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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托社交网络平台的开放科学社区发展初见成效,但已有研究表明社交网络平台对科

学家群体覆盖和使用频度不高,其潜在价值未得到充分认识和挖掘.本文从科研人员参与、知识内

容与思想分享、网络服务平台运营三个角度分析了所存在挑战.在分析开放科学社区发展所处政

策环境基础上,本文提出应积极支持发展本土开放科学社区,支持科研人员利用全球有影响力的专

业型开放科学社区;应继续推动论文和数据开放获取,推动各学科、各行业形成社交媒体使用指导

原则与规范;应加强激励机制研究,通过政策试点等方式引导发展三个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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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英国皇家学会在２０１２年发布的«科学是开

放的事业»报告中所指出,现代通信技术与计算技术

的发展为产生新的社会驱动力从而推动科学发展提

供了潜能[１],报告以一名荣获过菲尔兹奖的数学家

通过博客发布未解决的数学问题,征集到一些建议

从而成功解决问题为例,说明这种潜在的社会动力

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近些年来,随着在线论坛、
博客、社交网络服务快速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的应用

推广,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研究人员和研究团体如何

利用社交网络服务平台来满足其科研目的,本文使

用“开放科学社区”一词专指依托各类社交网络服务

平台所形成的在线科学社区,这些社区可能反映了

科学家之间交流活动,也可能反映了科学家与社会

之间的互动情况.这些社区呈现多元化的自组织状

态,与线下科学社区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支持科

学事业发展的科学共同体.
社交网络服务平台在近十年呈现了高速发展的

态势,据维基百科统计[２],月活跃用户账号超过１亿

的虚拟社区已有２５个.根据 Statistics．com 公司

２０１９年初统计[３],社交网络服务平台在全球用户覆盖

率约为４５％,但在地区间存在差异,北美地区覆盖率

达到约７０％,北欧和东亚次之.借助现代通信与计算

技术发展,社交网络平台已成功将人际网络的六度分

割理论变为现实中可以支撑人与人实现即时连接的

平台,并凭借其独有的信息快速分享扩散能力,在商

业营销应用上取得巨大成功.但在科技领域的应用

状况,目前在学界尚未形成全面的认知.本文将采取

文献调研法与实例调查法,说明当前开放科学社区的

发展现状,分析存在挑战,并提出发展政策建议.

１　开放科学社区发展状况

１．１　开放科学社区分类

社交网络服务平台目标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高

效连接,自发展以来,一直向合与分两个路径发展,
并影响了网络社群的建设.对于开放科学社区而

言,既有依托于大众社交网络服务平台的,如推特

(twitter)、微信、微博等;也有依托于专门为科研人

员打造的社交网络服务平台的,如 ResearchGate、小
木虫、科学网等.前者我们称之为大众型开放科学

社区,后者我们称之为专业型开放科学社区或者学

术型开放科学社区,专业型开放科学社区进一步分

化,满足特定学科领域独特知识交流需求,成为垂直

领域型开放科学社区,典型如医药卫生领域和信息

技术领域,已形成多元发展态势[４,５].表１简明列出

了上述大众型开放科学社区和专业型开放科学社区

所依托的主要社交网络服务平台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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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开放科学社区所依托的主要社交网络服务平台

开放科学社区类型 社交网络服务平台 创建时间 注册用户数 描述

大 众 型 开 放 科 学

社区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

２００４年２月 ２２亿月活跃用户数
创建于美国的社交媒体和社交

网络服务

Twitter
https://www．twitter．com/

２００６年３月 ３．３５亿月活跃用户
创建于美国的在线新闻和社交

网络服务

微信

https://www．wechat．com/
２０１１年 １０亿月活跃用户

中文多功能短信,社交媒体和

移动支付应用

新浪微博

https://weibo．com/
２００９年８月 ４．４５亿月活跃用户 中国微博网站

LinkedIn
https://www．linkedin．com/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５９００万
主要服务于雇主与求职者的职

业社交网络

专 业 型 开 放 科 学

社区

ResearchGate
www．researchgate．net

２００８年５月 １５００万 全球最活跃的学术社交网络

Academia．edu
https://www．academia．edu/

２００８年９月 ７１００万 学术社交网络

Mendeley
https://www．mendeley．com/

２００８年８月 ６００万
具有参考文献管理与分享功能

的学术社交网络

小木虫

http://muchong．com/
２００１年 ２５２万 中国学术科研的互动社区

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
２００７年１月 近１００万 全球华人科学社区

　　(注:注册用户数参照维基百科在Statistic．com平台获取的２０１８年统计数据)

