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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为我国进一步推动落实已签署的 OA2020 倡议提供参考建议。[方法/过程]
通过网络调查跟踪观测全球主要科技国家教育机构、研究机构、资助机构、图书馆和国际组
织实施大规模学术期刊开放出版转换的行动，并梳理归纳国际主要出版商对转换所持的不同
态度和行动，分析总结上述学术出版参与主体在转换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可能的应对
策略。[结果/结论]通过分析，从承认国家差异性、转变图书馆角色、与出版商协商合作、解
决开放出版目前问题、正视扣减和抵消制度不足 5 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开放获取发展，实
现 OA2020 倡议的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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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OA2020 的提出背景
2003 年，德国马普学会（MPG）提出《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开放获取的柏林
宣言》[1]，倡议将人类知识通过网络实现免费获取、下载、重用。十余年来，开放获取的实
践形式主要有两种，以期刊论文为例：①开放存储。期刊仍订购出版，论文最终审定稿
（accepted author manuscript，AAM）存储到机构知识库并在时滞期后开放获取；②开放出
版。论文发表后立即开放获取。开放出版又分为完全开放出版期刊（full OA journal）和复
合开放出版期刊（hybrid OA journal）
，前者指整本期刊开放出版，所有论文经同行评议录用
后，需支付论文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fee,简称 APC）
。后者指整本期刊仍需订购，但向
作者提供开放出版的选项，作者可选择支付 APC，将自己的论文立即开放出版。
2013 年，全球研究理事会（GRC）发布开放获取行动计划，要求所有公共科研资助机
构实现所资助项目论文的开放获取[2]。目前，几乎全球所有公共科研资助机构都发布了开放
获取政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主要支持开放存储，并均明确允许使用科
研经费支付开放出版 APC，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家重点支持开放出版。截至 2019
年 1 月，开放获取期刊指南（DOAJ）收录开放出版期刊 12 518 种，覆盖 129 个国家的 3 704
902 篇论文[3]。
十余年来，开放获取为科研人员获取信息开辟了新途径，也促进了知识的民主化[4]。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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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获取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成绩，但同时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①开放存储尚不能充分发
挥开放获取的效益。一方面，作者欠缺存储积极性，存储率较低；另一方面，科研成果的传
播和管理受到了时滞期和“最终审定稿”（accepted author manuscript，AAM）的限制。②资
助开放出版的专门经费有限，主要经费被锁定在订购费。APC 价格制衡与谈判机制缺失，“双
重收费”（double-dipping）仍然普遍存在于复合 OA 期刊。科研公共资助资金面临多头管理
问题，难以形成统筹协调的政策和统一的市场博弈力量，对于 APC 价格控制机制要么缺失，
要么松软。③多数高影响力学术期刊仍采取订购模式，85%的科研成果必须付费才能阅读[5]。
有某些出版商创办“兜底型”开放出版期刊，
“兜底出版”未被其旗下高影响力订购期刊录用
的稿件，
“变废为利”
，增加收入。甚至还有某些“欺诈型”期刊假借开放出版的名目，为收取
高额 APC 而不进行或不严格进行质量控制，严重损害了开放出版的声誉。从某种意义上说，
开放获取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变成了出版商扩展低端出版、榨取市场残余价值的一种手段。因
此现在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将高水平期刊转为开放出版期刊。
据估算，每年全世界图书馆订购经费为 76 亿欧元[6]。人们已经意识到，图书馆订购经
费就是出版支持经费，而且是数量最大、最具有专业管理性、最具备建立联合协调谈判机制
潜力的一项资源，因此应该将这样一种资源利用到开放获取的转换过程中。目前国内外已经
出现了扣减（offsetting，按照复合 OA 期刊中开放出版论文的数量比例减扣订购费）、抵消
（订购费抵消 APC 或 APC 抵消订购费）和领域转换（例如国际粒子物理开放出版资助联盟
SCOAP3 推动高能物理领域高水平期刊和论文转为开放出版）[7]等多种途径的转换实践。
1.2 OA2020 对学术出版规则的变革
2016 年 3 月 21 日，德国马普学会等机构发起促进“开放获取 2020”国际倡议（OA2020
initiative，简称 OA2020）
，要求科研机构成员在其机构订购的期刊上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的
论文立即实现开放获取，由此将现有绝大部分学术期刊从订购模式转换为开放出版模式。为
更好实现 OA2020 宗旨和目标，马普学会还发布了“大规模实施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意向书”
（Expression of Interest in the Large-scale Implementation of Open Access to Scholarly Journals，
简称 EoI）[8]，明确了由订购期刊向开放出版期刊转换、期刊订购经费向支持开放出版经费
转换、学术出版各方共同参与以促进学术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核心使命；并制定了“OA2020
路线图”（OA2020 Roadmap）
，为开放获取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实际操作步骤提供了指导方针
[9]

