放数据的开发利用。目前，

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在政府数据的价值揭示方面

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构建移动和 Web 应用或

APP，使用户通过移动设备或网络访问和交互数

据及信息。为了帮助软件开发人员更好地开发应

用程序，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设置了“应用程序编

程接口（API）”“开发者中心”“开发服务”“开

发者社区”“APP”“应用成果提交”“用户帮助”

等板块，为开发者提供包括海量数据下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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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编程接口、开发方法及开发流程推荐、详细

的开放者文档、常用开发工具下载等平台服务，

以及开发者注册、创建应用、申请服务、应用推

广、审核发布和管理应用等自助服务。

表 2  23 家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服务形式（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地区 应用开发服务 在线工具服务 定向数据提供

1 上海市
提供 366 个 API 和 60 款 APP，设
置开发者社区，支持指南及工具
下载

提供数据概览 为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提
供数据

2 贵阳市 提供 117 个 API 和 13 款 APP
提供专题、全局、资源 3
种数据图谱和开放指数分
析板块，

3 青岛市 提供 730 个 API 和 20 款 APP，设
置应用征集选项、开发者中心栏

提供数据管理、描述信息
选项，设网站统计栏

4 北京市
提供 745 个 API 和 16 款 APP，设
置提交 APP 应用板块，提供开发
指南下载

设 置 工 具 栏， 介 绍 Ha-
doop 等 15 款工具，设置
网站统计栏，统计开放动
态

为全国高校数据驱动创新研究大
赛、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
创意设计大赛、北京市政务数据
资源网应用创意大赛提供数据

5 武汉市
提供 GeoGlobe API 套件和 54 款
APP，设置开发中心栏、提交 APP
应用选项，支持开发指南下载

6 佛山市 提供 557 个 API 和 API 服务选项
6 款 APP，设置开发者中心栏

提供数据指数、数据图谱
和关联服务、数据分析选
项

7 广州市 提供 657 个 API 和 8 款 APP，设
置开发服务栏

设数据图谱、网站统计栏，
提供图谱、数据管理选项

8 佛山南
海区

提供 5 款 APP 和提交 APP 应用选
项

9 哈尔滨
市

提供 8 个 API 和 PAI 服务选项 4
款 APP，设置开发者中心栏

提供 MathML 编辑等 6 款
工具和数据指数、数据图
谱及关联服务、数据分析
选项

10 无锡市 提供 22 款 APP 和 提交 APP 应用
选项

11 深圳市 提供 788 个 API 和 21 款 APP 提供数据图表可视化、数
据初始化途径等选项

12 浙江省 提供 9 个 API 和 8 款 APP

13 广东省 提供 19 个 API 和 22 款 APP，并
设置数据接口咨询通道

14 贵州省 提供 169 个 API 和 71 款 APP

15 济南市 提供 22 个 API 和 21 款 APP，设
置开发者中心栏

设置统计服务栏，提供关
联服务、数据分析选项

16 南平市 提供 2 个 API 和 12 款 APP，设置
开发者中心栏

设数据指数、数据图谱栏
及图谱、数据管理和分析
选项

17 新疆自
治区 提供 4 款 APP

18 苏州市 提供 179 个 API

19 佛山顺
德区

提供 5 个 API 和 4 款 APP，设置
开发者中心栏 设置数据统计栏

20 宁波市 提供 289 个 API 和 7 款 APP

21 宁波海
曙区

设开发 API 栏，提供 4 款 APP 和
应用提交选项 提供数据分析选项

22 荆门市 提供 31 款数据应用和 18 款 APP

23 江门市 提供 209 个 API 和 4 款 APP，设
置 PAI 服务选项、开发者中心栏

设置数据分析、关联服务
栏及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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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 in-
terface，API)，是一组定义、程序及协议的集合，

是目前网站普遍运用供用户调用数据的方式，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应用正变得越来越普及，在

这个过程中有更多的站点将自身的资源开放给

开发者来调用。对外提供的 API 调用使得站点

之间的内容关联性更强，同时这些开放的平台

也为用户、开发者和中小网站带来了更大的价

值。对于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 API 服务而言，

API 是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向用户提供开发和利

用数据的接口，其数量体现了平台数据的可开

发程度 [16]。对于政府机构来说，通过统一的对

外接口，实现了政府开放数据从生成到收集和

整理，再到开放共享、更新维护和获取利用的

全生命周期管理，保证政府数据的原始性、真

实完整性、可读性、开放性和安全性。对于普

通数据需求用户来说，提供了政府数据的浏览

检索和下载利用服务，用户可以通过 API 与数

据开放平台进行交互，根据自己的选择标准或

实际需求获取自己需要的政府数据。对于软件

开发者来说，通过参数实时高效地调用海量的、

适用于开发应用程序需求的政府开放数据，进

而开发出基于政府开放数据的 APP 应用程序，

面向公众使用。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 APP 软件开发技术的发

展，移动 APP 成为公共部门发布最新数据信息

和用户即时获取利用信息的重要方式。政府数

据开放平台上提供了政府开放数据获取和利用

APP 简介和下载链接的功能，同时也支持用户

对 APP 进行评价。这类 APP 是软件开发人员基

于海量的政府开放数据进行开发的，可实时链

接到海量政府开放数据，一般按照其所连接政

府数据所属领域或主题进行分类，大部分是与

社会公众交通出行、工作学习、休闲娱乐等密

切相关，功能强大、使用方便。APP 可以整合

不同来源的数据或者允许用户在交互地图上查

看数据，帮助用户便利而有效地利用了政府数

据；同时，APP 的推广与下载使用，也让公众

更加深刻体会政府开放数据所带来的功能与实

效。因此，APP 软件的开发与对外发布，既促

进了政府数据的重复性使用和利用，也很好地

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开展政府开放数据应用的进

一步创新和创造。

通过应用开发服务，企业和社会公众可以

基于海量数据，或者利用服务接口实时获取数

据成为一名软件开发者，在自己感兴趣的数据

应用领域进行开发移动端应用或接入外部应用

以及方便地利用平台推广应用。

3.1.2  在线工具服务

（1）数据分析工具。数据分析是数据创新

应用的基础环节，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有助于

充分挖掘政府数据的价值。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上提供了多种数据分析工具，帮助用户对数据

进行初步管理和可视化分析。

北京政务数据资源网设置了“工具”栏，

向 用 户 介 绍 Hadoop、RapidMiner、Solr、Tab-
leau 等支持数据密集型分布式应用框架、数据

分析、数据搜索、数据可视化等 15 款工具，以

方便用户借助这些工具获取和处理政府数据。

广州、哈尔滨、佛山、济南、南平、门江等政

府数据开放平台设置“数据图谱”板块并为每

一条数据提供“图谱”或“关联服务”选项指

向数据图谱，贵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则在首

页设置“专题图谱”“全局图谱”专栏并为每

一条数据提供“资源图谱”选项，提供多种数

据图谱可视化选择，实现可视化展示数据集的

构成要素及数据集间的关联关系。广州、深圳、

青岛、佛山、哈尔滨、济南、南平和宁波海曙

区等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则在每一条数据的详情

页面提供“数据分析”“数据图表可视化”“数

据初始化”“数据管理”“数据模型”或“描

述信息”等选项，支持对数据进行初步管理和

可视化分析。

（2）数据开放利用监测工具。对政府数据

开放共享和获取利用情况进行监测，有助于平

台管理人员和用户分析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和获

取利用情况，为进一步优化政府数据的开放和

利用提供依据，最终改进服务方式，提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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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开放共享质量。

贵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提供了强大的数

据监测工具——开放指数，提供包括平台访问

来源追溯、访问次数、关注热度词云、用户注

册类型分析、平台访问历史、数据评分统计、

数据开放统计、需求分类比例、数据更新统计、

资源格式比例、部门数据 TOP10、数据下载

TOP10 和 API 调用 TOP10 等功能板块，对政府

数据开放和利用情况进行全方位分析。北京、

广州、青岛、济南和佛山顺德区等的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则设置了“网站统计”“服务统计”“数

据统计”等栏目，对政府数据的开放统计、访

问统计、下载统计和评分统计等开放利用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佛山、哈尔滨、南平、门江等

平台则设置“数据服务”“数据指数”或“数

据分析”等栏目，从部门开放指数、主题开放

指数和标签开放指数 3 个角度，分别显示平台

上已梳理并开放的各政府部门数据开放和使用

情况、当前部门数据的完善程度和基于标签值

的关联数据集排行榜。上海则在“互动交流”

栏提供数据概览，对开放数据的领域、类型和

部门分布以及下载与访问情况进行可视化展示。

除了上述两类工具外，哈尔滨市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在“数据服务”栏下的“数据工具”

板块中提供加密 / 解密、MathML 编辑测试、

jQuery 插件等 6 款在线工具，在线提供数据加

解密、生成 QR 码、压缩、CSV 转换为 HTML
表格、jQuery 插件演示、MathML、LaTeX 与数

学公式等的在线编辑以及生成图片等服务。

3.1.3  创新应用竞赛定向数据服务

在开放数据之后，为推动数据的开发与利

用，国内外的政府部门陆续举办了各种提供高

额奖金的、以政府开放数据为“原材料”的开

放数据创新应用程序研发或者解决方案的比赛，

吸引社会大众参与到政府开放数据的开发利用

中，实现数据利用的目标。政府开放数据创新

应用竞赛能够将技术、创意以及商业模式进行

全面的融合，大众根据自身专业领域、行业背

景参与到开放数据的开发中，以独特的洞察力

和创新思维发现数据的价值，挖掘开放数据中

的价值“金矿”[11]。

（1）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从

2015 年开始，上海成功举办了 3 次上海开放

数据创新应用（Shanghai open data Apps，简称

SODA）大赛，成为全国开放数据创新应用领域

的品牌系列赛事。SODA 大赛坚持开放创新的

理念，以数据开放为切入口，采用“数据众筹、

应用众包”的模式，以社会需求和社会热点痛

点为导向，面向社会各方提供政务数据资源，

通过政府搭台、政企合作、公众参与，依靠全

社会力量，形成了服务数据开放者、产品开发者、

应用需求者三方的完整价值体系，激发数据创

新应用，发掘城市数据价值，推进政府数据资

源的深度开发和增值利用 [17]。2015 年 SODA 大

赛以“城市交通”为主题，上海政府数据服务

网开放了 24 个交通类数据集；2016 年 SODA
大赛以“城市安全”为主题，总计开放了 29 项

超过 2TB 大赛专用数据；2017 年 SODA 大赛以

“城市治理”为主题，总计开放了 23 项大赛专

用数据。

（2）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

大赛。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

赛自 2014 年首次举办以来，至今已经举办四届。

大赛以“创意启迪智慧、创新驱动发展”为理

念，围绕智慧城市主题，激发研究生创新意识，

提高研究生创新和实践能力，为国家、社会和

企业培养创新型人才。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

设置“定向数据”栏和“往届活动”板块，为

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提供

数据，并进行相关介绍。

（3）全国高校数据驱动创新研究大赛。首

届全国高校数据驱动创新研究大赛于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开展，旨在鼓励各学科领

域学子基于数据进行创新研究，促进研究数据

的保存和共享。为支持参赛者设计作品，北京

市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提

供定向开放和完全开放两类专题数据供参赛者

下载使用。

知识管理论坛，2018（5）:245-254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24



知识管理论坛
2018 年 第 5 期（总第 17 期）

252

此外，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于 2014 年

主办了“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应用创意大赛”，

大赛以“政府数据开放，大数据创新应用”为

主题，以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开放的数据资

源为主要的数据源，旨在进一步增进社会各界

了解和使用政府数据，促进政府部门与企事业

单位、个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并更大范围推广

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上海市图书馆在 2016
年举办了以家谱为主题的“上海图书馆 2016 年
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并开放了馆藏家谱

文献信息和内容信息，供参赛者使用。贵阳市

交通管理局等部门在 2016 年举办了“交通事故

成因分析竞赛”，贵阳市交管局为大赛开放了

车管数据、交通违法信息、交通事故数据、交

通天气状况数据、潮汐路道路交通管理及交通

流数据等大赛定向数据。

3.2  优化对策

从上文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数据开发利用服

务模式的论述，可见政府部门非常重视政府数

据的开放共享与再应用，为用户获取政府开放

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开放与利用提供了诸多

服务和便利，但仍存在尚无专门指导政府数据

创新性开发利用的政策法规、政府数据的多源

异构、开发利用成果落地成效不显著等问题。

受国外推进政府开放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典型

案例的启发，本文认为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服务的优化，需要在以下

几方面发力：

3.2.1  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

发挥政府开放数据的价值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技术上讲涉及数据采集、数据融合、数据加工、

数据分析、结果呈现等内容，从政策法规上还

涉及共享机制、开放政策、管理模式、交易规则、

保障措施等问题，从主体上需要政府、企业、

科研机构、个人等多方的共同参与和发力 [18]。

因此，随着政府数据开放和创新开发利用的深

度发展，优化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数据开发利

用服务，必然需要通过政策的颁布提供发展方

向，通过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坚实

的保障。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用于指导政府

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释放数据价值的国家政

策，亟需从国家层面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

法规，地方层面则需在国家政策法规体系的指

导下，制定具体的地方行政法规和行动计划。

3.2.2  加快海量政府开放数据的融通用

一方面，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拥有庞大的

公共数据作为资源支撑；另一方面，政府数

据开发利用需要以海量的数据资源为基础。

但目前政府数据开放与创新性开发利用之间

还存在一定的不匹配，就其原因，主要在于

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结构的条块分割和政府数

据的多源异构。因此，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要

通过以多种格式开放政府数据、不断优化政

府开放数据的组织与管理、提供多选择的数

据检索方法和途径、支持通过 API 调用特定

需求的数据资源、推广链接海量数据资源的

APP 应用等多种途径，使平台上海量的数据

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也使得社会开展政府

数据的开发利用得到海量数据资源的支撑。

同时，各级部门要启动数据“聚通用”攻坚

会战，实施政务数据资源整合计划，加快建

设政府数据共享平台，加强政府部门数据资

源横向整合和管理，加强与国家有关机构的

数据互换、信息互通，消除“信息孤岛”“数

据烟囱”，积极推进政府部门数据互联共享。

3.2.3  注重开发利用成果的落地

政府数据开放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数据资源

的开放共享与开发利用，发挥政府数据价值，

使政府部门更高效透明地开展工作，促进经济

发展和社会创新，改善公民生活质量。在此过

程中，开发成果的落地尤为关键。如果开发成

果只停留于应用模型或者解决方案层面，则政

府数据的价值仍旧无法发挥，政府透明、经济

发展、社会创新、公民生活质量改善也只能成

为空谈。因此，在具体实践中，政府数据开放

平台的数据开发利用服务要以发挥政府数据价

值为目标，力争实现开发成果的落地和产生实

效。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要进一步为社会公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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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织开展政府开放数据的创新性开发利用

提供多样化和全方位的服务。创新应用大赛要

积极贯彻开放合作的精神，将企业、高校和民

间机构共同带入本市大数据生态建设，引入投

资机构对优秀项目提供投资对接和孵化落地支

持，推动成果转化，加速项目孵化落地，实现

开放数据、创新应用、落地孵化三位一体目标，

真正体现出开放数据对促进商业创新和经济转

型发展的实质作用。

3.2.4  注重用户的需求分析和参与

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

服务非常强调用户的需求分析和参与。一方面

要强调以用户为中心、需求为导向，通过多种

分析工具和途径开展用户以及市场对于政府开

放数据开发利用需求的调研和分析；另一方面

强调开放性和公众性，重视公众的参与和互动，

努力简化公众网上咨询和参与的流程，引入媒

体合作，建立公众参与和反馈机制，提高用户

体验。在用户的需求分析方面，部分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提供开放指数工具或者设置“网站统

计”板块，有助于帮助平台管理人员和用户分

析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和获取利用情况，为进一

步优化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利用方式、提升政府

数据开放共享质量提供依据。在用户参与和反

馈方面，对于普通数据需求者，提供数据分享、

数据申请与定制、信息交流和用户个性化服务

等功能，既为用户提供多种具有本地特色和用

户个性化的服务，提升用户体验；也强调加强

对公众的咨询，激发社会公众的“群体智慧”

与创新创业活力，支持和鼓励大众参与到平台

的建设和优化、政府开放数据的开发利用中。

通过这些措施，建立高效的公众参与和反馈机

制，保证公众的数据请求和咨询问答能够得到

最快的响应，优先公开社会公众最迫切需要的

数据资源，提高平台的服务效率和用户的满意

度；对于应用开发者，则注重“互动交流”栏

目的建设，设置信息发布、聊天交流、信息共享、

提问反馈等板块，方便应用开发者之间的信息

共享和交流反馈。

4  结语

进入大数据时代，向社会开放政府数据、

充分挖掘政府开放数据以进行开发和利用，已

经成为提高政府管理与服务效率、促进社会创

新与经济增长、促进可持续发展与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的重要措施。随着《促进大数据发展行

动纲要》的印发，建成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成为

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在带

动社会公众开展大数据增值性、公益性开发和

创新应用、挖掘和释放政府开放数据价值、促

进社会创新中也开始积极作为。政府数据开放

平台在社会公众开展政府开放数据的开发利用

中提供了包括政府开放数据创新应用竞赛定向

数据、API 服务、APP 服务、开发者服务以及

数据分析与监测工具下载使用等服务，为用户

获取政府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开放与利用提

供了便利。在今后的服务过程中，要制定具有

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加快海量政府开放数据

的融通用，注重开发利用成果的落地，注重用

户的需求分析和参与，使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

数据创新性开发利用功能更好发挥，更利于有

效挖掘和利用政府开放数据的巨大价值，有效

满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需求，促进经

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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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社会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产业间的

