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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出版是激励数据传播、促进数据共享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科研数

据存储库、国内外主要科技出版商、代表性学术研究期刊和专门数据期刊的调研,对当前作为数据

文档自存储发布、作为学术论文辅助数据文档发布、作为专门数据论文发表等三种机制进行了分

析,提炼梳理了它们的数据出版政策要素,分析了我国数据出版面临的挑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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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与科学研究的交互融合引发了数据量

的迅猛增长,促成了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科研第

四范式[１]的到来,数据成为科研和创新的基础驱动

力.同时,科研结果的开放共享、尤其是科研数据的

开放共享,是保证科研结果的可验证、可分享、可重

现的基础支撑[２],也是科研促进技术、行业和社会创

新发展的重要手段[３].
历史上,数据以多种形态出现,例如手写记录、

机写纸质记录(例如传统的仪器打印记录)、胶片照

片、模拟信号影像(例如医疗 X 照片或田野调查照

片或口述历史录音等)等.在纸本和模拟信号时代,
这些数据的展示、保存和传递存在巨大困难.即使

是大型科研设施产生的数字信息型数据,由于体量

巨大,也难以便捷地传送和共享.因此,除了少量数

据被整理后发表,大多数数据都深藏在不断被遗忘

的办公室角落里或置于不断转移任务与责任的个人

手里.即使是那些随论文整理发表的数据,受传统

论文篇幅限制,很难发布相对完整的原始数据,也难

以链接未整理或未发布的其他数据以及相关的方

法、工具、流程.而且,来自不同时间、地点和学科的

相同或相近研究形成的相同或相似数据,因为难以

共享和集成,不仅造成研究重复,也使得潜藏和融汇

其中的价值很难被挖掘出来.

数字化感知、测量、实验仪器的发展、数字信息

网络的发展,使得数字信息成为科研数据的基础原

生态,数据的实时采集、在线提交、封装标识、关联组

织、大规模存储成为数字科研的标配.科研数据不

再仅是学术论文的附属物,而是科研的基础产出和

“一等公民”(FirstClassCitizen)[４],具有独立的身

份识别[５]、属性描述[６]、监护机制[７]、溯源流程[８],通
过信息网络可发现、可获取、可互操作和可重用

(FAIR原则[９]),并逐步支持把数据监护和共享纳

入科技界认可的学术贡献体系[１０].在整个科研数

据生态体系中,建立方便、可靠、可测量、可验证、可
支持FAIR原则的数据出版机制是重要基础,也是

数据共享政策的实施条件之一.

１　科研数据开放共享和数据出版

数据出版(DataPublishing)是指通过一定的公

共机制发布科研数据集,使得公众根据一定规则可

以发现、获取、评价和应用这些数据集[１１,１２,１３].需要

指出,这里的Publishing并不一定具有中文“出版”
一词常带有的“正式的经过审批的机制”的含义.总

体上,数据出版模式可分为三类:独立的数据出版即

在数据存储库存储发布(不依赖出版物的数据发

布)、作为论文辅助资料的数据发布(附属于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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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发布)、以数据论文形式发布(作为出版物本

身的数据出版)[１４].其中,数据论文作为研究要素

载体之一,被纳入到新兴的研究要素(ResearchEleＧ
ments)出版体系,包括数据论文、材料论文、方法论

文、软件论文等[１５].
我国在２０１５年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

纲要»[１６]中明确提出“积极推动由国家公共财政支

持的公益性科研活动获取和产生的科学数据逐步开

放共享”.２０１８年３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科学

数据管理办法»[１７]中提出“主管部门和法人单位应

积极推动科学数据出版和传播工作,支持科研人员

整理发表产权清晰、准确完整、共享价值高的科学数

据”,并要求“科学数据使用者应遵守知识产权相关

规定,在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专著出版等工作中注

明所使用和参考引用的科学数据”.
为了有效支持科研数据的开放共享,为了支持

数据出版机制的建设、发展、监测和评价,本文对数

据出版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推动这些机制建

立和发展的建议措施.