。
要实现大规模转换，就必须聚集所有力量共同合作，并协调好转换过程中各国家、机构

之间的关系。OA2020邀请学术出版的各参与方，包括大学、研究机构、资助机构、图书馆、
出版商共同合作，以快速高效地实现这一转换。截至2019年2月，已有37个国家130家机构签
署了该倡议的意向书[8]，包括德国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协会、亥姆霍兹联合会等研究机构，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旧金山、戴维斯等分校，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奥
地利等国家科学基金，德国、瑞士、捷克等国家科学院，中国、英国、荷兰、芬兰、瑞典、
南非、日本、韩国、丹麦等国图书馆或联盟，以及世界气象组织、各国知名大学和部分出版
机构。这意味着这些机构将共同致力于“大规模实现学术研究论文免费在线获取和最大限度

的使用与重用，并支持新的和改进的开放出版形式” [10]。
因此，OA2020 是以《柏林宣言》和开放获取十余年来发展进程为基础并立足于文献订
购经费向开放出版经费转换的测算数据而提出的一项具有可行性的国际行动计划[11]。它将
打破出版商对订购期刊不断涨价的垄断局面，也将改变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所有社会公众获
取、利用最新科研成果的方式，扩大知识的传播范围，提高公共资金的利用效率，增强社会
创新能力。
2.部分开放出版转换国家和组织的实践案例
在已签署 OA2020 倡议的一百余个国家中，以德国、英国、荷兰、瑞典[12]、奥地利[13]
等为首的欧洲国家已经响应号召，设立项目组或指定负责机构实施转换行动，通过与出版商
谈判达成转换协议或形成过渡阶段的一致意见。美国、中国、芬兰[14]、加拿大[15]等国家虽
目前尚未形成国家行动，但其国内的资助机构、高校、图书馆等机构正在努力尝试多种转换
途径。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和组织也在积极探索，但尚未有公开宣布的实际行动和结果。本文
选取部分已经开展开放出版转换实践的国家和组织案例进行介绍，其组织形式、谈判策略、
协议制定等经验具有一定借鉴参考意义。
2.1 德国马普学会
德国马普学会作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科研机构，一直是开放获取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引
领者。马普学会数字图书馆（MPDL）作为马普学会的机构代表，承担了具体推动实施 OA2020
的重要职责。MPDL 首先通过统计得出，其机构成员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中超过 80%
分布在 20 家主要出版商的期刊上，而其中已经有 5 家是全开放出版。其次，设立了一个包
含大学、科研机构、图书馆人员在内的新型联盟项目组（DEAL Project）[16]。项目组谈判对
象首先选定了三大出版商，分别是 Elsevier、Springer Nature 和 Wiley。在谈判策略上，马普
学会为出版商提供两个选择：要么出版商在公平的基础上参与到转换变革中来（例如实行扣
减），要么机构停止对该出版商的合作和订购[17]。历经近三年的谈判，2019 年 1 月，DEAL
与 Wiley 达成首个国家层面的开放出版转换协议，德国 700 多个机构的科研人员可以免费获
取 Wiley 出版的 1 500 余种期刊，并可以将在 Wiley 发表的文章免费向公众开放。这项协议
的达成对推动德国科学、欧洲科学乃至全球科学进一步开放获取都具有重大意义[18]。
马普学会也与数家出版社达成抵消协议，其机构成员可以通讯作者身份在 Springer（仅
限其中 1 600 余种订购期刊）[19]、Taylor & Francis[20]、IOP[21]（仅限其中 36 种订购期刊）、
RSC（英国皇家化学学会）[22]等出版社的期刊上以知识共享署名许可协议（CC BY）发表开
放出版论文，无需个人支付 APC。此外，马普虽然未对一些出版社进行集中资助，但也在
订购基础上为作者争取了一定的 APC 折扣（50%-70%）或免 APC 抵用券，例如 Science、
IOS、Karger、Mary Ann Liebert 和 ECS 等出版社[23]。
2.2 英国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的任务之一是支持英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数字资
源采购，特设 JISC Collections 团队负责具体执行其中的谈判与许可服务工作[24]。为解决向
复合 OA 期刊出版商双重付费问题，JISC Collections 设定了扣减协议五项原则[25]：①扣减

制度应在向完全开放出版过渡的环境下运行，并支持这一过渡。扣减制度需具有包容性，清
除作者及其机构在开放获取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并确保订购机构的所有成果在遵守许可和
满足资助者规定等其他条件时能够立即开放出版。②扣减制度应确保出版商不会向支付订购
费和 APC 费用的同一机构双重收费。③扣减制度不应只局限于订购大量期刊的机构，也应
适用于所有订购个别复合 OA 期刊的机构。④扣减制度应适合各个层级的订阅机构，以确保
所有机构的学术出版成本被包含。出版商也应根据其所宣称的“无双重收费”政策，在全球范
围内减少订购费用，以增加复合 OA 期刊中开放出版论文的数量。⑤扣减制度应实行“实收
实付制”（cash basis）
，以避免额外的管理工作，特别是抵用券（vouchers）到期时。如果在
抵用券基础上实行扣减制度，则必须向处理该项事务的机构提供，而不是提交给个别作者，
以尽可能确保扣减制度的透明度。
JISC Collections 已经与多家出版社达成扣减或抵消协议，并表示将继续支持扣减制度，
因为其真正为英国图书馆界带来了收益[23]。据 JISC Collections 公布的 2015 年扣减协议评估
报告显示[26]，2015 年扣减协议为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带来的总收益约为 250 万英镑。JISC
Collections 与出版商达成的部分协议概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JISC Collections 与出版商达成的部分协议概况[26]
出版商
Wiley