技术流动、技术合作以及不同产业间的技术交

融不断增强，技术关联愈发紧密，一个产业的

技术进步与其他产业的技术变化息息相关 [1- 2]。

作为社会创新的主体，企业面临着通过不断创

新以持续研发新产品的挑战。因此，技术的复

杂性与多样性与日俱增，技术创新的步伐加快、

强度提升，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在不

断增强 [3]。当前主流观点认为技术的发展是连

续的、累积式的，会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又

可能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分析

特定技术领域的演化过程，可以梳理其发展脉

【学术探索】

技术主题演化研究方法综述
◎罗文馨 1, 2  王园园 1, 2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19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技术主题演化分析对于理解技术发展脉络、预测技术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梳理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方法有助于了解其研究现状，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 过程 ] 将现有研

究中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方法分为定性、定量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三大类方法，并对每类方法中有代表性

的方法进行阐述。[ 结果 / 结论 ] 在对技术主题演化分析现有方法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提出现有研究

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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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反映其技术活动的现状，为技术人员研究、

回溯技术起源和发展提供可靠的帮助，并对识

别科技优先领域、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具有重要

意义。随着科技的迅速进步，技术进步与创新

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此同时，不断

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技术主题演化展开研究，

逐步完善了技术演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  技术主题演化研究方法

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决策者需

要识别出技术出现的可能方向，为进一步的研

发规划和研究活动选择正确的道路。因此，分析、

追踪某项技术的历史及当前发展情况对于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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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竞争优势、把握重要的发展机会具有重

要意义 [4]。掌握技术主题的演化能够为科学研

究的管理提供决策支持，例如规划科学与技术

发展，优化研发项目的管理投资，预测技术发

展趋势，发现某个技术领域的关键技术人才等。

为揭示某项特定技术演化的过程，不同的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方法。

从定性（qualitative）研究的角度来看，比较有

代表性的分析方法有：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形

态分析法（morphology analysis）[5] 和 TRIZ（发

明问题解决理论）法 [6]；20 世纪 50 年代兰德公

司（RAND Corporation）用来研究技术主题演变

和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casting）所采用的

德尔菲法（Delphi survey）[7] 等。基于定性研究

方法的技术主题演化分析多依赖专家的领域知

识，主观性较强，而且成本较高。因此，许多

学者提出基于定量（quantitative）研究的分析方

法，与定性的分析方法更多地依赖专家领域知

识不同，定量的分析方法则更多地基于统计或

机器学习算法。如 J. M. Utterback 等 [8] 基于数学

模型对技术发展的生命周期进行建模，R. Haupt 
等 [9] 提出利用专利的后向引用数量（backward 
citations）、后向引用的时效性（immediacy）、

前向引用的数量（forward citations）、从属权利

要求的数量（dependent claims）等指标的均值

特征来判定当前技术在技术生命周期中的发展

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专利相关的专

业数据库的构建，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基于专

利分类、专利引文和专利文本等技术主题演化

分析方法 [10-13]。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学者提出

基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技术主题演

化分析方法 [14-17]。综上所述，当前技术主题演

化分析方法主要有 3 种，即基于定性研究的分

析方法、基于定量研究的分析方法和基于定性

和定量组合的分析方法，笔者将从这几个方面

对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方法进行综述。

2.1  基于定性研究的方法

基于定性研究的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方法

主要依赖专家的领域知识和经验，代表性的定

性分析方法有形态分析法（morphology analy-
sis）、德尔菲法（Delphi survey）、TRIZ 法等。

2.1.1  形态分析法

形态分析法（morphology analysis）是在技

术预见（technology forecasting）分析、技术主

题演化分析等场景中常用的一种代表性的定性

分析手段。形态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分析对

象划分为不同的维度，使得分析对象能够尽可

能地被详细、完整地描述 [5]。通常，一个系统

由若干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由多个不同的

要素构成，形态分析法识别每个维度（子系统）

的要素，然后组合这些要素，并检查系统可能

采用的组合以确定最佳方案。形态分析法的关

键在于将以非定量化（nonquantitative）的方式

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建模 [18]。因此，形态分析法

更多地是一种对问题进行结构化建模而非解决

问题的方法，建模的过程也更依赖于领域专家。

但是，传统的形态分析法存在没有科学、系统

的方式构建技术形态的局限，因此，B. Yoon 和 Y. 
Park[19] 提出基于关键词的形态分析方法，具体

来讲，该方法首先利用文本挖掘的方式抽取专

利文本信息中的关键词，然后对抽取的关键词

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技术词典（technology dictio-
nary），再由技术词典构建技术形态（technology 
morphology），最后应用于分析技术机会（tech-
nology opportunity）、 技 术 预 见（technology 
forecasting）和技术主题演化分析等 [20-21]。形态

分析法已经应用于 LED 照明技术 [22]、3D 打印 [23]

等领域，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常与文献计量方法、

联合分析方法或文本挖掘方法等定量方法相结

合，减少人工参与，以达到科学高效识别技术

机会的目的。

2.1.2  德尔菲法

在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casting）分析等任务中，单纯地使用简单的

统计信息通常无法满足分析的需求，此时融合

专家的观点就显得非常必要。德尔菲法（Delphi 
survey）充分依靠专家的知识和经验，由专家通

过调查研究对问题做出判断、评估和预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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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够充分挖掘专家观点的有效手段 [24]。C. Y. 
Hung 等 [25] 利用修正的德尔菲法预测了 iPad 对

台湾个人电脑生态的影响，并且使用频次表和

图分析总结德尔菲法的调查结果。C. Markmann 
等 [26] 通过德尔菲法对供应链安全技术领域进行

了风险分析，以识别和评估未来的技术挑战。

此外，J. Keller 等 [27] 通过德尔菲法对信息与

通信技术（ICT）进行了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casting）分析。由于德尔菲法完全依赖于

专家的经验和知识，其技术分析结果也会随着

专家的变化而变得不稳定。德尔菲法的效果也

依赖于收集、使用和规划专家观点的方法，例

如情景分析（scenario analysis）和技术路线图

（technology roadmapping）。提高德尔菲法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关键在于增强专家知识，如

在调查前期加入专利信息源以及专利定量分析

方法，以便提供给专家可靠的信息源以及信息

参考点。在技术预见、技术主题演变分析等任

务中，目前，德尔菲法仍然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2.1.3  TRIZ 法
TRIZ 法是前苏联发明家 H. Altshuller[28] 及

其同事在分析各国专利的基础上，于 1946-1985 
年间发展起来的一套基于逻辑和数据的创新问

题解决理论，它由解决技术问题和实现创新开

发的各种方法、工具和算法组成，其核心思想

是技术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是技术系统进化的动

力。TRIZ 法在大规模专利分析基础上，将创新

过程的原理具体化，并提出一系列规则、算法

与发明创造原理，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创新设

计理论。利用 TRIZ 思想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

层面预测技术发展方向 [29]，宏观层面主要涉及

整个技术系统的演化趋势（如技术系统的生命

周期），微观层面主要涉及不同技术分支具体

的演化路线。TRIZ 法的“难题 - 方案 (P-S)”启

发式分析模式是技术范式演化分析的重要方法，

有助于理解技术进化规则，在细小技术分支领

域的效果更佳，如在无人机 [30]、点胶机 [31]、配

电变压器 [32] 等领域已经进行了实证研究。

由于 TRIZ 法是从机械、工程类专利中归纳

出来的，单纯地使用该方法无法很好地反映其

他领域的专利特性；此外，虽然基于“难题 - 方
案”是该方法的重要内容，但是难题和方案之

间的语义关系也没有很好地被揭示。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近年来的新趋势是将 TRIZ 法与自然

语言处理、文本挖掘、数据挖掘、语义分析等

方法相结合 [33-35]，通过加入对专利隐形技术信

息的挖掘，来扩展 TRIZ 法的适用领域以及揭示

其中难题和方案之间的语义关系。例如，结合

数据挖掘技术将多维分析和 TRIZ 知识库集成到

知识地图 [36]，利用结构方程方法识别 TRIZ 与

专利文本的耦合关系 [37]，利用现代语义技术构

建个性化语义 TRIZ 模型 [38] 等。

2.2  基于定量研究的方法

基于定性研究的方法过于依赖领域专家的

知识和经验，存在主观性强、分析结果不稳定、

成本较高等局限。为克服定性方法在技术分析

中的局限性，很多学者提出了基于定量研究的

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方法 [39-41]。专利数据是技术

信息、法律信息和商业信息的载体，具有高度

结构化和易于获取的特点，此外由于法律条文

和商业重要性的限制，专利信息编撰严谨，涵

盖广泛，因而成为技术融合研究使用的主要数

据。专利数据包含丰富的信息，包括结构化的

专利文献元数据信息（如专利引文、专利分类等）

以及非结构化的专利文本信息，为技术主题演

化分析提供了便利，笔者将基于定量研究的技

术主题演化分析方法分成 6 种，即技术生命周

期法、基于专利分类的方法、基于专利引文的

方法、基于专利文本的方法、专利网络分析方

法和基于多种专利要素相结合的方法。

2.2.1  技术生命周期法

技术生命周期表示一种以周期变化为特征

的技术主题演化模式，一般划分为萌芽期、成

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4 个阶段 [42]。H. Ernst[43]

将技术生命周期的 4 个阶段与 TRIZ 理论相结合

形成了 S 型曲线模型，并提出用量化的专利指

标来代表技术性能的衡量指标。技术生命周期

分析一般使用数学模型来拟合 S 型曲线。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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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模型有 Logistic 模型和 Gompertz 模型等，

利用专利申请量对技术生命周期模型进行拟合

和预测，并进一步分析判断技术所处的生命周

期的阶段。此外，也有研究通过多个技术指标

来分析技术生命周期 [44]，代表性的技术指标有

专利前后引用数量、专利引用中值、技术生长率、

技术成熟系数、技术衰老系数等 [9]。与单纯利

用 S 型曲线相比，有学者认为技术轨道理论更

适用于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更能满足技术生命

周期预测的需要 [45]。也有一些学者对传统的技

术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改进，如 M. Li[46] 提出结

合文献计量方法和技术生命周期法的技术生命

周期分析框架，分析了石墨烯技术的演化过程

和发展阶段。C. Lee[47] 等人提出随机技术生命周

期方法，定义了 7 个时间序列专利指标，并采

用隐马尔科夫模型估计技术概率。M. Rezaeian
等 [48] 创建技术预见三步法——生命周期分析、

文本挖掘、自动聚类，旨在发现评估特定研究

领域的新研发活动的可能机会。可见，在实证

研究中，技术生命周期法的发展趋势是与多种

专利计量指标或计量方法相结合，以提高准确

性和可靠性。

2.2.2  基于专利分类的方法

专利分类是专利技术内容的一种反映，沿

着时间维度运用一些统计方法对专利的分类信

息进行分析，能够揭示某项特定技术随时间的

演变过程。已有学者利用专利文献中的结构化

信息分析技术主题的演变过程并预测技术发展

的未来趋势 [49]。专利共分类（co-classification）
分析是一种常用的基于专利分类的技术主题演

化分析方法。专利共分类是指如果表征不同技

术方向的专利分类号码（如 IPC、USPC 等）共

现（比如在同一专利文献中共现），则表明这

两个技术方向存在一定关系，对这种关系进行

分析进而实现对技术主题的分析。K. Suzuki等 [50]

基于专利 IPC 分类号共现的方法进行技术分析，

将专利分类与时间结合起来分析各技术领域的

发展趋势、热门技术、研发动向等。专利分类

共现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网络关系，因此可

以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的手段进行专利共分类分

析。S. Jeong 等 [51] 通过 IPC 分类号在专利文献

中的共现关系构建了 IPC 共现网络，网络中每

一个节点表示一个技术方向，包含两个技术方

向的专利数目越多，则这两个技术方向之间的

关联越强，对网络的特性（如网络密度、节点

平均度数等）进行分析即可了解不同技术主题

随时间演变的情况。

聚类分析常与专利分类信息结合，可用于

技术分析及预测。G. Kim 等 [52] 等基于专利 CPC
分类进行 k-means 聚类，识别并定义新形成的

技术集群，并用独立权利要求等专利指标评估

技术集群是否具有前景。关联规则分析也经常

被用来对专利分类的共现信息进行挖掘，如 W.  
S. Lee 等 [53] 等从 IPC 的共现关系中挖掘出强关

联规则，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 IPC 的共现网络，

并基于 IPC 共现网络进行链路预测（link predic-
tion）以预测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结合主题分

析抽取关键词以识别未来可能的新兴领域。

2.2.3  基于专利引文的方法

由于数据规范且容易获取，专利引文分析

已成为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casting）分析等活动的重要研究手段 [54]。引

用关系反映了某项专利的技术基础和科学基础，

专利引文分析即对专利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进

行分析 [55]。专利引文关系主要有直接引用关系、

同被引关系和引文耦合关系等，不同类型的引

文关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专利直接引用关系

反映了技术的专业性，专利同被引关系反映了

不同技术发展中的相互关联，专利引文耦合关

系则反映了技术的共享性 [56-58]。

根据专利的引文关系可以构建专利引文

网络，当前分析专利引文网络的方法主要有 3
类 [44]：将专利引文网络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识别专利引文网络中的知识流动主路径

的方法和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专利引文

关系可以反映技术之间的流动性、相似性，将

专利引文网络与聚类分析相结合，根据专利之

间的引文关系可以将相似的专利技术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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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具有不同技术主题的类簇，结合不同技术

主题之间的关联分析和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可

以进一步识别技术演化，判断技术发展趋势 [4, 56-

57, 59-60]。有研究 [54, 61-62] 提出度量引文权重的指标，

根据测算出的引文权重来识别专利引文网络中

知识流动主路径以绘制技术演化轨迹。主路径

分析是一种基于引文权重来识别专利引文网络

关键路径的方法，是技术主题演化分析的重点

之一，旨在反映其中的知识流动，被识别出来

的重要部分成为主路径。V. Batagelj[63] 改进主路

径算法使其可以处理百万节点级别的大型网络，

并将其应用于专利引文网络以抽取技术主题。B. 
Verspagen[61]、A. Martinelli[54] 使用该算法分析燃

料电池和电信交换器行业的专利引文网络，得

到较清晰的技术主题演化轨迹。

随着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学者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专

利引文关系网络中的技术演变阶段 [64-65]。M. S. 
Mariani 等 [66] 提出利用基础的引用计数、引文网

络的 PageRank 得分，及加入引文网络拓扑结构

和时态信息后重新调整的PageRank得分等指标，

来早期识别重要专利和技术改进的近期趋势。

各种网络结构分析指标与算法、可视化工具等，

为研究技术演化网络的形态结构、性质特征、

动力学要素、演化趋势等提供了有效手段。

2.2.4  基于专利文本的方法

文本挖掘主要是对文本信息进行整理、分

析与挖掘，能够从大量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中

发现潜在的数据模式、内在联系，抽取有价值

的信息和知识，是技术主题演化分析的重要手

段。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词频分析法，通

过提取专利文本信息中的技术关键词，并根据

技术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来反映技术领域的研究

状况。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主题特征项识

别、词汇映射（term mapping）、共词分析（co-
word analysis）、关联分析、网络分析和语义分

析等方法应用与技术主题演化研究中。B. Yoon 
等 [11] 根据技术关键词频率将专利文献转化为关

键词向量，通过计算专利文献之间的距离建立

专利网络，用以分析技术领域的发展阶段和规

律。P. L. Chang 等 [67] 在此基础上对专利网络进

行聚类，来分析每个聚类的特点及重要技术。Y. 
G. Kim 等 [13]、方曙等 [10] 依据关键词的频次和

其所在专利的申请日绘制出揭示技术主题演变

趋势的专利网络图。陈亮 [68] 认为应该从技术系

统构成的整体视角出发来研究技术主题演化过

程，其提出的技术主题演化方法主要包含 3 个

方面：基于关联规则改进的术语抽取法、技术

系统构成的识别方法和基于技术系统构成的技

术演化分析。专利文献的术语抽取技术为基于

共词分析的技术主题演化分析奠定了基础。共

词分析按照具体分析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共

词网络分析、共词聚类分析和战略图分析等方

法。Y. Huang 等 [69] 提出基于共词分析、共分类

分析和主路径分析的混合方法，并对 3D 打印技

术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外，专利文本

聚类通过聚类算法将专利文本聚为类簇，每个

类簇表示一个技术主题，也是一种分析技术主

题演化的有效方法。如李欣等 [70] 在抽取专利摘

要 Subject-Action-Object(SAO) 结构的基础上，

依据语义相似度对专利文本进行聚类，在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领域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

性。

近几年新兴的方法包括 SAO 结构抽取 [71-73]

和主题模型改进 [74] 等，它们是从语义分析的角

度挖掘专利文本，研究技术主题演化。SAO 结

构抽取是指“主题（Subject）- 行动（Action）-
对象（Object）”抽取，用于表示专利技术问

题、方案、功能、效果等技术相关信息，研究

中多用 SAO 结构来代替关键词，与传统的专利

文本关键词抽取方法相比，包含更丰富更层次

化的语义信息。以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模型为代表的主题

模型是主题分析领域流行的方法，而将其应用

于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时，关键是如何利用主题

模型表示主题演化的动态变化过程。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使用改进的主题模型来解决该问题，

包括对基础的主题模型的扩展以及主题模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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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器学习算法的结合，如对每个时间窗口