１．２　开放科学社区的发展状况

近些年以科研为目的社交网络应用研究(即开

放科学社区研究)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不过,学界

主要聚焦于判断科学家是否以科研为目的使用社交

网络平台,使用动机与行为分析,以期发现社交网络

中科学家人群分布特征及实际使用状况,从而揭示

现实应用与真实需求之间的差距,帮助未来更好发

展开放科学社区.
(１)开放科学社区的基本功能

大众型开放科学社区具有四个基本功能:建立

个人资料,建立与其他用户的联系列表,跟踪列表中

人的活动,建立新连接.尽管大众社交网络以日常

社交为目的,但同时也能帮助专业交流,例如支持专

业性会议人员召集与内容分享以及直接面向公众的

科学传播.不少科技期刊利用大众社交网络增强传

播能力.学者总结 ResearchGate和 Academia．edu
两个专业型开放科学社区为研究人员提供了５种对

学术有帮助的功能,包括管理个人履历、扩散研究成

果、沟 通 合 作、管 理 学 术 信 息、跟 踪 测 度 成 果 影

响等[６].
与传统线下科学共同体活动能力相比,开放科

学社区充分利用了当前社交媒体的优势,增强了知

识交流能力、拓展了科研合作范围和形式、提升了科

研评价与管理能力、扩大了科学传播效果.其具体

功能和效果如图１所示.
(２)开放科学社区科研人员参与状况

从科学家对社交网络平台的使用选择看,呈现

较明显选择多平台而不是单一平台的特征.«自然»
杂志在２０１４年对全球３５００名科技人员发起社交网

络平台使用情况调查[７],发现 ResearchGate作为专

业型开放科学社区享有较高知名度,Twitter相比

Facebook在科学交流中应用更广.Facebook在全

球拥有最多的用户,其中很多专业群组被认为十分

活跃[８];从不同学科领域学者在社交网络平台使用

分布看,ResearchGate拥有较多生物医学、工程和自

然科学学者,而 Academia．edu更适合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者使用.Twitter在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

拥有更高的使用频度,而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

使用频度更低[９].在医药卫生健康领域非常流行使

用社交媒体,且较普遍认可社交网络平台强大的沟

通、促进协作与知识分享能力;从各国科研人员对专

业型开放科学社区使用对比看,使用情况并不均衡.
以国际化程度很高的 ResearchGate为例,巴西、印
度等国对ResearchGate分享利用率高,中国、韩国、
俄罗斯学者分享利用率低,可能与交流语言、科学交

流文化习俗相关[１０];对于处于学术生涯不同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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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开放科学社区的作用

科研人员而言,专业型开放科学社区的使用目的也

存在差异.早期职业研究人员广泛将社交网络平台

用作发现学术的来源,认为 ResearchGate的使用与

学术声誉相关[１１].
也有学者认为科学家对社交媒体在科研中使用

呈现积极却不够乐观的态度[１２].很多调研表明社

交网络平台中科学家群体覆盖和使用频度不高.有

学者将互联网对人类社会推动进程解析为四个步

骤:信息网络、社交网络、价值网络和智能网络[１３].
笔者认为当前社交网络对科学推动作用还未得到充

分认识和挖掘,学界应从一般性调研转向剖析当前

存在的挑战并提出推动其发展的政策建议.