２　独立数据出版及其共享策略

独立的数据出版一般是科研人员自主或者按照

项目方要求,将数据集存储到指定的数据存储库

(DataRepositories)进行发布,并为数据集分配唯一

标识符,以便检索和使用.这些存储库的案例包括

国家建立的政府数据中心(如美国的data．gov等)、
国家级的科学数据中心(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数

据中心[１８],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平台[１９]等),以及各领

域的专业数据中心(如世界数据系统 WDS[２０]、全球

蛋白质数据库 wwPDB[２１]等);之外,诸如 Dryad[２２]、

Figshare[２３]、或ScienceDB[２４]等公共存储库,也提供

了公共的数据存储与发布服务.
多数国家的科研资助机构都制定了数据管理与

共享办法,要求将科研产出的数据存储到指定数据

库后开放共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将项目

研究数据存储在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存储库中,通过

CERN开放数据门户(http://opendata．cern．ch)提
供访问.CERN研究数据共享政策[２５]明确规定,相
关研究数据集及其支持文档需尽早提交至指定的数

据存储库(如 HEPDATA[２６]),并根据项目要求提供

开放共享.不同的 CERN 子项目对开放数据访问

有不同要求,包括:１级,与期刊出版物直接相关的

数据必须通过适当的存储库提供开放共享;２级,可
根据项目发布政策进行有序的开放访问;３级,可依

据CERN数据级别和项目的相关要求,在合理时滞

期后以合理方式发布相关数据,最长１０年;４级,数
据不能提供开放访问,但鼓励使用 CreativeComＧ
mons许可和数字对象标识符DOI.

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１月底,根据SHERPAJuliet对

研究资助者数据政策的统计[２７],２８％的资助方明确

要求共享数据,１５％的资助方鼓励数据共享.欧盟

开放科学监控平台(EUopensciencemonitor)对

Re３data(www．re３data．org)注册数据库的监控发

现[２８],２４１４个注册数据存储库中绝大多数对外开

放,只有少数受限访问或禁止访问.在存储库拥有

量方面,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９５８个)、德
国(３１９个)和英国(２８６个),中国排名第１０位(３７
个).学科分类中以生命科学领域的存储库最多.

总体而言,独立数据出版一般是依据资助方或

项目方要求而执行,也是对数据作为研究资产进行

管理的措施,数据共享多分为若干层级,可允许数据

提供者在一定时间内对共享进行合理限制,不一定

对存储数据进行 FAIR化检查或转换,数据检索与

利用政策因库而异,即使那些同样采用 Creative
Commons许可的存储库也往往存在差别.

３　数据作为论文辅助资料的出版及其共享

策略

　　科研数据作为支撑论文研究结论的基础,是论

文本身的有机部分,也是对论文结论进行验证的必

要内容.当前,许多期刊都要求作者在投稿时必须

同时提交支撑论文结论的数据集,供同行评议专家

和编 辑 部 审 稿 时 核 查,如 Science[２９]、Nature[３０]、

BMC[３１]等;有些期刊还要求作者将数据集提交到指

定的可共享的数据知识库,供其他同行或公众查询

和利用;更严格的期刊还将数据开放与共享作为论

文发表的前提,如PLoS[３２].

３．１　期刊数据透明度原则对数据出版的多级要求

“开放科学中心”(CenterforOpenScience)针
对期刊出版提出«期刊透明性与开放性指南»[３３](称
为 TOP指南),要求期刊在来源引用、数据、代码、研
究材料、研究设计与内容分析、研究预注册和重复验

证等方面透明开放.其中,关于数据透明度(Data
Transparency),提出了３个渐强的等级要求:TOP
一级,声明(Disclosure),期刊所发文章必须声明支

撑研究结果的相关数据是否可用,如果可用要提供

访问说明;TOP二级,强制要求(Mandate),期刊所

发文章必须在受信任的存储库中共享支撑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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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数据,并对数据及其使用技术条件进行准确

描述,确因伦理道德或法律约束而无法共享数据则

须说明并尽可能给出获取相应数据的其他方法;

TOP三级,验证(Verify),期刊应在论文发表前利用

作者提供的数据和方法来进行重复验证,如果论文

结果不能重复,则可能导致论文被拒稿.
目前,很多出版商也制定了自己的分层化的数

据共享政策,鼓励作者将数据存储在合适的存储库

中,在论文中引用它,并提供数据可用性声明.例如

Elsevier[３４]、SpringerNature[３５]、Taylor&Francis[３６]

和 Wiley[３７],都提供了相应政策来支持旗下期刊提

供透明度.有人对上述四家主要出版社的数据出版

政策支持 TOP指南的程度做了调研[３８],见表１(其
中各出版社的“类型”相应于它们自己政策中的类

型):
在数据引用方面,各出版社通过实施 FORCE

１１数据引用原则联合声明[５],支持作者像引用其他

论文、书籍和网络信息一样引用数据,将数据作为参

考文献的一部分来引用.

３．２　国际出版社期刊数据出版案例

SpringerNature于２０１６年发布４类数据政策,
提供了逐级增强的数据质量与数据共享要求(表

２).在对２０１７年度所发表论文进行统计后[３９],它
认为新的数据政策促进了数据的引用和共享,将计

划对共享数据的论文予以开放数据标记(OpenData
Badge)以推进数据共享.