的文本数据分别进行主题建模，计算相邻时间

段的主题相似性；还可以直接使用动态主题模

型（Dynamic Topic Model，DTM），用状态空

间来刻画主题的演变。陈伟 [75] 等人提出 LDA-
HMM 组合方法，利用 LDA 对专利文献建模、

生成技术主题，利用隐马尔科夫过程（Hidden 
Markov Model, HMM）确定技术主题演变历史

及未来演化趋势。

2.2.5  专利网络分析方法

专利网络分析方法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

专利领域的扩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源于社会

学研究，是系统分析社会结构的一种流行方法。

它试图在个人、团体、组织或其他实体的参与

者之间建立映射关系，利用定量技术产生的相

关指标衡量整个网络的特征以及实现网络节点

可视化 [76]。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专利网络

分析方法用于研究专利数据集的交互关系的结

构特征，使用一组关键词作为输入基础，生成

一个网络，该网络用于表征专利及专利间的相

互关系 [77-78]。

专利网络分析方法比传统的方法更有用，

它表明了专利之间的总体关系和单件专利或专

利集合的各自相对位置，结合网络计算的若干

指标，帮助发现技术领域和研究主题的演变趋

势。如果要更精确或细粒度地分析主题演化趋

势，往往需要在专利网络中加入技术主题的语

义环境。C. C. Wu[79] 提出基于加权关键词的专

利 网 络 方 法 WKPN（weighted keyword-based 
patent network），利用德尔菲法提取合适的专

利关键词，利用层次分析法赋予关键词以加权

值，在此基础上建立专利相似度矩阵构建专利

网络，用于分析生物燃料的技术发展趋势和识

别能源技术新兴领域的演变。

2.2.6  基于多种专利要素相结合的方法

除了单独考虑专利分类、专利引文或专利

文本的方法外，近年来还有学者提出将多种专

利要素结合起来，从多维度来考虑技术主题演

化。用于技术主题演化分析的专利要素包括专

利引文、专利分类号、专利文本、发明人、专

利权人等。常见方法是选择两种及以上的专利

要素，通过建立模型综合考虑不同的专利要素，

或者将对一种专利要素的处理结果融合入对另

一种专利要素的分析中，从而实现技术主题演

化分析。如 J. Tang 等 [80] 提出 Dynamic Inven-
tor-Company-Topic（DICT）模型，结合专利发

明人、专利权人和专利文本这 3 类要素和时间

因素，获取技术主题及其时序变化；该项研究

还形成了 PatentMiner 工具，专门用于技术主题

演化分析。L. Feng 等 [81] 使用专利文本和专利

IPC 分类号，提出结合两类专利要素的相似度度

量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专利聚类，用于技术

主题分析。而陈亮 [82] 则是将专利文本挖掘结果

应用于专利引文网络分析中，结合动态规划思

想提出主多路径方法，在硬盘驱动器磁头领域

的实证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抽取主要技术

主题的演化轨迹。

与其它定量方法相比，多种专利要素结合

的方法，对技术预见和主题演化的探索更加地

系统化和全面化。B. Yoon[83] 等整合专利文本

信息和引用信息，采用地形图生成 (generative 
topographic mapping，GTM) 和链路预测开发专

利地图并识别有前途的技术机会，实现了系统

化地寻找技术机会及展示技术详细特征，为技

术规划提供重要参考。

2.3  基于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

基于定性研究的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方法过

于依赖领域专家的知识和经验，使得分析结果

主观性强、不稳定，基于定量研究的技术主题

演化分析方法往往又忽略了领域专家的知识，

而且通常定量分析的结果需要一定的领域知识

来进行解释。由于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

法各自的缺陷，一些学者提出基于定性与定量

组合的方法，以希望在进行技术分析的时候能

够充分利用这两类方法的特点。L. Huang 等 [14]

提出将专利分析（定量）与技术路线图（定性）

组合的方法用于技术分析，将科学与技术的规

划映射到未来的发展趋势中。Y. Jeong 等 [15]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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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新的技术路线图（定性）的方法，该方

法基于专利关键词分析（定量）和技术本体（定

性）构建。胡正银 [38] 提出一个基于多维索引的

个性化语义 TRIZ 体系结构，并结合所提出的个

性化语义 TRIZ 和技术路线图分析了石墨烯技术

的演化过程。在基于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中，

如何将定性的方法与定量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

来是其中的关键。

3  总结与展望

技术主题演化分析对于梳理技术发展脉络

和内部技术活动的发展历史、反映技术活动现

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用于识别科技优先领域，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笔者在对当前技术主题演

化分析方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当前技术

主题演化分析方法仍存在以下不足：① 基于定

性研究的分析方法过于依赖领域专家的知识和

经验，分析结果主观性强，不稳定，成本较高；

②技术生命周期法、基于专利分类和专利引文

的分析方法趋于宏观，直观性不足，无法深入

到专利文献获取技术细节，往往不能满足多样

的分析需求；③基于专利文本的分析方法虽然

比较直观和细致深入，但仍有提升空间，比如

进一步减少人工对于分析结果的阐释，结合专

利的引文、分类等信息进一步提供更合理、更

多元的分析手段等；④专利网络分析方法虽然

容易发现专利间或技术主题间的关联关系，但

是当前工作大多基于静态网络，没有刻画网络

的动态变化过程，对发现主题的演化过程还需

要进一步加强；⑤基于多种专利要素的方法结

合了专利的结构化信息和非结构化信息，能够

从多角度充分挖掘和利用专利信息，是未来的

发展趋势。

总体而言，传统定性研究花费大量人力物

力并且难以移植，技术生命周期法、基于专利

分类和引文的方法停留在宏观层面，无法细粒

度地精准分析技术主题的演化过程，而如果将

技术主题演化分析应用于企业或国家的技术管

理决策，需要先实现技术主题演化分析的高效

率、低成本、精准化和可移植性。所以，利用

机器学习或数据挖掘方法，基于专利文本或将

专利文本和其他要素结合，减少人工参与，实

现技术主题演化分析的自动化与精准化将是未

来的发展趋势。但是，目前该类型研究还处于

学术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标准化的方法进行应

用推广。另外，目前的技术主题演化分析仍更

关注当前和历史变化趋势，在发现新技术主题

和预测新发展趋势上，效果不太理想。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技术主题演化的未来

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于技术主题演化理

论的研究，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技术主题演化

的方式和规律，进而进一步推动技术主题演化

分析方法的研究，如技术主题演化是技术领域

内部动力、环境发展推力、需求拉力等多合力

作用的结果，应充分考虑和研究技术主题演化

的系统性；另一方面，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社会计算等领域的迅猛发展丰富了技术主题演

化的分析方法，为技术主题演化的分析提供了

新的思路，如何将这些方法应用于技术主题演

化分析或如何组合这些方法进行技术主题演化

分析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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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放获取（open ac-

cess，OA）运动兴起 [1]，“在OA期刊上发表文章”

被称作实现开放获取的“金色之路”[2]，是开放

获取运动迄今最为成功的实践之一，OA 期刊

的创办为国内外学术交流、信息共享与科学研

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开放的平台 [3]。近年来

OA 期刊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综合 OA 期刊名录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

Socolar 平台、Paperity 平台、国家科技图书文

献中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GoOA 平台

等多个 OA 期刊集成平台的统计数据，全球 OA
期刊数量已超过 11 000 种 [4]。开放获取运动在

【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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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非良性的发展

势头，其中以 OA 科技期刊出版情况最为突出。

传统学术出版巨头依靠原有平台优势，迅速布

局 OA 出版并形成规模化 OA 期刊群，同时，由

于操作门槛低和利润可观，大量新兴 OA 出版

商涌入，造成 OA 出版市场“粗放经营、无任

何监管”，出现多起“恶劣”事例，例如 2013
年出现的著名“博安农”事件，哈佛大学生物

学博士博安农编造了数百篇 OA 论文投给 304 
种 OA 期刊，竟然被 52% 的期刊录用 [5]。另外，

当前 OA 出版主要采取“读者免费，作者收费”

的运营模式，部分出版商营销“钻空子”，论

文处理费（APC）收费混乱，造成“圈钱”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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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国内外对科研经费流失问题的持续讨论。

科睿唯安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学者仅在 2015 年

就支付 7 217 万美元的 SCI 论文 APC，超过美国，

这种巨大利润吸引了一些国外 OA 出版商大力

扩张中国市场 [6]。

截至 2017 年底，DOAJ[7] 共收录了 123 种

中国 OA 期刊，其中作者所在学科领域的图书

情报学 OA 期刊有 4 种，大陆地区仅有《知识

管理论坛》一刊被收录。DOAJ 对于 OA 期刊有

自己的一套遴选原则，由此可见，从期刊质量、

期刊规范、期刊影响力等角度，我国图书情报

学期刊开放获取出版进展缓慢，成效不大，仍

然处在初级阶段。本文将通过文献调研和网络

调研 2017-2018 年 CSSCI（包括扩展版来源期刊）

收录的 24种图书情报学期刊开放获取出版现状，

基于 DOAJ 对 OA 期刊定义和遴选的相关标准，

分析其在期刊出版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并提出未来发展建议。

2  我国图书情报学期刊开放获取出版
现状分析

根据 DOAJ 的定义，OA 期刊是指采取不向

读者或其所在机构收取费用，允许任何用户通

过互联网免费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

检索和链接全文的期刊 [8]。基于以上定义，笔

者于 2018 年 3 月 20-28 日逐个访问国内 24 种图

情期刊的网站，发现以下 7 种期刊存在或期刊

网站不可访问、或不提供论文下载服务、或下

载链接为空的问题（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7 种图情期刊论文不可获取情况

期刊名称
有无论文开放

下载链接
下载链接可否使

用

情报科学 有 下载链接为空

情报学报 无 —

图书馆 有 下载链接有误

图书馆建设 有 下载链接为空

图书馆论坛 有 下载链接有误

图书馆学研究 无 —

高校图书馆工作 网站不可访问 —

从读者访问的角度，OA 期刊分为完全 OA
期刊、部分 OA 期刊和延时 OA 期刊 3 种类型 [9]。

除却以上 7 种期刊不可访问，CSSCI 中我国图

情 OA 期刊共 17 种，大多属于部分 OA 期刊或

延时 OA 期刊（见表 2），这是因为 OA 期刊的

“作者付费”的出版模式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还

很难有效发展 [10]，部分 OA 期刊和延时 OA 期

刊正是传统出版期刊向 OA 期刊过渡的有效方

式，同样是以为读者提供开放资源为目的，是

我国图情 OA 期刊发展初期的应有之举。

表 2  17 种图情 OA 期刊开放情况

OA 类型 期刊名称

完全 OA 期刊

情报杂志

情报资料工作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现代情报

数字图书馆论坛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部分 OA 期刊

国家图书馆学刊

情报理论与实践

图书馆杂志

图书情报工作

图书情报知识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大学图书馆学报

延时 OA 期刊

图书与情报

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1  期刊主办单位及编辑部组成

我国图情 OA 期刊的主办单位均是高校、

研究所、图书馆或图书情报学协会等非营利性

机构 [11]，且各个期刊编辑部大多只由主编、副

主编、常务副主编和几名编辑组成。反观国际

知名期刊，其出版呈现集团化特点，多种期刊

联合管理，实现集约化经营，且编辑分工层次

分明，职责明确，除了基本的编辑组成，一般

还包括专门的文字编辑、美术编辑、网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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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2]。

总体来说，我国图情期刊建设规模较小，

期刊没有能形成规模化发展，呈现“作坊式”

的办刊模式，办刊能力有待提升，究其原因是

因为我国图书情报期刊受到体制和历史的影响，

大多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及管理方式 [13]，

还没能实现产业化、集群化发展。

2.2  期刊 OA 出版政策

2.2.1  OA 出版政策声明短缺

在 DOAJ 的期刊申请表单 [14] 里明确要求

OA 期刊网站上需要有 OA 出版政策声明（Open 
Access Statement），这是 OA 期刊规范化建设

的必要内容。17 种图情 OA 期刊中仅有《图书

与情报》在其期刊网站上发布了该刊的 OA 出

版政策声明，其余期刊均短缺。

《图书与情报》一刊的 OA 声明基本符

合 DOAJ 的要求，其内容主要包括 [15]：①该刊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转变为 OA 期刊，实行复

合 OA 出版；②该刊论文发表后将在 1 个月内

OA 出版，出版版本为 PDF，不收取文章处理费

（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 APC）；③鼓励和

支持作者或作者所在机构自存储，但须在机构

知识库元数据中注明规范的期刊发表信息并作

为推荐引用方式；④表明将逐步完善期刊的回

溯情况，补充过刊论文的开放获取；⑤该刊的

OA 愿景及目的，即 OA 出版论文是为教育、科

研服务，而非商业盈利目的；⑥作者版权的保

护说明，将保障作者的论文著作权；⑦该刊愿

同各界在 OA 期刊建设的各个方面交流合作，

推动开放获取出版深化发展。

2.2.2  APC 说明及版权协议说明短缺

在 DOAJ 的期刊申请表单中，期刊在进行

基本信息（Basic Journal Information）[14] 填报时

需要对其是否收取 APC 进行说明，如果期刊收

取 APC，还会要求申请期刊提供其有关 APC 说

明的网页链接以及 APC 价格说明。17 种图情

OA 期刊绝大多数对 APC 收费情况缺少说明，

仅有《图书与情报》《数据分析与发现》声明

了期刊的 APC 收费情况，具体说明为“不另外

收取文章的开放存取处理费”“不收取任何审

稿费”。而对于论文的版权协议，在 DOAJ 期

刊申请表单的内容许可（Content Licensing）[14]

部分，要求期刊提供明确的论文版权规定，并

提供其版权规定链接，说明其采用何种论文版

权协议，但调查的所有期刊都依然按照传统期

刊原有的版权协议与作者进行签订，并没有在

协议中就其现有实际实行的 OA 版权政策进行

相应的修改。

2.3  期刊 OA 出版内容

在期刊申请加入 DOAJ 时，会被要求提供

其论文回溯时间（新创办期刊不做要求）、论

文出版格式、论文使用的语言以及每年出版的

论文量等有关出版内容的具体信息，这些也是

判断一本 OA 期刊是否规范的相关指标。

2.3.1  出版开放时限

17种图情OA期刊出版内容开放程度不一，

大多数期刊存在回溯时间不够完整的问题，各

个期刊回溯时间不等，回溯时间短则近 2 年，

长则近 10 年。但其中不乏良好示范，如《数字

图书馆论坛》回溯了自其 2005 年建刊以来的所

有论文，《中国图书馆学报》回溯了 1957 年以

来的所有论文，《图书情报工作》也回溯了自

1956 年以来的所有论文。期刊回溯时间相对完

整，将方便读者不受时限地获取期刊论文支撑

其科学研究和工作。

进一步访问各个期刊网站发现，多数期刊

回溯时间内开放的论文分散。如《国家图书馆

学刊》回溯时间虽为 2006 年第 1 期至今，但

仅 2015 年第 6 期之后的卷期开放；《情报理论

与实践》回溯时间为 2017 年第 1 期至今，但仅

2017 年第 5 期之后的卷期开放。期刊回溯时间

内开放论文分散这一问题有悖于开放获取的基

本理念，读者在获取文献的时候还是会受到限

制，不能自由、免费地使用 OA 期刊所有论文。

OA 期刊相较于传统期刊，优势就在于通过

网络出版可以及时发布论文，方便科研人员即

时下载获取，从而加快学术交流。而在调查中

发现，17 种图情 OA 期刊中部分期刊还存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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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版不够及时的问题，如《图书与情报》虽

然开放回溯时间内的所有论文，但要在其纸质

期刊出版之后 1 个月左右才进行网络出版，也

就是说读者要晚 1 个月才可上网获取；《中国

图书馆学报》近 1 年的论文均没有提供，读者

需在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中检索获取。造

成部分期刊开放不够及时的主要原因是，我国

图情 OA 期刊多是从传统期刊转型而来，还要

出版纸本期刊，供读者、图书馆、科研单位订阅，

为保障其盈利需求，有些 OA 期刊就采取了延

时开放期刊内容的方法 [11]。

2.3.2  出版规范化标识

在调查中发现，17 种图情 OA 期刊中有 12
种缺少 OA 标识，OA 期刊如果规范地对 OA 论

文进行 OA 标识，读者或科研人员在获取论文

时会更加明确意识到 OA 理念，这有助于提升

科研人员对 OA 期刊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对 OA
期刊的广泛传播将大有裨益，

本文进一步分析 5 种已有 OA 标识的期刊，

发现存在标识混乱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数

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在期刊目录浏览页面每条

论文题名后都采用“Open Access 黄色锁状标

识”[16] 进行标识（见图 1），这一标识最初由

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
ence, PLoS）设计，较有公信力，但该刊不足之

处在于点击进入具体论文页面即失去标识。

图 1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OA 标识示例

第二情况是《图书情报工作》《现代情报》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这 3 种期刊在目录浏览

页面也有标识，标识是一个写有“OA”字样的

金色小框，“OA”字样呈绿色（见图 2），但

这 3 种期刊同样存在点击进入具体论文页面后

失去标识的问题。

图 2  《图书情报工作》OA 标识示例

第三种情况是《图书馆杂志》在目录浏览

部分存在标识，标识是一个绿色书目样的方框

（见图 3），也存在点击进入论文具体页面失去

标识的问题。

图 3  《图书馆杂志》OA 标识示例

以上 3 种情况的 OA 标识，虽然很好地告

知了读者期刊论文是开放获取的，但标识不够

规范且在 OA 期刊网站上各页标识不完备容易

造成读者的困扰，将不利于 OA 期刊论文的规

范传播。

2.3.3  出版格式

17 种图情 OA 期刊均采用 PDF 格式出版，

仅《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还采取了 HTML 格

式出版。同时，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多数期刊虽

然列有 HTML 格式的论文访问方式，但均为

死链，如《图书情报工作》《现代情报》等。

读者在获取 OA 期刊论文时，HTML 格式的

访问方式将会为其提供便利，读者可以先点开

HTML 网页查看论文内容，如果有需要再下载

PDF 格式的文档。

2.4  期刊附加功能

在 OA 期刊发展日益成熟的态势之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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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期刊除了起到传播科研信息、为科研工作者

提供交流平台的功能之外，应当更加注重为读

者提供多样服务，深度利用开放资源，以彰显

OA 期刊方便获取、开放共享的良好特性。当前

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OA 期刊应当乘势建设其

信息推送功能以便科研人员及时、全面、高效

地获取所需信息 [17]，而基于网络出版的优势，

又为其多向链接论文，方便读者查询检索来实

现关联阅读提供了便利条件。

2.4.1  信息推送功能

RSS 订阅服务和 Email-Alert 推送服务都是

为读者提供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的有效方式，

17 种图情 OA 期刊中仅有 6 种期刊提供 RSS 订

阅服务，8 种提供 Email-Alert 推送服务，可见

各个期刊这两种功能还有待完善。

表 3  17 种图情 OA 期刊网站信息推送功能

期刊名称 RSS Email-
Alert 微信 微博

大学图书馆学报 × × × ×

国家图书馆学刊 × × × ×

情报理论与实践 √ √ √ ×

情报杂志 × × × ×

情报资料工作 √ √ × ×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 √ √ √

图书馆杂志 × √ × ×

图书情报工作 √ √ √ √

图书情报知识 √ √ × ×

图书与情报 × × × √

现代情报 √ √ × ×

中国图书馆学报 × × × ×

数字图书馆论坛 × × × ×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 × √ ×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 × × ×

