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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开放获取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建立的基于网络的新的学术信息出版和学
术交流系统。它打破了传统的基于订购的期刊出版模式，倡导科研成果资源免
费、自由、永久地使用，同时坚持原有的同行评议机制以保证期刊的学术质量。
这一运动正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的学术交流
的变革[1]。
人们日益认识到科技信息交流与共享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近若干年来，
科研人员利用信息出现了很大的困难。究其原因，是出版商对科学技术出版物
的出版实行垄断，并不断肆意地提高出版物(特别是电子出版物)的价格，造成
图书馆订购量相对减少，信息保障能力相对下降。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世界出版的期刊数量翻了一番，但自 1986 年以
来，北美平均每个研究图书馆订购的期刊削减 6%，图书的订购削减 26%；截
止 1999 年，在过去的 12 年里，尽管消费价格指数年增长 3.3%（累计为 52%），
但图书馆订购的学术期刊单位价格每年增长 9.0%（累计为 206%！）；从 1989 到
1999 的 10 年里，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成员馆馆际互借量提高了 122.2%。
这种提高表明，用户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从其他图书馆获取文献，而这个过
程可能要花费两到三周的时间[2]。另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Proceeding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期刊研究表明，在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3.1%的情
况下，过去 16 年里，期刊的订购价格平均增长了 9.5%，而图书馆每年的预算
并没有同步增长，造成了所谓的“期刊危机”[3]。为此，图书馆不得不削减期
刊的订购品种，而出版商则继续提高期刊订价以弥补订购量减少带来的损失。
于是出现这样的现象：学术信息的出版量呈指数增长，但由于图书馆订购量有
减无增，用户可以获取的学术信息资源在相对减少，信息的有效获取能力大大
下降。曾给学者很大帮助的学术交流系统影响力大为降低，制约了科学研究工
作的进展和学术交流的进程。
为打破出版商对科学文献的价格垄断，重建学术交流环境，自 90 年代初，
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出版界、图书馆界积极倡导开放获取运动，试图重构学
术交流系统。为此，学术界相继签署了若干开放获取宣言或声明，表明其支持
和推动开放获取的态度、立场和具体措施：2000 年 3 月通过了“新型学术出版
系统原则”(简称“滕比原则”，Principles for Emerging Systems of Scholarly
Publishing)[4]、2001 年通过了“公平获取健康信息的哈瓦那宣言”(Decla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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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ana Towards Equitable Access to Health Information)[5]、2002 年 2 月提出了“布
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BOAI,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6]、2003 年 6 月
发布了“关于开放获取出版的毕士大宣言”(Bethesd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7]、2003 年 10 月 22 日签署了“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
放获取的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8]、2003 年 12 月国际图联公布了“对学术文献和研究
文档的开放获取声明”(IFL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to Scholarly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Documentation)[9]等十几个声明或宣言。这些声明或宣言旨在推动利用
互联网为各国研究者和网络使用者提供一个免费的、更加开放的科研环境，呼
吁各国科研机构向网络使用者免费开放更多科学资源。与此同时，一批机构还
建立了开放获取项目，探索如何实施开放获取，如 D-Space[10] 、RoMEo[11] 、
SciLEO[12]等等。我国科研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也对开放获取做出了积极的响
应。2004 年 5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
任陈宜瑜在北京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签署《柏
林宣言》，表明中国科研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支持、推动开放获取的明确态度。
可以说，开放获取以其即时、无延迟地获取文献，随时随地向任何人自由地发
布科学研究成果，无需付出文献获取成本等优势，形成与商业出版模式有力竞
争的态势和格局，构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新的学术信息交流系统。
科研人员是科学信息开放获取的主体，如果没有科研人员的参与，那么就
不可能存在开放获取。因此，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持何种态度，他们是否愿意
参与开放获取，将决定开放获取发展的进程和产生的影响，决定新的学术交流
系统的作用。了解研究人员对开放获取的态度和意愿是推动开放获取发展、制
订开放获取政策、解决开放获取发展中的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国内对开放获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研究内容多限于开放获取基本知识的
介绍，对于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态度、开放获取对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的
影响这一方面还缺乏相关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科学院部分科研人员的访
谈和问卷调查，结合国外理论探索、项目实践的分析，进行实证研究，探索开
放获取对中国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的影响，分析科研人员参与开放获取的主
要影响因素，以及参与开放获取的各利益方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国科学院在开
放获取方面所应采取的策略，为中国科研机构和科研管理部门制定推动开放获
取政策提供参考。
1.2 研究范畴
本文所要研究的开放获取是指科技领域里建立在网络获取全文、免费使用
同行评议的学术文献基础上的学术出版和学术交流现象。所研究的学术交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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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科研人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利用学术期刊上已发表的文章以及学
术研究成果的自存储等。
论文从学术交流的基本机理和学术生态的角度出发，分析学术交流环境与
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之间的关系。学术交流环境需要适应科研人员的学术交
流的要求，同时学术交流环境的变化也会使科研人员的学术交流行为发生变化。
开放获取作为学术交流环境中出现的新要素改变了学术交流环境。开放获取需
要科研人员参与到这种新的学术交流方式中来，因此了解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
的态度和意愿十分必要。
文章以中国科学院京区科研人员为例，研究开放获取对科研人员学术交流
行为产生的影响。以科研人员个人为分析单位，描述在开放获取的环境下，科
研人员在信息交流行为、信息利用行为的具体表现及分布状况，找出影响科研
人员学术交流行为变化的因素，并综合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的关系，分析开放获取各利益方的关系，并在综合分析国外国家与机构的开
放获取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科学院的开放获取应对策略。
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z

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了解程度——是否听说过“开放获取”；

z

影响学术交流行为的因素——是否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是否
进行过自存储，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意愿和理由，决定在开放
获取还是在非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时考虑的因素，是否接受“作者
付费”模式，是否愿意自存储；对版权的要求；

z

影响学术信息使用行为的因素——对开放获取的文章的质量的看法，是
否愿意使用开放获取的文章，是否使用过开放获取资源。

1.3 研究方法
研究开放获取对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的影响，涉及到学术交流系统、科
研行为、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内容，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在研究写
作的一年多时间里，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比较及时地了解和跟踪国外开放
获取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侧重在从科研人员的角度来研究开放获取问题。
采取的主要方法包括：
z

实证研究：以中国科学院的部分科研人员为样本，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

从中研究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态度和意愿，以及科研人员的态度和意愿背后
的影响因素。
z

比较研究：与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解国内外科研人员

对开放获取态度的异同点，探寻其异同的原因和本质，为深入认识开放获取态
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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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策略分析法：提出开放获取对策的重要依据是对科研人员态度的客观分

析。论文试图在调查分析和对其它国家和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分析的基础上，
以数据和事实，作为提出开放获取对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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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放获取与学术交流行为
2.1 开放获取简介
2.1.1 什么是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Open Access)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国际科技界、学术界、
出版界和图书情报机构针对商业化学术期刊出版的市场垄断日益严重、期刊价
格恶性增长、传播使用日趋受到限制、公共科研成果日益变成商业机构私有资
产的情况，提出并推动建立的一种新型学术出版和学术信息传播机制，旨在充
分利用互联网实现科研成果(尤其是科技期刊文献)公开出版、免费获取、广泛
传播、社会共享和长期公共保存。开放获取是独立的作品的属性，而不是期刊
或出版者的必要属性[13]。
开放获取是一种新的学术交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作者和版权拥有者授
权所有的用户免费地、不会撤消地、在世界范围内、永久性地（在适用版权期
限内）有权获取、复制、利用、传播、公开表演和展示作品，并以合理的目的，
以任何数字形式传播衍生作品，并有权少量复制作品，供个人使用[14]。而传统
的学术交流模式是以订购为基础的，对用户使用则施加了诸多限制，包括付费。
开放获取是一种学术信息资源。
《柏林宣言》将开放获取定义为“经科学界
认可的人类知识和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信息源。开放获取的内容包括原始的科学
研究成果、原始数据和元数据、参考资料、数字格式的照片和图表、学术类多
媒体资源。[15]”
开放获取是一种联机出版方式。根据 2003 年 6 月 11 日公布的《毕士大开
放获取出版声明》中的定义，开放获取出版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16]：(1)作者
和版权所有者授予全世界所有的读者免费、永久地获取、复制、传播、向公众
展示作品、传播派生作品、以合理的目的将作品复制到任何形式的数字媒介上
的权利，以及用户制作少数印本作为个人使用的权利。(2)一个作品的完整版本
及其所有补充资料，以及上述所描述的授权书，要在出版之后，立即以适当的、
标准的电子形式存储到至少一个联机的知识库中。这些知识库可能是由某个学
术机构、学会、政府部门或其它知名的组织支持的，致力于实现科技资源的开
放获取、无限制地传播、互操作、长期保存。
根据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提出的开放获取定义：开放获取
是针对同行评议期刊文献的一种联机出版模式，具有如下特征：取消订购费用
（获取免费）；其经费由其它来源替代；所有发表的成果都要通过网络免费、没
有限制地（开放）传播；作者将版权用于保证所有发表的论文永久地开放获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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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是科学的内在理念。科学倡导平等、开放，科学研究的每一步进
展都需要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而开放获取所倡导的无障碍地、永久性地获取
科学信息，更便于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科学研究中蕴
含的“开放”、“交流”的理念。
人们对开放获取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因为开放获取具有不同的外在表现形
式和表现的程度。David Goodman 曾提出了开放获取的标准[17]，其标准分成两
部分，第一部分是开放获取的基本标准，包括资源的获取方式、获取的资源类
型；第二部分包括获取的版本、资源在物理上和内容上的组织方式、资源被标
识和传递的方式、谁来获取、版权规定、同行评议的效果、真实性和保存的保
证、经济和管理方式、系统中其它成分的影响、开放获取希望带来的效果等。
参考这一标准，通过对现有的各种开放获取资源、计划、项目的分析，笔
者将开放获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界定（表 1）。对开放获取的界定更重要的意
义不在于区分开放获取的各种表现形式和表现程度本身，而是为开放获取的支
持者在选择采取何种开放获取项目、实施何种程度的开放获取时提供帮助，加
深对开放获取的理解。