协议类型
扣减协议

协议概况
机构根据上一年向 Wiley 支付费用的总和（订购费+APC+获取未
订购内容付费）在 Wiley 开放获取预付账户（WOAA）缴纳预存
款，机构当年总支出越多，可获得的扣减信用值（credit）就越
多，扣减信贷可用于支付之后的 APC。协议机构还可享受 APC
25%折扣

Taylor &

抵用券折扣

Taylor & Francis 向机构发放抵用券（vouchers），持该券可享受

Francis

协议

其旗下一个复合 OA 期刊一次 APC 25%折扣。抵用券的数量计
算方法为：抵用券数量=机构总支出/复合 OA 期刊平均 APC

IOP

限额扣减协

当年机构作者在复合 OA 期刊发表 OA 论文的 APC 费用将在下

议

一年机构应缴纳的订购费和许可费中扣减，但扣减不得超过应缴
纳的订购费和许可费的额度（例如，如果一个机构 2014 年总支
出是 50 000 英镑，2015 年许可费支出是 40 000 英镑。则 2015
年扣减最多是 40 000 英镑）

Springer

抵消协议

英国订购资金形成一个“出版池”（publishing pot）来资助 APC，
用一项额外的转换费用覆盖获取订阅内容的费用[27]

2.3 荷兰
荷兰大学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the Netherlands，VSNU）与大学图书馆
和荷兰国家图书馆联盟（The Consortium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Netherlands，UKB）代表荷兰的大学们与出版商进行“重要交易”（big deal）谈判[28]。VSNU
在 2016 年发布的介绍荷兰开放获取发展的 E-zine 报告中介绍道[29]， 他们认为开放获取“荷
兰路径”（Dutch approach）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有 4 点[30]：①独特的集体谈判模式。不同于

美国和西班牙的区域性谈判、法国的政府层面谈判、英国和奥地利的代表性机构谈判，荷兰
委托了三位大学校长/执行委员会主席作为首席谈判顾问全权代表整个荷兰的所有相关机构
进行谈判，赋予了谈判者很大的权力和地位。②强大的代表团队。VSNU 和 UKB 将谈判级
别从一开始就提升到了最高行政级别，由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出版商进行谈判，不同于通
常情况下的图书馆谈判层面。③忠于原则。例如，荷兰的大学始终坚持向开放获取过渡应该
保持中性预算政策（budget neutral）
，即不会为开放出版支付额外的费用。也正是因为对这
一原则的坚持，它们与 Elsevier 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在不增加任何额外费用的基础上，
荷兰作者在其期刊上发表开放出版论文的比例每年增加了 10%。④明确的政策支持。荷兰
开放获取政策要求，
到 2018 年要实现荷兰科学出版物 60%开放出版，到 2024 年要实现 100%
开放出版[28]。为推动这一目标实现，2015 年，荷兰科学研究组织（The 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NWO）
作为荷兰最重要的科研资助机构，
开始实施强制开放出版政策，
要求受资助成果必须立即开放获取[31]。
VSNU 首先选取了占荷兰科学出版物数量 70-80%的八大出版社作为谈判对象[27]，目前
已经和 Springer[32]、Wiley[33]、Taylor & Francis[34]、ACS（美国化学学会出版社）[35]、SAGE[36]、
Brill[37]、剑桥大学出版社[38]、Elsevier（一定比例的论文）[39]等出版社达成协议，荷兰机构
的科研人员在其期刊上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开放出版论文，无需个人支付 APC。此外，VSNU
还与 Walter de Gruyter（德古意特）[40]、Thieme[41]等出版社达成复合 OA 期刊开放出版 APC
折扣协议，与 Emerald 出版社达成免 APC 抵用券协议[42]。
2.4 美国
截至 2019 年 1 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旧金山分校、北岭分校、
默塞德分校、河滨分校、洛杉矶分校、圣地亚哥分校和北德克萨斯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图
书馆、
韦恩州立大学 11 个机构签署了 OA2020，
并在 OA2020.us 的网站发布联合签署声明[43]，
呼吁美国其他机构也参与到 OA2020 行动中来，打破现有订购体系的封闭性和制约性，支持
多种途径向开放出版转换[44]。早在 2014 年，伯克利分校就与 RSC 达成免 APC 抵用券协议
[45]

。2016 年，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CDL）代表 10 个校区与 Taylor & Francis 达成 APC 折

扣协议[46]。
美国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在 2016 年开展了一项关于转换成本和效益的研究 Pay It
Forward[47]，该研究基于具体财务数据和科研资助整体考虑，既算小账又算大帐，发现：①
对于大型研究型机构，学术论文全部开放出版的开支将超出当前的图书馆期刊订购预算；②
但开支缺口可以由研究项目经费覆盖，且后者已经成为开放出版资助费用的一个主要来源；
③转换经费机制要允许作者选择在何处发表，引进期刊体系内的竞争和向下的 APC 价格压
力；④完全开放出版的未来资助模式应引入合适的激励措施，促使在实现完全开放获取时，
有序管理开支和不断完善出版体系。
虽然美国还没有关于订购资金转换的具体呼吁，但有建议指出，图书馆可以“将其总预
算 2.5% 用于公共数字基础设施的组织和项目, 以支持开放学术共享”