尽管在出版社层面提出了总体的政策,但具体

的数据出版与共享措施会在各个期刊层面进一步予

以规定,而且不同学科数据共享的需求和进展可能

存在差异.为此,本文作者选取了地学、医学、生态

学、计算机科学中各学科２０１８年SCI来源期刊影响

因子排名前１０期刊,对其网站进行核查,根据其符

合 TOP指南等级程度分类,如表３所示.
统计可见,不同学科对数据的定义及共享需求

不同;医学类期刊均具有一定的数据出版政策,计算

机类期刊却较普遍地缺乏这类政策.生物医学领域

在研究数据共享方面总体表现良好,根据２０１７年的

关于３１８个生物医学期刊数据共享政策的统计[４１],
其中１１．９％的期刊明确指出数据共享是论文发表

的必要条件,９．１％的期刊要求数据共享但没有明确

是否会影响出版决策,２３．３％的期刊鼓励但不强制

作者分享数据,９．１％的期刊间接提到数据共享,还
有３１．８％的期刊没有提及数据共享.

表１　国际主要出版社数据透明性程度

鼓励但不强制

要求共享
TOP一级

数据可用性声明
TOP二级

强制要求共享
TOP三级

可重现验证

Elsevier 类型 A、B 类型C 类型 D、E
SpringerNature 类型１、２ 类型３ 类型４

Taylor&Francis 类型１ 类型２ 类型３、４、５

Wiley 类型１ 类型２ 类型３ 类型４
其他 所有(仅)鼓励数据

共享的期刊
• PsychonomicsSocietyJournals
• Nature
• PsychologicalScience
• PNAS

•Science
• PLOS
•RoyalSocietyJournals
•Cognition

• AJPS
•Biostatistics
•JEPS
•JPR
• MetaＧPsychology
• QJPS

表２　SpringerNature数据共享策略表[４０]

共享策略特征 类型１ 类型２ 类型３ 类型４

数据需存储在可支持的存储库中 强制 强制 强制 强制

允许数据引用 强制 强制 强制 强制

数据存储审查确认 不需要 可选 强制 强制

数据可用性声明 不需要 可选 强制 强制

验证数据的开放和标识(敏感/个人数据除外) 不需要 不需要 可选 强制

对其他数据引用的验证 不需要 不需要 可选 强制

数据经过同行评审 不需要 不需要 可选 强制

出版过程与数据存储库的集成 不需要 不需要 可选 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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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国内期刊数据出版政策现状

为了解我国期刊的数据出版政策,本文作者针

对中国地学领域期刊,选取了SCI统计源期刊影响

因子前１０名和CNKI年报统计复合影响因子前１０
名中文期刊,对其网站上发布的数据政策相关信息

也进行了核查.在 SCI统计源 １０ 种期刊,具备

TOP二级政策的期刊有５种,具备 TOP一级政策

的期刊为３种,另外２种期刊没有明确提及数据出

版政策.CNKI年报统计复合影响因子前１０名中

文期刊中,无一提及数据出版政策.
相较而言,我国期刊在数据出版政策上起步较

晚,但也有少数期刊做出相关实践,例如«数据分析

与知识发现»[４２]在２０１６年就提出«支撑数据提交要

求»,明确要求从２０１６年第２期起,所有发表论文

必须提交支撑论文结论的数据,并发布数据可获得

性声明.另外,«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从２０１６年起

要求原始研究类稿件提供相应的原始资料,包括但

不限于原始数据、原始结果、量表、干预方法、问卷

等.«中华外科杂志»发布«关于投稿人自愿提供稿

件支持原始数据的通知»,明确稿件一经录用,支撑

数据将在文章发表的同时纳入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

数据共享平台管理,发布匿名化的全部或部分数据,
根据平台规则进行共享.

３．４　期刊论文支撑数据出版的政策要点

基于前述分析,作者总结了期刊研究论文政策

数据的出版策略要点,如表４所示.

表３　２０１８SCI统计源中部分学科IF排名前１０期刊数据政策统计

期刊学科分类 无强制要求或说明 TOP一级 TOP二级 TOP三级

地学

期刊数 ３ ４ ２ １

案例
Reviewsin Mineralogy
&Geochemistry

EarthＧScienceReview NatureGeoscience EarthSystemScienceData

医学

期刊数 — ４ ６ —

案例 — CA:A Cancer Journal
forClinicians

Lancet —

生态

期刊数 １ ３ ６ —

案例
AdvancesinEcological
Research

Ecology EcologicalApplications —

计算机
期刊数 ８ ２ — —
案例 IEEEJournals※ NeuralNetworks — —

　　(注:※IEEE 提供了IEEEDataPort,目前可为那些需要保留和管理其宝贵研究数据的人员免费上传不超过２TB的数据

集,允许数据集所有者在论文或报告中引用和链接到其数据集,鼓励引用数据集.)