表 1 开放获取内涵界定表

开放获取资源的组织上遵循 OAI-PMH
遵循有关的开放获取版权协议(如：CCAL)
开放获取

作者拥有版权

其它特征

永久获取
自存储时滞
免费下载、打印、传播、制作衍生作品、少量印刷(非商业、合法目的)

开放获取
基本特征

网络获取

免费

全文

同行评议

版权所有者
认同

鉴于本论文所要研究的开放获取是通过网络获取的免费的科技领域的同行
评议的全文学术文献，因此将开放获取划分为基本特征和其它特征。其中，基
本特征是判断是否是开放获取的必要条件，无论是某种学术交流模式、某种出
版模式或是某种学术资源，若能被称作开放获取，必须具备这 5 个基本条件。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版权所有者认同”。“版权所有者认同”是指版
权所有者预先认同对作品全文没有限制地阅读、下载、复制、共享、存储、检
索、链接和爬行。多数作者选择保留权利，反对破坏性或歪曲性复制，还有的
作者选择反对对作品的商业性反复使用。总的说来，这些条件反对剽窃、对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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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歪曲、以及商业性的反复使用，并授权所有合法地将论文用于学术研究(包
括方便联机学术研究的技术)所需要的利用。
版权所有者认同是开放获取的法律基础。由于版权所有者认同开放获取，
并不需要废除、改革或违反版权法，也不需要版权所有者根据版权法放弃所有
的权利，将其作品存放到公共领域。对版权所有者而言，证明其认同开放获取
的一种方便有效而且越来越常用的方式是利用某一“创作共用”[18] (Creative
Commons)协议，许多其他的开放内容协议也是有用的[19]。版权所有者也可以建
立自己的协议或许可声明，与作品放在一起。
开放获取并不一定意味着作者拥有版权，但作者拥有版权对开放获取具有
特殊的意义。之所以倡导作者保留作品版权，其意义不在于作者保留作品的版
权本身，而是在于获得“版权所有者认同”，使得作者有权利去允许他人免费地
下载、复制、打印、传播其论文。相比于要求出版商授权作者允许他授权他人
下载、复制、打印、传播其论文，论文作者更容易实现“版权所有者认同”。
在具备了上述基本特征后，每增加一个其它特征，开放获取的程度就深化
一层，当然“其它特征”栏中各种特征的顺序不是固定的。用这这种方式来判
别开放获取比较复杂，而且各个开放获取的出版机构、开放获取计划对开放获
取的界定也是有所差异的。但如果从开放获取希望带来的效果来看，各开放获
取出版机构、开放获取计划、项目对开放获取的期望是相同的，即“为了实现
对学术文献的免费的、无限制的联机获取”[2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开放获取不是自我出版，不是绕开同行评议和出
版的一种方式，也不是一种二流的、降价的出版途径。它只是使研究成果免费
地联机地向整个学术界提供使用的一种手段[21]。
2.1.2 开放获取的意义
开放获取是科学的内在理念[22]。这种理念早在二千多年前的雅典就出现了，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各种公开的讨论、辩论和演讲似乎未曾停歇；如今世界
各国科研机构设置的开放研究实验室、接收和派遣访问学者、依托于网络的各
种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各种学术会议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开放的理念。学术
观点、学术思想间的交流和碰撞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知识的创造过程。在当今这
个网络化的小小地球村里，开放意味着更好地合作，开放意味着快速高效地发
展。开放获取将有效地提高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和国家在科研能力上的显示度
和影响力。本文的研究仅限于科技信息，其它领域也存在着开放获取问题，如
科研设备、仪器的开放使用[23],[24]。
开放获取是自由地学术交流的回归。
《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中提到：
“开
放获取的出现是故有传统与新技术结合的产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利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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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传统’指科研人员不必支付费用而在学术期刊上出版研究成果的意愿，
‘新技术’是指网络技术，二者带来的公众利益是同行评议期刊上的论文以电
子形式在全世界传播、完全免费、所有的人可以无限制地获取。开放获取消除
了文献获取的障碍，能够加速科研进程、丰富教育资源、消除贫富分化、最大
限度地发挥文献的用途、为科学知识的交流奠定基础。”
对科研人员而言，开放获取有助于研究成果更加广泛、快速地传播。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开放获取增加了读者的数量，提高了研究成果的显示度和影
响力[25]。实行自存储的研究论文比不实行自存储的论文引用率要高。从整个学
科情形看，引文率至少增加了 1 倍，在某些学科领域甚至更高。对计算机科学
领域的会议论文的引用次数和在线获取情况的研究表明，在线文章被引次数是
不在线文章的 4.5 倍[26]。这种形式的开放获取意味着该项研究比以前更有影响，
而且，研究周期（出版、阅读、引用、应用）随着开放获取而大大加快[27]。
对大学和科研机构而言，开放获取由于研究论文被引率的提高，有利于提
高机构研究成果的公开性和显示度，减少了用于购买期刊的费用，推进了知识
共享这一使命。
对科研资助机构而言，开放获取有助于科研经费更好地使用，促进进一步
的科学研究。资助科研是科研资助机构的职责之一，要确保其资助的科研成果
最广泛地传播、无限制地获取，提高文献的被利用程度，进而提高科研水平。
对政府部门而言，开放获取使研究成果被更广泛地使用，从而使得政府投
资的研究经费得到更大的回报，提高整个公众的科学素养，进而可以鼓励纳税
人更多地资助科研。同时开放获取有助于减少作为科学资产一部分的科研成果
的流失。由于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很多优秀科技成果多数都在国外商业性学
术期刊发表，这个发表过程往往使本国作者的知识产权（至少是网络传播权和
长期保存权等）落到出版商手里，使得这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国家公共
投资所产生的科研成果成为国外出版商向本国索取高额利润的独占资产，使得
国家难以形成自己的科学知识资产的长期公共保存和长久公共提供的能力。这
将严重影响一个国家对自己的科技遗产的保护和传播，带来国家利益的重大损
失。开放获取倡导的自存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对社会公众而言，开放获取有助于科学普及，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促进
社 会 的 进 步 。 世 界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 Organization of Economy
Collabo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在 “ 公 共 资 助 的 科 研 数 据 的 获 取 宣 言 ”
(Declaration on Access to Research Data From Public Funding)中提到“由公共资金
资助的科研成果公众有权利获取”[28]。科学信息的开放获取关系到公众的生活
质量。英国政府设立的全民健康医疗服务 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其资助
的 90%的研究可以在线获取全文，30%的研究成果出版后可立即获取，4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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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出版后可立即被 NHS 的科研人员获取[29]，这无疑有利于医疗保健知识
的普及，提高公众的医疗保健意识。印度国家地图空间图像局(National Mapping
and Space Imaging Agencies)收集的各组织机构的地理信息对于公众了解生活中
诸如规划、置房、基建等问题都很有帮助，印度开放知识基金会(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组织了网络论坛专门对国家收集的公共地理数据的开放获取问题进
行讨论，为公众的日常活动提供一个地理信息利用平台[30]。
2.2 开放获取实践进展
一系列会议、宣言、声明的发布，有力地推动了开放获取的发展。出版社、
学术团体、科研资助机构和图书馆都先后参与进来。开放获取已经从单纯的宣
传、号召、倡议发展到更加注重开放获取具体行动的实施，注重建立开放获取
的政策机制和更加有效地推动。
2.2.1 开放获取的宣传推广
2002 年 2 月，由开放社会协会(OSI, Open Society Institute)发起，来自不同
国家、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签署了《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BOAI，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公开倡导对同行评议期刊文献的开放获取，并
提出实现学术期刊文献开放获取的两条途径：
“自存储”(Self-Archiving)和创办
“开放获取期刊”(Open-access Journals)。BOAI 成为开放获取发展史上的里程
碑。截止到 2005 年 10 月，已有 4182 个机构和个人签署了 BOAI，支持开放获
取。随后，又有许多开放获取宣言和声明相继问世，表明了学术界、科研机构、
科研资助机构宣传、支持开放获取的立场和态度。
2003 年 6 月 20 日，
《毕士大开放获取出版声明》(Bethesd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正式公布[31]，旨在推动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尽快将重要科学文
献实行开放获取，并快速高效地推动向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转化。
《毕士大开放
获取出版声明》提出了开放获取出版物需要满足的两个条件，随后被其它机构
和组织的开放获取文件借鉴和使用。该声明还对科研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实施
开放获取提出政策建议。
在开放获取的宣传推广方面影响较大的另一事件是柏林系列会议的召开。
2003 年 10 月，由德国马普学会发起，召开了柏林开放获取会议，起草了《科
学和人文知识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推动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开放获
取，为科研政策决策者、科研机构、资助机构、图书馆等机构支持开放获取提
出建议；2004 年 5 月 CERN 举办了柏林第二次开放获取会议(Berlin 2 Open
Access conference)，提出开放获取路线图 (Roadmap to Open Access)[32]作为实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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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宣言》的指南；2005 年 2 月，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召开“柏林第三次开放
获取会议”(Berlin 3 Open Access Conference)，提出各机构在实施开放获取时的
具体做法[33]。柏林系列会议还将继续召开，宣传和交流开放获取实践中的问题
和解决方案。柏林第四次开放获取会议将于 2006 年春在德国 Golm 召开。
此外，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提出了学术交流改革的原则和策
略(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Reform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34]，联合
国信息社会高峰会议(WSIS)的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中也提到了科学信息的开放
获取问题[35]，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36]等机构也相继发表宣言和声
明，表明支持开放获取的态度和立场。
这些宣言和声明的发表，极大地宣传了开放获取，引起了全世界众多科研
人员、科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政府、信息服务机构的关注，并推动了更多
的机构和科研人员参与开放获取。
2.2.2 开放获取的政策制订
欧美等国家政府、科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已经出台或即将出台支持开放
获取的政策。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提高公共
资助的研究成果的获取政策，要求凡是 NIH 资助的科研项目，其成果在正式出
版 12 个月之内存储到指定的开放获取知识库 PubMed Central 中(Policy on
Enhancing Public Access to Archived Publications Resulting from NIH-Funded
Research)[37]；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es)每年出版 200 多份研究报告，
其中 85%是美国政府的项目，在报告呈交政府之后，所有报告均在网站上向公
众公开[38]；2004 年 9 月，芬兰教育部任命的开放获取科学出版委员会提出开放
获取政策议案，将议案分发给研究资助机构、科学出版的管理部门，推动该国
科学和学术出版的开放获取[39]；德国马普学会设立了专门的筹划指导委员会和
开放获取政策协调员推动该机构开放获取运动的开展[40]。许多科研资助机构也
参与到开放获取运动中来，制订了相应的开放获取政策。英国的 JISC(The Joint
Information System Committee)通过 FAIR 计划提供几百万美元资助知识库的发
展，任何一位英国作者在 BioMed Central(BMC)开放获取期刊上出版文章的费用
由国家支付[41]；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是英国生物医药研究的主要资助者，
该基金会支持开放获取的立场宣言中明确提出为它资助的科学家支付开放获取
出版费用[42]。据 BMC 统计，目前明确承诺为其研究人员提供开放获取期刊出
版费用的科研资助机构已达 13 家，包括 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德国学术
研究委员会、奥地利科学基金会、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中
心、以色列科学基金会、瑞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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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开放获取出版
开放获取出版(Open Access Publishing)是在坚持期刊原有的同行评议的质
量审核机制的前提下，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实施的新型学术出版模式。通过互
联网，任何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免费地获取和使用期刊论文。较早致力于开放获
取出版的是美国 Syracuse 大学。1987 年，该校创办了电子期刊《成人教育新视
野》(New Horizons in Adult Education)，供读者免费在网上获取[44]。现在许多出
版社都在探索各种开放获取出版的途径。BMC 已经建立了 130 多种开放获取的
生物医学期刊，发表了 4000 多篇原创研究论文；生物学家公司（Company of
Biologists）已经宣布建立由“作者付费”支持的免费获取模式[45]。从美国昆虫
学会（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到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多出版机
构都在试验各种形式的开放获取出版。
开放获取出版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开放获取期刊和自存储。
“在开放获取期
刊上发表文章”被称作实现开放获取的“金色之路”(Golden road to open access)，
是目前学术界大力提倡的开放获取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自存储是作品在发表
后由作者自己或第三方将作品存储在作者个人网站、学科知识库（disciplinary
archive）或机构知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中。作品的这种传播模式称为开
放获取的“绿色之路”(Green road to open access)。
开放获取期刊尽管发展时间很短，但势头强劲，数量增长很快，质量也在
不断提高。以开放获取期刊名录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46]为
例，截止到 2005 年 12 月 3 日，该网站共收录了 1957 种开放获取期刊。图 1 为
自 2005 年 2 月 17 日至 2005 年 12 月 1 日，笔者对 DOAJ 网站中开放获取期刊
数量的周统计数字。该网站中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平均以每周 12 种的速度增
长，文章层面可检索的开放获取期刊的增长速度是每周 3 种，开放获取文章的
增长速度为每周 408 篇。而根据瑞典 Göteborg 大学图书馆馆员 Jan Szczepanski
的统计，他搜集整理的开放获取期刊列表中的现行开放获取期刊达 4000 余种，
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开放获取期刊 600 多种[47]。
根据 ISI 最新公布的 JCR 统计数字显示，多数学科的高端期刊中至少有一
种是开放获取期刊，虽然开放获取期刊的影响因子分布依学科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影响因子似乎有趋于上升之势[48]。将 BMC 的期刊与同领域订购型期刊比较，
有 5 种 BMC 期刊在其所属学科中影响因子位居前 5 位。2000 年创刊的开放获
取期刊 BMC Bioinformatics 影响因子是 5.42，是本领域的核心期刊之一，影响
因子在本领域期刊中排名第 2[49]。该领域排名第 1 的是有着 20 多年历史的非开
放获取期刊 Bioinformatics，影响因子是 5.74，是本领域最著名的期刊，而
Bioinformatics 也针对其作者群进行过是否将期刊转型为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调
查[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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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OAJ 收录的开放获取期刊数量周增长情况统计图