新世纪图书馆 × × √ ×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 √ × ×

此外，各图情期刊纷纷通过微信、微博等

社交工具向读者提供即时推送期刊信息的服务，

有 6 种图情 OA 期刊开设了微信或微博账号，

用于 OA 期刊的宣传和即时通讯，更方便科研

人员随时随地查询期刊相关资讯和内容。如《数

据分析与知识发现》的微信公众号有“网刊”“稿

件”“要闻”三个栏目，可供读者浏览当期目

录和过刊，还可以实现作者查稿、及时接收审

稿通知，要闻一栏下用于发布编辑部公告、作

者指南、行业动态等。再如《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的微信公众号下设有“论文浏览”“投稿指南”“关

于我们”三个栏目，为用户提供期刊论文查阅、

投稿须知查阅等服务。《图书情报工作》的微

博账号上则及时地发布和转载期刊征文通知、

期刊动态、图情行业热点或实时资讯等内容。

由于移动设备便携易用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习惯在移动端设备上进行日常工作

生活，科研人员也不例外，通过微信或微博这

样的社交工具，OA 期刊能够更频繁地、更及时

地、更友好地与读者实现交互交流，这正是 OA
期刊所期待的传播效果。

2.4.2  数字内容拓展服务功能

以 HTML 格式查看浏览《数据分析与知识

发现》的期刊论文全文，点击论文标题旁的提

示按钮，会有界面呈现中英文关键词、中英文

作者名与百度学术、Magsci 和 Pubmed 等其他

数据库的关联链接，经过这样的自动标引，OA
期刊论文的各部分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再利用，

方便读者查找以某个作者名为链接点的该作者

的其他文献，或以某个关键词为链接点的相关

主题文献，如图 4 所示：

此外在《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目录概览

页面，每一论文题名下都设有“图表”“参考

文献”“相关文章”“多维度评价”4 个选项可

供读者点击，点击进入任意一项，就可以查看

该文章相应部分的数字内容，如点击“图表”

就会只显示该篇论文图表。通过自动标引每一

篇论文的各个部分数字内容，能够方便读者只

对文章部分内容进行查看，这正是 OA 出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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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深化和发展的体现。

图 4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数字内容拓展服务功能

示例

3  我国图书情报学期刊开放获取未来
发展建议

在 2015 年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作者巨额出版

费流失的博文做了批示之后，如何规范国内 OA
出版及出版市场的发展引起了国内期刊的广泛

关注。为了迎合国际 OA 出版态势，提升国际

影响力，国内一些出版社或研究机构与国际出

版社合作出版 OA 期刊，如与自然出版集团、

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光学学会等，而中国出

版机构因为 OA 出版方面起步晚、了解不足、

缺乏经验等原因，往往在合作中处于劣势。推

动我国图书情报学 OA 期刊的规范发展，有必

要在办刊模式、提升 OA 出版规范、拓展 OA 期

刊服务能力上下功夫。

3.1  尝试转变办刊模式，在与国外出版商合作创

刊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我国图书情报学期刊目前出版为独立“小

作坊”模式，期刊编辑队伍人员紧缺，在办刊

过程中既要负责期刊运营、组稿送审、编辑加

工和校对，又要负责 OA 期刊网络出版工作，

期刊经营和办刊能力较弱 [18]。而国际先进学术

期刊一般采取出版社和编辑部分工合作的模式，

由科学家担任期刊编辑，负责审稿和组稿，期

刊运营则有出版商的专业出版人负责，出版商

会提供全流程的出版服务 [19]。

2014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

院与原 Nature 自然出版集团联合创办 OA 新刊

《细胞发现》（Cell Discovery）；2016 年 2 月，

牛津大学出版社（OUP）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及中国动物学会合作出版 OA 期刊《动物

学报》（Current Zoology）[20]；2016 年 3 月 1 日， 
Springer Nature 分别与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签约，合作出版 OA 期刊《柔性电子》与《量

子 材 料》[21]；2016 年 6 月，Springer Nature 宣

布与国际食品科学技术联盟（IUFoST）及北京

工商大学达成协议，三方将合作出版 OA 期刊

《食品科学》（Science of Food）[22]；2016 年

9 月，美国 SAGE 出版公司与中国传媒大学联

创办 Global Media and China（《全球媒体与中

国》）英文 OA 期刊 [23]；2017 年 9 月，武汉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和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与国际知

名学术出版集团 De Gruyter 正式创办 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数据与信息管理》）

英文 OA 期刊 [24]，致力于打造专业化、高品质

和国际化的 OA 期刊。在这些期刊与国外出版

社的合作过程中，期刊的影响力在逐步提升，

同时，这些期刊也很好地把国内的研究工作成

果传播到全世界。

由此可见，多个学科都进行了“编辑部 +
出版商”这一出版模式的积极尝试，未来我国

图书情报学期刊也应该积极转变办刊模式，尝

试和国外大型出版商合作创刊，充分借助国外

出版商的先进出版理念和出版流程来加强期刊

出版建设，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同时，

加强自身在出版模式、出版内容上的话语权，

逐步实现我国图书情报学期刊 OA 出版的精品

化、国际化。

3.2  完善 OA 出版政策声明，规范 OA 出版内容

我国图书情报学期刊 OA 出版经过初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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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刊的出版工作层面应该逐步走向规范化，

OA 期刊的规范化出版不仅是期刊建设的内在要

求，也是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举。具体体

现在：首先，期刊应当参照 DOAJ 期刊规范标准，

在期刊主页补充详细的 OA 出版政策声明，包

括期刊的 OA 出版模式、出版论文格式、APCs
收费情况、自存储许可、版权许可以及 OA 出

版目的、愿景等内容。其次，应该进一步开放

OA 期刊内容，补充和完善期刊的回溯内容，并

及时完成 OA 出版，逐步从延时 OA 期刊转变为

完全 OA 期刊。再次，应该规范化标识 OA 期刊，

在 OA 期刊论文的各个相关信息页面进行标识，

当前国际上 OA 期刊也没有确定统一标识，故

而可以参照 PLoS、Springer Open 等出版者旗下

权威期刊的标识方式，或由国内图书情报学协

会制定统一的 OA 论文标识。最后，还应丰富

OA 期刊论文出版格式，不仅提供论文的 PDF
格式，还应实现 OA 期刊的 HTML 出版，方便

读者阅读、检索和链接。

3.3  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拓展 OA 期刊服务功能

区别于传统期刊的纸本出版，OA 期刊依靠

网络出版的模式，将拥有提供诸多期刊网络服

务的便利条件。未来我国图书情报学期刊的 OA
出版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利用自动

标引技术实现对论文各部分数字内容的再利用，

如对文摘数据的语义化揭示、检索和关联，对

论文附加材料（指论文的数据和图表等）的发

布与利用，并可以利用 RichHTML 技术对研究

成果进行丰富化展示，提供更多的数字内容拓

展服务。

期刊的新媒体化是对期刊内容的深度加

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的多媒体化提升

期刊的可读性，为期刊增加更多的附加价值，

满足读者个性化阅读需求，提升读者的用户

体验，增强期刊的互动性，保障期刊的传播

效果 [25]。伴随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我国图书

情报学期刊未来可以充分利用微博、微信、

二维码、播客、博客等新媒体方式拓展 OA
期刊的服务功能，同读者建立良好关系，起

到宣传 OA 期刊、提升 OA 期刊影响力的作

用。《情报理论与实践》《数字图书馆论坛》

等期刊网站上已设有二维码供读者扫描，从

而方便读者在移动设备上阅读查看论文；很

多国外学术期刊网站增添了播客（Podcast）
这一新兴传播方式，使得传统意义的“阅读”

被赋予新的内涵，通过声音这一媒介扩展了

期刊的传播方式；国外期刊的博客（Blog）
还利用读者可以留言评论的及时反馈功能，

同读者形成良好互动来了解期刊论文的传播

质量。通过新媒体实现对期刊的传播推广无

疑是期刊未来运营工作的必要内容，我国图

书情报学 OA 期刊也应充分利用新媒体保障

期刊传播质量，扩大期刊影响力。

4  结语

开放获取出版作为一种能够有效促进学术

交流的新型出版模式，具有出版迅速、传播广泛、

便于检索和免费获取的特点，极大地造福了各

个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现已成为主流出版模

式之一。我国图书情报学期刊面对开放获取的

挑战，积极推进开放获取出版已初见成效，但

还不够规范，不够理想，除了在期刊办刊模式、

OA 出版政策声明、OA 出版内容规范以及期刊

附加功能 4 个方面存在不足，我国图情学科的

开放获取出版还有很多问题（如可持续的期刊

经营模式、有效的期刊质量控制机制）需要探

讨和研究，并需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步得以解决。

同时，图情界同政府部门、出版者、科研资助

者各方应当加强交流合作，顺应国际开放获取

的潮流，跟踪国际及其他学科的开放获取出版

现状，学习其中的最佳实践，积极探索建立一

套完善的图书情报学期刊开放获取出版机制，

提高图书情报学期刊的开放利用能力和开放出

版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促进图情学科的

发展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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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dee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in China. [Method/process]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network research,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status of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of 
24 kinds of jour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SSCI, analyzes its deficiencies and problems in 
operation model, OA publication policy statement, OA publication cont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dditional 
functions of journals. [Result/conclusion]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pen access 
publishing in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try to change the mode of running journals, 
strive for the right to speak in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publishers, supply the OA publishing policy statement 
and standardize the OA publication content, make full use of new media and new technologies to expand OA 
journal service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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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06 年 9 月 1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

展规划纲要》[1] 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作为

下一步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首

次正式提出“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概念，文化

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作用及其地位得到明确。

2016 年 3 月 16 日，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学术探索】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
发展趋势研究
◎王平  洪瑾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发展趋势的分析可为未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政策规划、制

定与调整提供启示。[ 方法 / 过程 ] 利用内容分析法，以 1982 年至 2017 年 36 年间国家层面有关公共文化

服务的 90 份政策文本为研究语料，从政策年出台数量、政策责任者、政策执行者、政策受惠者、政策手段、

政策资源、政策目标 7 个角度进行分析，形成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发展趋势的初步判断。[ 结果 / 结论 ]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数量将呈现波动上升态势；政府继续发挥全面主导作用；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主体多元化；

公共文化服务更加均等化；制度化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将继续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主要

手段；文化资源、资金等资源仍为主要政策资源；短期内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目标宏观化。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  政策文本  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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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 － 2020 年）规划

纲要》[2] 明确提出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的具体任务。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

报告 [3] 再次强调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显

示党和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 , 表明公共文

化服务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国内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公共文化服务，而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研究有限。其中公共

文化服务政策方面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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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服务政策的发展历程、问题与对策 [4-6]、公

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定位取向与路径研究 [7-11]、公

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建构功能 [12]、国内外公共文

化服务政策比较研究 [13-14] 等方面。综合现有研

究成果，这些研究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制定

与调整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为公共文化

服务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不

足。整体来看，国内这方面研究数量不多，较

之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成果，公共文化服务政策

研究成果偏少；已有研究多为宏观层面的概况

研究，深入剖析不足；已有研究从公共文化服

务政策发展历程、定位取向、路径研究、建构

功能、国内外比较等研究视角展开，但相关论

文数量有限，研究视角也有待进一步扩展；其

中有关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定位取向、路径研究、

建构功能的文章，部分为公共文化服务资深研

究人员的经验理解，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

这也反映出基于数据和理论支撑的公共文化服

务政策研究有待加强。

本文试图从政策内容分析的角度入手，对

公共文化服务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文本展开内

容编码与质化分析，以此分析研究我国公共文

化服务政策内容体系的构成以及该政策的未来

发展趋势，为未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政策规

划、制定与调整提供启示。

2  研究设计

2.1  概念界定

本文涉及的概念主要是公共文化服务，并

在此概念界定下收集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文本。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由于学科不同，

研究的视角不同，国内外学术界并未形成一致

的看法。有学者撰文指出，广义的公共文化服

务包括政府对文化领域提供的文化管理服务，

即文化政策服务（包括文化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等）和文化市场监管服务；狭义的公共文

化服务是指区别于以一般市场方式提供的文化

商品（产品及服务）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 [15]。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公共文化服务”

概念，主要是狭义上的，《“十二五”时期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将公共文化服

务表述为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公

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

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

文化需求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为目

的，由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向社会提供

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 [16]。

2.2  研究问题

本研究基于下列认识：政策具有导向、控制、

协调、管理、分配、规范、中介、监督、再生

和动力等功能 [17]。同样地，公共文化服务政策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具有重大作用，国家层

面的政策尤其具有代表性。

本文根据 1982 至 2017 年 36 年间国家层面

有关公共文化服务的 90 份政策文本（包括两部

法律，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通过分析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内容体系，

进一步预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发展走向。

2.3  研究操作

内容分析法专指对于文献内容进行系统地

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其目

的是要分析清楚或者说要测度出文献中有关主

题的本质性的事实及其关联的发展趋势 [18]。

本研究具体研究步骤如下：①在研究问

题本身的要求下，决定选择内容分析法作为

研究方法。②收集符合研究主题的公共文化

服务政策文本，确定内容分析语料，最终确

定 90 份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作为构成本研究

分析对象的文本材料。③对收集的政策文本

材料进行初步分析并归类，包括整体意义层

面和分类意义层面两大部分，整体意义层面

指的是公共文化服务，分类意义层面主要包

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站）、

公共电子阅览室、公共数字文化、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文化

志愿服务、文化体制改革、老龄事业、戏曲、

基层、农民工、群众、体育设施、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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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改革、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能力、全民阅读等具体层面。同时从时间

维度视角分析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分时间段

统计政策数量，在初始分析基础上进行内容

分析语料编码。④在内容分析语料编码的基

础上，进一步从政策文本中归纳与提取分析

主体与逻辑关系，进行分类编码，制定内容

分析编码目录。⑤分析和解释结果，统计上

述内容分析编码目录中的一级类、二级类在

政策文本中被提及的次数，对相同一级类中

的不同二级类进行对比与分析，进而探讨我

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所呈现的发展趋势。

3  数据获取

3.1  内容分析语料的选择

本文选择上述 90 份有关公共文化服务的政

策文本作为内容分析的语料，并依次对语料进

行编码，如表 1- 表 3 所示：

表 1  1982-1999 年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统计

序号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1 198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
（1981-1985）》* 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2 1982 《文化部关于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文化部

3 1987 《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失效）
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

4 1988 《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 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5 1992 《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 文化部

6 1998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失效） 文化部

7 1999 《关于加强老年文化工作的意见》 文化部

注：标 * 的为未找到政策原文，故不列入分析语料

表 2  2000-2010 年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统计

序号
发布
时间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1 2000 《文化部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西部文化建设的意见》 文化部

2 2001 《关于做好老年教育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组织部、文化部、教育
部、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

3 2001 《文化部关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工
作的通知》

文化部

4 2001 《国家计委、文化部关于十五期间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
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含原国
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划
委员会）、文化部

5 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6 2001 文化部关于印发《文化部关于十五期间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文
化部关于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文化部

7 2002 《关于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通知》 文化部、财政部

8 2002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管理暂行办法》 文化部

9 2002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文化部、财政部

10 2002 《关于做好基层文化教育资源共享工作的通知》 文化部、教育部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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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序号
发布
时间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11 2002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的通知》 文化部

12 2003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

13 2003 《关于实施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志愿服务行动的通知》 文化部

14 2004 《文化部关于高度重视农民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
益的通知》

文化部

15 2005 《博物馆管理办法》 文化部

16 2006 《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 文化部

17 2006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18 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 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19 2007 《文化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 文化部

20 200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1 2007 《“十一五”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部

22 2008 《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23 2008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系统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 文化部

24 2008 《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办法》[ 附：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标准 ( 暂
行 )]（现已修订）

文化部

25 2009 《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 文化部

26 2010 《文化馆建设标准》 文化部

27 2010 《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废止） 文化部

28 2010 《文化部关于开展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工作的意见》 文化部

29 2010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10 年度工
作的通知》

文化部

30 2010 《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
创建工作的通知》

文化部、财政部

表 3  2011-2017 年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统计

序号
发布
时间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1 2011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

2 2011 《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文化部、财政部

3 2011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4 2011 《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
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

文化部、财政部

5 2011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6 2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7 2012 《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 文化部

8 2012 《文化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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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序号
发布
时间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9 2012 《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文化部

10 2012 文化部关于做好《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宣传贯彻工作的通知 文化部

11 2012 《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实施方案》 文化部、财政部

12 2012 《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实施方案》 文化部

13 2012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电子阅览室终端计算机配置标准》
和《公共电子阅览室管理信息系统功能规范》的通知

文化部

14 2012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13 年度地方资源建设方案》 文化部

15 2013 《文化部信息化发展纲要》 文化部

16 2013 《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文化部

17 2013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文化部

18 2013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十二五”规划纲要》 文化部

19 2014 《中西部地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能力提升三年（2014-2016）行动
计划》

文化部

20 2014 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贯彻落实《2014 年文化系
统体制改革工作要点》及其《分工实施方案》的通知

文化部

21 2015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2 2015 《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3 2015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4 2015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25 2015 《博物馆条例》 文化部

26 2015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

27 201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
见》

国务院办公厅

28 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9 2016 《文化部关于推动文化娱乐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文化部