[48]

。美国研究图书馆

协会（ARL）也建议，不仅要转换订购资金, 而且还要将学者用来支付出版费的资金用于支

持开放的、基于学科的预印本知识库[49]。
2.5 SCOAP3
国际粒子物理开放出版资助联盟（SCOAP3）[7]一直是开放出版的坚定支持者，并率先
实现了高能物理领域绝大多数高水平期刊和论文的开放出版转换。SCOAP3 联合 44 个国家
的三千多家世界高能物理研究的资助者、研究教育机构和图书馆，将期刊订购费转为开放出
版资助费[50]，联盟成员按发文比例分担资助费用，作者无需再支付 APC[51]。目前 SCOAP3
已经与 11 家高能物理领域期刊达成协议，通过集体谈判，确定了低于出版社市场价格的
APC，预估 2017 年-2019 年开放出版 APC 900-1 000 欧元/篇[52]，低于平均水平（3 000 美元
/篇，约 2 500 欧元/篇）[53]。SCOAP3 在价格制衡、标准制定、质量监控等方面做出了现行
探索和示范，为开放出版转换发挥了重要的正向引导作用[54]。
2.6 中国
截至 2019 年 1 月，中国大陆已经有 14 家机构签署了 OA2020 意向书，分别是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上海科技大学图书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
研究所、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南京大
学图书馆、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广西科技
大学图书馆。这表达了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学术期刊从订阅向开放获取转变的国际合作的态
度，也有助于为我国科技人员提供更好的文献保障和服务。
我国也已经有了多种转换途径的实践探索。2014 年，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
通过订购开通了 ECS Plus 功能[55]，为中国作者获得了无限量的论文信用值（article credits）
[56]

。2016 年，NSTL 代表中国加入 SCOAP3

[57]

，不仅使中国作者能够在高能物理领域免费

发表开放出版论文，促进我国科研成果的共享传播，也体现出我国作为科研大国主动承担国
际责任的担当。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于 2015 年与 IOP 出版社达成扣减协议，扣减方式
为：核算当年 IOP 期刊上发表 OA 论文的比例，按照约定的扣减比例，根据当年中国科学
院科研人员以通讯作者身份在 IOP 复合 OA 期刊上发表 OA 论文的 APC，在下一年的集团
订购费用中予以相应扣减。2017 年和 2018 年连续两届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会议设置了
“OA2020:中国的挑战与选择”和“OA2020 中国实践”、
“OA2020 在中国的可行性”等议
题，对 OA2020 进行宣传推广。
3.部分国际重要出版商对 OA2020 的态度和行动
出版商作为学术出版服务的重要一环，为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审、编排和传播提供了帮助，
理应获得与其付出相应的报酬。OA2020 号召由订购向开放出版大规模转换，对出版商而言，
这涉及对出版市场中 APC 定价机制和经费支持监管制度的调整、出版协议中包括文本数据
挖掘等在内的权益分配的调整等一系列相应变革，需要出版商放弃对现有出版市场的垄断，
出让数字出版所带来的数字网络红利[58]，将更多人力物力投入到如何更好为科研人员提供
便捷高效的出版服务之上。对比开放出版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市场的既得利益，不同出版商对
OA2020 持有不同态度，这与出版商自身在目前市场中的目标定位、发展历史、营业规模、
盈利方式等深层因素均具有相关性。目前部分出版商对 OA2020 带来的变革存在一定担心是