PLoS(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是由 3 万多名科学家签署的一项基础计划，
是一个由科学家和医生参加的致力于使全世界的科技和医学文献成为公共资源
的非赢利组织。其目标是向全世界任何地方的科学家、医生、患者或学生提供
对最新的科技成果不受限制的利用。先后出版了 PLoS Biology、PLoS Medicine、
PLoS Clinical Trials、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PLoS Genetics、PLoS Pathogens
6 种开放获取期刊。
自存储已成为开放获取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以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为
主体的自存储与开放获取期刊一道，构成了实现开放获取最重要的两种途径。
根据对 13 个国家大学的机构知识库的不完全统计，其中 12 个国家的大学建立
了 305 个机构知识库[51]。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在建设上有 5 个特点。①遵
循 统 一 的 建 设 标 准 OAI-PMH(Open Acces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建设过程易于规范，各知识库间的互操作性强；②建设机构知识
库有成熟的软件，甚至是开放软件，为建立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提供了良
好的技术支持并节省系统开发的成本；③利用机构现有的基础设施和网络空间，
不需要额外配置设备，资金投入小；④自存储的文献资源为本机构内科研人员
的科研成果，或是资金资助对象的科研成果，有比较稳定的信息来源，有利于
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的发展；⑤使用自存储培训软件指导科研人员如何自
存储变得更加容易。现有指导科研人员如何进行自存储的软件如 Demoprints[52]，
可以让不熟悉、不会使用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的人了解如何自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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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开放获取计划和软件
开放获取计划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别于商业出版商出版的传统期刊的另一
种模式，强调解决期刊的传播、开放获取和长期保存等问题。国外图书馆和其
他机构已经建立了若干开放获取计划。学术期刊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SPARC,
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53]，1998 年由全球的
研究机构、图书馆和组织发起建立，旨在加强更广泛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对同行
评议的学术成果的获取，并推动学术交流市场的竞争，积极推动开放获取期刊
和机构资源库的建立；Create Change[54]由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美国大
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和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SPARC）共同发
起,其核心目标是向全世界的学者、学生和其他可能受益的人提供对学术研究成
果的利用。随着开放获取的不断深入，科研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参与到开放获
取中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开放获取计划建立起来。
用于自存储的软件也相继问世，如美国加州大学开发的 eScholarship[55]、英
国南安普敦大学开发的 Eprints[56]、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与惠普公司联合开
发的 Dspace 等都是进行自存储常用的系统软件，为建立机构知识库提供了极大
的方便条件。
2.2.5 出版商与开放获取
在开放获取运动中，部分传统商业出版商对开放获取的态度由最初的敌对
对立状态逐渐转变为客观看待开放获取这一市场变化，采取商业策略应对这一
市场变化，参与到开放获取出版中来，或与开放获取出版商合作出版开放获取
期刊，或在传统的出版流程中实行开放获取出版政策。比如，Belstein-Institut
与 BioMed Central 合作出版了有机化学领域联机同行评议的开放获取期刊
Beilstein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作为开放获取期刊，该刊允许全世界读
者对其所有内容永久性地免费获取。该期刊为读者提供高效审稿、快速出版、
和高显示度，没有出版费用，作者保留文章的版权。BMC 负责期刊的网站管理、
在线投稿、电子同行评议以及出版服务[57]。Springer 公司、BlackWell 公司、牛
津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还采取开放获取与非开放获取并行出版的举措。
2.3 开放获取研究进展
在国外，开放获取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的问题集中在下列方面：开放获
取期刊的影响力、被引率研究；开放获取期刊的经济模式；开放获取期刊的质
量控制机制；自存储的时间绩效研究；开放获取涉及的版权问题；开放获取的
政策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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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开放获取的研究非常重视基于调查的研究，有某种期刊或某一出版商
对作者的调查，有学术研究团体进行的调查，还有国家层面的调查等等。国外
的有关的开放获取调查研究有：开放获取文献对科研活动的影响[58]；对社会科
学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开放获取态度的调查[59]；JISC 主持的有关“JISC 与出版商
合 作 实 行 期 刊 的 开 放 获 取 ” 的 调 查 ； 英 国 《 生 物 信 息 学 》（ Journal of
Bioinformatics）杂志组织的开放获取调查，调查作者对该期刊实行开放获取的
看法，以便制定该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60]；南非的开放获取调查以问卷的形式
调查了南非的计算机科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信息系统领域的专家，调查
他们对开放获取的了解及获得投资的情况[61]；《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对其作者选择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调查，调查对象为 PNAS 的作者，主要调查
作者是否愿意支付开放获取期刊的文章出版费用，愿意支付的费用额度等[62]；
出版商协会对于作者需求方面的调查中，调查了作为学术作者的科研人员对开
放获取的了解程度[63]。
国内对开放获取的研究才刚起步。本人于 2005 年 12 月 2 日分别以“开放
获取”、“开放存取”、“开放使用”、“open access”为检索词，对维普科技期刊
数据库和中国期刊网进行了检索，去重后得到相关文献 10 篇。国内开放获取研
究主要集中在开放获取的基本知识和背景的介绍，如初景利的《开放使用---一种新的学术交流模式》[64]、乔冬梅的《国外学术交流开放存取发展综述》[65]、
任胜利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现状与展望》[66]、黄凯文和刘芳的《网络
科学信息资源的“公开获取运动”模式与方法》[67]、李春旺的《网络环境下学
术信息的开放存取》[68]；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如李武和刘兹恒的《一种全新的
学术出版模式：开放存取出版模式探析》[69]、李武《开放获取的两种实现途径》、
钱国富和林丽的《开放期刊(open journals)及其影响研究》[70]、李武的《开放存
取期刊》[71]；开放获取与图书馆的关系，如任真的《开放获取环境下的图书馆》
[72]