30 2016 《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 文化部

31 2016 《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文化部

32 2016 《文化志愿服务管理办法》 文化部

33 2016 《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
科学技术部，文化部，国家文物
局

34 2017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国务院

35 2017 《“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 文化部

36 2017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 文化部

37 2017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文化部

38 2017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科技创新规划》 文化部

39 2017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艺术创作规划》 文化部

40 2017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41 2017 《“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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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序号
发布
时间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42 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43 2017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含国务院法
制局）

44 2017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45 2017 《“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 文化部
46 2017 《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 文化部
47 2017 《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 文化部、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
48 2017 《“十三五”时期繁荣群众文艺发展规划》 文化部

49 2017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的指导意见》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50 2017 《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央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
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51 2017 《“十三五”时期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52 2017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 文化部

53 2017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国务院

3.2  编码目录的制定

根据公共政策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理，陈振

明将政策主体界定为“政策主体是直接或间接参

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个人、团体或

组织”[19]，因此选取“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政

策受惠者”作为分析单元；伊斯顿（D. Easton）将

公共政策界定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

有权威性的分配”[20]，这个定义突出了公共政策对

资源价值的分配，从而提取“政策手段”“政策

资源”作为分析单元；同时为横向分析政策走向，

选取了“政策目标”作为分析单元。根据上述理论，

结合研究问题和目的，本研究制定了一份包含政

策责任者、政策执行者、政策受惠者、政策手段、

政策资源、政策目标 6 个一级类和 48 个二级类在

内的编码目录（见表 4）以及一份由政策目标的二

级类延伸到三级类的政策目标编码目录（见表 5）。

表 4  内容分析编码目录

一级类 一级编码 二级类 二级编码

政策责任者 A

中共中央 A1
全国人大 A2
国务院 A3
国务院下属部委 A4
地方政府 A5

政策执行者 B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B1
地方各级政府 B2
地方各级党委 B3
事业单位（以公共文化机构为主）：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

美术馆、体育场 ( 馆 )、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农家书屋、社区书屋，乡

镇文化站、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

B4

企业（如出版单位、印刷单位、新华书店等） B5
高校、科研院所 B6
总工会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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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一级类 一级编码 二级类 二级编码

政策受惠者 C

人民群众、社会公众 C1

基层群众（农村群众、城乡群众） C2

农民群体（农民、农民工、农民工随迁子女） C3

牧民 C4

弱势群体（老年人、未成年人、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等） C5

残障人士 C6

军人 C7

生活困难群众、低收入人群 C8
欠发达地区群众（中西部地区群众以及“老少边贫地区群众”：革命老区、

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群众）
C9

政策手段 D

政府购买 D1

项目补贴 D2

定向资助 D3

贷款贴息 D4

财政支持（中央财政适当补助） D5

税收优惠 D6

金融服务 D7

专项基金 D8

制度规范体系和标准建设 D9

法律法规保障 D10

评价工作机制、管理机制，督促检查 D11

宣传推广 D12

政策资源 E

资金 E1

人才队伍 E2

政策保障（如优惠政策） E3

设施、设备 E4

文化资源 E5

科技资源 E6

组织资源 E7

土地资源 E8

政策目标 F

推动欠发达地区文化事业建设 F1

促进公共文化机构建设 F2

文化科技支撑公共文化服务 F3

促进文化教育发展 F4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F5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F6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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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政策目标编码目录

二级类 二级编码 三级类 三级编码

推动欠发达地区文化

事业建设
F1

推进基层文化建设 F11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F12

加强西部文化建设 F13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 F14

推动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文化扶贫） F15

促进公共文化机构建

设
F2

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F21

促进公共图书馆建设 F22

加强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简称两馆）的建设 F23

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 F24

推动美术馆建设 F25

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设施建设 F26

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F27

促进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 F28

文化科技支撑公共文

化服务
F3

促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F31

推动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 F32

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F33

促进文化教育发展 F4

推动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 F41

促进基层文化教育资源共享 F42

促进全民阅读 F43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F5

加强戏曲保护与传承 F51

提升古籍保护水平 F52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F53

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

F6

鼓励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F61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F62

鼓励文化娱乐行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F63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
F7

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革 F71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F72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F73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F74

4  数据分析

本研究根据语料编码及编码目录，在公共

文化服务政策的年出台数量、政策责任者、政

策执行者、政策受惠者、政策手段、政策资源、

政策目标 7 个方面进行详细的统计，并结合我

国现状，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未来发展

走向进行分析预测。

4.1  政策年出台数量的统计分析

图 1 是对 1982 年至 2017 年间每一年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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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数量进行的统计，纵轴表

示政策出台数量，横轴代表年份。如图 1 所示，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数

量较之前有明显的增长，并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且呈现出阶段性波动式增长的特征。在统计的

90 份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中，1982-1999 年

出台 7 份，2001-2010 年发布 30 份，2011-2017
年颁布 53份。其中，仅 2017年出台了 20份政策，

占所统计政策总量的22.22%，呈现爆炸式增长。

究其原因，与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的颁布密切相关，同时与近年

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分不开。此外，围绕公共文化服务出台的政策

中，涉及面愈加广泛细致，不仅从宏观层面进

行引导，而且在微观层面进行规范，如在公共

数字文化、戏曲、古籍等方面均出台相关政策。

这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具体化，加速公共

文化服务的建设进程。

图 1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年出台数量统计

4.2  政策责任者的统计分析

图 2 是对各类政策责任者数量进行的统

计，纵轴表示政策责任者的类型，横轴代表其

出现频次。政策责任者主要是指直接负责该政

策的制定、出台、监督和评估的机构。数据显示，

国务院各个部委在政策中出现次数最多，达到

68 次，所占比例为 77.27%，其中，文化部出

现 62 次，占到国务院各个部委的 91.18%；然

而，国务院作为整体的出现次数为 14 次，所

占比重为 15.91%；其次是地方政府，出现数

量为 22 次，比例为 25%；出现频率最低的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为 6 次，主要是负责审

议与通过法律和五年计划。总体来看，政策责

任者较为集中，国务院下属的文化部为公共文

化服务政策的主要责任者，也是公共文化服务

的主要牵头人。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务院下属

文化部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这也显示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定主体的单一

性，容易导致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差异

化需求很难通过政策得以反映，也会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后期政策的贯彻与落实，这一点值得

我们关注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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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类政策责任者统计

4.3  政策执行者的统计分析

图3是对政策中各类执行者的统计及比较。

政策执行者是指在未来执行、实施和评估以及

进一步调整该政策，将抽象的政策具体化并贯

彻落实的各类执行者，对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图 3 所示，所有 88 份有效

政策文本中提到最多的执行者是政府，次数达

到 79 次，比例达到 89.77%，这充分表明政策制

定者对政府的期待很大；且在他们看来，未来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将主要由政府来执行。

这一看法与政府的职能密不可分。公共文化服

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服务

在文化领域的明确体现，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职能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因此，政府被视

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值得反思

的是，政府在所有政策执行者中所占比例过大，

容易造成过度强调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

用，从而导致对其他政策执行主体的忽视，这

会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鉴于

该现象，有专家提出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要打破

“政府是唯一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的观念，

进一步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与市场化道

路，放手让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建设 [21]。

图 3  各类政策执行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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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以公共文化机构为主的事业单位，

提到次数为 43 次，占到总量的 48.86%，主要提

到，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

科技馆、体育场 ( 馆 )、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

农家书屋、社区书屋，乡镇文化站、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等，这也表明公共文化服务在

很大程度上借助公共文化机构提供具体的服务

内容。值得关注的是，国家针对作为公共文化

机构之一的公共图书馆颁布了 9 份政策，占到

本研究所收集的全部有效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

10.23%，而针对其他公共文化机构出台的政策

较少，如关于文化馆（站）占 5 份政策，博物

馆占 2 份政策，美术馆占 2 份政策，其他文化

事业单位则没有针对性的政策，大多是在各政

策中提及其政策执行功能。再加上《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表明我国公共图书馆体系化全面建设

有了政策和法律依据，公共图书馆体系化可持

续发展有了新的动力和根本保障 [22]。由此可知，

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

对公共图书馆有较大期待。

再次，企业在相关政策中出现次数为 35 次，

所占比重为 39.77%，近几年出台的政策侧重于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鼓

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积极推广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文化服务模式，这也表明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需要更多不

同的角色参与进来，共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份额最低的是总工会，只提到 2 次，

占 2.27%，这两份政策都是指向为农民工提供公

共文化服务。

4.4  政策受惠者的统计分析

图 4 是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利益受众分布

情况。按照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将其划分为

人民群众 / 社会公众、基层群众、农民群体、

牧民、弱势群体、残障人士、军人、生活困难

群众 / 低收入人群、欠发达地区群众 9 大类。

其中比例最高的是人民群众 / 社会公众，占到

总量的 73.86%，这说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作为

一种公共政策，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集中反映

的是公共利益；其次，基层群众被提及 50 次，

比例为 56.82%，表明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基层是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和薄弱环节，将工作重心

下移，搞活基层的文化建设，有利于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建设进程。数据显示，弱势群体出现

次数为 46 次，占 52.27%，欠发达地区群众出

现次数为 45 次，占 51.14%，其中，35.23% 的

政策特别指明受惠者包括残障人士，可见政策

已经注意到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相比较而

言，弱势群体，如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

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下岗失业人员、

离退休人员、生活困难群众以及“老少边贫”

地区的人民群众等，能享受的公共文化服务较

为有限，该现象值得政策制定者加以重视。其

余的政策受众 , 按照统计频次从高到低依次排

列分别是农民群体、生活困难群众 / 低收入人

群、军人和牧民。

4.5  政策手段的统计分析

图 5 表示的是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中提

及的各类政策手段出现的频次统计结果。可以

看出，政策中最多提到的政策手段是制度化手

段，次数为 71 次，占到总量的 80.68%，制度规

范体系和标准建设具有明确的规范作用，并非

所有的政策执行者都有高度的自觉性，制度化

手段有助于政策的内化和执行过程中的协调，

从而强化政策效果，被政策制定者认为是最常

规、最有效的政策手段；其次是经济手段，财

政支持的出现次数为 62 次，比例为 70.45%，具

体手段包括政府购买、项目补贴、定向资助、

贷款贴息、财政支持（中央财政适当补助）、

税收优惠、金融服务、专项基金等，这正体现

了公共文化服务是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阐述；

48.86% 的政策选择了法律手段，法律是大多数

人的意志的集中体现，并且具有强制作用，通

过制定并健全法律法规，有利于保障政策得到

有效落实，这一手段也是公共政策中的常用手

段。明确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具体实施手段，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27

知识管理论坛，2018（5）:275-290



知识管理论坛
2018 年 第 5 期（总第 17 期）

286

有助于减少政策执行成本，增强政策的操作性 与可行性，加强政策保障，提升服务效能。

图 4  各类政策受惠者统计

图 5  各类政策手段统计

值得关注的是，法律手段中，69.7% 的政

策表述是“加强对该政策主体有关法律法规的

研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201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作为我国第一部有关公共文化服务的

国家法律，极大地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法制化建设。但是，这是一部关于公共文化服

务宏观意义上的法律，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具体

法律法规尚待健全。

4.6  政策资源的统计分析

图 6 表示的是这些政策中提及的政策资

源类型统计结果。政策资源是指对政策利益

相关者尤其是政策受惠者有影响的各种政策

价值要素。首先，提及最多的是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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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为 83 次，比例高达 94.32%，说明文化

资源是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执行和落实的主要

资源保障；其次是资金，被提到 62 次，所占

比重为 70.45%，公共文化服务以全体人民为

服务对象，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

求并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资金上

的大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其余的政策资源

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分别是设施设备、科技资

源、人才队伍、政策保障（如优惠政策）、

组织资源与土地资源。

图 6  各类政策资源统计

4.7  政策目标的统计分析

图 7 显示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不同目标的

数量统计结果。结果发现，政策中提到次数最

多的政策目标是促进公共文化机构建设，次数

为 43 次，比例为 48.86%，在加强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基础设施、

人才队伍等建设之外，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

治理结构改革更具有新颖性。其中，推进公共

文化机构实施法人治理结构在分析语料中出现

18 次，占到促进公共文化机构这一政策目标的

41.86%，2010 年以前，国家重视加快国有文

化企业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但在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鲜少提及。此后，在开展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

过程中，明确指出的重点创建内容包括形成政

府宏观管理、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模式

相结合的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系，及至《关于

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

施方案》（2017）的出台，以政策的形式将推

进公共文化机构实施法人治理结构摆在突出位

置，成为促进公共文化机构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次是推动欠发达地区文化事业建设，出现次

数为 37 次，比例为 42.05%，可见政策制定者

考虑到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

在该研究语料中被提及次数最少的是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次数为 10 次，比例为

11.36%，除《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一整体意义上的政策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

同样提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此

外，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方面，如针

对戏曲、古籍、文化遗产等领域出台了 6 份相

关政策，努力做到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公共文化

服务政策目标呈现宏观化的特点，具体易于评

价的目标有待加强。该现象不仅值得研究者注

意，还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评估者的关注。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27

知识管理论坛，2018（5）:275-290



知识管理论坛
2018 年 第 5 期（总第 17 期）

288

图 7  各类政策目标统计

5  结论与讨论

上述数据分析显示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

策内容体系的构成，即：国务院下属文化部是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主要责任者；政府与公共

文化机构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政

策受惠人群不局限于某一阶层，而是面向社会

公众，保障公共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关注到弱

势群体；制度化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

构成主要政策手段；文化资源与资金等成为公

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主要政策资源；政策目标主

要侧重于促进公共文化机构建设、推动欠发达

地区文化事业建设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健全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进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如果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得到控制，我国

未来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将出现如下发展趋势：

①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数量将呈现波动上升态势。

鉴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仍处于初步阶

段，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基本文化权益

需要政策加以保障，且随着建设进程的深入，

将在更加具体的层面出台相应政策予以完善，

可预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数量将根据实际

建设情况波浪式增加。②政府继续发挥全面主

导作用。政府将继续主导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

话语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务院下属文化

部仍然扮演主导性的角色。针对政策制定主体

单一的问题，需要政策制定者扩大社会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定的渠道，听取社会各界代

表的意见，以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为导向制定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③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主体

多元化。为避免造成过度强调政府在公共文化

服务政策中的作用而导致对其他政策执行主体

的忽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将在坚持以政府为

主导的前提下，鼓励多主体参与，努力形成政

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新格局。存在的问题是在鼓励各类社会主

体参与的过程中，缺乏具体政策指导、支持、

评估和监督体系，落实的可操作性差，这个问

题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同时，以图书

馆为代表的主体自身建设将逐步加强，进一步

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自主权，提升人民群众的

参与度和获得感。④公共文化服务更加均等化。

虽然目前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受惠者在一定程度

上关注到了欠发达地区群众和弱势群体，但公

共文化服务非均等化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故此，

宏观层面的政策受惠者将仍以全体人民为主，

在此基础上，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将会适当地向

社会少数与弱势群体倾斜，保障社会少数与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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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最基本的文化权益，同时，具体的公共

文化服务政策所针对的受惠者目标人群将进一

步细化，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两者结合，从而

更好地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⑤制度化手

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将继续作为我国公

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主要手段。可以预测到的是，

政策手段将更加多样化，更有利于提升政策效

能。针对法律手段的不足之处，将进一步建立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具体的法律法规，争取

做到有法可依，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更加规

范化。⑥文化资源、资金等资源仍为主要政策

资源。这些政策资源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制

定、执行和评估中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成

为未来制定、实施及评估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必

不可少的要素。此外，随着政策资源来源渠道

狭窄等政策弊病的显明，如资金主要依赖于中

央及地方各级财政，未来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将

会加大力度争取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投入。⑦短

期内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目标宏观化。针对

该现象，笔者建议根据宏观政策目标，分层次

设定具体可行、易于评价的微观政策目标，落

实到具体的任务上，制定衍生的规章细则，将

宏观的政策目标予以明确和细化，这样有利于

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分步实现宏观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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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ent Analysis on Policy Trends of Chines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Wang ping  Hong j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choo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analysis about policy trend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ttempts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the policy planning and making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 the future. [Method/
process] Based on 90 policy texts o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from 1982 to 2017, the 
article carried out analysis from seven perspectives, including annual policies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policy 
makers, policy enforcers, policy beneficiaries, policy instruments, policy resources and policy objectives, and 
formed a preliminary judgment on the policy trends o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 China. [Result/conclusion] 
The number of policies o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will show an increasing trend;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leading role fully; the participants i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re diversifie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will tend to be more equal; institutionalized means, economic means and legal mean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main policy instrument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apital remain the main policy resources; the policy objec-
tive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China will be macroscopic in the short term.
Key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policy text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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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交媒体是人们彼此之间分享意见、见解、

经验与观点的工具和平台，近年来迅速发展的

以社交媒体为基础的内容型社区为电商平台带

【学术探索】

社交媒体中用户知识分享对消费者购买
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小红书”为例

◎卢新元  李杨莉  李珊珊  卞春会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化媒体开始构建 “ 社区＋电商 ”

的新型商业模式，本文旨在探索内容型社区中用户知识共享对其购买行为的影响，从而为提高社区内用户

的购买行为提供管理对策。[ 方法 / 过程 ] 以 “ 小红书 ” 为例，分析其内部运行机制，基于 Szulanski 的知

识转移模型，构建 “ 小红书 ” 中知识共享过程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并以 “ 小红书 ” 的用户

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 / 结论 ] 在社会化媒体中，可以把用户之间的知

识共享分成知识的产生、交互、整合及反馈等 4 个阶段，其中用户互动、感知风险和接受者的专业能力对

其购买行为有积极影响；知识共享过程通过知识共享内容和程度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用户购买意愿，其

中知识共享内容对其影响较大，这也表明在社会化媒体运营中，丰富和提高社区内容、加强用户互动和降

低用户的感知风险是增强用户购买行为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    知识共享    小红书    用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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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不少流量，成为下一个大数据电商的关口。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之下，“社区＋电商”

的形式越来越受欢迎。用户利用社会化媒体分

享商业信息和购物体验呈现出独特的优势。社

区型购物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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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互联网商业分销渠道。