正常的，但我们相信，OA2020 也将与开放获取的发展历程相似，出版商从最初的坚决反对，
到现在几乎所有出版商都提供复合开放出版选项[59]，学术期刊向开放出版模式大规模转变
同样势在必行。根据对部分国际重要出版商针对 OA2020 态度行动的观测，归纳总结如下：
3.1 践行者
Wiley 是 OA2020 最为坚定的支持者，
与德国 DEAL 项目组达成首个开放出版转换协议，
并且公布了具体协议内容和费用情况，主要包括：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德国科研人员在
Wiley 出版的复合 OA 期刊发表开放出版论文的“出版和阅读费”
（Publish and Read Fee）为
2 750 欧元/篇，协议预计德国科研人员近两年发文数量为 9 500 篇/年，因此 2019 年 7 月 1
日至年底预付款约为 1 300 万欧元，2020 年一整年预付款约为 2 600 万欧元。此外，考虑到
协议生效期问题，DEAL 项目组还将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支付一笔
约 1 200 欧元的“过渡费”
（Interim Fee）。协议还约定，德国科研人员在 Wiley 的现有开放
出版期刊上发表文章将获得 20%的 APC 折扣[60]。
此外，Wiley 的 1 300 余种订购期刊为作者提供了 OnlineOpen 选项[61]，协议机构成员以
通讯作者身份在 Wiley 订购期刊上发表开放出版论文，个人无需再支付 APC。Wiley 已经与
荷兰、奥地利、英国达成上述协议[62]。与其他出版社不同的是，Wiley 也为美国的政府部门、
基金会和研究所等提供开放出版服务，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能源部（DOE）
、
国防部（DOD）
、地址调查局（USGS）、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
会、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等，当受这些机构资助的作者选择将论文开放出版时，Wiley
将根据知识共享协议发布论文最终版，并在适当的时候将其存储到美国公共医学中心
（PubMed Central）
。
3.2 支持者
Springer Nature 对 OA2020 持支持态度并积极行动。目前已经与德国、英国、荷兰、奥
地利、瑞典达成抵扣协议[63]，协议机构成员以通讯作者身份可以在 Springer 的 2 000 种以上
的订购期刊上发表开放出版论文，个人无需再支付 APC，并且能够全面获取 Springer 的所
有期刊。2017 年 10 月，Springer 宣布其实现了推进开放科研进程中的一项里程碑，英国、
瑞典、荷兰、奥地利已经有超过 70%的通讯作者在通过开放出版模式发表学术论文。Springer
表示，会尝试将其知名期刊转为开放出版模式，使更多作者有更多机会不受限制地选择开放
出版，终极目标是通过开放出版和开放科研技术促进发现[64]。
Taylor & Francis 致力于解决复合 OA 期刊的双重收费问题，并积极尝试向订购机构提供
会员政策和预付款折扣，希望以此降低机构成本，进一步提高机构开放获取预算[65]。目前
有 2 300 余种订阅期刊提供开放出版选项[66]。Taylor & Francis 目前已经与英国、奥地利、德
国、荷兰达成抵扣协议[67]，这些机构的成员可以以通讯作者身份在其旗下订购期刊发表开
放出版论文，个人无需支付 APC。Taylor & Francis 还与美国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芬兰数
字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达成了 APC 折扣协议。
RSC 出版社通过“出版即阅读”（read & rublish，PAR）协议，为作者提供了在复合 OA
期刊发表开放出版论文的选择。“出版即阅读”的定价等于出版费（基于上一个完整年机构科

研人员以通讯作者身份发文数量）加上阅读费（机构人员阅读非 OA 论文的成本）减去多种
形式的转换折扣[68]。例如，向订购机构发放免 APC 抵用券或订购期刊开放出版论文 APC 的
15%折扣[69]。
ACS 为订购机构提供订购期刊开放出版论文 APC 25%折扣[70]。但要注意，作者如果使
用授权协议要缴纳额外的费用，CC BY 协议或 CC BY_NC_ND 协议收费标准为 1 000 美元，
会员价 500 美元。
3.3 尝试者
IOP 在网站表示自己是开放科学和开放获取科学研究的坚定拥护者，其正在构建一种透
明的运营制度，通过降低订购价格偿还所获得的开放获取收益 [71]。为控制开放获取成本，
避免双重支付，IOP 已经与 SCOAP3、奥地利、德国、挪威、瑞典、英国签订了扣减协议[72]，
使机构开放出版支出在订购经费中得到扣减。
SAGE 从 2015 年起[73]，对订购期刊上发表开放出版论文数量超过 5%的订购期刊费用
进行扣减，已经有 20 本期刊实施了扣减制度。到 2018 年又新增加 9 本期刊，2018 年的扣
减比例计算依据 2014-2016 年 3 年的滚动平均值（rolling average），以消除年度变化。扣减
方式为：开放出版论文占订购期刊总发文量的比例，即订购期刊价格的折扣。2018 年订购
期刊开放出版 APC 折扣为 1%-5%。
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的扣减规则比较严格[74]，必须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方可享受订购期刊开放出版 APC 折扣：①OA 论文数量超过订购期刊发文总数
的 5%；②APC 总收入超过 5 000 英镑；③当 OA 论文数量占订购期刊总数的比例低于 APC
总收入占订购总收入的比例时，以前者比例计算 APC 折扣。反之，则以后者比例计算 APC
折扣。APC 折扣是以上一个完整年计算，例如，2016 年的 APC 折扣是在 2015 年计算的 2014
年的出版数据。
为计算 2019 年订购期刊 APC 折扣，
2018 年的期刊 APC 最低价格调整为 5 250
英镑。剑桥大学出版社订购期刊 APC 扣减规则详情如表 2 所示：
表 2 剑桥大学出版社订购期刊 APC 扣减规则
年份