。此外，针对国内科研机构和科研管理机构为推动开放获取而制订的开放获

取策略问题以及开放获取对图书馆发展的影响等也在研究之中，如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学信息开放获取的运行模式与
政策机制研究”，国家图书馆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开放获取与中国图
书馆的未来发展”等；2005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还召开了“科学
信息开放获取战略与政策”国际研讨会，国内外专家同行就开放获取研究和实
践中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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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开放获取与学术交流生态系统
2.4.1 生态学与学术交流生态系统
根据 Bo-Christer Björk 提出的科学交流的生命周期模型[73]，科学交流活动
由研究、交流和研究成果应用三个阶段构成，这三个阶段将科学交流中的各个
要素联系起来，形成了学术生态系统。
在生物界，生态系统是由许多生物和非生物成分组成的，这些生物之间靠
能量的流动和物质的交换而联系为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功能单位[74]。以生
态学理论作为工具考察学术交流系统，可以看出学术交流系统本身也是一个复
杂的生态系统——学术交流生态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科研人员之间、科研
人员与出版者之间、科研人员与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出版者之间都具有复杂
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相互运动中达成一种动态平衡[75]。
学术交流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
科研人员——学术交流系统的主体，学术信息的生产者与使用者；
学术信息——学术交流的对象，外在表现形式是纸质或数字载体的学术期
刊；
出版商——学术信息的发布渠道之一，出版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这里的
出版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商业出版商、学会协会的出版机构；
图书馆——学术信息的中间提供者，通过集体的形式购买出版商的学术信
息资源，供用户使用。
学术交流生态系统也是不断变化的。这些变化不仅来自于学术交流生态系
统的组成要素本身，外界环境的变化、学术交流生态系统中出现的新要素等等
都可能对学术交流环境产生影响，引起学术交流生态系统的变化。
在传统学术交流环境下，学术交流行为主要通过纸质期刊来传播学术信息
资源。作者完成学术论文后通过出版商将论文公开发表，图书馆通过集体购买，
将文章提供给用户使用，完成一次学术交流行为。该过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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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使用者)

学
术
交
流
环
境

图书馆

传统出版商

作者(生产者)

图 2 传统学术交流过程

注：图中黑色箭头“→”表示学术信息的流动方向

随着电子网络和计算技术的发展，学术交流的方式开始发生改变，越来越
多的科技信息通过网络传播，并且传播的费用低廉。除印本图书期刊以外，用
户还期望图书馆提供电子形式的新的资源和数据库。学术交流方式处在急剧的
转变之中，学术交流环境中出现了许多新要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
交流环境，使传统学术交流生态系统产生变化(图 3)。学术交流生态系统中出
现的新要素有：
z 免费电子期刊(free e-journal)——这种电子期刊是直接在网络上出版的，
没有纸本形式，有的免费电子期刊具有同行评议机制，有的只是在传统期刊上
发表论文前在网上征求同行的意见的一种方式。免费电子期刊在获取形式上通
常只能在线浏览，而不能下载；
z 电子邮件——用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直接交流，通过电子邮件讨论学术
问题，或者直接向作者索取无法获取的文献全文；
z 个人网站——在出版商许可的情况下，作者将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论
文张贴到个人网站，使同行了解自己的研究成果，便于同行间的学术探讨，成
为学术交流的途径之一；
z 网络邮件讨论组(listservs/mailing lists)——这些讨论组按学科领域划
分，每个讨论组设有专门的讨论主题，是比较活跃的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场所，
很多研究成果最初的思想萌芽往往最先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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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使用者)

学
术
交
流
环
境

图书馆
个人网站、网

电子

络邮件讨论组
免费电子期刊

传统出版商

邮件

作者(生产者)