“小红书”自 2013 年上市以来，从一个

默默无闻的跨境电商迅速成长为拥有 3 000 万

用户，半年销售额达到 7 亿的大型 UGC（User 
Generate Content，用户创作内容）购物网站，

这样的成绩无疑令人艳羡。目前针对“小红书”

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口碑营销”“社区平台

管理”“信任研究”等阶段，鲜有人对其大量

用户产生的海量社区知识以及知识共享对用户

购买倾向的影响进行理论推导以及实证调查。

因此，本文在研究内容型社区“小红书”内部

知识共享过程的基础上，构筑社区知识分享对

用户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通过调

查问卷以及深度访谈方式采集真实的用户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对内容型购

物社区的运营给出实际的管理对策。

2  研究假设与模型建立

2.1  影响因素体系建立

G. Szulanski[1] 曾针对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

提出了知识转移过程模型，将知识转移过程分

成 4 个阶段：初始阶段（initation），即知识

的产生和识别；实施阶段（implementation），

指双方建立适合的转移渠道；调整阶段（ram-
pup），指对知识进行调整适应新的情境；整合

阶段（integration），指对知识进行内化并成为

自身知识的一部分。目前“小红书”的界面有 4
个模块——“发现”“消息”“关注”和“购

买”，分别对应着知识的产生—知识交互—知

识整合—知识的反馈这 4 个功能，与知识转移

过程模型的 4 个阶段是契合的，所以本文拟基

于 G. Szulanski 的知识转移过程模型来构建“小

红书”内部知识共享过程模型。

笔者抽取了 30 名“小红书”的资深用户进

行深入访谈，了解他们在知识共享四大阶段的

行为和影响其购买的因素。笔者了解到用户会

通过“发现”功能去搜索需要购买产品的相关

使用笔记，这个阶段社区知识的丰富性和社区

的活跃度会影响用户的进一步留存；用户发现

了优质内容后，会进而通过“消息”功能在社

区内点赞、评论或者转载笔记，交流产品的使

用和购买心得，用户产生的产品口碑是吸引其

他用户购买的关键；而“关注”板块则是体现

用户对意见领袖的跟随，访谈结果表明他们一

般都会参考意见领袖对产品的推荐，最终产生

购买行为。

2.2  文献回顾

通过综合访谈结果和相关文献的归纳，笔

者总结出知识共享四大阶段中影响用户购买的

因素，并基于此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2.2.1  知识的产生阶段

有研究表明用户的活跃行为会产生更多的

社会交互，比如互相评论、转发朋友日志、对

共同话题进行探讨等。Y. Jia[2] 等认为活跃用户

更倾向于创造内容，比如照片、日志、视频等，

用户创造内容是网上社区的宝贵财富，并且可

以吸引新成员的加人。K. J. Trainor[3] 等也认为

社交网络可以让用户创造和分享内容，为其提

供了沟通及建立关系的渠道，而用户活跃行为

主要为虚拟社区网站贡献了内容和关系资源。

而另一方面，用户参与及用户互动是社交媒体

流量的重要来源，决定着社交媒体的活跃。J. C. 
Nunes[4] 的研究表明消费者之间的讨论比营销人

员的信息更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和购买欲望。T. 
R. Gruber[5] 等人认为在社会化媒体中，消费者

之间的互动频率和关注频率能够通过成员关系

和信息价值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方式。由此假

设：

H1：“小红书”中用户活跃度正向影响其

知识共享的内容。

H2：“小红书”中用户活跃度正向影响其

知识共享的程度。

H3：用户互动的频率正向影响知识共享的

程度。

H4：用户互动的频率正向影响知识共享的

内容。

2.2.2  知识的交互阶段

当消费者在面对新产品时，会寻找与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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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关的意见领袖，寻求专业意见。从理论上

来看，这体现的是网络节点生成内容和网络关

系建立的互动，H. Luetal[6] 研究表明网络节点贡

献的内容越多，就越能够吸引他人与自己建立

关系；而关注粉丝越多，越能够激发网络节点

贡献内容。而 D. Goes[7] 的研究发现，由于存在

风险，消费者往往会在网上搜寻商品信息，用

户的感知风险与网上搜索程度呈正向关系；Y. 
Charband [8] 就指出消费者对于感知风险大的产

品会希望拥有更多的知识降低购买此种产品的

风险，并以此辅助自己的购买决策，从而辅助

自己的购买 , 由此假设：

H5：社区内意见领袖正向影响知识共享的

内容。

H6：用户感知风险通过知识搜寻的程度正

向影响知识共享的内容。

H7：用户感知风险正向影响知识共享的程

度。

2.2.3  知识的整合阶段

信息接收者的专业能力是指针对某一商品

领域，信息接收者对于该商品领域所拥有的知

识、经验、技术等专业能力的自我主观认定。

通过访谈笔者还了解到专业能力较低的消费者

会对自己的判断决策甚至已经掌握的信息都缺

乏信心，从而会进行更多的信息搜索。C. M. 
Chiu[9] 认为那些具有高专业水平的消费者比专业

水平较低的消费者更少进行信息搜寻，从而降

低了知识共享的程度。而众多学者通过实证研

究表明，人们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信任的时候，

一般更愿意进行人际交往和知识共享，人际信

任对知识共享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曲霏 [10] 基

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提出了当个体与虚拟社区

成员之间具有的信任程度越高，那么他参与知

识共享活动的意愿就更大。由此假设：

H8：接受者的专业能力负向影响知识共享

的程度。

H9：“小红书”中用户之间信任正向影响

知识共享的内容。

H10：“小红书”中用户之间的信任正向影

响知识共享的程度。

2.2.4  知识的反馈阶段

M. K. Jones[11] 认为通过在线评论，特别

是交流商品信息和购物经验，用户可以在虚拟

社区内找到归属感，从而增加购买的几率。李

莉 [12] 等认为在线评论会因为用户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对虚拟社区内用户知识共享产生潜在威

胁，从而降低用户的忠诚度。社会交流理论则

认为信任和知识共享是交流双方的纽带，在线

评论的详细程度、细致度会加强用户之间的信

任感，从而进一步影响用户知识共享的程度。

J. Chatter[13] 通过研究发现，消费者大量阅读

他人发表的评论后，会增加对整个社区的信任

感，从而更愿意进行知识共享。由此假设：

H11：在线评论通过影响用户之间的信任感

正向影响知识共享的程度。

2.2.5  知识共享内容和程度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

影响

本文对“在线购物社区中用户购买行为”

的定义如下：在内容型购物网站如火如荼发展

以及平台相关电商功能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

使网络消费者被社区内用户分享的优质内容所

吸引，并受到有关产品的原创、评论、转发等

信息的影响，产生购买需求，完成购买决策。

常亚平 [14] 等提出用“共享内容”来描述知识共

享；H. Thomas[15] 等提出描述知识共享时要考虑

到“共享程度”。周涛 [16] 等认为虚拟社区知识

共享的内容质量越高，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

响越大。P. A.Kim[17] 认为在虚拟社区中用户共

享内容相关性越高，专业性越强，越能赢得消

费者的肯定，从而加深其对网站的信任感。N. 
Hara[18] 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化媒体知识分

享程度等会影响成员对该社会化媒体的忠诚，

从而进一步影响用户的购买。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2：知识共享的内容通过消费者的专业知

识正向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H13：知识共享的程度通过用户之间的互动

强度正向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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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社会化媒体中知识共享对 消费者购买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用户购买

知识共享程度 知识共享内容

意
见
领
袖

感
知
风
险

信
任

接
受
者
能
力

在
线
评
论

社
区
活
跃
度

用
户
互
动

知识产生阶段 知识交互阶段 知识整合阶段 知识反馈阶段

 图 1  知识共享对用户购买的影响因素体系

3  数据分析

3.1  问卷调查

运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变

量的指标用五级 Liker 量表来测度。问卷的第一

部分内容是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

基本信息；其次是变量的测项，每个变量的测

项都是根据以往文献改编而来，确保了问卷的

内容效度。问卷设计完成出来后，首先邀请“小

红书”3 名资深用户和 2 名知名电商企业的员工

对问卷提意见，笔者再进行修改；其次，寻找

30 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的前测，进一步精练

了问卷的内容和语言，最终的测量表如表1所示：

3.2  数据的收集

本研究以“小红书”作为社会化商务平台

的研究环境。“小红书”月活跃用户超过 2 亿，

是中国发展快速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因此，

本研究选择在“小红书”网站上进行问卷的发

放，为了鼓励更多的用户完成问卷，当受访人

回答问题后，笔者会随机发送一个红包作为奖

励。为了确保问卷的质量，将“是否有在小红

书上面的购物经验”作为初步筛选问题。问卷

正式发放时间为 2017 年 3 月至 7 月，最终有

350 个用户反馈了问卷，其中有 50 份不完整的

数据被删除。在受访者中，86.7% 的为女性用户，

13.3% 的为男性用户；大多数受访者在 18-30 岁

之间（79.2%）；在教育程度方面，84.5% 的用

户具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大多数人（72.8%）

具有一年以上的“小红书”购物经历。

3.3  信度和效度分析

采用 SPSS21.0 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结果

见表 2，所有潜变量的 Crobach’α 值均大于 0.7，
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采用主成分分析进

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 值为 0.876，Bartlet
的球形检验中 Sig 值为 0.000，表明样本数据适

合做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公因

子的提取。对知识共享过程、知识共享内容、

共享程度、购买意愿的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后，

知识共享过程得到 7 个因子 ( 社区活跃度 ST、
用户互动 UC、意见领袖 SL、感知风险 FC、信

任 BE、在线评论 OD)，知识共享得到 2 个因子

( 共享程度 KD 和共享内容 KN)，购买意愿得到

1 个因子 ( 用户购买 UB)。其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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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会化媒体中知识转移因素量表来源

研究变量 指标 变量解释 变量来源

社区活跃度

ST1 在线时间

Y. Yang（2006）ST2 笔记数量

ST3 回帖率

用户互动

UC1 点赞数

A. Kankanhalli （2005）UC2 转载笔记数

UC3 关注数

意见领袖

SL1 获赞数

 R. Reagvns （2014）SL2 粉丝数

SL3 用户等级

感知风险

FC1 遭受损失

D.J.Kim (2000)FC2 错误决定

FC3 带来麻烦

接受者的专业能力
SP1 产品专业知识

常亚平（2005）
SP2 对产品的熟悉程度

信任

BE1 信息准确性

J.Chatter(2002)BE2 信息真实性

BE3 信息可靠性

在线评论
OD1 评论频率

D.Brucks（2006）
OD2 评论数量

知识共享程度

KD1 浏览网站

周涛 (2013)KD2 发表笔记

KD3 转载并评论

知识共享内容
KN1 笔记

常亚平（2015）
KN2 多媒体信息

购买意愿

UB1 可能不购买

S.Spears（2004）UB2 一定会购买

UB3 购买兴趣很高

3.4  结果分析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和描述性分析见表 3。
由表 3 可知，ST 社区活跃度、BE 信任和 OD
在线评论与 KD 知识共享程度在 0.01 显著性水

平下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0.5，说明这 3 个变量与

KD 知识共享程度存在中度正相关关系。知识共

享程度 KD 和知识共享内容 KN 在 0.01 显著性

水平下与 UB 用户购买的相关性系数均接近 0.5，
这表明知识共享内容和程度在 0.01 显著性水平

上存在低度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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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度和效度分析 

潜变量 测度项 负载值 AVE 值 CR Cronbach’α

社区活跃度 (ST)
ST1 0.891***

0.788 0.918 0.867ST2 0.872***

ST3 0.901***

用户互动（UC）

UC1 0.822***

0.704 0.876 0.897UC2 0.893***

UC3 0.872***

意见领袖（SL)
SL1 0.745***

0.743 0.896 0.836SL2 0.873***

SL3 0.882***

感知风险（FC）

FC1 0.831***

0.724 0.887 0.813FC2 0.829***

FC3 0.824***

专业能力（SP）
SP1 0.899***

0.783 0.915 0.918
SP2 0.932***

信任（BE）
BE1 0.821***

0.701 0.875 0.899BE2 0.873***

BE3 0.817***

在线评论（OD)
OD1 0.845***

0.661 0.854 0.701
OD2 0.776***

共享程度（KD)
KD1 0.817***

0.702 0.876 0.942KD2 0.854***

KD3 0.843***

共享内容（KN)
KN1 0.824***

0.706 0.878 0.842
KN2 0.842***

用户购买（UB)
UB1 0.928***

0.742 0.895 0.719UB2 0.775***

UB3 0.875***

注：*** p ＜ 0.01

表 3  相关系数及描述性分析（N=300）

变量 1.ST 2.UC 3.SL 4.FC 5.SP 6.BE 7OD 8.KD 9.KN 10.UB
1 ST 1.000
2 UC 0.097** 1.000
3.SL -0.039** 0.213** 1.000
4.FC 0.226** 0.189** 0.241** 1.000
5.SP 0.161** 0.137** -0.038** 0.231** 1.000
6.BE 0.139** 0.101** 0.178** 0.331** 0.339** 1.000
7.OD 0.272** -0.052** -0.012** 0.144** 0.029** 0.108** 1.000
8.KD 0.504** 0.360** 0.339** 0.347** 0.214** 0.507** 0.767** 1.000
9.KN 0.322** 0.567** 0.338** 0.588** -0.274** 0.543** 0.324** 0.367** 1.000
10.UB 0.463** 0.366** 0.487** 0.375** -0.382** 0.69** 0.452** 0.462** 0.486** 1.000

注：** 代表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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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可初步检验模型的

各假设是否成立，但不能完全说明知识共享过程、

共享内容以及用户购买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

用逐步回归法对知识共享过程—知识共享、知识

共享—用户购买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来分析其间

的定量关系。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加入

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后，模型的解释程度明显提升，

说明知识共享程度和内容对用户购买具有影响。

表 4  回归分析

模型　 变量
模型 1

用户购买
模型 2

用户购买
模型 3

知识共享程度
模型 4

知识共享内容

自变量

用户活跃度 　 　 0.197** 　

用户互动 　 0.201*** 　 0.172**

意见领袖 　 　 　 　

感知风险 　 0.171** 　 0.238**

接受者能力 　 0.158** 　 　

信任 　 0.111* 0.190** 0.318***

在线评论 　 　 0.361** 　

中介变量
知识共享程度 0.177*** 　 　 　

知识共享内容 0.179** 　 　 　

　 常数项 2.632 1.794 0.433 1.441

　 R² 0.560 0.254 0.232 0.241

Adjusted R² 0.512 0.246 0.215 0.230

F 值 14.502 11.099 20.099 14.102

注：*** 表示在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如表 4 所示，模型 1 代表中介变量知识共

享程度 KD 与知识共享内容 KN 对因变量用户

购买的回归分析，由此可知 KD 知识共享程度

和 KN 知识共享内容都进入到 UB 购买意愿的

回归方程中，它们的回归系数对应的 Sig. 值均

小于 0.05, 两者都对 UB 用户购买有显著影响

（β=0.177，p ＜ 0.001；β=0.179，p ＜ 0.01）。

这也说明了前文假设 12、13 成立。

模型 2 代表了知识共享过程中的 7 个自变

量对用户购买的回归模型，笔者采用的是逐步

回归法，由表 4 可知 UC 用户互动、BE 信任、

FC 感知风险和 ST 社区活跃度这 4 个变量进入

了回归方程。对于用户购买而言，UC 用户互

动、BE 信任、FC 感知风险及 ST 社区活跃度都

存在正向且显著的影响（β=0.201，p ＜ 0.001；
β=0.171，p ＜ 0.01；β=0.158，p ＜ 0.01；

β=0.111，p ＜ 0.01），且 R² 显示知识共享过程

中的 4 个影响因素共同解释了用户购买方差的

24.6%，这也说明了在社区内知识共享的 4 个阶

段，用户之间的互动能够影响用户的购买意愿。

除此之外，平台中用户之间的互相信任也对以

内容为主的社区型媒体具有重要的影响；用户

对购买该产品的风险感知也会进一步影响其购

买；社区活跃度作为一个社区最重要的标志，

不仅代表了整个社区的流量，也侧面反映了该

社会化媒体的用户量的数量，也会影响用户购

买水平。这也说明我们前文假设 H2、H10 和

H11 成立。

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代表了知识共享过程

的 7 个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知识共享程度 KD 和

知识共享程度 KN 的回归分析。由模型 3 的结

果可知，OD 在线评论、ST 社区活跃度和 BE 信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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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都进入了 KD 知识共享程度的回归方程，R²
显示对于知识共享程度而言，在线评论 OD、社

区活跃度 ST 及信任 BE 对社会化媒体中知识共

享程度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且共同解释了社

会化媒体中知识共享程度方差的 21.5%。由此证

明，假设 H2、H10 和 H11 成立。同理根据模型

4 的结果可证明，信任 BE、感知风险 FC 和用

户互动 UC 对社会化媒体中的知识共享内容均有

显著正向影响（β=0.318，p ＜ 0.001；β=0.238，
P ＜ 0.001；β=0.172，P ＜ 0.01），且共同解释

了社会化媒体中知识共享内容方差的 15.1%。因

此，假设 H9、H6 和 H4 成立。

3.5  中介效应检验

由前面的回归分析可知，知识共享过程、

知识共享程度和内容与购买意愿之间存在显著

关系，满足 K.Baron 提出的中介作用的条件，

因而需要验证：知识共享过程是否通过对知识

共享内容和程度间接影响购买意愿。由表 5 的

回归结果可知，UC、BE、FC 和 ST 这 4 个变量

对用户购买行为有显著影响，笔者主要观察在

有无中介变量的对比下，这 4 个自变量对因变

量用户购买的影响变化，以此来判断中介变量

的效果。

对中介变量的检验有 3 个步骤（见表 5），

其中，X 为自变量，Y 为因变量，M 为中介变量。

表 5 中模型 1 的结果显示，X 对 Y 做回归，因

变量（用户购买）为Y，自变量为用户互动、信任、

感知风险、社区活跃度；模型 2 的结果显示，X
对 M 做回归，因变量为 M（知识共享程度），

自变量为用户互动、信任、感知风险和社区活

跃度；模型 3 的结果显示，X 和 M 对 Y 做回归，

自变量为 X 和 M，因变量为 Y（用户购买）。

在表 5 中，加入中介变量知识共享程度

KD 后，UC 用户互动和 FC 感知风险对购买意

愿的影响由显著变得不显著，ST 用户活跃度和

BE 信任对于用户购买的影响还是显著的，但

是 BE 信任的回归系数由 0.158 变成了 0.091，
除此之外，其他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都有所减