数据说明

期刊 A

2014 年

订购收入

500 000

期刊 B

期刊 C

期刊 D

500 000

500 000

500 000

4%

5%

5%

5%

5 000

4 999

30 000

20 000

1%

1%

6%

4%

0%

5%

4%

（英镑）
OA 文章
比例
APC 收入
（英镑）
APC 收入
比例

2016 年

折扣比例

0%

折扣总额

0

0

25 000

20 000

无折扣，

无折扣，

条件均符合：折 条件均符合：折

因为

因为 APC

扣比例按 OA 论 扣 比 例 按 APC

OA 论

总收入＜

文比例计算。因 收入比例计算。

文比例

5,000 英

为 OA 论文比例 因为 APC 收入

＜5%

镑

低于 APC 收入 比例低于 OA 论

（英镑）
说明

比例

文比例

3.4 观望者
Elsevier 也一直声称支持开放科学，但与上述出版商的积极实践和尝试相比，其实际支
持程度相对较低。Elsevier 曾提出：①欧洲内部范围“开放”。他们认为，OA2020 不一定要
追求国际共识，欧洲可以快速实现“欧洲范围内开放共享”，欧洲以外的国家继续实施开放存
储。这种观点与开放出版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开放出版必须是在全球范围内免费、及时地公
开获取，有地域范围限制的“开放”不是开放；②先行“输家”（losers）
。他们表示，开放出版
资助费的支出将超过现有订购经费，先实施转换的国家会成为输家，后实施转换或者“搭便
车”的国家会成为赢家[75]。这种说法其实是在掩盖出版商试图“温水煮青蛙”的涨价策略，目
前实施转换可能会使某些科研密集型国家或机构增加一定的支出，但这种支出可以通过与出
版商的谈判进行控制。而出版商的策略是，先以稳定涨幅的订购价格进行“温水”式蒙蔽，再
逐渐将价格增涨到机构难以承受的程度。因此，事实是谁先实施转换，谁就能掌握国际开放
出版规则变革和价格博弈的主动权，而后实施转换或继续坚持订购的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出版
商持续增长的定价和各种限制条件。
马普学会项目组自 2016 年开始与 Elsevier 谈判，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协议。Elsevier 要
求：①期刊定价要在现有订购价格基础上增加可能丧失的新订购支付的费用；②复合 OA 期
刊价格要远高于订购价格和全 OA 期刊 APC；③“出版”和“阅读”模式要完全分开；④开放存
储要遵守 Elsevier 的标准政策；⑤根据 Elsevier 的“网络安全政策”，获取要通过密码而不是
机构认证

[5]

。马普学会表示，将继续坚持“出版即阅读”（publish & read）原则与 Elsevier 进

行谈判。2019 年 2 月，因 Elsevier 提出的订购费用过高并且拒绝实现开放获取，加州大学宣
布停止对 Elsevier 的订购，并将立即向全世界免费开放其 10 所分校的研究成果（占美国学
术出版产出的近 10%）[76]。同样，2019 年 3 月，因 Elsevier 无法满足挪威研究机构对论文
开放获取的要求，挪威也停止了续订协议

[77]

。

全球已经有超过 70 个学术机构停止了对 Elsevier 的订购，预计到 2018 年将会有 200 个
包括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内的机构停订[78]。有趣的是，虽然 Elsevier 态度和行动上都表现
出了对 OA2020 的不友好，但依然允许 200 余家停止订购的机构访问其内容，并表示会继续
和相关机构进行谈判[79]。实际上，Elsevier 的一些举措已经走在了转换的路上。例如，2014
年，Elsevier 旗下的 Physics Letters B[80]、Nuclear Physics B[81]作为高能物理领域高水平期刊，
在 SCOAP3 资助下由订购期刊转为完全开放出版期刊。2015 年，荷兰大学联盟和 Elsevier

达成协议[39]，在订购基础上，荷兰科研人员在 Elsevier 旗下期刊发表论文的 30%要于 2018
年前转为开放出版。
此外，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也与荷兰大学联盟谈判失败[82]。原因
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提出的开放出版转换费用高出荷兰大学们的承受能力。荷兰大学联盟认
为，这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开放获取之路上倒退的一步，但这只是一个例外，不会影响开放
获取的总趋势。
4.OA2020 面临挑战与可能应对策略
OA2020 倡议将加速学术期刊向开放出版模式大规模转变的国际意愿和行动，这带来的
不仅仅是学术出版体系的变革，更是整个学术交流体系、科学研究过程、知识传播利用机制
的变革，这既是数字时代科学出版服务于科学研究使其成果传播更快、影响更大、效益更高
的大势所趋，也是科学本身对于开放性、自由性、便捷性的必然要求。但这是一场需要学术
出版各方共同付出努力的改革行动，在行动中既可能面临不同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差异
性的外在挑战，也将遇到学术出版主体对自身现有角色定位必须做出改变的内在挑战，还需
要应对现实开放获取实践中已有的旧挑战和转换探索实践中出现的新挑战。
4.1 承认国家地区差异性
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对订购向开放出版大规模转换的态度
也不同。在欧洲国家，扣减协议以一种集中的和国家层面的谈判方式推行，并以支持开放出
版的资金政策为后盾，因此实施转换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83]。而美国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的
研究结果显示[84]，完全基于 APC 模式的机构支付成本会超过当前图书馆的预算，即使项目
报告中提出研究项目经费可以覆盖预算超出部分，但可以看出，报告认为实施转换对北美洲
机构是不利的[27]。并且，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宣传与公共政策委员会主席 V. Steel 在致学术
界的一封公开信中也表示[85]，“我们提倡 OA 政策，但 OA2020 设定的目标并不适合全球的
国际科研机构、资助机构和出版商。根据现有研究，转换模式需要支付更高成本，这在现行
体制中是难以为继的。”
面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态度，我们主张“一部分国家先做起来”，成为前沿引领者。根据马
普学会统计[17]，全球 80%的科研产出集中来源于 20 个国家，因此按发文比例进行推算，其
实至多只要获得来自美国、中国、英国、德国等 20 个发文大国中的 100 个具有领导性和分
布性机构的坚定支持，OA2020 就能成功实现（见表 3，译自德国马普数字图书馆科学信息
部主任 R. Schimmer 在第 13 届柏林会议上的报告 PPT，已获得授权）。
表 3 OA2020 成功实现至多需要的的支持者数量
国家