图 3 出现新元素后的学术交流过程

注：图中箭头表示学术信息的流动方向，实线箭头为正式的学术交
流方式、虚线箭头为辅助的、非正式学术交流方式

由于观念、政策、经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原因，这些新要素并没有成
为正式的学术交流途径，只作为学术交流途径的补充(图 3 中用虚箭头表示)。
但是增加了新要素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已经在蕴育着开放获取的理念。网络和
计算技术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无论是免费获取的电子期刊、个人
网站、还是电子邮件、网络邮件讨论组，这些要素的出现都反映出科研人员愿
意与同行进行交流、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被同行更广泛地阅读和获取，从
而得到同行认可的意愿，而科学信息和科研成果自由、广泛地传播、免费获取
正是开放获取的基本理念。可以说，学术交流环境中新要素的出现带来的改变
使学术交流生态系统蕴育着开放获取的理念，这些新要素可以看作是开放获取
的萌芽。
2.4.2 行为生态学与开放获取
行为生态学作为生态学的分支，主要研究动物的行为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
关系。1966 年，行为生态学家 MacArthur 和 Pianka 提出了最适选择（optimal
choice）的概念。最适性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自然选择总是倾向于使动物最有
效地传递它们的基因，因而也是最有效地从事各种活动[76]。从这个角度看，开
放获取是学术界自己提出的打破商业出版商对学术期刊的价格垄断，切断学术
文献的商业出版与用户需求之间的联系，重构学术交流环境，保证科研人员可
以自由、永久地获取所需要的学术资源的一种方式，是作为学术交流系统的主
体的科研人员对学术交流行为的自然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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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出版商对学术期刊的价格垄断，使得在作者(生产者)—出版商—图书馆
—科研人员(使用者)这条学术交流的主渠道中，科研人员(使用者)能够获取的学
术信息无法满足其信息需求，影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成为产生开放获取
的催化剂。书刊和电子资源的价格每年大幅度攀升，然而图书馆经费却无论如
何也跟不上资源价格的急剧上涨。其结果是，在 20 世纪多半时间里一直运转良
好的学术交流系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在万维网出现以前，开放获取运动就已经萌芽，早期免费提供学术信息资
源的获取服务就是开放获取思想的体现(Peter Suber 的 Open Access Timeline 记
录了开放获取运动的主要发展过程[77])。例如，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提供的文摘
和索引服务——Medline 自 1997 年起开始允许用户免费访问其中的内容
(Medline 自 1966 年建立之初就开始收费，但通过 Medline 仍然不能获取全文文
献)；1974 年，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和德国电子同
步加速器研究所(Deutsches Elecktronen Synchrotron) 合作创立了 SPIRES 高能物
理数据库，供该领域的科研人员将文章的预印本在其中存储；1989 年，第一本
可免费获取(即无订购价格)的完全同行评议期刊《心理学》(Psycoloquy)创办
(Stevan Harnad)[78]；随后，1991 年，Jean-Claude Guedon 创办了期刊 Surfaces[79]；
同年 Paul Ginsparg 在美国 Los Alamos 实验室建立了覆盖物理学各分支领域的预
印本及后印本(pre- and post-print)知识库——arXiv.org[80]。2000 年 10 月，由 180
个国家的 30000 名科学家联合签名的公开信被送到各大科学出版商手里，要求
他们在期刊出版后通过 PubMed Central 等公共获取网站将期刊内容立即联机免
费获取。但只有极少数的出版商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复，这促使 Harold Varmus
和他的同事们创办了开放获取出版机构——科学公共图书馆(PLoS,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Gordon & Betty Moore 基金会投资 900 万美元支持 PLoS 的
创建。2003 年 10 月 PLoS 的第一份期刊 PLoS Biology 问世，2004 年春 PLoS
Medicine 问世[81]。这充分证明，开放获取是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的自然选择。
在生态系统中，如果种群中的大多数个体都采取某种行为对策，而这种对
策的好处又为其他对策所不及，这种对策就可称为“进化稳定对策”（ESS,
Evolution Stable Strategy）。在环境的每次大变动之后，种群内可能出现一个暂
时的不稳定阶段，但是一种 ESS 一旦确立下来，种群就会趋于稳定，任何偏离
ESS 的行为就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开放获取能否成为一种常态，要看科研人员是否愿意参与到开放获取中来。
所以如果大多数个体都采取这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又有传统学术交流方式所不
及的优势，那么这种方式就会稳定下来。通过开放获取期刊与传统期刊出版的
SWOT 分析，可以发现开放获取的优势是传统学术交流方式所不可比拟的。相
较于传统期刊出版，开放获取期刊出版的主要优势在于出版的时间间隔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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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范围广，这意味着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上的论文的潜在读者要比传统期刊的
读者多，相应地论文的被引用的机会要高于发表在传统期刊上的论文，从而有
助于科研人员与其它科研人员之间建立关系，在其研究领域中建立学术声望和
权威，获得更多的奖励和回报等等。这不仅建立了畅通的学术交流系统，而且
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表 2)

表 2 传统期刊出版与开放获取期刊出版的 SWOT 分析

优势
（S）

传统期刊出版

开放获取期刊出版

①拥有多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权威性

①出版的时间间隔比传统期刊短；

和影响力；

②无任何获取障碍，传播范围广；

②科研人员已经习惯在传统期刊上
发表科研成果，甚至已习惯在某几
种传统期刊上发表科研成果；
①从投稿到正式出版的时间间隔很

①对开放获取出版不了解；

长，通常至少为 6－12 个月；

②科研人员习惯在传统期刊上发表

②有时收取版面费，但即使收取版

科研成果；

劣势

面费，出版的时间间隔仍然不变；

③对开放获取期刊存在学术质量、

（W）

③获取上存在经济、技术、法律障

版权等方面的误解；

碍，传播范围有限；

④处于建立初期，影响力小于传统
期刊；
⑤需要支付开放获取的出版费用；

机会
（O）

①可选择性的开放获取；

①网络的发展为开放获取期刊的传

②版权协议中放宽对作者自存储的

播提供了技术条件；

限制；

②学术交流面临“获取危机”、“价
格危机”，学术界提出并推动开放获
取；

威胁
（T）

①传统期刊出版商的反对、抵制；

①开放获取出版的冲击；
②图书馆大幅减少期刊的订购数
量；

行为生态学理论告诉我们，自然选择总是倾向于使生物从它们的行为中获
得最大的净收益。开放获取这种交流方式不是实现学术交流活动的唯一途径，
传统的出版方式所具备的种种优势仍是被科研人员所认可的、采用的最多的、
最主要的学术交流方式。传统出版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加入了很多附加价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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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附加值包括：同行评议过程、权利与许可的管理、订购管理、印刷与配货、
经费管理与帐目清算、以及用户服务；出版商通过投资、商业规划推出一个个
新产品、新技术、新想法；将与用户研究领域相关的文章集中起来打包，便于
用户的使用；质量控制技术使得出版物有很高的再生产和交流的价值；营销专
家确保了期刊可以广泛的流通；作者和读者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的需求的正确认
识[82]。这些附加值至少在现阶段是政府、研究人员本人、图书馆、开放获取期
刊、以及其它机构所不能创造的，至少出版商在为学术交流环境创造的附加价
值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开放获取不会独立地成为学术生态中的 ESS，但通过在开放获取的
发展中，通过不断地宣传、发展、强化、坚固开放获取相较于传统学术交流方
式的优势，使学术交流生态系统中的种群——科研人员关注并选择开放获取这
种学术交流方式，至少可以使开放获取成为独立的、与传统学术交流方式并行
的学术交流方式。也就是说，开放获取的学术交流方式与以传统出版模式为主
的学术交流方式的结合构成了解决学术交流问题的混合对策。既有传统出版的
优势，又有开放获取的优势，这种混合对策才是学术交流生态中的 ESS。
开放获取的出现使得学术交流中一直蕴育着的开放获取理念变成了实际的
行动，使得开放获取成为独立于传统学术交流渠道之外的另一种学术交流途径
和方式。开放获取的出现使得学术交流环境和学术交流生态系统重新构建，成
为学术交流系统中不容忽视的要素之一(图 4)。

科研人员(使用者)

学
术
交
流
环
境

图书馆
个人网站、网

电子

络邮件讨论组

邮件
免费电子期刊

传统出版商

开放获取

作者(生产者)

图 4 开放获取出现后的学术交流过程

注：图中箭头表示学术信息的流动方向，实线箭头为正式的学术交
流方式、虚线箭头为辅助的、非正式学术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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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学术交流环境中，出版商分化成基于订购型期刊出版的传统出版商、
免费电子期刊出版者和开放获取出版者。三者同时竞争着科研人员(作者)生产
的有限的学术信息。开放获取与免费电子期刊的不同之处在于获取的方式不同：
开放获取允许用户自由地浏览、下载、传播、使用学术论文，而免费电子期刊
只允许用户在线浏览；此外，免费电子期刊并不都是经过同行评议的，因此学
术质量上没有足够的保证。这使得免费电子期刊在学术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要低
于开放获取。开放获取以它自由、永久的获取方式为科研人员使用学术信息资
源提供了传统出版商之外的另一条途径。
根据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 Lewin)提出的人类行为公式：B=f(P, E)，
人类行为(B)是人(P)及环境(E)的函数，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环境的“综
合效应”[83]。开放获取是学术交流系统中的新要素，它的出现动摇了以传统出
版商为主的学术成果的传播渠道，改变了学术交流系统。人类行为是人与环境
综合作用的结果，变量 E（学术交流系统）发生变化时，P（科研人员对开放获
取的态度和意愿）的变化影响着科研人员的学术交流行为的变化。开放获取对
学术交流、对科学研究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倡导科研人员参与开放
获取（B），因此，P 的变化直接影响着 B 的变化。科研人员是否会认可并接受
这种与传统出版途径并行的学术交流方式，他们在选择学术交流的方式的时候
是否会选择开放获取方式，其选择何种学术交流方式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
都是研究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变化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作为科研管理部门，
为了保障新的学术交流环境下学术交流系统的顺畅，也需要制订相应策略以适
应学术交流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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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放获取对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中国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态度及意愿
3.1.1 调查说明
为研究开放获取作为一种学术交流方式对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产生的影
响，2005 年 3—5 月，作者对科研人员开放获取的态度和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
从用户(科研人员)信息需求的角度出发，将科研人员的学术交流行为分为：在
开放期刊上发表文章、将发表的文章进行自存储、使用开放获取期刊的文章、
使用自存储的成果，并围绕这些问题设计调查问卷。调查以中国科学院京区各
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为总体对象，对 223 名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
据。同时，另外选择 22 位科研人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以便通过访谈对统计数
据得到的结果进行补充和适当解释。
具体说来，本调查希望了解以下问题：
z

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了解程度——是否了解“开放获取”，是否听说

过有关开放获取的项目；
z

影响学术信息交流行为的因素——是否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过文

章，是否进行过自存储，决定在开放获取还是在非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时
考虑的因素，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意愿和理由，是否接受“作者付费”
模式，是否愿意自存储，对版权的要求；
z

影响学术信息使用行为的因素——对开放获取的文章的质量的看法，

是否愿意使用开放获取资源。
3.1.2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以中国科学院京区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作为调查总体，并在中国科
学院过程研究所进行了预调查，最终定稿后，选择了中国科学院京区的 18 个研
究所的科研人员作为调查对象，将问卷通过各研究所的图书情报室发给科研人
员，在科研人员完成问卷之后负责回收。问卷的发放和回收过程历时 14 天。
调查共发放问卷 262 份，各学科的问卷分布比例确定的方法是：将中国科
学院京区 36 个研究所按照上述 6 个学科进行分层，统计出每层的总体数量，在
每一层内部进行等距抽样，抽样间隔 K=N(该层的总体规模)/n(该层的样本规
模)。
问卷发放的各学科分布情况是(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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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调查问卷发放的学科分布情况

