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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研数据环境下科研人员的数据伦理框架研究
摘要：[目的/意义]为推动开放科研数据的发展，国内外除了已有的实践内容，包括数据政策
颁布、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外，各国也均积极探索如何帮助科研人员克服与数据伦理有关的
障碍，以辅助科学界实现预先设想的开放理念。[方法/过程]文章通过文献综述和网络调研的
方法，分析了开放科研数据的实践进展，提出了数据伦理的概念和面向科研人员的数据伦理
框架。[结果/结论]开放科研数据背景下数据伦理的框架主要由 4 个要素构成：利己主义因素、
功利主义因素、利他主义因素及实用主义因素。
关键词：数据伦理；开放数据；数据政策；数据基础设施；科研人员

Framework of Data Ethics for Researchers in Open Research Data Environment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research data,
many countries take some practical activities which include data policy and data
infra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actively explore how to help researchers overcome
the data ethical barriers to support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o realize the pre-conceived
concept of openness.[Method/process]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network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actice progress of open research data, provided the concept of data
ethics and the framework of researchers’ data ethics.[Result/conclusion]From open research
data, the framework of data ethics is mainly composed of four elements: Egoism Factor,
Utilitarianism Factor, Altruism Factor and Pragmatism Factor.
Keywords: data ethics; open data;data policy; data infrastructure;scientific researchers

随着数字经济战略的落实，数字的资产性质开始不断显现，开放数据的价值得到了越来
越多人的重视[1-2]。一方面，科学界对于数据开放共享的需求十分迫切，对数据开放共享和
跨域流通的要求越来越高[3]。另一方面，数据的无序流通和共享，使人们对数据诚信与伦理
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人们期望研究与数据伦理有关的内容[4-5]。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和网络
调研，提出了开放科研数据环境下数据伦理的概念及面向科研人员的研究框架。

1 研究背景
为推动开放科研数据的发展，许多国家的重要组织先后颁布了权威的数据政策，建立了
大型的数据中心、机构知识库等基础设施，开放出版繁荣发展，数据权益研究等内容不断丰
富。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开放的边界，提高了科研人员对开放科研数据的接受程度。
然而，如何有效利用且快速实现最大程度的开放，克服开放科研数据目前存在的现实障碍，
仍然存在许多值得探索的方向。例如，数据伦理，数据安全等。其中，关于数据伦理问题的
研究是目前的关注重点之一。在 Anane 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所有权和资金对科研人员
共享数据虽然非常重要，但人们也期望使用者能够诚信且符合伦理要求[6]。Boeckhout 等认
为在为数据共享指明方向之前，要解决伦理的问题[7]。郭华东等认为在数字经济不断部署，
逐渐利用收益惠及全社会时，需要克服数字伦理的障碍，数字经济对数据伦理的要求越来越
高[8]。数据伦理对开放科研数据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科研人员对与数据伦理有关的研究需
求迫切。