坚定支持者数量范围（个）

中间数（个） 累计数量（个）

美国

10-20

15

15

中国

8-12

10

25

英国

6-8

7

32

德国

6-8

7

39

日本

5-7

6

45

韩国

4-6

5

50

意大利

4-6

5

55

法国

4-6

5

60

加拿大

4-6

5

65

澳大利亚

4-6

5

70

西班牙

4-6

5

75

巴西

3-5

4

79

俄罗斯联邦

3-5

4

83

荷兰

2-4

3

86

波兰

2-4

3

89

瑞士

1-3

2

91

瑞典

1-3

2

93

比利时

1-3

2

95

丹麦

1-3

2

97

奥地利

1-3

2

99

4.2 图书馆要承担转换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图书馆是拥有最多订购经费、最具专业性、最具备和出版商谈判开放出版转换机制资格
的机构。因此，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图书馆始终是代表其机构推动 OA2020 的主要力
量。但图书馆界目前缺乏壮士断腕主动转换的决心。订购机制经过多年的实践发展已经成熟，
而图书馆界对开放出版资助机制的建立实施、监督评价知识尚未普及。面临转换，图书馆必
须重新认识自己在学术交流体系中的位置，图书馆不再仅仅是资源订购者，而是支持知识发
现、组织、出版和传播的一体化专业机构，这将是图书馆在开放科学环境下发挥重要作用的
一个新契机和新起点。因此在转换过程中，图书馆应当扮演以下核心角色：①测算者。图书
馆要做好数据统计的基础工作，为转换提供可靠依据。例如机构订购经费总量和增长率、作
者发文量统计和数据分类等，并在此基础上测算转换成本。②谈判者/推动谈判者。图书馆
应该作为谈判者或推动更高级别的机构与积极支持开放出版转换的出版商进行谈判，分析易
于突破的出版商名单，参与制定谈判原则和策略。③监测者。一方面，图书馆应对国际主要
出版商期刊近年来订购期刊价格和 APC 进行监测分析。另一方面，图书馆在目前阶段应监
测扣减协议是否真的起到了过渡作用。④服务者。图书馆在转换过程中仍要发挥服务职能，
加强对作者和社会公众的宣传引导，使更多科研人员认同并加入到开放出版行动中来，也要
让社会公众了解获取途径使其真正受益。⑤合作者。图书馆还应与马普学会等机构开展国际
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学术出版的大规模转换。
4.3 给出版商留出一定的变革时间
出版商对订购模式仍有较大依赖性和对新模式的不确定性。虽然国际重要出版商纷纷实
施扣减、抵消政策，但往往都是以“试点”（pilot）名义，这实际上表现了出版商对实现大规
模转换的担心[27]。新模式将图书馆和科研资助者、科研人员团结在一起，因此支付方对出

版市场的控制将大于现有的分散状态，出版商能预见到未来涨价的阻力。
面对出版商的担心，我们一方面要牢牢掌控住转换过程中的主动权，坚持既定谈判原则，
例如要求出版商提供合理透明的定价机制，适用开放宽松的许可协议允许内容数据挖掘等；
另一方面，也要正视转换的复杂性，留给出版商一定的过渡时间，允许其在开放的学术出版
交流体系下寻求新的经营模式。例如，马普学会项目组与 Springer[86]最新谈判结果是，在未
达成转换协议之前，先维持现有订购价格或协议，以争取更多的谈判时间。荷兰大学联盟与
Wiely 的谈判也曾为争取更多时间延长订购合同至 2015 年底[87]，并最终在 2016 年达成转换
协议[33]。
4.4 重视和解决目前开放出版实践遇到的问题
目前在开放出版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产生并非都因 OA 导致，
但在转换过程中，我们也应重视和解决这些问题。例如高价 APC 问题，问题主要原因在于
公共利益代表的缺失，现有出版市场的定价机制是单个作者和出版商之间的博弈，作者出于
发文压力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 APC 的涨幅[58]。因此要借助 OA2020 带来的契机，
充分利用科研机构、资助机构、图书馆等公共利益代表的市场购买力，发挥集团资助、集体
谈判的有利优势，引导 APC 价格的规范、良性发展；又例如欺诈型期刊问题，应明确的是，
欺诈型期刊并不是 OA 期刊所导致的，而是无良出版社假借 OA 名义敛财的产物。并且目前
OA 期刊领域已经基本形成了规范的行为准则和权威白名单体系[54]，相当数量的 OA 期刊成
为了其所属领域的高水平高质量期刊。在日渐成熟的科研环境中，图书馆在转换过程中应继
续发挥专业职能，为研究人员选择期刊发挥正确引导和保驾护航作用，有效揭露和遏制欺诈
OA 期刊；对于新生 OA 期刊，资助机构应建立一套审核标准（包括对 APC 定价机制、运
作透明度等要素进行审核）
，与符合资助标准的新生高水平期刊尽快达成合作。
4.5 正视现有扣减和抵消制度的不足
扣减协议只是一种支持大规模转换的过渡性协议，其自身存在一些固有不足：①增加机
构管理成本[26]。向开放出版转换的全部成本不仅包括 APC，额外的管理费用也要考虑在内。
例如，据测算每篇开放出版论文的管理成本约为 88 英镑，再加上订立扣减协议相关的费用
管理、如何在机构内实施扣减协议的决策、向研究人员宣传与交流开放出版等成本。②费用
分担的问题。实现大规模转换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机构之间的费用分担的问题，而是许多国
家共同参与分担的问题，这就需要各国对转换的认可。③扣减协议本身存在缺陷。它没有一
个可以继承和延续的关于管理谈判和实施大规模交易（big deals）的统一标准。④对于透明
度的争议。扣减制度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透明度，协议中的资金细节不公开，就不利
于协议的实施和监管[27]。
抵消制度能直接使 APC 与订购经费相互冲抵，当足够多的机构都实施抵消时，这些机
构的作者发表的论文就都是开放出版论文，订购就失去了必要性，也就完成了订购经费向开
放出版经费的转换。但该制度也存在自身不足[54]：①限制作者投稿渠道。抵消制度以订购
为前提，固化了订购机构和出版商的订购关系，可能会导致订购费和作者选择投稿期刊时向
这些出版商倾斜，从而限制作者的发表渠道，甚至影响学术自由交流和出版市场的竞争；②