学科

比例

天文地学空间科学
数学
物理
化学
工程科学
生命科学

21.8%
7.6%
22.1%
10.3%
23.3%
14.9%

之所以物理学科的样本比例较高，是因为在物理学领域较早地出现了开放
获取的学科知识库，如 arXiv.org，科研人员对此比较熟悉，有利于更多地了解
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感受和体会。
此外，在问卷确定后、正式发放之前，我们选择了京区部分研究所的 22 位
科研人员就本次调查的内容进行了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问（向科研人员提供问
卷内容作为访谈大纲）。选择进行半结构式访问，一方面是由于开放获取刚刚进
入中国不久，中国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还不甚了解，通过访谈可以了解科研人
员对开放获取的真实而全面的想法，了解科研人员面对开放获取所采取的态度
和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为客观地分析调查数据提供分析思路和作出准确判断；
另一方面通过访谈所获得的事实和数据，对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起到一定的补
充、解释和验证作用。统计分析中，访问采集的数据与调查问卷的数据分开，
体现不同的调查方法所起的不同作用。
3.1.3 问卷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62 份，回收有效问卷 223 份，回收率 85.1%。在有
效的调查样本中，拥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占 43.2%，中级职称科研人员占
11.3%，初级职称科研人员占 4.5%，研究生为 41.0%。中高级科研人员的比例
占一半以上，基本可以代表中国科学院主体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态度。研究
生作为科研活动的有生力量，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态度。
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如下(表 4)：
表 4 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

年龄

频数

百分比

30-

102

45.7

31-45

93

41.7

46-55

13

5.8

56+

15

6.7

23

开放获取对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调查对象的研究领域所属学科分布情况如下(表 5)：
表 5 调查对象的研究领域所属学科分布情况

研究领域所属学科

频数

百分比

地学天文空间科学

28

12.6

数学

20

9.0

物理

20

9.0

化学

50

22.4

工程科学

64

28.7

生命科学

41

18.4

调查对象的学历分布情况(表 6)：
表 6 调查对象的学历分布情况

学历

频数

有效百分比

博士

128

61

硕士

61

29

学士

21

10

调查结果发现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了解程度不深，大多数科研人员对开
放获取还不太了解。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了解程度与调查对象所属的学科领
域有关，不同学科领域的调查对象对开放获取的了解程度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但有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表示听过类似于“开放获取”的概念，表明调查对象
对开放获取这种理念并非一无所知，这为今后开放获取理念的宣传起到一定的
铺垫作用，随着对开放获取理念的宣传的加强以及开放获取运动的深入，科研
人员对开放获取的了解会逐步深入。
尽管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还不太了解，但有 68.8%的科研人员表示愿意在
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并支持本研究所主办的期刊转成开放获取期刊
(82.5%)，科研人员参与开放获取的意愿比较强烈。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开放获
取出版的实际经验要优于中级、初级职称的科研人员，研究生对开放获取出版
也持有浓厚的兴趣。影响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因素主要包括：
期刊的发行速度、读者群范围、被引率、经费、考核评价体系的要求、以及期
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调查表明，绝大多数调查对象有过在传统期刊上支付发表费用的经历，这
从一定程度上表明，调查对象对于开放获取期刊的付费问题是可以接受的，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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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评价体系、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方面会影响调查对象是否在开放获取期刊上
投稿。但费用的来源、以及费用的额度也是影响调查对象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
表文章的因素。绝大多数调查对象(82.1%)认为开放获取出版费用应从课题费中
支出，一半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可接受的费用额度是 1000 元以内。
科研人员中实际进行过自存储的人不多，自存储并没有成为一种习惯。在
少部分进行过自存储的科研人员中，通常存储的是已经发表在期刊中的后印本，
篇数多为 1-2 篇；对于预印本的自存储，科研人员存在较大的顾虑，主要是担
心是否会破坏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破坏现有的版权协议、希望文章发表后再
进行自存储。同时调查也反映出科研人员希望自己的论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被尽可能多的人阅读和使用，但对使用者使用论文时的要求是注明文章的作者
信息。科研人员首选的自存储地点是机构知识库，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支持本
机构建设机构知识库或类似的计划。
调查反映出大多数科研人员不排斥使用开放获取资源，多数科研人员认为
开放获取文章的质量与传统期刊中的文章质量相同。
3.2 开放获取对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分析
影响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因素包括：期刊的发行速度、
读者群大小、被引率、期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科研经费是否充足、所在的科
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的考核评奖体系要求。
问卷中 Q7、Q8 调查了科研人员为什么在或不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
的理由。尽管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还不太了解，但有 68.8%的科研人员表示愿
意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Q6)，并支持本研究所主办的期刊转成开放获取
期刊(82.5%)(Q3)。科研人员参与开放获取的意愿比较强烈。根据调查对象在开
放获取期刊发表文章的意愿的回答，将调查对象划分成两类，愿意在开放获取
期刊发表文章的调查对象和不愿意在开放获取期刊发表文章的调查对象。
在愿意在开放获取期刊出版文章的调查对象中(Q7)，
“开放获取期刊的出版
速度比印本期刊快”是科研人员认为最重要的理由(31.4%)；“任何人都可以不
受限制地阅读到我的文章”，位于第 2 位，开放获取期刊的原则——“任何人可
以免费获取作者的文章”决定了科研人员的选择；在开放获取期刊发表文章的
其它理由是“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的文章被引率高”、
“有充足的科研经费”
。表
7 列出了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出版文章的所有理由及相关数据。此外，
我们还将选择“非常重要”和“重要”两个程度的百分比相加，来查看哪些理
由对调查对象是重要的；将“不太重要”和“一点儿也不重要”两个程度的百
分比相加，查看哪些理由对调查对象是不重要的。同时我们还将各个理由按“非
常重要”来排序，便于查看哪些理由对于调查对象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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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对象认为是否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最不重
要的理由是“投稿的开放获取期刊是自己所在机构创办的”，而“不愿意在商业
出版商的期刊中发表文章”也不是非常重要的理由。可见，用户在发表文章时
更注重的是文章的传播范围、传播速度、以及文章的影响力，至于期刊的主办
单位是商业出版商还是学术机构不会对用户决定是否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
章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愿意在开放获取期刊出版文章的调查对象的理由比较分散(Q8)。调查对
象认为“非常重要”的理由中排名第一位的是“反对付费出版”(10.8%)，其次
是认为“开放获取期刊不符合本单位的考核评价标准(9.4%)”，再次是认为“本
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的权威性低”(7.6%)，以及“没有足够的发表费用”(7.6%)。
将“非常重要”与“重要”一栏合起来看，各理由中排名第一的仍是“反对付
费出版”，其次是“认为本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的权威性低”，再次是“没有足
够的发表费用”以及认为“本研究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的影响力低”，“不符合
本单位的考核评价标准”这一理由排第 6 位。调查对象认为“开放获取期刊比
传统订购型期刊拥有的读者要少”、“对本研究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不熟悉而无
法投稿”并不是他们不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重要理由(表 8)。
调查中反映出的影响科研人员是否接受和参与开放获取这种新的学术交流
行为的因素是纷杂的，这些影响因素来自方方面面。从科研人员本身来讲，科
研人员的学术习惯，比如他们选择在何种载体上公开其研究成果、在科研中使
用何种形式的文献资源、其网络应用水平，甚至他们的职称、从事科研活动的
时间长短都会影响其对开放获取的态度；从学术期刊的角度考虑，期刊的出版
速度、显示度、被引率、权威性、影响因子、版权都会影响科研人员的开放获
取选择；在支撑科研活动的科研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方面，其设立的考核评奖
体系、资助的科研经费额度和资助方式，以及经费用途的划分，也会对科研人
员最终是否会参与开放获取产生影响。
这些影响因素相互联系、共同作用，并最终影响着科研人员是否在开放获
取期刊上发表文章。从深层原因看，一个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
学术认可，在学术社群内获得首先发现权，文章传播的越快、越广，越有利于
学术成果的传播，有利于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开展后续工作，从而提高作者文
章的被引率。所以通过网络“开放获取”是对学者有利的。而经过同行评议过
的文章，因其质量有更充分的保证，会更受读者的欢迎。文章的被引率的高低
决定了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低，而科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的科研成果审核、评
奖体系将影响因子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科研成果质量和科研人员工作质量
的方法，发表文章的期刊影响因子的大小很大程度上直接与考评结果挂钩；同
时影响因子还反映了期刊的权威性。期刊的显示度、出版速度、期刊权威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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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侧面影响到同行对该论文的关注程度，而期刊文章是否能被很容易地看
到是是否被认可的前提之一。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正式途径仍是通
过传统出版商，因此对文章的版权问题以及科研人员与出版商之间的建立的学
术上的信任关系，都会影响到论文的发表，从而影响到学术认可。在出版的过
程中，科研人员的学术习惯、科研经费、以及科研机构制定的考核评价体系都
会影响到科研人员以何种方式出版，这一过程详见图 5。
将上述影响因素归纳起来，影响科研人员参与开放获取的因素包括三方面：
开放获取资源的学术质量、开放获取资源的影响力、参与开放获取的成本。
学术习惯