2 科研人员数据伦理的研究框架
Rachels 等将伦理学定义为“以合理的方式引导个人的行为——即做最佳理由的事，同
时给予受自己决定影响人的利益同等的重视”[9]。换言之，个人行为除受自身的伦理认知影
响外，同时也受相关规则引导的影响。长期以来，伦理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影响科研人员行为
的关键因素[10]。在开放科研数据环境下，科研人员在处理开放数据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因
对某些规则不了解，而非有意产生的伦理方面的问题，例如数据引用不规范。对科研人员数
据伦理的研究，可帮助科研人员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开放科研数据的质量，更好地发挥科研
数据的价值。
2.1 数据伦理的含义
本文以“data ethics（数据伦理）”为主题词在 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维普、Google、
Bing、百度等数据库和搜索引擎对数据伦理的定义及原则进行了检索。发现，目前关于数据
伦理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其中，Tranberg 等[11]认为数据伦理是关于数据使用的责
任，是为人民和社会做的正确的事情，可被设计为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案。Floridi 等[12]
认为数据伦理是研究、评估和数据相关的问题，包括数据生成、数据记录、数据管理、数据
加工、数据传播、数据共享和数据使用。开放数据研究所[13]（Open Data Institute，ODI）认
为数据伦理是关于如何收集、使用和共享数据的良好实践。英国政府[14]认为数据伦理学是
应用伦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它描述了数据创建、数据分析和数据传播时所做的价值判断和
方法。这包括对数据保护法和其他相关立法的充分了解，以及对新技术的适当使用。颜世健
[15]
认为数据伦理的范畴中，隐私为数据伦理研究的核心，而数据管理则构成数据伦理的内
容。郭华东等[8]认为在数字地球领域，数据伦理更关注通过数据推断得知地理位置信息等的
内容，是一种社会关系和隐私保护策略，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基于此，本文认为数据伦理是
描述如何正确创建、管理、共享、重用科研数据的行为准则，为如何有效实现科研数据开放
价值最大化提供了价值判断指南。
2.2 科研人员伦理决策分析框架
数据伦理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为明晰其影响方式，学者们探索了其内容结构及
其在人们决策中的作用机制。Darch 等[16]认为个人伦理决策通常包含两个层面：即时层面和
批判评估层面。即时层面指个人伦理决策取决于原有的道德水平，或对是非对错的直观感受。
批判评估层面指个人伦理决策取决于特定情况下如何进行深思熟虑推理的方式。在此基础
上，Kitchener 等[17]将批判层面扩展为四个要素，产生了伦理决策的五级模型。这五级模型
的内容主要是即时道德推理层，伦理准则（指导伦理行为的参考准则），伦理原则（比规则
或行为守则更普遍的原则），伦理理论（为设计或证明原则提供哲学基础）及元伦理（处理
个人如何进行道德推理等重大问题）。而 Darch 等[4]在模型基础上，设计了数据和软件共享
从低到高的多层面伦理推理模型。该模型中，较高级别为较低级别提供基础，较低级别在必
要时调用较高级别，元伦理学问题贯穿各层次。
数据伦理作用发挥，也需结合开放科研数据的实践成果，以更好辅助科研人员的伦理决
策过程。结合以上分析内容，本文认为科研人员在进行伦理决策时，存在两个层次，五个要
素（见图 1）。

图 1 数据伦理决策分析框架
2.2.1 即时判断 科研人员进行伦理决策时，在没有任何参考标准时，往往会基于个人道德意
识做出行动。而经过长期学科知识积累，持续不断道德标准吸收，学习工作氛围影响，他人
道德意识灌输等各种形式的影响。各科研人员间的道德意识通常会有所不同，其表现的伦理
行为也会存在差异。而这些行为表现则最终会影响开放科研数据实践活动，影响科研数据的
开放程度。因此，对科研人员来说，个人道德意识不足以支撑科研实践中的各种伦理判断活
动，需调用其他参考内容来佐证现有道德意识，或弥补个人道德意识上的不足。而对科学界
来说，科研人员的最终行动，影响着开放科研数据的实践。为保障决策合理性，科研人员需
更权威、更全面的参考内容。
2.2.2 批判评估层面 科研人员在依赖个人道德意识无法进行决策时，通常会调用其他内容辅
助决策。对开放科研数据来说，数据政策、数据基础设施是科研人员开放科研数据时参照的
要求和可利用的工具。当遇到关于伦理决策的内容时，查阅数据政策中要求，调用数据基础
设施使用指南是大多数科研人员的选择。然而，数据政策的发布和实施往往会经历较长的过
程，虽然数据政策涵盖的要求可满足科研人员的需求，却很难即时准确地解决伦理模糊地带
的问题。
数据基础设施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发现、管理、存储科研数据的平台，但科研数据的开放
共享，更在于传播及科研数据更大价值的发挥。数据基础设施虽发布了本体、元数据，以促
进数据的可发现。也开发了语义工具，对数据进行溯源。然而很多领域的数据仍较难发现、
获取和使用，因涉及许可和知识产权等伦理争议问题[18]。在该背景下，科研人员希望数据
基础设施作为辅助工具的同时，也可利于伦理决策制定。
由于科研人员在科研数据整个生命周期内，需做出很多伦理决策。但科研人员时间精力
有限，在遇到伦理决策时，希望能得到准确且直观的指导。因此，科研人员较倾向于使用类
似于手册、指南等形式的内容。不仅可帮助数据政策的落实，为数据基础设施添加数据伦理
服务模块。更重要的是，可辅助科研人员的伦理决策。
本文认为数据伦理参考准则是科研人员进行伦理决策时的核心参照内容，也是本研究重
点探讨的内容。然而准则的整理和发布是一项复杂且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工作，不同学科
间的伦理共识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数据伦理研究初期，本研究整理了通用的分析框架。当
应用到具体学科时，再考虑数据伦理的学科特性。