减弱对 APC 的控制力量。抵消制度在某种意义上默认了出版商现行政策和 APC 定价，不利
于支付方重新构建根据 OA 论文数量控制 APC 价格的新机制；③抵消制度对发文数量多与
少、发文增长率快与慢的国家或机构是否具有普适性，仍需要检验和博弈。
5.结语
尽管面临上述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OA2020 的提出和实践使我们朝着实现全球知识
开放共享的目标更进了一步。当开放出版成为科学出版的主流模式时，我们将获得三重效益：
①直接效益：把以前已经做到的做得更好。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新创和小微企业、社会团体
和公众更加方便经济地获取最新科技知识、提高创新和运营效率。②间接效益：将以前想做
但做不到的事情做到。提升科研透明度、支持数据挖掘，促进开放科学、支持开放知识基础
设施建设。③潜在效益：将以前想不到的激发并实现。支持关联知识、智慧业务应用、先进
知识快速凝练推广支持基于数据和网络的双创和社会创新，倒逼我国出版能力和文献情报服
务能力的创新发展。因此，向大规模开放出版转换是数字化环境下支持开放获取深化发展的
必由之路，我们只能进，不能退。
我国已经长期积极参与推动开放获取实践，加快推进开放获取符合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需求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利益。马普学会通过 WoS 数据统计，2015 年中国通
讯作者的科研产出位居世界第二名，占全球总产出的 17%[17]。按上述比例测算，全球实施
开放出版大规模转换过程中，中国需要有 8-12 个坚定的支持者。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有 14 个
机构签署了 OA2020 意向书，但还需要更多坚定的支持者真正投入到开放出版大规模转换行
动中。因此，我国还需要更多有重要影响力的科研、教育、资助机构审时度势，尽快加入到
转换实践中来，第一步行动就是签署 OA2020 倡议，明确支持大规模转换的态度。同时，我
国已经签署 OA2020 倡议的机构应当联合起来，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切实推动转换实践，充
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例如图书馆界应主动承担经费转换测算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先对机构
自身实施期刊订购费向开放出版费转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54]，以此为基础扩大到全国数据统
计分析，为国家层面的评估判断、政策制定和路线设计提供有力支撑，为我国参与国际开放
出版转换规则的制定提供重大参考[83]；在上述基础上，图书馆、大学、资助机构还应发挥
优势力量，积极与出版商进行谈判，可首先选择对 OA2020 持支持态度的出版商开展合作，
积极争取持观望态度的出版商，并就 APC 定价和监控机制、著作权及相关权益分配、期刊
出版质量等核心问题掌握主动权；此外，还可通过组织专业学术会议和科普性质讲座、在重
要影响力期刊报纸发表国内外最新进展文章、在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平台进行相关报道、设立
相关研究专项资助等多种渠道呼吁我国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界对 OA2020 的支持，并且积极联
合国际科研资助机构、教育机构、图书馆、出版商等相关方共同推动全球 OA2020 实践，进
一步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体现国际责任和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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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OA 2020 Initiative in China. [Method/process] By methods of
network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tracks some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funding agencies,
libraries in technology-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ich have taken steps
on the large-scale implementation of open access to scholarly journals, generalize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actions of major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sorts out the possibl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and propose possible strategies. [Result/conclusion]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pen access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acknowledging the national
Differences,

transiting the roles

of

libraries,

cooperating

with

publishers,

solv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open publishing, and facing shortcomings of the offsetting mode and flipp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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