考评体系

出版
过程

科研经费
版权

学术认可

出版速度

期刊的权威性

被引率
考评体系
影响因子

图 5 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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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对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3.2.1 开放获取资源的学术质量
开放获取资源（open access research literature）是指免费的、联机的同行评
议的期刊论文和会议录以及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工作报告等等。在多数情况
下，读者使用这些资源没有许可限制，可以自由地用于研究、教学和其他目的
[84]

。开放获取文献可以通过开放获取期刊或开放获取的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

库来传播。
开放获取资源的学术质量问题，特别是开放获取期刊的质量，是目前关注
较多的问题。开放获取期刊的质量反映的是刊载的论文的学术质量是否可靠、
研究成果价值的大小、对其他科研人员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是否有助于作者宣
传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由于开放获取期刊保留了传统出版模式下的同行评议、
保存、标引及其它特征，因而保障了研究论文的质量。
开放获取期刊的质量主要通过期刊的学术权威性和影响力来体现，而影响
因子是反映期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主要指标。影响因子是衡量学术质量的一
种方法，也是主要被讨论的问题，比如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如何关系到作者的学
术水平，不同领域的期刊在出版方式和引文特点上有所差异而影响因子的计算
方式相同，不同领域的影响因子的意义，影响因子的波动带来的影响等等。虽
然目前作者和出版商都存在错误而片面地使用影响因子，甚至将影响因子作为
衡量学术质量的唯一的方法，但影响因子仍是现在评价学术成果质量时使用最
广泛的工具，还没有更好的方法取代它。新创办的开放获取期刊由于没有足够
长的出版时间，其中相当数量的期刊还没有 ISI 的影响因子，但一些期刊的影
响因子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2004 年，ISI 最新公布的 JCR 中，BMC 的期刊和
PLoS 的部分期刊已获得了 ISI 的影响因子，其中部分期刊可以与同领域的订购
型期刊相提并论。其中，PLoS Biology 的影响因子是 13.9，是生命科学领域中
被引次数最高的期刊。PLoS Biology 的影响因子超过了同领域中的知名期刊
EMBO Journal、Current Biology 和 Proceedings of the Nait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在 ISI 的普通生物学期刊分类中排名第 1[85] 。杜克大学出版的
Neuro-Oncology 在过去三年里影响因子稳步增长。2002 年影响因子 2.717、2003
年 3.365，2004 年 JCR 公布的影响因子是 3.907。这一发展速度进一步巩固了
Neuro-Oncology 在神经肿瘤领域的领先和标志性地位。目前 Neuro-Oncology 在
140 种临床神经学（Clinical Neurology）期刊中排名第 15，在 121 种肿瘤学期
刊中排名第 32 位[86]。
科研人员很重视发表文章的期刊是否有高影响因子，以提高或加速其科研
生涯的发展，获得更多的资助。相反，如果期刊的影响因子低会影响作者个人
在 学 术 界 的 被 认 可 程 度 。 近 来 英 国 科 研 评 价 部 门 (RAE ， UK’s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也开始重视使用影响因子来进行评价。研究人员对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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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中影响因子的期刊非常担忧。此外，资助机构在评价申请者的出版记录
时也采用影响因子这种方法。
高影响因子是开放获取期刊最强有力的潜在优势——使研究结果联机免费
获取会增加读者群，因而有可能增加被引率。目前已有研究证明了这一点[87],[88]。
关于开放获取出版的影响力需要有更多的证明，才能得到作者的信服，吸引作
者将论文投到开放获取期刊。
与期刊质量有关的另一方面是期刊的同行评议水平。对开放获取期刊的一
个普遍误解是没有同行评议，这可能是因为科研人员把开放获取期刊与免费电
子期刊相混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开放获取期刊并没有绕开同行评议，而
是更加重视同行评议。PLoS Biology 在所属学科中排名第 1 的影响因子已经一
定程度上证明了开放获取期刊的同行评议的质量。PLoS Biology 定位于学科领
域的高端期刊，实施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退稿率高达
90%以上。PLoS 还重视评审人员本身的选择，认为合适的评审人员同样影响到
期刊的质量[89]。BMC 的退稿率达 50%以上，且只聘请著名的审稿人。
开放获取期刊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采取“网络同行评议”，保证期刊
的学术质量。BMC 的所有期刊都采用同行评议系统决定文章是否被录用。在同
行评议时，编审者需要在审阅后签署他们的评议意见。评议过程的每一阶段的
文件(递交、评议报告、作者的答复)都将与文章一起在因特网上刊出；BMC 的
刊物使用的电子提交系统和网络同行评议，加速了同行评议的过程[90]。
在访谈中了解到的情况也证实，科研人员认为开放获取期刊的同行评议质
量至少与传统期刊一样严格，所有的作者都将高质量的同行评议作为选择期刊
的一个重要标准，期刊的同行评议标准低，将影响科研人员发表文章的积极性。
3.2.2 开放获取资源的影响力
开放获取文献的影响力除了与论文本身的学术质量有关，还与论文传播的
范围和传播速度有关。在学术质量不变的情况下，论文传播的范围和速度直接
关系到是否有更多的人能够阅读到论文。而论文的高下载或点击次数与论文的
高影响力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91]。
尽管目前开放获取的论文数量在不断增加（主要通过作者在机构知识库中
的自存储），但在全世界出版的大约 25000 种科技与学术期刊中，提供开放获取
的期刊仍然只占出版总量很小的一部分。据估计，全世界大约有 5%的科学期刊
是开放获取期刊[92]。开放获取之所以有益于作者，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
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来衡量的论文影响力。尽管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但最近的研
究显示，开放获取文献的影响力在增加。2004 年，ISI 的研究发现传统期刊与
开放获取期刊的影响因子相似[93]。报告指出“在从 Web of Science 选出来的 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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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期刊中，191 种是开放获取期刊，开放获取期刊与其它同领域的期刊在期刊
影响因子和文章被引次数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别”。
Tim Brody 和 Steven Harnad 认为，测试开放获取的影响力优势的方法不是
去比较开放获取期刊与非开放获取期刊的影响因子，而是比较同一期刊（非开
放获取期刊）中开放获取论文与非开放获取论文的被引次数[94]。当然还可以进
行同一学科、同一作者的开放获取文章和非开放获取文章的影响力比较。
图 6、图 7 分别是 Tim Brody、Steven Harnad 对整个物理学学科及物理学中
的某一领域的开放获取与非开放获取文章被引率所做的对比研究。从图 6 可以
看到，1992－2001 年，整个物理学学科的开放获取的论文的数量与非开放获取
论文的数量之比为 1：9，但开放获取论文的被引率是非开放获取论文被引率的
2.98 倍。随着开放获取的发展，开放获取论文的被引率不断提高，开放获取论
文的被引率与非开放获取论文被引率之比由 1992 年的 2.53 倍增长到 2001 年的
5.57 倍。而在开放获取的论文数量较多的核物理与粒子物理领域(图 7)，1992
－2001 年，开放获取论文的被引率是非开放获取论文被引率的平均比率是 2.7，
2001 年，开放获取论文的被引率是非开放获取论文被引率的 3.27 倍。

图 6 物理学领域开放获取与非开放获取文章被引率对比图[95]

32

第3章

开放获取对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图 7 核物理与粒子物理领域开放获取与非开放获取文章被引率对比图[96]

这一研究证实了开放获取能够提高文章的影响力，为作者将他们的文章开
放获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97]。
3.2.3 成本
成本包括出版过程本身的成本以及社会为学术交流所投入的宏观成本。
（一）出版过程本身的成本
2004 年 4 月，英国惠康基金会公布了《科学研究出版的成本和经济模式》
研究报告。报告通过大量的证据和系统的分析，证明了作者付费的开放获取模
式是期刊订购出版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可行的出版模式。开放获取出版能够传播
高质量、同行评议的研究成果，在成本要低于传统的期刊订购出版模式同时，
带来更多的附加利益[98]。
纸本订购型期刊的固定成本主要是编辑的成本，包括筛选和审稿、稿件管
理系统、文字编辑、重新抄写；可变成本包括纸张的成本、订购管理、使用许
可的成本、物流成本（包括邮寄、包装、运输的成本）、销售以及一定的营销成
本。此外，期刊没有出版前也存在一些成本，如管理成本、设备的贬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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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公司的公关活动的成本。
电子订购型期刊的成本模型与纸本订购型期刊相同。没有纸张的成本和传
统的物流成本，电子系统的维护（或网络空间租借）成本取代了传统的物流成
本。电子期刊的成本总体来讲要略低于纸本期刊。
作者付费的电子期刊的大部分成本构成与订购型期刊相同。没有订购或使
用许可的成本，但是存在管理作者付费系统的成本。
根据惠康基金会研究报告的结果，科技领域期刊出版的成本如下：
z