２　开放科学社区的挑战

学术信息交流体系分为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两大

类,正式渠道是指正式通信渠道的交流,如在同行评

议期刊上发表论文,非正式渠道包括会议、面对面交

流、电子邮件以及社交媒体等方式交流.社交网络

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非正式学术交流方式影响了知

识内容和思想的交流分享.以最快速度获得最新的

科学成果,同行之间和跨领域学者间相互启发是学

术交流的本质需求.开放科学社区在满足这一需求

方面有着潜在优势,但也受制于当前对非正式学术

交流体系不够重视等影响,开放科学社区的发展存

在显著的挑战,如图２所示,挑战来自科研人员、知
识内容与思想、社交网络技术平台三个方面.
２．１　科研人员参与挑战

(１)信任挑战.信任挑战与科研合作竞争密切

相关.科研本身要不“发表”要不“灭亡”的竞争生态

决定科研思想分享应该采取谨慎态度.开放科学社

区成为科研人员新的“无形学院”,但科学家彼此如

果没有合作共事建立的信任基础,也较难以形成实

质性科研合作.人际间的信任机制真正建立在线下

而非线上,但像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有可能能帮助建

立更加可信的网络环境.
(２)时间挑战.根据«２０１８年凯度中国社交媒

体影响报告»[１４],国内用户更多意识到使用社交媒

体已导致个人注意力难以集中,减少和影响睡眠并

降低纸质书籍的阅读时间.调查表明,不少科学家

将社交媒体利用障碍归因于时间问题[１５].一些被

调研科研人员认为无论是博客写作[１６]还是 Twitter
分享互动[１７],这都浪费了科研时间,甚至降低研究

质量,对学术生涯可能带来威胁.
(３)其他方面挑战.对于科研人员,挑战还包

括对多个社交网络平台的技术学习成本.网络社交

压力因人而异,可能来源于不恰当的发声和表现影

响到个人职业形象和社会关系.交流语言障碍目前

仍然是母语为非英语国家科研人员在学术交流中实

际存在的挑战.

２．２　知识内容与思想分享挑战

(１)版权与著作权挑战.版权侵权问题在数字

时代愈演愈烈.专业型开放科学社区普遍具有论文

信息集散地功能,但其中不少论文存在侵权问题,有
抽样调查[１８]发现 ResearchGate上多达５１．３％的论

文侵犯了版权,ResearchGate也因此被告上法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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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开放科学社区的挑战

刊版权政策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数字时代凸显,论文

版本的差异以及社交媒体的商业属性或非商业属性

都对作者应如何分享有影响.大众社交媒体中作品

转载也常见转载未经作者同意、未向作者支付稿酬、
篡改原文和标题的含义等问题.

(２)内容可信赖度挑战.专业型开放科学社区

中所见的论文,尤其是尚处于商业订阅状态的论文,
平台分享的一般不是最终正式出版版本,甚至是同

行评议前手稿,其中可能存在一些错误之处,尤其对

于早期职业研究人员来说甄别尚有困难.另外,大
众社交媒体中存在不少不实和伪科学信息,而公众

甚至研究人员被动接受了错误的科学信息.像疫苗

等健康卫生领域存在传播危机[１９].长此以往,将不

利科学发展,可能给社会造成直接危害或影响科技

决策.
(３)未发表内容和思想分享利弊权衡挑战.披

露未发表作品和思想存在风险,在何时何地可以披

露未发表作品和思想,需要用户自行判断是否在披

露的同时能够保证科学优先权的归属.有调研表

明[２０],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在社交媒体上交流研究可

能会导致抄袭,在线交流也可能使好创意被偷走.
这些都制约了科研人员对社交网络平台的使用,未
来需要在技术与法律层面加强研究和实践才能应对

这一挑战.

２．３　社交网络技术平台运营挑战

(１)网络安全保障挑战.网络世界面临网络攻

击、网络入侵、数据窃取等大量安全风险和威胁.社

交网络技术平台的运营者,需要承担法律义务和社

会责任,保护用户隐私、保障网络运行安全和数据安

全,维护网上科研人员的权益.当社交网络上承载

了越来越多有价值的科研信息和人才信息,就可能

会成为网络黑客进攻的目标,网络安全保障是社交

网络技术平台不容忽视的挑战.
(２)单一信息分享向多元立体式信息分享转变

挑战.当前具有科技内容属性的社交网络平台的信

息分享也呈现了按照载体分化的形式,例如一些专

业型开放科学社区以论文载体的科技信息为主,软
件代码和数据的分享呈现一定程度割裂状态,而对

于知识管理与分享而言,多元立体式分享更有助于

建立知识关联.社交网络技术平台应该摒弃传统按

照载体分类管理思想,创新知识标引与知识关联技

术,提升知识分享与吸收效果.
(３)激励机制建立挑战.社交网络技术平台持

续运营,首先需要活跃用户持续互动与支持,需要科

研人员贡献有价值的内容与思想.当前,社交网络

平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正式交流体系中尚不能满足

的传递科学信息时效性问题,以及被排斥在正式文

献交流体系之外的科技信息与科技思想分享问题,
但在鼓励开放、质疑、批判的学术交流精神,营造科

学交流互动氛围,真正帮助实现科研合作方面尚远

远不足.激励机制包括荣誉、奖励以及免费的增值

服务等,这些机制上的创新还面临挑战.
(４)科学家在线行为与声誉体系关联建立挑

战.如何与声誉系统建立关联,这关乎到社交网络

平台是否真正对科学家具有吸引力[２１].社交网络

中科学家在线行为的数字印迹对表征现实中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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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作用还不明确.替代计量指标(Altmetrics)可
对在线分享、保存、评论等社会媒体使用进行计

分[２２],从概念提出就意在弥补现有的评估体系不

足,但其发展应用较为缓慢.社交媒体中科学家在

线行为数据需要以合理方式向学界开放研究,最终

建立与声誉关联才能保障长期发展,这方面挑战相

当显著.
总之,从长远看,社交网络时代将带来非正式交

流的复兴[２３],但需要克服上述问题与挑战,才能真

正提升其在科学交流体系中的地位.