少。而 KD 知识共享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0.028，

Sig.<0.05，对购买意向的影响显著。说明了知

识共享程度在知识共享过程与用户购买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同理将知识共享过程和知识共

享内容作为自变量，同因变量对用户购买做强

制回归分析，得到知识共享内容在知识共享过

程与用户购买之间也存在着部分中介作用。因

此可得假设 H12 和 H13 成立。

表 5  中介效应的检验

变量
自变量

模型 1.
用户购买

模型 2.
知识共享程度

模型 3.
用户购买

用户互动 0.201*** 0.361*** 0.028

感知风险 0.158*** 0.197*** 0.091

社区活跃度 0.171** 0.190*** 0.035*

信任 0.111** 0.122***  0.105***

常数项 1.794 0.433 0.992

R² 0.215 0.248 0.151

Adjusted R² 0.201 0.212 0.102

注：*** 表示在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综合上文的所有分析结果，将原始模型进

行修改，修改后如图 2 所示：

用户购买

知识共享
程度

知识共享
内容

社
区
活
跃
度

用
户
互
动

感
知
风
险

信
任

在
线
评
论

0.177*** 0.179**

0.197**

0.172**

0.361**

0.318***

0.238**

0.190**

R²=56.2%

R²=23.2% R²=24.1%

知识产生阶段 知识交互阶段 知识整合阶段 知识反馈阶段

注：*、**、***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

图 2  知识共享对用户购买的影响因素模型

4  管理启示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和“小红书”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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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情况，笔者对内容型社区发展提出如下对

策：

（1）加强用户之间以及用户与平台之间的

信任关系，可以进一步提高用户购买率。“小

红书”作为一个社区类的电商网站，主要靠用

户的笔记来进行用户的知识共享，因此笔记的

质量直接影响用户的选择和购买。网站需要以

第三方的角度进行优质用户以及优质笔记的筛

选，并引入评级制，对于等级高的用户进行奖励，

对发布虚假笔记的用户进行封号处理，以免对

平台造成负面影响。这样不仅保证用户生成内

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在另一方面调动了用

户的在平台上进行知识共享的积极性。

（2）加强社会化媒体中的用户互动。通过

本研究发现，社区内的用户互动可以通过正向

影响用户知识共享的内容来进一步提高购买转

化率。由于“小红书”是社区类电商平台，其

用户大多数是陌生人，为用户建立可信方便的

互动通道，构建他们的共同兴趣板块，可以增

强用户之间的联系和口碑传播的效果，从而增

加用户的购买行为。

   （3）合理利用好用户的在线评论，将其

转化成社区的重要资源。“小红书”主要是通

过一些用户的笔记来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和购

买，所以用户之间的在线评论可以作为网站选

择上架商品的一个很好的原始“数据库”：网

站可以通过统计评选网站最热门的产品，通过

用户的在线评论评选口碑产品，这都能使网站

更好地匹配用户的喜好，满足他们的真正需要，

同时也能提高网站商品的购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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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Users in Social Media on Consumer 
Purchasing: A Case Study of “Little Red Book”

Lu Xinyuan  LiYangli  Li Shanshan  Bian Chunhu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social media have been begun to build a new business model of “community + e-commerce”. This pa-
per aims to explore the user knowledge sharing on their consumer behavior in the content community, so as 
to provide a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improving the purchasing behavior of users in the community. [Method/
process] This article took “Little Red Book”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its internal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based on Szulanski’s knowledge transfer model, built the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of the knowledge sharing 
process on consumer purchase behavior in the “Little Red Book”. Finally,it took the users of the “Little Red 
Book” as the survey object, through the data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con-
clusion] In social media,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user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knowledge genera-
tion, interaction, integration and feedback, in which user interaction, perceived risk and the professional abil-
ity of the recipient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their purchase behavior; The knowledge sharing process further 
influences the users’ willingness to purchase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knowledge sharing content and 
degree, and the knowledge sharing conten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it, which also indicates that in social media 
operations, enriching and improving community content and strengthen users, enhancing user interaction and 
reducing the perceived risk of users are the key to promoting user purchases.
Keywords: social media    knowledge sharing    Little Red Book    user pur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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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研数据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随

着数据密集型研究范式的推广，特别是科研数

据作为重要的基础性资源在推动新的科学发现、

降低科研成本、规范科研过程以及促进科研诚

信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凸显，科研数据的管理与

共享已成为各国重要的战略目标，受到国际组

织、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

然而，科研数据的管理与共享也面临着共

【学术探索】

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政策内容分析
◎邢文明 1  华小琴 2

1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湘潭 411105
2 中国计量大学图书馆  杭州 310018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通过分析澳大利亚高校有关科研数据政策的现状与特点，为我国高校制定和实施

科研数据政策提供参考。［方法/过程］以收集到的27项科研数据政策为对象，分析这些政策的基本情况（政

策的制定者、制定时间、修订周期）、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前言、适用范围、相关概念与定义、数据管

理主体及责任、数据管理计划、数据所有权、数据的存储与保存、数据的获取与共享利用、数据的转移、

政策实施负责人等）以及与本政策相关的政策等，在此基础上总结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特点。［结

果/结论］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具有政策规范、内容明确，权责清晰、重视对科研人员的支持与服务、

注重与其他政策的关联与协同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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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意愿低、数据质量难以控制、缺乏数据管理

经费等障碍 [1]。因而，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以解

决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是国

际社会的普遍做法。科研教育机构既是科研数

据的主要产出者，也是科研资助机构资助项目

的主要承担者，因而成为科研数据管理的关键

角色 [2]，其科研数据政策也备受关注。2018 年

3 月我国政府出台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指

出 [3]：“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等法

人单位是科学数据管理的责任主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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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本单位科学数据相关管理制度”是其重要

职责之一。在此背景下，制定本单位的科研数

据政策以促进和规范科研数据共享，将成为我

国科研机构的重要职责和迫切任务。当前我国

的科研机构特别是高校基本尚未制定本单位的

科研数据政策，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英国、美

国等国家均已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科研数

据政策，能够为我国制定与完善科学数据政策、

推进科学数据共享实践提供借鉴 [4]。本文拟在

对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进行全面调查

的基础上，对这些政策进行内容分析，以期为

我国高校制定和实施科研数据政策提供参考。

2  研究综述

澳大利亚科研数据政策的制定源于 2007
年制定的《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准则》

（Australian Code for the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5]，该准则明确指出每个高校都必须

制定本校的科研数据政策。随后，澳大利亚国

家数据服务中心于 2010 年发布了《高校 / 机构

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大纲》[6]，为各高校制定科研

数据政策提供指导，有力地促进了澳大利亚高

校科研数据政策的制定与发展。在国外学者对

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研究中，N. S. Mauthner 和
O. Parry 从政策和实践两方面对科研数据开放共

享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机构的科研数据

政策通常忽视了数据共享中面临的一些实际问

题，如科研人员之间共享数据通常是基于彼此

关系或者共同的话题，而对将自己的数据上传

到数据存储中心进行公开共享存在排斥心理，

因而作者建议机构在制定政策时考虑这些因素，

给研究人员更多选择空间，以便更好地促进科

研数据共享 [7]。R. Higman 和 S. Pinfield 基于英

国高校调研结果分析了机构科研数据政策制定

过程中，科研数据管理和科研数据共享两者间

的关系，发现尽管实现科研数据共享应该是高

校制定科研数据政策的出发点，但实际上，推

动高校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却是管理者（科研

资助机构）的要求 [8]。

国内研究人员为了给我国高校制定科研数

据政策提供参考，对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政

策相对较为关注，相关研究可概括为 3 个方面：

①从宏观上考察国外发达国家的科研数据政策

体系，指出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重要意义，如

司莉与邢文明 [9]、唐义 [10]、张瑶与吕俊生 [11]、

董坤与顾立平 [12]、何青芳 [4]、温芳芳 [13] 等的研

究显示，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均已形

成了涵盖国家 / 政府、科研资助机构、科研教育

机构、数据存储 / 共享中心、学术出版机构等不

同层面、较为完善的科研数据政策体系，有力

地推动和保障了各国的科研数据共享；②不同

国家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比较研究，如司莉与

李月婷 [14]、丁培 [15]、庄晓喆 [16] 等对不同国

家的高校科研数据政策进行调研，探寻不同

国家的政策特点；③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

政策的调研分析，如完颜邓邓 [17]、周晓燕与

宰冰欣 [18-19] 分别对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

管理与共享政策、科研数据保存政策和科研数

据政策的制定进行研究，分析政策的背景与内

容，指出对我国高校的借鉴意义。

以上研究为我们了解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

据政策的现状，特别是吸收借鉴其有益经验提

供了线索，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部

分研究的出发点是对不同国家科研数据政策体

系的宏观梳理，因而难以对澳大利亚高校的科

研数据政策进行深入分析；二是近年来澳大利

亚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发展较快，部分研究成

果由于发表时间较早或仅选取部分高校的科研

数据政策作为分析样本，因而难以反映最新实

践进展。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调

研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最新进展，并

对政策的背景与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我

国高校制定科研数据政策提供参考。

3  研究方案与思路

为全面了解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政

策的情况，笔者以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中心

（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ANDS）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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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登记表》[20] 为依

据进行调查分析。该表详细列出了澳大利亚各

高校（共 39 所）有关科研数据的政策、相关资

源与服务（包括科研数据存储库、科研数据管

理的工具与指南等）。绝大部分高校同时制定

了研究行为准则 / 负责任研究行为政策（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Policy，其中包含了科研数据管理与共

享的相关规定）和专门的科研数据政策，少部

分学校只制定了其中一种政策。为便于分析，

本文只选取那些专门的科研数据政策（共 27 项）

作为分析样本，见表 1。本文拟在对政策的基本

情况（政策的批准者、制定时间、修订周期等）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

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出可供我国参

考的要点。

表 1  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政策一览表

序
号

学  校 政策名称 生效日期 修订日期

1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澳
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2013/02/20 2016/02/20

2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中
央昆士兰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and 
Procedure

2016/11/21 2019/09/26

3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查尔斯
达尔文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2014/10/01 2017/10/01

4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查尔斯特
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2014/08/01 2015/07/01

5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科
廷科技大学）

Research Data and Primary Materials Policy 2014/03/07 2015/08/28

6 Deakin University（迪肯大学）
Research Data and Primary Materials 
Management Procedure

2016/09/21 2019/09/13

7
Edith Cowan University（埃迪斯科
文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2008/06/12 2013/09/09

8
Federation University Australia（澳
大利亚联邦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2016/08/31 2021/08/31

9 Flinders University（弗林德斯大学）
Management of Research Data and Primary 
Materials Policy

2016/06/26 -

10 Griffith University（格里菲斯大学）
Schedule of Retention Periods for Research 
Data and Primary Materials

- -

11 La Trobe University（拉筹伯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2016/12/02 2019/05/11
12 Monash University（莫纳什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2010/11/24 2013/11/25

13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昆士兰科技大学）

Management of research data 2015/11/13 2018/06/30

14
RMIT University（皇家墨尔本理工
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process 2016/09/05 -

15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阿德莱
德大学）

Research Data and Primary Materials Policy 2016/01/01 2018/12/31

16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墨尔
本大学）

Management of Research Data and Records 
Policy

2011/05/19 2013/11/20

17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昆士
兰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 Policy 2013/11/28 201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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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18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悉尼大
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2014 2013/11/29 2016/10/25

19
University of Canberra（堪培拉大
学）

Management of Research Data and Primary 
Research Materials Policy

2011/11/14 2017/03/01

20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新英格
兰大学）

Management and Storage of Research Data 
and Materials Policy

2012/12/07 2015/12/07

21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纽
卡斯尔大学）

Research Data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Guideline

2008/12/03 2015/11/04

22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南澳
大学）

Ownership and Retention of Data 2009/11/27 -

23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
（南昆士兰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2016/08/01 2019/08/01

24
University of Tasmania（塔斯马尼
亚大学）

Management of Research Data Policy 2013/08/01 2016/08/01

25
University of Tasmania – IMAS（塔
斯马尼亚大学海洋与南极洲研究学
院）

Data Management Policy - -

26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卧龙岗
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2011/12/02 2016/12/09

27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西悉尼
大学）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2015/11/26 2016/07/26

注：调查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29 日；“修订日期”指自政策生效后第一次修订的日期；部分政策未提供生

效日期或修订日期

由表 1 可知，截至 2017 年 7 月底，共有 27
所澳大利亚高校制定了专门的科研数据政策，

这些政策的名称较为统一，绝大多数都是“科

研数据（与原始资料）管理政策”，少数政策

的名称略有不同，如格里菲斯大学的《科研数

据与原始资料保存期限安排》[21]、南澳大学的《数

据归属与保存》[22] 等。笔者将以这 27 项科研数

据政策为样本，对其基本情况和具体内容进行

分析。

4  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基本
情况分析

4.1  政策的批准者

调查发现，不少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

政策记录了政策的批准者（Approval Authority
或 Approved by）的信息。经统计，政策的批

准者主要有两类人员：一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

（Academic Board，10项）或学术评议会（Academic 
Senate，3 项）；二是学校校长（vice-chancellor
或 President，9 项）。此外，皇家墨尔本理工大

学科研数据政策的批准者是研究办公室执行主

任（Executive Director, Research Office）。

4.2  政策的制定时间

在所有政策中，有 26 项政策标明了其制定

的时间，笔者统计了各年度制定的政策数量，

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看出，澳大利亚高校制定科研数

据政策是从 2008 年开始的，呈波动上升的趋势，

在 2012 年之后进入高峰期。其背景是 2007 年

出台的《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准则》[23] 的

第 2 部分对科研数据管理进行了规定，并要求

各科研机构制定本机构的行为准则，以更好地

指导科研人员开展科研。此后各高校纷纷制定

了本校的负责任研究行为准则或专门的科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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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政策，以响应该准则的要求。

图 1  各年份制定的政策数量

4.3  政策的修订周期

样本政策中，有 23 项政策标出了修订时间。

笔者对这些政策的修订间隔（以年为单位）进

行统计（见图 2）发现，修订周期为 3 年的政策

最多（共 12 项），其次是 1 年和 5 年的（均为

3 项）。可见，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修

订周期大都在 5 年以下。这也说明他们较重视

对政策的修订和调整。

图 2  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修订周期

还有一些大学的科研数据政策注明了拟修

订的时间。如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科研数

据管理政策》[24]，制定时间是 2012 年 12 月，

拟修订时间是 2015 年 12 月。笔者统计发现，

共有 9 项政策注明了下次修订的时间。然而，

调查分析也发现部分政策并没有如期进行修订，

如纽卡斯尔大学的《科研数据与资料管理规程》
[25] 注明的修订时间为 2013 年 9 月，墨尔本大学

的《科研数据与记录管理政策》[26] 注明的修订

时间是 2013 年 11 月，拉筹伯大学的《科研数

据管理政策》[27] 注明的修订时间是 2012 年 6 月，

但笔者并没有找到这些政策的修订版。

5  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政策的内容
分析

调查发现，虽然大多数科研数据政策都标

明了章节，但这些章节的名称并不统一，为便

于分析，笔者在参考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中

心（ANDS）发布的《澳大利亚大学 / 科研机构

研究数据管理政策大纲》[6] 的基础上，将科研

数据政策的内容分为政策前言（政策声明、政

策目的等）、政策的适用范围、政策中的相关

概念 / 定义、数据管理主体及各主体的责任、数

据所有权、数据存储与保存、数据的获取与利用、

科研人员离开学校使数据的处理等方面，并分

别对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政策重点，

以期为我国高校制定科研数据政策提供借鉴。

5.1  政策前言

5.1.1  政策声明

共有 14 所大学的科研数据政策包含了政

策声明，但不同的政策对此有不同的称谓，

使用最多的是声明（Statement），其次是介绍

（Introduction），如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皇家

墨尔本理工大学等学校的政策。此外，还有的

政策称为概述（Overview）、前言（Preamble）、

原则（Principle）等。

分析发现，这些政策的声明主要包括以下

三方面的内容：①政策的法理依据 / 背景，不

少学校的科研数据政策都指出政策的制定是为

了响应《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准则》的要

求，如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政

策》[28] 指出，“本政策基于《澳大利亚负责任

研究行为准则》的基本原则”；②科研数据的

意义与价值，如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科研

数据管理政策》[24] 指出：“科研数据是科研活

动产生的有价值的产品之一，它可以帮助科研

人员、教职员工、学校及研究机构更好地掌握

研究概况，提高公共投资的回报，作为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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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补充，增加研究的透明度，以及作为研究

成果的证明”；③政策的基本观点 / 立场，如澳

大利亚联邦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政策 [29]》的声

明指出：“学校致力于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标准，

以实现对科研数据与资料的充分保存，从而作

为研究成果的证明以及当研究成果受到质疑时

的证据”。

5.1.2  政策目的

共有 24 所大学的科研数据政策包含了政策

目的（Purpose/Intent）。分析发现，这些政策的

目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规范科研数据

的管理与保存，促进数据共享，进而提高研究

效益和效率；②通过对研究数据、原始资料及

记录的保存，促进研究的透明性，提高研究质

量和学术诚信，并作为研究成果的证明和成果

受到质疑时的证据。如中央昆士兰大学的《科

研数据管理政策与程序》[30] 指出：“政策的目

的是为学校的研究者和受教育者负责任地记录、

管理和保存科研数据提供指导，学校致力于使

科研数据得到适当保存以作为科研成果的证明，

以及当科研成果受到质疑时作为证据。”