表４　论文辅助数据的共享策略要点

策略要点 说明

数据定义 没有在文中体现的,独立验证研究结果所需的最小数据集

数据类型 包含通用数据类型(图、表、数据集、音频、视频等)和特定数据类型(例如生物医学方面的蛋白质序列数据、
DNA和 RNA序列数据、大分子结构数据、微阵列数据、计算机代码和临床试验数据等)

数据版权 数据所有者(个人、组织或机构)拥有完整的数据版权及所有权

数据存储 特定数据类型应存储到推荐的专业数据存储库或通用型公共存储库中,其他数据也可以根据期刊要求以文件

形式直接上传至期刊网站

共享策略 可根据期刊及学科情况按需共享—设置分等级共享策略,一般可分为:
• 弱—鼓励作者共享

• 次强—支持作者共享,并提供可用声明

• 强—(强制)要求提交数据、提供数据可用性声明,并需经过同评

作 者 需 确 认

并提供

确认数据可开放(共同作者许可)
数据准备及说明(注意避免出现隐私数据和其他敏感数据)
提供数据可用性声明

编辑加工 分配 DOI、元数据编辑和审查、生成数据集描述信息、增加项目资助信息、实现数据与论文的关联

数据审核 一般情况下没有强制要求

数据服务费 根据共享策略及服务项目设定收费标准

其他 开放数据标记的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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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数据论文的出版现状与策略

数据论文(DataPaper)是由出版界和数据界共

同提出和积极实践的新概念,指经过同行评议的专

门对具有科学价值的数据集进行描述的论文,一般

采用学术论文式的结构化模式,说明数据集的目的、
产生与处理过程、数据内容、以及使用方式等.通过

数据论文的出版,实现数据与论文的双向链接(图

１),促进数据更便捷地发现、获取和引用[４３],进而支

持数据产权、标识、发现等核心问题的解决,最终可

构建包括文献、数据和科学家的知识管理体系[４４].
目前,出版数据论文的期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纯粹出版数据论文的数据期刊,例如SpringerNaＧ
ture出版的ScientificData[４５]等;另一类期刊发表

包括数据论文在内的各种类型论文的期刊,称之为

混合型期刊,主要依托于传统的研究期刊,在论文出

版的同时接收该论文相关的数据论文[４６].据国外

相关研究统计[４７],现有出版数据论文的期刊多为混

合型期刊,部分是只发表数据论文的数据期刊.

图１　数据论文出版概念图

４．１　数据期刊现状

数据期刊相比较传统研究期刊,更强调数据发

布的完整性、对数据的描述和重用,数据政策方面侧

重于对数据的存储、元数据及数据本身及加工处理

方法的描述,以及对论文和数据的质量评价.作者

调研了EarthSystemScienceData(ESSD)[４８]、GiＧ
goScience[４９]、ScientificData(SD),以及«中国科学

数据»[５０]和«全球变化数据学报»[５１]等国内外具有代

表性的基本数据期刊,总结了数据期刊的基本现状

和数据出版政策要点(表５).

４．２　中国数据论文出版现状

近年来,我国在数据论文与数据期刊方面呈现

丰富实践(表６),包括前述«中国科学数据»和«全球

变化数据学报»等数据期刊,另有部分传统学术期刊

专门设置了数据论文专栏.
其中,«中国科学数据»(ChinaScientificData)

是国家网络连续型出版物的首批试点期刊,也是目

前中国唯一的面向多学科领域科学数据出版的学术

期刊.该刊搭建了由数据出版在线工作平台(htＧ
tp://www．csdata．org)、科 学 数 据 储 存 库 (SciＧ
enceDB)(http://www．sciencedb．cn)以及其他增

值服务系统等组成的数据出版平台.在数据论文同

行评议方面,根据数据的不同流程阶段,设置了数据

审核员初审、同评专家评审和开放公众评议的多渠

道分阶段评审机制,为每个数据集分配 DOI标识和

PID标识.«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于２０１７年创刊,与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共同构成元数据、
实体数据和数据论文的关联出版.其他期刊设置了

数据论文专栏并已在数据出版方面做出了一些尝

试,但在数据存储、开放共享、数据质量同行评议、数
据引用等的政策方面尚未提供详细说明.

４．３　数据论文出版策略要点

作者对数据论文出版和共享数据的策略要点进

行了分析,如表７所示.