３　开放科学社区发展政策建议

３．１　开放科学社区的基本政策环境

社交网络服务的发展为开放科学社区建设提供

了良好的技术平台.但多平台接入、网络自组织模

式增加了开放科学社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前所

述,开放科学社区的挑战来自人、内容与技术及相关

机制等多方面.但不可否认,开放科学社区建设有

助于实现跨学科交流、公共连接、增加合作的机会

等.推动开放科学社区建设,需要积极引导科研人员

合理使用,需要相应的政策引导其向健康有利方向发

展.图３展示了开放科学社区的当前政策环境.
(１)从宏观政策环境看,国际推进互联网发展

准则与国家网络发展制度、国际版权公约与国家版

权保护与管理制度、论文和数据开放获取全球共识

与国家科技成果开放共享制度都对开放科学社区的

网络安全保障、内容分享产生很大的影响.表２列

出了上述主要宏观法律制度与相关政策.
(２)从开放科学社区自定政策看,通常包括

网络服务平台商政策与网络社群群组管理规定.
开放科学社区所依托的网络服务平台商,通常会

在国际准则与国家相应制度要求下提出自己的

隐私保护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３５３８].例如,

ResearchGate提出如用户以侵犯发布商权利方式上

图３　开放科学社区的政策环境

表２　开放科学社区的宏观法律制度与相关政策

制度与政策分类 国际相关准则 国家制度(以中国制度为例)

网络发展制度
目前尚未形成国际准则.但在隐私安全等方面已

形成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２４]

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２５]

版权制度

伯尔尼公约

世界版权公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２６]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２７]

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２８]

论文与数据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柏林宣言[２９]

OA２０２０倡议[３０]

全球高能物理领域开放出版计划[３１]

国家科学数据管理办法[３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开放获取政策[３３]

中国科学院开放获取政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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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或共享论文,发布商可以提交声明侵犯版权的申

述,ResearchGate将及时删除内容,发生重复侵权

时,ResearchGate将限制或永久锁定账户.其他社

交网络平台,如 Academia．edu、小木虫等也有相似

的规定.ResearchGate还与 SpringerNature等多

家出版社签订了合作协议[３９],以共同教育用户了解

版权保护知识,以及如何在网络中分享期刊论文.
除了网络服务平台商制定政策之外,网络社群组

织还通常制定自己的群组管理规定,以规范群成员的

网络行为.例如,“科学网”提出了“三条红线”[４０],要
求文明上网并抵制缺乏科学常识的讨论与骚扰,以此

净化科学社群言论.微信群中的“群公告”功能,通常

也被用来制定群成员的讨论主题和言论规范.
(３)科研人员使用社交媒体与分享内容的其他

政策

有些出版商和数据库商针对论文在社交媒体分

享提供了详细的政策[４１４３].首先期刊论文通常被分

为同行评议前手稿,同行评议后发表前手稿和正式

出版版本三种,同行评议前手稿出版商不享有版权

而可不受限制分享,但对于订阅型期刊,很多出版商

不允许在社交媒体网络分享同行评议后手稿,这一

规则要比作者在机构知识库的绿色呈缴政策更为严

格.基金、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到推动科研论

文和数据的开放获取,也将最终影响到社交媒体中

的知识分享.
学协会、大学和科研机构站在机构角度,将社交

媒体视为传播计划的一部分,并推出社交媒体使用

指南,用以规避因使用和传播疏忽带来的风险,例如

医药卫生领域政府部门与科研机构形成了社交媒体

使用共识,美国医学联盟已将社交媒体使用纳入医

学伦理范畴[４４],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成立[４５]以加强

行业自律,为媒体正确传播健康知识提供指导与学

术支持.另外,欧盟各国积极倡导发展开放科学,基
金组织、大学与科研机构将来可能出台更多更利于

科研人员参与到开放科学社区的激励评估政策.