3 数据伦理参考准则分析框架
Darch 等[4]研究表明，数据开放共享研究多关注感知成本和收益，关于科研人员伦理视

角对数据开放共享决策影响等内容还没有得到足够探索。根据 Ju 等[19]的在线调查发现，科
研人员的数据伦理主要由利己主义因素（感知声誉、感知风险、感知努力）、功利主义因素
（感知社区收益、感知互惠）、实践规范因素（感知资金资助机构压力、感知期刊压力、数
据共享准则）等构成。此外，英国政府[14]发布的数据伦理框架表明负责、平等、偏见与歧
视等在伦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英国皇家统计协会（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RSS）[20]认为伦
理需要治理，可将公平正义、自由尊重、隐私等原则嵌入到培训中。同时，Zhu[21]的研究表
明，大多数科研人员都能意识到数据开放共享对社会及个人的益处。因此，结合文献综述和
网络调研的内容，本文采用义务论和结果主义理论的伦理学视角，考察了科研人员在考虑数
据开发共享时，利己主义因素（个人利益）、功利主义因素（共同利益）、利他主义因素（社
会利益）及实用主义因素（外界因素）对科研人员的影响（见图 2）。

图 2 数据伦理参考准则分析框架
3.1 利己主义因素
利己主义指出当一种行为促进了个人的最佳长期利益时，这种行为是合乎道德的 [22]。
Kim 等[23]的调查表明科研人员的自我中心主义往往受到他们在共享过程中感知努力、感知
风险及感知声誉因素影响。经过综述分析发现，利己主义因素主要由努力、风险及声誉构成。
1）努力。创建科研数据时，科研人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科研人员希望得到其
该享有的数据权利。同时，在开放科研数据时，数据描述增加了科研人员的负担[21]。
2）风险。对科研人员来说，开放科研数据可能会丧失科研数据的首发权[24]。且数据一
旦开放，科研人员很难再对数据予以控制，可能会产生数据滥用等现象[25]。
3）声誉。出版物中的引用、认证、潜在作者等可帮助科研人员提高在领域内的声望，
增加可能的合作[26]。
利己主义因素关注了科研人员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其中，感知努力和感知风险阻碍数据
的开放共享，而感知声誉则促进数据的开放共享。
3.2 功利主义因素
功利主义认为当一种行为可为利益双方带来最大比例的好处时，这种行为就是合乎道德
的[22]。Lee 等[27]认为数据开放共享可增加学科的整体利益、增强数据生产者的互惠和数据重
用的程度。另数据开放共享可扩大数据透明度，以获取资助机构、公众等的信任。然而，无
限制的开放和重用，虽促使了暂时的社会利益，但会损害数据创建者的利益，不利于数据开
放共享的长期发展。经过综述分析发现，功利主义因素主要由信任、边界、互惠及尊重构成。