４．４　不同数据出版模式的策略比较

作者对以上三种数据出版模式的优劣势和政策

要点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比较(表８).

５　数据出版面临的挑战及建议

科研数据开放共享正逐步成为科研资助的基本

要求和科研群体的行为规范,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完

善之中[５３].为有效支持数据共享,需要建立可靠的

数据出版基础机制,包括数据存储库、研究论文支撑

数据出版和数据期刊出版,尤其是数据期刊,提供了

常规化、规范化、来源与标识清晰、质量可信、版权明

晰、方便引用与激励的工具.但目前在我国,要形成

方便可靠的数据出版,还面临一系列挑战:
(１)还缺乏可信赖、可开放共享、可持续运行的

数据存储库,已有的数据存储库在支持数据 FAIR
化上还较薄弱,权益管理机制还较粗糙,开放共享服

务机制还缺乏长期可靠性,未尚未被多数国际学术

期刊认可.
(２)大多数中国学术期刊还没有论文辅助数据

的发布与共享政策,已有政策的期刊由于自身平台

局限或缺乏公共数据存储库支持,尚难以有效保存

和共享作者提交的数据.
(３)数据密集领域的大多数中国学术期刊还没

有将数据论文作为自己学术内容的有机部分,即使

少数已发表数据论文的期刊也尚未建立可靠机制来

规范地评审和发表数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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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部分数据期刊的数据出版政策要点

ESSD GigaScience SD 中国科学数据 全球变化数据学报

创刊时间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学科 地学 综合 综合 综合 地学

累积发文量(篇)※ ３０３ ４７９ ７１５ １７７ １３８

论文处理费(APC) 暂免 ＄１０５６起 ＄１３５０起 暂免 按版面收取

数据评审 √ √ √ √ √

数据存储库要求 推荐数据存储库 合 作 数 据 存 储 库

GigaDB 及 其 他 任

何数据存储库

合 作 存 储 库 FigＧ
Share及 其 他 得 到

认可的数据存储库

合 作 数 据 存 储 库

ScienceDB 及 其 他

认可数据存储库

合作:全球变化科学

研究数据出版系统

　　(注:该数据统计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５日)

表６　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数据论文情况统计

期刊名称 所属学科 出版单位 栏目名称 创办时间 发表论文数

中国科学数据 综合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数据论文 ２０１５ １７７

全球变化数据学报 地球科学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数据论文 ２０１７ １３８

生物多样性 生物科学 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编目数据

数据论文
２０１４ １００＋

植物生态学报 植物学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资料论文 ２０１３ ６

遥感技术与应用 地球科学 中科院遥感联合中心 数据论文 ２０１６ ４

图书馆杂志 情报学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数据论文 ２０１８ ２

DataIntelligence 数据科学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数据论文 ２０１８ ０

BigEarthData 地球科学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数据论文 ２０１７ １

地理学报 地理科学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数据论文 ２０１４ ２１

遥感学报 地球遥感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数据论文 ２０１８ ０

　　(注:统计信息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９日)

表７　数据论文的数据出版及其共享策略分析

数据政策要点 要点说明

数据论文提交 提出数据论文的主要规范

数据存储库推荐 按照学科,提供推荐或认可的数据存储库列表,包含通用存储库和学科专业数据存储库

数据存储库认定 提出可接受的数据存储库的认定标准,包括:在学科领域得到认可,可提供长期稳定的数据存储服务,
可为数据集分配唯一标识符,非特殊情况下允许无条件的公开访问,可为作者和审稿人提供在数据发

表之前的匿名访问服务等

特定领域数据标准 提供特定领域数据标准,作者应遵守现有的标准来准备和记录数据(FAIRSharing[５２]提供了很多有关

特定领域数据标准的信息),以便专家参考审核

同行评议标准 对数据论文的数据质量进行评审的标准

权益规范 关于读者、作者、数据作者、其他(隐私数据的安全发布等)权益

数据标引 可为数据集分配唯一标识符,例如 DOI、Handle等

数据引用原则 数据可用性声明、数据引用标准,以及是否列入参考文献

数据服务收费 各刊依数据集规格大小及服务项目设定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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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不同模式下数据出版策略比较

数据出版模式 优势 不足 数据政策要点

数据独立出版 基础设施专业,有利于数据的保存、
获取、共享及其监测统计;可间接支

持数据作者的科研贡献评价.

各学科 发 展 不 均 衡;学 科 特 性

强,缺乏共同解决方案;存储库

可持续性容易受影响;很多期刊

论文与数据间互引还存在问题.

提供元数据,促进数据可发现和可

理解;共享政策可依据资助者和项

目管理者要求而定制,可分层级有

限制地进行数据共享.