5.2  政策适用范围

共有 22 所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对政策的适

用范围进行了说明，名称通常为：范围（Scope）、

适用（Application）或受众（Audience）。这些

政策通常从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两方面进行界

定：从适用范围看，所有在本校开展的研究所

产生的数据、资料和记录，都应加以管理和保

存；从适用对象看，所有与本校有关的人员（无

论是否在校、正式和非正式人员，包括学生、

访问学者、合作者、志愿者等），凡是开展或

参与科学研究的，都须遵守本政策。如澳大利

亚天主教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24] 的适

用范围为：①所有参与与学校有关的科学研究

的职员、附属人员、访问人员、学生，无论其

地理位置如何；②所有科研数据和资料，无论

其格式如何。

5.3  相关概念与定义

共有 26 项科研数据政策列出了政策中涉

及的相关术语的定义（definitions）。其中，

出现三次以上的术语有：科研数据（Research 
Data，24 次 ）、 研 究 人 员（Researcher，15
次）、原始资料（Primary Material，12 次）、

元数据（Metadata，11 次）、研究（Research，
9 次）、 科 研 数 据 管 理 计 划（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lanning，8 次）、科研数据管理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7 次 ）、 数 据

管 理（Data Management，6 次）、 知 识 产 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4 次）、 学 生 研 究 者

（Research Student，4 次）、研究记录（Research 
Records，3 次）、教职工（Staff，3 次）等。这

些定义对相关术语与概念进行了明确，有助于

减少误解和争议，促进政策的顺利实施。

5.4  数据管理主体及责任

调查发现，共有 21 项政策对数据的管理做

出了规定，包括数据管理人及其责任、数据管

理计划等。

5.4.1  科研数据管理人及其责任

21 项政策中有 9 项政策对科研数据管理的

责任主体作了规定，其中有 7 所学校（澳大利亚

天主教大学、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埃迪斯科文大

学、拉筹伯大学、莫纳什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

南昆士兰大学）的政策指出：科研数据管理是一

项共同的责任，从事研究的科研人员、工作人员、

学生、机构应携手合作，共同实现良好的数据管

理实践。而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科研数据管

理政策程序》[31] 仅指出研究人员负有科研数据

管理的责任，阿德莱德大学的《科研数据与原始

资料政策》[32] 指出：“个人研究人员对涉及他

们研究的数据负有管理责任”。

共 有 14 项 政 策 在 其“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或“Responsibilities”部分对学

校和科研人员的责任分别进行了规定。笔者梳

理发现，学校应承担的责任主要有：①确保政

策的实施，对科研人员进行监管；②为研究人

员（包括学生）和工作人员提供有关研究方法、

科研数据管理、学术道德与诚信的指导、支持

与培训；③为科研数据的存储和保存提供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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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与服务；④确保科研数据得到安全可靠的

存储、保存、获取、共享和处理。而研究人员

应承担的责任主要有：①遵守相关的政策、标准、

指南等；②协商制定研究项目的数据管理计划；

③确保数据按照规定的方式收集、处理、记录、

存储、保存、获取、共享；④确保数据的安全

性和保密性。

5.4.2  科研数据管理计划

科 研 数 据 管 理 计 划（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lanning）是一份描述将如何收集、

组织、管理、存储、备份、维护和共享科研数

据的文档。制定科研数据管理计划既是科研资

助机构的要求，也是科研数据管理的依据。共

有 16 项政策提到了科研数据管理计划。其中有

10 项阐述了科研数据管理计划应包括的内容，

归纳发现，科研数据管理计划主要应包含如下

几方面的内容：①数据的收集；②数据的所有

权及归属；③数据保存的地点、方式与期限；

④数据访问与获取的协议及相关事项；⑤数据

再利用 / 共享；⑥超过规定保存期限的数据的

处理。此外，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科研数据管

理》[33] 还指出：“学校为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在

线科研数据管理计划工具（online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lanning tool），以帮助他们创建一

个良好的科研数据管理计划”。

5.5  科研数据的所有权

共有 22 项科研数据政策对数据的所有权进

行了规定。大多政策都指出：原则上，在本校进

行或利用本校设施开展的研究的科研数据的所有

权属于学校（或根据学校知识产品政策来确定），

但如果相关法律法规、资助协议或合作协议已有

规定的除外。如拉筹伯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政

策》[27] 指出：“根据学校的知识产权政策，本

校职工创造的科研数据的所有权属于学校，但须

遵守与该数据有关的第三方协议”。

此外，一些学校的政策还对研究人员离开

后的数据所有权进行了规定。如迪肯大学的《科

研数据与原始资料管理程序》[34] 指出：“应在

研究项目开始前就在相关文档中对科研数据的

所有权进行明确，并详细说明数据和材料的存

储和所有权是否受研究者转换单位或退出合作

项目的影响”。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科研数

据管理政策》[29] 与新英格兰大学的《科研数据

与材料的管理和存储政策》[35] 规定：“如果研

究人员离开学校，科研数据与资料必须留在本

校，除非与学校法律办公室签署书面协议加以

约定”。

5.6  科研数据的存储与保存

数据的存储与保存既是科研数据管理的重

要内容之一，也是共享和再利用的前提。几乎

所有的政策都提到了科研数据的保存与存储。

有关数据存储与保存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

面的内容：①数据保存的位置；②数据保存的

期限；③数据的安全；④超过保存期限的数据

的处置等。

5.6.1  数据保存的位置

共有 16 项科研数据政策对数据保存的位

置进行了规定。大部分政策都强调科研数据与

原始资料应该存储在学校提供或认可的安全、

可靠的存储设备中。如科廷科技大学的《科研

数据与原始资料政策》[36] 指出：“学校将为

科研数据与原始资料提供安全可靠的存储设施

……科研数据与原始资料应存储在学校提供的

安全可靠的设施中，除非另有合同协议约定”。

阿德莱德大学的《科研数据与原始资料政策》
[32] 指出：“所有研究数据和原始资料必须由研

究人员保存在学校认可的安全、易访问和明确

的地方”。一些学校还提供了多种方案供研究

人员选择，如昆士兰科技大学的《数据存储方

案》[37] 等。

5.6.2  数据的保存期限

总计 20 项政策对科研数据的保存期限进行

了规定，分析发现，数据的保存期限因学科和

研究类型而异。如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科研数

据管理政策》[38] 指出：“科研数据与原始资料

的最短保存期限应根据《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

行为准则》、学校《记录保存与处理规程》以

及法律、合同和资助机构的要求确定。通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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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所有科研数据与原始资料应保存至少 5 年”。

弗林德斯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堪培拉大学、

新英格兰大学、南澳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

纽卡斯尔大学等学校的政策还对不同类型的科

研数据的保存期限分别进行了规定。表 2 摘录

了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相关规定，以供参考：

表 2  塔斯马尼亚大学不同类型科研数据的最短保存

期限

研究类型 数据最短保存期限

仅以评估为目的短期项目 12 个月

一般研究 成果发表后 5 年

临床试验研究 成果发表后 15 年

基因治疗（如病人记录） 永久

有重要社会或文物价值的研究 永久

科研数据的保存时间还应考虑特别情况，

如堪培拉大学的《科研数据与原始资料管理政

策》[41] 指出：“在研究结果受到质疑或学术不

端指控的情况下，所有数据和资料必须保存至

问题最终解决”。

5.6.3  数据的安全

共有 16 项政策涉及了数据的安全问题。

分析发现，这些科研数据政策通常从制度和保

障措施两方面确保科研数据的安全。从制度层

面看，这些政策通常要求科研人员必须将科研

数据与资料存储在安全可靠的地方，并通过定

期备份、维护或更新的方式确保其安全。如澳

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24]

规定：“科研数据必须安全存放，以防止被偷

窃、误用、损坏或丢失”。中央昆士兰大学的《科

研数据管理政策与程序》[30] 指出：“数据、资

料和相关记录应安全地保存在至少 3 个不同的

地方以确保足够安全，鼓励研究人员将科研数

据与资料的电子备份保存到一个位于安全地方

的共享驱动器上。研究人员可以保留一份科研

数据与资料的活动副本在个人电脑或便携式硬

盘上，但原始数据和主要副本不应存储在可移

动硬盘、USB 设备或笔记本电脑上，所有科研

数据与资料的主要副本应该存储在大学认可的

数据存储设备上”。从保障措施看，不少政策

都强调学校将为科研数据的安全存储提供设施

和指导帮助。如查尔斯特大学的《科研数据管

理政策》[40] 指出：“学校将为科研数据的安全

可靠存储提供设施”。

5.6.4  超过保存期限的数据的处置

当数据达到规定的保存期限后，应按规定

进行转移、删除或销毁。共有 20 项政策对数据

处置的原则、注意事项进行了说明。如皇家墨

尔本理工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程序》[31]

指出：①在对数据进行处置前，应考虑数据是

否达到了最低保存期限以及是否还有继续保存

的价值；②对数据的处置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资助者或合同的要求，采用恰当、安全和环保

的方式；③对数据的销毁应获得研究人员或学

院主管的同意；④对那些受到质疑、被指控违

法或被投诉学术不端的研究成果的数据，不能

销毁，需要等相关问题得到完全解决后再销毁；

⑤对数据的销毁应采用不可复原的方法（特别

是敏感和涉密信息），以确保数据不可恢复。

此外，一些学校（如中央昆士兰、南澳大学、

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政策还规定数据的处理必

须有书面批准。

5.7  科研数据的获取与共享利用

实现数据的共享和再利用是科研数据管理

与保存的重要目的之一，调查发现，共有 22 项

科研数据政策对数据的共享、访问、获取、使

用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分析发现，相关政策对数据生产者者和数

据使用者的责任义务都进行了规定。数据生产

者应在研究项目结束后，在遵守相关规定、原

则和协议的前提下尽可能将数据和原始资料提

供共享，如科廷科技大学的《科研数据与原始

资料政策》[36] 指出：“根据学校相关政策，在

保护参与者隐私、保护机密数据和知识产权以

及保护敏感数据，并遵守有关合同安排（包括

资助和出版者的要求）的前提下，科研数据应

尽可能广泛和免费提供共享”。弗林德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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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数据与原始资料管理政策》[41] 指出：“研

究项目结束后或在合适的阶段，在遵守相关规

定的前提下，科研数据应通过开放获取协议（如

创作共享许可协议）提供共享”。

数据生产者访问和利用他人科研数据也应

遵守相关规定，如中央昆士兰大学《科研数据

政策与程序》[30] 指出：“公共资助的研究的

数据共享必须遵守相应资助机构的访问要求：

受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资助的研究必须遵守

《ARC 开放获取政策》；受国家卫生与医学

研究委员会资助的研究必须遵守《NHMRC 开

放获取政策》”。查尔斯特大学的《科研数据

管理政策》[40] 指出：“科研人员利用数据应咨

询数据生产者或当前的管理者，并根据学术惯

例和引用原则在出版物中对数据生产者进行致

谢；研究人员获取机密信息时必须保密”。

5.8  科研人员离职时数据的处理

当研究人员离职时，其所产生的科研数据

该如何处理？共有 20 项政策对此进行了规定。

大部分政策都指出：当研究人员离职时，其在

校期间所产生的原始数据和资料仍须保留在学

校（除非与学校达成相关协议），研究人员可

以带走一份科研数据的副本。如南澳大学的《数

据归属与保存》[22] 指出：“当研究人员离开学

校时，可以与学院负责人或科研主管协商，带

走一份数据的副本供自己使用，而原始数据应

保留在学校”。而中央昆士兰大学、格里菲斯

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和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等

学校的政策则允许研究人员将科研数据转移到

新的单位，如中央昆士兰大学的《科研数据管

理政策与程序》[30] 规定：“如果中央昆士兰大

学的研究人员离开学校转到另一个单位，应形

成一个将科研数据与资料转移到新的单位的协

议，协议须遵守中央昆士兰大学的知识产权政

策与原则”。此外，一些政策还指出：研究人

员离开前应对科研数据的管理与保存等相关事

宜作出安排。如埃迪斯科文大学的《科研数据

管理》[42] 指出：“数据保管者离开学校前，必

须确定合适的新任数据保管者，并对数据管理

计划进行更新”。

5.9  政策实施的负责人

政策实施负责人是指监督政策实施、对政

策的适用情况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作出解释的人。共有 11 项政策指出了政策实

施的负责人，最常见的有：①主管研究的常务

副 校 长（Deputy Vice-Chancellor Research），

如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中央昆士兰大学、科

廷科技大学、昆士兰大学等学校；②主管研究

和创新的常务副校长（Deputy Vice-Chancell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如卧龙岗大学、澳大

利亚联邦大学、堪培拉大学等学校的规定。此

外，迪肯大学的《科研数据与原始资料管理程

序》[34] 指出，政策的实施由负责研究培训与绩

效提升的副校长（Pro Vice-Chancellor Research 
Training and Performance Enhancement）负责，

墨尔本大学的《科研数据与记录管理政策》[26] 指

出，政策的实施由科研行政主管（The Executive 
Director，Research）负责。

5.10  相关法规政策

共有 18 项科研数据政策列出了与本政策相

关的政策，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研究行为

准则、版权与知识产权政策、隐私政策、记录

管理政策、人类研究行为政策、信息和 IT 政策、

开放获取政策等。分析发现，这些法规大致可

分为三类：一是科研资助机构有关科研数据管

理与共享的规定，如《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

为准则》《ARC 开放获取政策》《NHMRC 开

放获取政策》《NHMRC 数据共享声明》 等，

这类政策为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提供了背景和

依据；二是与科研数据政策相关的校内外法律

法规，如国家有关知识产权、信息自由、隐私

与数据保护的的法律，各学校的研究行为准则、

隐私政策、知识产权政策、记录管理政策等，

这类法规大都是围绕某类问题的专门法规，可

作为高校科研数据政策实施的参考；三是作为

科研数据政策补充和支撑的程序、指南等，如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科研数据保存政策与

指南》、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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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弗林德斯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指南》、

格里菲斯大学的《研究人员管理科研数据与原

始资料最佳实践指南》等，这类程序与指南是

对科研数据政策的补充和细化，对保障政策的

顺利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6  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特点
与启示

6.1  政策发展较快，更新及时

笔者曾于 2014 年对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

据政策进行了调查，发现有 18 所高校制定了专

门的科研数据政策 [43]，而本次调查已增至 27 所

高校，增长了 50%；同时由 4.3 部分可知，85%
以上的政策都标明了修订日期，大多数政策的

修订周期都在 5 年以下，显示其重视对科研数

据政策的修订和更新。

6.2  科研数据的价值以及相关法规的要求是高校

科研数据政策的推动力

由 5.1 可知，不少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都指

出，政策的背景与目的一是《澳大利亚负责任

研究行为准则》的要求，二是对科研数据价值

和作用的认识，三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本校科学

研究的规范性从而促进科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而相关研究显示，尽管实现科研数据共享应该

是高校制定科研数据政策的出发点，但高校科

研数据政策制定的主要动力却来自管理者（科

研资助机构）的要求 [8]。可见，我国科研管理

部门特别是资助机构应尽快颁布科研数据政策，

以更好地推动科研机构的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

实践。

6.3  形成了以数据管理计划为核心、权责清晰的

科研数据管理机制

由 5.4 部分可知，澳大利亚高校已形成了以

科研数据管理计划为核心、学校和科研人员分

工负责、权责明确的科研数据管理机制。科研

数据管理计划对于科研数据的管理、保存与共

享具有重要作用。调查发现，大部分政策都要

求科研人员制定科研数据管理计划，不少政策

还明确了科研数据管理计划应包括的内容，部

分学校或图书馆为研究人员提供科研数据管理

计划工具，以帮助他们创建一个良好的科研数

据管理计划”。

同时，科研数据的管理与保存涉及多个主

体，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大都对学校

科研管理部门、学院、研究人员、数据存储中

心等不同主体的职责进行了明确，使各主体各

司其职，协同配合，保证了政策有较高的可行性。

6.4  重视为科研人员管理与共享科研数据提供支

持与服务

科研数据的管理与共享不仅仅是科研人员

的责任，同时，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的顺利开

展也离不开相关支持。分析发现，澳大利亚高

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大都明确指出学校及相关部

门对科研数据管理、保存与共享负有相应的职

责，除了对科研人员进行监管，更多的是提供

支持与服务：如为科研人员制定科研数据管理

计划提供指南和工具，为科研数据的存储与保

存提供设施和服务，为科研人员管理和保存科

研数据提供咨询建议、指导与培训，确保数据

存储的安全、易于获取和利用等。

6.5  注重与其他政策的关联和协同

科研数据政策的实施和良好运行离不开

相关的政策和法规的配合与支持。由 5.10 可

知，共有 18 所学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列出了与

本政策相关的政策。不少政策在正文中就引

用了相关法规，如莫纳什大学的《科研数据

管理政策》[44] 指出：“莫纳什大学承认科研

数据管理必须符合相关法规、准则和指南。

本政策遵照《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准则》

的相关规定”。这保证了不同政策间的协调

一致，有助于科研数据政策的顺利实施。

7  结语

澳大利亚不少高校已形成了较为完善和规

范科研数据政策。本文对这些政策的基本信息

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全面分析，以期为我国高校

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的制定、完善和实施

提供参考借鉴。我国高校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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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尽快制定相关政策，以推动和保障我

国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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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alysis on Research Data Policies of Australian University 

Xing Wenming1  Hua Xiaoq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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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research data policies formulated 
by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so as to offer reference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search data 
polici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took the collected 27 research data policies 
as sample, analyzed these policies’ gener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policy maker, effective date and the 
revision cycle), the policies’ main content (including policy preamble, policy scope, definition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data management plan, data ownership, data storage and retention, data sharing and reuse, 
data transfer, the responsible officer, etc.), and the related policies, and on base of the analysis, it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research data policies. [Result/conclusion] The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research data policies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policies are normative, content is 
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re clear, emphasis on support and service for researchers, and emphasis on 
correl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policies.
Keywords: research data policy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research data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