1）信任。大型项目数据耗费大量的财力，公众及资助机构希望了解项目数据的内容。
而数据创建者，也希望数据利用者遵循知情同意原则，以维持相互间的信任纽带[28]。
2）边界。科研数据有不同的类型，有些数据属国家机密，机构秘密或个人隐私等，不
能面向所有公众开放[29]。另一些数据被赋予了专用期，数据时滞期内的数据在利用时，需
提交书面申请，被批准后才能使用。
3）互惠。科研人员在开放或出版自己的科研数据时，也可能会提高被重用的概率[26]。
科研人员若能及时发布科研数据，可激发所在领域对科学问题的广泛思考，更能帮助实现自
己的社会价值，验证研究结果，提高学术影响力。
4）尊重。在重用他人科研数据时，作者希望使用者能够通过致谢、引用等形式对其劳
动成果予以尊重[29]。此外，若数据被用到不恰当的地方，可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
此，在发挥开放科研价值的同时，更应尊重数据背后的人[30]。
互利主义因素关注社会利益的同时，兼顾数据创建者的个人利益。其中，感知边界为数
据开放共享前的要求，感知互惠是数据开放共享的目的，感知信任及感知尊重则是数据开放
共享时各利益相关者的纽带和应遵循的要求。
3.3 利他主义因素
利他主义是以自己对科学和社会的贡献来评价自己价值的标准[31]。CODATA[32]数据管
理学校设置的数据科学中，倡导负责、公平等的原则。而胡键[33]认为大数据时代，嵌入公
平正义的原则，可彰显正义与秩序两种价值的统一。经过综述分析发现，利他主义因素主要
由负责、正义及公平构成。
1）负责。科研人员利用开放数据时，认真负责态度，可保障科研数据本身质量，保障
科学交流过程的高效和有序[32]。
2）正义。科学界所产生数据为科学共同体所共同享有，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添
加正义因素，可加强科学界的凝聚力，促进社会利益增长[33]。此外，科研数据的长期保存，
也可帮助记录历史发展轨迹，保存人类智慧结晶，以惠及下一代的科学发展。
3）公平。即公正和平等。每个人都拥有获取数据的权利，也有被保护的权利。但一些
特殊信息等的开放共享，例如经济、社会或健康状况，可能会迫使一些弱势群体的敏感信息
暴露于歧视或耻辱之下[34]。
利他主义因素主要侧重于保护社会、集体、他人等的利益，有时候可能会不计较个人得
失。其中，感知负责是实践数据开放共享的态度，而感知公平与感知正义则反映了社会对个
人关心社会利益要求的标准。
3.4 实用主义因素
实用主义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经验事实、归纳和即时效果[35]。根据詹姆斯的实
用主义可知，数据伦理的研究应结合现有数据开放共享实践，根据不同的应用领域，发挥其
实际效用。经过综述分析发现，现有实践内容主要由合理（数据标准、合理使用）、共识（科
学传统）及支持（数据政策、数据基础设施等）构成。
1） 合理。科研数据的开放与利用，不意味着无限制、无规则的滥用。此外，高质量的
元数据，易访问的标准，统一一致的数据规范等可提高科学数据的可访问、可重用、可评估
和可理解性[25]。
2） 共识。科学界共识是科研人员开展工作的基石，也是提高科研效率的方式。共识构
成了科研社群的文化基础，体现了科研人员和科学精神的结合。总结各学科共识，可帮助数
据伦理准则提高可操作性和接受程度。
3） 支持。数据政策、数据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为科研数据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技术支
撑。基础设施、制度和人员等是影响科学家数据共享的重要部分[36]，可与数据伦理结合，
共同发挥重要作用。

实用主义因素基于现有数据开放共享实践，关注科研人员主观决策外的环境因素的影
响。其中，合理约束了利用开放科研数据时的行为，共识是数据伦理的学科文化基础，而支
持则为数据伦理提供了运行环境。此外，实用主义原则要求制定的数据伦理参考准则，面向
科研人员的实际用处，为科研人员节省时间精力，提高其科研效率，而非空谈理论。因此，
基于对各因素下包含的伦理问题的分析，笔者整理汇总了开放科研数据下的主要的伦理问题
诉求(见表 1) 。
表 1 开放科研数据环境下的伦理问题
因素
利己主