３．２　国内开放科学社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作为科技大国,较早注重开放科学社区的

建设,但开放科学社区与其他互联网应用相比,发展

比较缓慢.需要在政策层面积极思考,从而帮助科

研人员利用网络环境实现科技信息自由流动、充分

交流碰撞科学思想、促进科研合作的根本意愿.
(１)积极发展本土的开放科学社区,积极支持科

研人员参与到全球有影响力的专业型开放科学社区

我国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４６]明确国家应致

力于网络空间有效治理,实现信息自由流动与国家

安全、公共利益有机统一.从科技发展规律看,科学

发展虽与国家福祉之间存在关联,但科学只有在无

国界下才能繁荣,知识不是专有物,而应最终流向那

些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动其发展的人[４７].中国科学

家[４８]也呼吁各国的科学共同体应当积极提倡更广

泛的国际合作,努力减少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

义思想对科学进步的影响,营造更开放的学术环境.
中国一方面应该积极发展本土的开放科学社区,倡
导开放、质疑、批判的科学交流精神,同时,也应关注

到中国科学的发展需要到全球开放科学社区汲取养

分,应积极支持科研人员参与到全球有影响力的专

业型开放科学社区中去.
(２)继续积极推动论文与数据开放获取,逐步

形成各学科、各行业在社交媒体中科技知识交流准

则与规范

版权制度形成已有３００余年的历史,在印刷时

代,版权对推动知识创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数

字时代,由于出版行业追逐利润已使期刊定价居高

不下,导致公共资金资助所产生的论文成果更多封

锁在“付费墙”内,版权对科技知识的自由流动已经

形成障碍,这一点从出版商严苛的社交媒体论文分

享政策可见一斑.支持公共资助项目学术论文开放

获取已经成为各国推动科技创新和支持经济增长的

战略措施[４９],中国科研人员已与全球科研界共同积

极推动论文和数据开放获取,未来也应继续推动.
另外,从具体操作层面看,对于知识内容包括数据如

何分享,各学科、各行业尚未形成全面共识,因此,应
发挥学协会或行业等力量,建立各学科、各行业社交

媒体使用指导原则与规范,帮助科研人员理性参与.
(３)加强开放科学社区激励机制研究,适时通

过政策试点等方式引导发展

是否有利于个人研究声誉提升或者是否能帮助

辨识声誉是科学家利用社交媒体的原动力之一.当

前,科学的社会属性在已有的声誉评估体系未得到

充分体现.开放科学包含新的科研模式,如公民科

学,以及新的传播方式,如博客和在线社区的传播,
尚未影响到学术声誉的衡量.浙江大学在２０１７年

９月将网络传播纳入成果统计、晋升评优范围,此举

虽有争议,但从积极鼓励科研人员利用新媒体开展

科学传播,更具示范意义[５０].激励机制建设是开放

科学社区中的软文化建设,一些专业型开放科学社区

的排名机制也为声誉体系建立提供了基础,未来还需

要进一步探索,适时通过政策试点方式引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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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小　结

科学事业发展强烈依赖社会互动,需要科学共

同体以及全球层面的沟通与协作.在社交网络技术

发展推动下,在线开放科学社区发展已初见成效,成
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已有研究表明尽管社交网络

平台对科研促进作用得到认可,但总体科学家群体

覆盖和使用频度不高,其潜在价值还未得到充分认

识和挖掘.本文从科学家参与、知识内容与思想分

享、网络服平台运营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所存在挑

战.在分析开放科学社区发展政策环境基础上,本文

提出了应积极支持发展本土开放科学社区,应支持科

研人员利用全球有影响力的专业型开放科学社区;应
继续推动论文和数据开放获取,推动各学科、各行业

形成社交媒体使用指导原则与规范;应加强激励机制

研究,通过政策试点等方式引导发展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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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tatus,challengesandpolicysuggestionsofopensciencecommunity

ZengYan１　　LongYixuan１,２　　WangShenglan１,２　　RenZhen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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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developmentoftheopensciencecommunityrelyingonthesocialnetworkplatform has
achievedinitialsuccess,butstudieshaveshownthatthecoverageofparticipantsandthefrequencyofuseis
nothigh,anditspotentialvalueisnotfullyrecognizedandexplored．Thispaperanalyzesthechallengesin
detailfromthreeaspects:scientistparticipation,knowledgecontentandthoughtsharing,andnetwork
serviceplatformoperation．Basedontheanalysisofthepolicyenvironmentofopensciencecommunity,we
proposeto actively supportthe developmentoflocalopen sciencecommunity and should support
researcherstousetheglobalinfluentialprofessionalopensciencecommunity,andshouldcontinueto
promoteopenaccesstopapersanddata．Wealsothinkthatvariousdisciplines/industriesshouldbe
strengthenedtoformtheguidingprinciplesandnormsfortheuseofsocialmedia,andtheresearchon
incentivemechanismsshouldbestrengthened,andpolicyrecommendationssuchasdevelopmentshouldbe
guidedthroughpolicypilots．

Keywords　Open science community;social network;informalscholar communication;challenge;

policyad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