数据作为论文辅

助资料出版

数据与论文密切相关,自然成为科

研产出的一部分,论文对数据有一

定的说明,便于理解和利用.

数据一般不是全部或完整数据

集;部分数据的整理和聚合度较

高,数据重用可能受限;论文审

稿人对数据审查有限.

数据定义与说明;数据可用性说明;
数据类型和存储要求;政策实施强

度分类及说明;数据引用方法等.

数据论文出版 数据集较完整;数据说明清晰,有助

于数据的解释和复用;数据通常存

储在可靠稳定的存储库,便于访问

及与其他数据集结合使用;数据经

过同行评议,质量较高;论文可引

用,有利于评价.

需加强期刊与数据库保持持久

的双向链接;对大型数据集的同

行评议目前还是一项挑战.

数据论文规范;提交数据论文和数

据的方法;数据存储库的认证和推

荐;期刊对数据论文及数据的评审;
数据引用与相关权益人的利益保

护等.

　　(４)中国的数据期刊数量仍很少,数据论文规

范还有待完善和统筹协调;数据论文及其数据质量

的同行评议仍是难点,多数情况下仍只能由作者自

行对数据质量负责.虽有少量实践,但总体说来出

版平台还缺乏支持数据评审的工具和流程.
(５)国家、学科和机构还缺乏可操作、可测量、

可检验、可问责的科研数据开放共享政策及其实施

措施,对科研数据的发布与共享的强制要求和激励

措施还都缺失.
要纠正这种状况,当然需要多方协同建立强力

推动数据共享的生态系统,例如欧盟委员会 FAIR
数据专家组２０１８年发布的«将 FAIR 数据变为现

实:最终报告和行动计划»报告[５４]提出的具体方法.
但就本文作者而言,聚焦于支持数据共享的数据出

版机制,提出以下建议:
(１)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应加快出台科研项目数

据共享的具体政策,要求项目研究数据通过可靠的

数据出版机制进行组织、标识、描述、提交、发布和

共享.
(２)国家和各学科应支持加快建立一批开放、

规范、严格质量控制、支持数据FAIR化处理的数据

存储库,支持数据永久保存和开放共享;它们应得到

公共财政持续支持,接受可信赖性认证,接受对其公

共服务的公开检查.
(３)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和科技期刊管理部门应

支持加快建立学术期刊研究论文支撑数据开放共享

的强制性政策,建立支撑数据权益归属制度,建立支

撑数据标识与引用规范,实行支撑数据在可公共共

享的数据存储库进行存缴和共享制度,实行支撑数

据可获得性声明制度,并逐步建立支撑数据评审机

制与工具.
(４)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和科技期刊管理部门应

加快建设和支持一批规范运行的数据期刊,逐步覆

盖所有适用领域,建立数据论文规范及其评审规范,
实行数据论文相关数据文档在可共享数据存储库存

缴和共享的制度,并逐步建立数据论文的评审支撑

工具和平台.
(５)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应加快建立对数据出版

的保护与激励机制,包括明确数据权益、完善数据使

用许可、建立数据隐私保护规范等,提供数据下载引

用统计服务,将数据出版结果纳入科研成果体系和

科研人员贡献度和影响力评价中.

参 考 文 献

[１] TonyH,StewartT,KristinT．TheFourthParadigm:DaＧ

taＧIntensiveScientificDiscovery．Washington:MicrosoftReＧ

search,２００９．

[２] RoyalSociety．Scienceasanopenenterprise．https://royalＧ

society．org/topicsＧpolicy/projects/scienceＧpublicＧenterprise/

report/．(２０１２Ｇ０６Ｇ２１)[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０４]．

[３] OpenScience．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n_sciＧ

ence．(２０１９Ｇ２Ｇ２８)[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２０]．

[４] BolikowskiL,HoussosN,ManghiP,etal．Dataas“FirstＧ

classCitizens”．DＧLibMagazin,２０１５,２１(１—２)．DOI:１０．

１０４５/january２０１５ＧguestＧeditorial．[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２０]．

[５] DataCitationSynthesisGroup．JointDeclarationofDataCiＧ

tationPrinciples．SanDiegoCA:FORCE１１,２０１４．https://

doi．org/１０．２５４９０/a９７fＧegyk．[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２４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９年

[６] DCC．Discipline Metadata．http://www．dcc．ac．uk/reＧ

sources/metadataＧstandards．[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７] DataCurationCenter．http://www．dcc．ac．uk/．[２０１９Ｇ０１Ｇ

０４]．

[８] 沈志宏,张晓林．语义网环境下数据溯源表达模型研究综

述．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１,２７(４):１—８．

[９] LIBER．ImplementingFAIR DataPrinciples—TheRoleof

Libraries．https://libereurope．eu/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７/