原则
努力

伦理问题
数据权利

义因素

描述
数据创建者对数据的控制权、使用权、独占权、优先使用权等，保障其作为数据创
造者的应获得权利

数据描述

数据创建者在开放共享时，需要按照相关组织平台的要求，对数据进行重新描述付
出的时间和精力

风险

声誉

数据滥用

数据被用到商业或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等途径的现象

首发权

数据内容被第一次发表到公共领域应得到的权利

数据影响

在数据论文后中以参考文献、脚注、致谢或其他方式指明数据来源，以提高数据作
者学术影响力的方式

功利主

信任

数据透明

义因素

要求科研人员将数据的来源，数据的用途，数据的摘要等及时发布出去，时刻保障
数据内容和利用程序的透明

知情同意

要求科研人员在利用他人数据时，及时告知数据作者或合作者，征得他人的同意

边界

数据时滞期

在开放获取前，数据创建者对数据拥有的专有支配时间

互惠

数据管理计划

在数据创建前，对数据是否开放，开放时间，存储位置等的详细计划

数据存档

保障数据长期可获取及社会文化知识积累的重要方式

数据开放

及时地公开原数据、元数据、数据产品等的行为

数据引用

在利用他人数据后，以文末参考文献、致谢等的形式，表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

数据隐私

不泄露数据背后人的关键信息，保障他人应享有的数据保密的权利

尊重

利他主

负责

数据质量

保障数据来源的准确，数据引用的真实，数据开放的及时等的行为

义因素

正义

长期保存

维持长期的数据获取服务，保障长期的数据保存等的行为

社会价值

为保障科学社会的发展和长期运作，及时将高质量和有价值的数据内容，开放到科
学社群中，供公共获取

公平

数据歧视与偏见

利用数据开放的便利，歧视数据作者或数据共享者的年龄、性别、职业、健康状况
等

实用主

合理

数据标准

义因素

在开放或存储数据时，为科研人员提供的权威的元数据标准、数据描述标准及数据
管理内容标准，如技术验证、文档、质量控制、真实性保护和长期持久性

合理使用

科研人员可借鉴的开放数据的使用范围，开放数据类型，开放数据的应用领域

共识

科学传统

科学界惯有的数据共享、数据开放的习惯和惯例

支持

数据政策

保障数据开放与共享的政策文件

数据基础设施

保障数据存储和传播的平台

数据工具

对数据进行清洗、分析、传播等的工具

科研人员从数据创建、管理、共享到数据重用等，涉及了诸多决策，每个过程或多或少
涉及了伦理问题。这个过程中，科研人员需平衡法律要求和个人需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的关系。该分析框架综合目前开放科研数据，数据伦理等的研究进展，分析了科研人员在决
定是否开放时所考虑的厉害关系及法律的要求，目的是通过添加伦理要素，为科研人员建立
一个旨在消除其数据开放时疑虑的伦理参考准则帮助科研人员，明晰科研数据开放时的模糊

地带。

4 数据伦理参考准则的研究建议
数据伦理参考准则的制定存在两层前提条件。第一层：制定的主体。本文认为，图书馆
在长期的科研数据管理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具备了一定的服务基础和能力[37]。
因此，数据伦理参考准则的制定，需要图书馆的参与。第二层：科研人员决策依据的伦理要
素。经过分析，本文认为该伦理要素主要包含 4 个方面：利己主义因素、功利主义因素、利
他主义因素及实用主义因素。结合数据伦理参考准则的实施主体和要素，图书馆在帮助科研
人员制定数据伦理参考准则时，可从以下几方面切入。
4.1 考虑科研人员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
理想状况下，数据伦理参考准则既能帮助厘清开放科研数据的边界，又希望各利益相关
者协作网络通畅运行。而现实情况是，科研人员目前仍面临着缺乏时间、数据滥用、政策薄
弱、数据操作性差、回报少等问题而不愿意开放其数据[38]。因此，如何消除科研人员的疑
虑，激励科研人员参与开放，为其提供回报高、风险少的实施环境，是数据伦理参考准则的
前提条件。基于此，数据伦理的参考准则，应首先考虑科研人员对数据的控制权（例如数据
优先权），约束数据流转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数据滥用），降低共享数据的风险，并在此
基础上为其建立有效激励措施（例如职称晋升、福利待遇等）。
4.2 添加互利主义要素
科学研究是一项惠及全民的事业，如何将科研人员和开放科研数据共同的利益发挥到最
大化，是数据伦理参考准则的核心内容。除考虑目前学术界对数据开放重视、数据管理计划
培训、数据存档要求等互惠实践外，还可添加以下方面的内容。
1）明晰开放界限。数据来自不同的科研活动，在应用时有不同场景。因此，科研数据
的开放不是无限制的开放，应根据不同学科设置不同的开放期限。例如，天文领域规定望远
镜观测数据的保护期为 6～24 个月[39]。科研人员可向相关机构提交书面申请，以请求使用
保护期内容的数据使用。这样既保障了项目团队对数据的优先使用权，又满足了公众对数据
的使用需求。
2）重视信任纽带作用。数据信任可帮助加强利益相关者间的信任，并根据各方最大利
益对数据作出决定，以更公平地分配数据使用好处[40]。因此，在制定数据伦理参考准则时
考虑添加数据信任要素。
3）强调尊重的原则。尊重原则倡导在数据开放过程中，尊重数据背后的人（例如，数
据隐私），尊重人权及其他价值观，承认他人的科学贡献（数据引用）等，以形成开放、多
元和宽容的数据社会。
4.3 培养科研人员的利他主义意识
培养科研人员的利他主义意识，是数据伦理参考准则的理想目标。这要求科研人员能够
从日常的科研工作中以负责、公平、正义等伦理原则辅助决策判断。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
于长期进行素养教育的机构（例如图书馆），在漫长的发展中循序渐进地通过伦理素养教育，
培养科研人员的利他主义意识。数据伦理素养教育的成功实施，可帮助科研人员意识到数据
开放共享的社会价值，并可能树立乐于奉献的精神。
4.4 扩大实用主义的影响
4.4.1 优化实施环境 数据政策、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合理使用等为开放数据的发展提
供了政策保障、技术支撑、标准规范及使用限制。关于数据规范及合理使用的内容可参照图
书馆的过往经验。而关于数据政策及基础设施的优化，还可考虑以下内容。
1）辅助数据政策实施。2018 年 3 月我国颁布了《科学数据管理办法》[41]，标志着正式
在国家层面加强和规范科学数据管理工作。之后，黑龙江省、甘肃省等多个省市陆续出台科
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42]。此外，一些机构也发布了相应的实施细则。例如，中国科学院于