１２/LIBERＧFAIRＧData．pdf．[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５]．

[１０]BiererB,PierceH,DrazenJ,etal．CreditforDataShaＧ

ring．Berlin:FORCE２０１７,October２５—２７．https://dataＧ

verse．org/files/dataverseorg/files/creditfordataＧforce２０１７．

pdf．[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５]．

[１１]CostelloMJ．Motivatingonlinepublicationofdata．BioSciＧ

ence,２００９,５９(５):４１８—４２７．DOI:１０．１５２５/bio．２００９．５９．

５．９．

[１２]SmithVS．Datapublication:towardsadatabaseofeveryＧ

thing．BMCResearchNotes,２００９,２(１１３)．DOI:１０．１１８６/

１７５６Ｇ０５００Ｇ２Ｇ１１３．

[１３]LawrenceB,JonesC,MatthewsB,etal．citationandpeer

reviewofdata:movingtowardsformaldatapublication．InＧ

ternationalJournalofDigitalCuration,２０１１,６(２):４—３７．

DOI:１０．２２１８/ijdc．v６i２．２０５．

[１４] 张晓林,沈志宏,刘峰．科学数据与文献的互操作//COＧ

DATA中国全国委员会编著．大数据时代的科研活动．北

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４９—１５８．

[１５]Elsevier．ResearchElements．https://www．elsevier．com/

authors/authorＧservices/researchＧelements．[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１６] 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http://www．gov．cn/

zhengce/content/２０１５Ｇ０９/０５/content_１０１３７．htm．(２０１５Ｇ

０９Ｇ０５)[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２４]．

[１７] 国务院．科学数据管理办法．http://www．gov．cn/home/

２０１８Ｇ０４/０２/content_５２７９２９６．htm．(２０１８Ｇ０４Ｇ０２)[２０１８Ｇ１１Ｇ

０４]．

[１８]NASAsDataPortal．http://data．nasa．gov．[２０１９Ｇ０２Ｇ０４]．

[１９]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中国科技基础资源共享网．

https://escience．org．cn/．[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２０]The WorldDataSystem (WDS)．http://www．icsuＧwds．

org．[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２１]TheProteinDataBankarchive(PDB)．http://www．wwpＧ

db．org．[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２２]Dryad．http://www．datadryad．org．[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０４]．

[２３]FigShare．http://figshare．com．[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０４]．

[２４]ScienceDB．http://www．sciencedb．cn．[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０４]．

[２５]CERNOpenDataPolicies．http://opendata．cern．ch/collecＧ

tion/DataＧPolicies/．[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０４]．

[２６]AnoverviewofthedataheldinSHERPAJuliet．http://

hepdata．cedar．ac．uk/．[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２７]FundersPolicyOverview．http://v２．sherpa．ac．uk/view/

funder_visualisations/１．html．[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２８]EUopensciencemonitor—opendata．https://ec．europa．eu/inＧ

fo/researchＧandＧinnovation/strategy/goalsＧresearchＧandＧinnovaＧ

tionＧpolicy/openＧscience/openＧscienceＧmonitor/factsＧandＧfiguresＧ

openＧresearchＧdata_en．[２０１９Ｇ０２Ｇ０４]．

[２９]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SciＧ

ence:editorialpolicies．http://www．sciencemag．org/auＧ

thors/scienceＧeditorialＧpolicies．[２０１９Ｇ０２Ｇ０４]．

[３０]SpringerNature．Availabilityofdata,materialandmethods．

http://www．nature．com/authors/policies/availability．htＧ

ml．[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０４]．

[３１]BioMedCentral．OpenData．http://www．biomedcentral．

com/about/policies/openＧdata．[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３２]PLOS． Data Availability． http://journals．plos．org/

plosone/s/dataＧavailability．[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３３]BrianNosek,GeorgeAlter,GeorgeBanks,etal．TransparＧ

encyandOpennessPromotion(TOP)Guidelines．DOI:１０．

１１２６/science．aab２３７４．https://osf．io/vj５４c/．(２０１８Ｇ０７Ｇ

０２)[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３４]ElseviersResearchDataGuidelinesforJournals．https://

www．elsevier．com/authors/authorＧservices/researchＧdata/

dataＧguidelines．[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３５]SpringerNatures Research Data Policy Types．https://

www．springernature．com/gp/authors/researchＧdataＧpolicy/

dataＧpolicyＧtypes/１２３２７０９６．[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３６]Taylor&Francisdatasharingpolicies．https://authorserＧ

vices．taylorandfrancis．com/understandingＧourＧdataＧsharingＧ

policies/．[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３７] WileysDataSharingPolicies．https://authorservices．wiＧ

ley．com/authorＧresources/JournalＧAuthors/openＧaccess/daＧ

taＧsharingＧcitation/dataＧsharingＧpolicy．html．[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３８] MellorD．TheLandscapeofOpenDataPolicies．https://

cos．io/blog/landscapeＧopenＧdataＧpolicies/． (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０７)