2019 年 2 月 11 日发布的《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试行）》[43]。数据政
策为伦理提供政策保障，但内容更新较慢，互动较少。考虑科研人员的即时需求及权威需求，
在制定数据伦理参考准则时，还应分析数据政策和数据伦理间的关系。通过数据政策及数据
伦理间的相互作用和作用反馈，优化数据伦理参考准则的实施环境。
2）添加伦理指导模块。基础设施建设虽十分重要，但如何紧跟科研人员的需求，规避
基础设施使用过程中的风险，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率更为重要。在数字市场，消费者往往会
选择可信度高、口碑好的数据产品，高信誉为品牌增加了吸引力，更成为品牌的重要标志。
同样，基础设施可增加伦理指导模块，降低利用过程中的伦理风险，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单
位的领域信誉。
4.4.2 明晰参考准则的内容 目前，科学界伦理判断原则内容较多。虽存在诸多相似，但也有
所出入，给科研人员增添了判断负担。因此，一套清晰、无歧义的伦理参考准则，更能符合
科研人员的使用需求。具体的做法可包括：①总结学科领域共识。数据伦理参考准则是指导
科研人员进行伦理决策时的指南，应符合学科文化基础。因此，了解学科中存在哪些共识（例
如遵守法律法规），并进行总结和深化，以扩大准则的易用性。②深入挖掘用户行为。科研
人员在长期利用开放科研数据过程形成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当这些行为习惯经过实践，
形成某个领域的共识时，可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5 结束语
总之，开放数据环境为实现科研数据最大化价值，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伦理挑战。
有效解决数据伦理带来的问题，有赖于分析科研人员的决策过程及数据伦理涵盖的伦理要
素，在为科研人员利用开放数据时，提供伦理决策依据。图书馆作为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有
力参与者，在数据伦理的研究中可继续发挥作用。通过分析数据伦理的研究框架，明确数据
伦理的伦理要素，可帮助科研人员制定明晰的数据伦理参考准则，可辅助科研人员养成利用
伦理要素合理决策的习惯。
然而，本文只是提出了数据伦理参考准则的分析框架，并未能帮助科研人员提供清晰、
具体的数据伦理参考准则。鉴于每个学科可能有不同的开放科研数据实践，其具体的数据伦
理参考准则可能存在科学特性。因此，本文希望未来的研究可比较科研人员的数据伦理决策
行为如何因学科而异(如天文科学家、工程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以及分析这些差异的原因，
最终帮助形成各学科的数据伦理参考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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