[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３９]DataavailabilityreportforEXAMPLEUNIVERSITY２０１７．

https://www．springernature．com/gp/openＧresearch/instituＧ

tions/researchＧdataＧservices/dataＧavailabilityＧreporting． [２０１８Ｇ

１１Ｇ０４]．

[４０]SpringerNature Research Data Policies FAQs．https://

www．springernature．com/gp/authors/researchＧdataＧpolicy/

faqs/１２３２７１５４．[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０４]．



　
第３期 孔丽华等:数据出版的趋势、机制与挑战 ２４５　　 　

[４１]VasilevskyNA,MinnierJ,HaendelMA,etal．ReproducＧ

ibleandreusableresearch:Arejournaldatasharingpolicies

meetingthemark?PeerJ,２０１７,５(１０):e３２０８．https://doi．

org/１０．７７１７/peerj．３２０８．

[４２]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支撑数据提交要求．http://www．inＧ

fotech．org/Jwk_infotech_ wk３/fileup/１００３Ｇ３５１３/NEWS/

２０１６０４０８１６５４０９．pdf．[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２０]．

[４３] 何洪林,杨萍,于贵瑞．«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专

刊»卷首语．中国科学数据,２０１７,２(１)．DOI:１０．１１９２２/

csdata．０．２０１７．０１３６．

[４４] 吴立宗,王亮绪,南卓铜,等．科学数据出版—促进科学数

据共享 的 一 种 新 模 式．中 国 科 技 资 源 导 刊,２０１４ (３):

７２—７８．

[４５]ScientificData．https://www．nature．com/sdata/．[２０１９Ｇ

０１Ｇ０４]．

[４６] 孔丽华,邵明玥．科学数据出版内容与案例分析．科研信息

化技术与应用,２０１８,９(６):３９—４６．

[４７]CandelaL,CastelliD,ManghiP,etal．DataJournals:A

Survey．JournaloftheAssociationforInform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２０１５． 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０２/asi．

２３３５８．(２０１５Ｇ０１Ｇ３０)[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４８]EarthSystemScienceData．https://www．earthＧsystemＧsciＧ

enceＧdata．net/．[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０４]．

[４９]GigaScience． https://academic． oup． com/gigascience．

[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０４]．

[５０] 中国科学数据．http://csdata．org．[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２０]．

[５１] 全球 变 化 数 据 学 报．http://www．geodoi．ac．cn/WebCn/

Default．aspx．[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２０]．

[５２]FAIRSharing．https://fairsharing．org/．[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０４]．

[５３] 张晓林．实施公共资助科研项目研究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

建议．中国科学基金,２０１９,３３(１):７９—８７．

[５４]EUPublications．TurningFAIRdataintoreality:FinalreＧ

portandactionplanfromtheEuropeanCommissionexpert

grouponFAIRdata．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

publicationＧdetail/Ｇ/publication/７７６９a１４８Ｇf１f６Ｇ１１e８Ｇ９９８２Ｇ

０１aa７５ed７１a１/languageＧen/formatＧPDF/sourceＧ８０６１１２８３．

(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２６)[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４]．

Trendsandchallengesinresearchdatapublishing

KongLihua１,２,３　　XiYan３　　ZhangXiaolin１

(１NationalScienceLibrar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１００１９０Beijing;

２DepartmentofLibrary,InformationandArchivesManagement,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

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１００４０９Beijing;

３ComputerNetworkInformationCenter,ChineseAcademyofSciences,１００１９０Beijing)

Abstract　DatapublishingisoneofthekeymeanstostimulatedatadisseminationandpromotedatashaＧ
ring．Basedonsurveysofdatarepositories,majorSTMpublishers,representativescholarlyjournalsand
datajournals,thispaperanalyzesthecurrentmechanismsofdatapublishing,suchassharingbydepositing
intodatarepositories,publishingassupplementarydatafilesofjournalarticles,andpublishingasdatapaＧ
persinresearchjournalsanddatajournals．ThepaperalsosummarizesthekeyelementsofthepoliciesreＧ
latedtothosemechanisms,pointsoutthechallengestodatapublishinginChina,andrecommendssome
courseofactionstodevelopdatapublishingforthebenefitofdata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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