高质量的订购型期刊中每篇论文的总成本约为 2750 美元。

z 开放获取出版的成本要低一些。其成本构成中增加了管理作者付费系统
的成本，但却没有订购管理系统、使用许可的交涉、或销售的成本。据保守估
计，开放获取期刊每篇论文的成本在 500－2500 美元之间。
Robbert Terry 计算了开放获取的成本（表 9），订购型期刊中每篇文章的成
本是 2750 美元，开放获取期刊中每篇文章的成本是 1950 美元，开放获取出版
使得整个出版系统节省了约 30%的成本[99]。

表 9 开放获取出版的成本

成本支出项目

比例

1. 审稿

22%

2. 编辑排版

33%

3. 订购管理

7%

4. 印刷及发行(含邮寄费用)

23%

5. 销售及营销

13%

6. 作者样刊

2%
合计

100%

（二）宏观成本
科研活动是有成本的，出版成本是科研活动成本的一部分。付费出版是一
种成本弥补手段，选择开放获取还是非开放获取只是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在何处
注入资金来弥补成本的问题。付费出版这种成本弥补方式分为上游弥补、中游
弥补和下游弥补。
“上游弥补”指由资助机构给期刊投入资金，资助期刊的发展。目前大多
数开放获取期刊都有基金会的资助。
“中游弥补”指作者支付开放获取出版费用
的方式，弥补开放获取出版所必需的成本。当然这部分费用主要来自于作者的
科研经费。
“下游弥补”则是传统的成本弥补方式，即由读者或图书馆来支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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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获取的费用。
对于科技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获取是有利的。因为开放
获取出版的成本主要从上游和中游弥补，而这部分成本是由出版者的机构或政
府来弥补资金的，发展中国家的读者支付的费用就很少了。
3.3 开放获取各利益关系方影响分析
开放获取不仅仅是科研人员的事情，开放获取的实现是学术交流系统中各
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开放获取涉及的利益方包括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公共
科研投资者、出版者、科学信息服务者(图书馆)、社会公众。
柏林第二次会议提出的开放获取路线图中提到要排除开放获取的障碍，需
要考虑开放获取涉及的各利益关系方，分析其参与开放获取的动机以及在开放
获取中能够获得哪些利益，进而发现开放获取存在的障碍[100]。需要了解：
z

理解开放获取存在的障碍在哪里；

z 作者参与开放获取的动机是什么？(使自存储尽可能地容易，使参与开
放获取看起来“值得尊敬”)
z 机构参与开放获取的动机是什么？(阐释清楚开放获取给机构带来的益
处)
z 政策支持？(形成强有力的联盟)
z 出版商或学、协会担忧什么？(阐释清楚开放获取对他们的生存不会造
成威胁)
z 在开放获取的道路上每一阶段都要消除一些障碍，但柏林宣言的目标可
以通过学术界的行动在机构和个人层面实现。
科研人员是参与开放获取的直接获益者。既能够免费地永久获取学术文献，
同时以开放获取方式发表的文章能够得到更高的被引率，扩大自己研究成果的
显示度和影响力。科研人员需要做的是以开放获取的方式发表文章，进行自存
储。
对科研机构来说，开放获取能够提高研究论文的被引率，因此参与开放获
取有助于提高机构科研成果的公开度和显示度，便于机构科研成果的统计和管
理。但科研机构需要建设供科研人员进行自存储的机构知识库，并制订相关的
政策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开放获取，比如对科研人员提出自存储的要求、提高科
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认识程度。同时各科研机构之间应就彼此的开放获取活动
进行交流，形成科研机构之间强有力的联盟。
科研资助机构的使命是确保其资助的科研成果最广泛地传播、无限制地获
取，最大限度地发挥科研成果的价值。科研资助机构参与开放获取，有助于科
研经费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资助机构的宗旨和使命。科研资助机构需要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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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开放获取政策，资助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参与开放获取，对科研人员提
出自存储的要求，与科研机构之间形成强有力的联盟。
传统出版机构在出版过程中提供的同行评议过程是其服务的核心，也是网
络出版时代传统出版机构的服务中最具竞争力的一项。尽管实际的评议工作仍
然是由科研人员完成，但出版者在其中起到的是对评议过程的管理作用，并将
其作为附加价值。对于传统出版者来说，开放获取本身是一种市场的变化，出
版者是否参与开放获取是其市场应对策略的差别。随着开放获取的深入，许多
出版者开始提供可选择的开放获取策略，既适应了支持开放获取的潮流，同时
也推动了电子版期刊的销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获取也适应了出版
者的需要。但一些出版商对政府的开放获取政策抱有敌视的态度。比如 NIH 的
PubChem 数据库公开获取之后，对美国化学学会(ACS)的化学文摘服务(CAS,
Chemistry Abstract Service)的冲击很大。一些人认为，虽然公共资助的科研成果
公众有权利获取，但是在有可能破坏出版产业的时候，是否应当对出版产业进
行适当地保护？这是是支持开放获取和反对开放获取的人之间颇有争议的一个
问题。
开放获取的出现为图书馆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使作为科学信息服务者
的图书馆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开放获取使图书馆在采购资源时增加了一
种选择，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文献资源，丰富了图书馆馆藏。另一方面，图书
馆参与开放获取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其一，预算的压力使图书馆没有足够的
经费购买订购型期刊；其二，用户在图书馆的资源获取能力下降导致用户(科研
人员)发起了开放获取运动，自己寻求解决的办法，对图书馆的依赖程度降低。
以前图书馆在科学信息的获取、提供、服务等问题上拥有话语权，而开放获取
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研人员不再完全依靠图书馆来解决信息需求，
(事实上在期刊的价格垄断环境下，图书馆解决信息需求的能力在降低)，这对
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提出严重挑战，图书馆到底能不能满足用户的信息需
求，解决用户在信息获取方面的障碍，做好用户信息获取的助手和服务者，做
好用户信息需求的代言人。笔者进行的调查所得到的数据显示，图书馆在开放
获取运动中的价值，不仅是搜集广泛存在的开放获取资源、向用户宣传开放获
取，更重要的是整合和集成开放获取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更加深层次的服
务(表 10)。因此，图书馆的这种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社会公众作为纳税人，公益性研究的资金来自于社会公众，公众资助的研
究成果社会公众有权利去了解。将这部分科研成果开放获取既有助于提高公众
的科学素养，也有助于促使社会公众更积极地支持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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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调查对象认为图书馆在开放获取运动中应发挥的作用

图书馆在开放获取运动中应扮演的角色

百分比

排序

搜集、分析、整理、揭示开放获取资源

51.1

1

向科研用户宣传开放获取

43.0

2

39.0

3

建立国外著名开放获取期刊、学科知识库的镜像站点

37.2

4

指导和培训科研用户使用开放获取资源

35.9

5

指导科研用户怎样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

33.2

6

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30.9

7

帮助和指导各研究所建设机构知识库

26.0

8

参加某些开放获取计划

23.3

9

出版开放获取期刊

0.4

10

代表中国科学院成为国外知名的开放获取计划的机构
会员，便于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使用其开放获取资
源，或在其中的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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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科学院的开放获取应对策略
中国科学院早在 2004 年 5 月就签署了支持和实施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
是中国最早签署开放获取协议的科研机构，表明了中国科学院支持和参与开放
获取的态度。根据国外的研究，开放获取对与学术交流有关的各方面都有积极
的影响[101]，科学研究的周期（出版、阅读、引用、应用）也随着开放获取而大
大加快[102]。作为科研机构，作为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国家队”，特别是处在
知识创新工程创新跨越阶段，中国科学院有责任在开放获取运动中发挥引领和
示范作用，推动开放获取运动的开展，从而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推动科技和
社会的进步。
通过调查了解到，科研人员认为中国科学院在开放获取运动中应该发挥的
作用中位于前三位的是：制订鼓励和支持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政策
(46.6%)，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应建立自己的机构知识库(40.4%)，允许科研人员
用课题经费支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费用(37.2%)(表 11)。科研人员对
中国科学院在开放获取中的作用寄予热望，这为中国科学院科研管理部门在制
订相关的鼓励和支持开放获取的政策提供了动力。
表 11

调查对象认为中科院在开放获取运动中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在开放获取运动中应发挥的作用

百分比

排序

制订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政策

46.6

1

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应建立自己的机构知识库

40.4

2

允许科研人员用课题经费支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费用

37.2

3

将开放获取期刊纳入到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中

24.2

4

22.4

5

中国科学院应在开放获取方面在全国科学界起引领和示范作用

21.5

6

将各研究所主办的期刊转化为开放获取期刊

21.1

7

17.5

8

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在传统印本期刊上发表文章时应提出自己
或所在机构的版权要求，以便可以存放在自己的网站、机构知识
库或其他类型的存储模式中

由您所在的机构为某一开放获取期刊支付机构会员费，从而使您
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时将无须支付任何费用

中国科学院既是科研机构，也是科研资助机构，在制订开放获取策略时要
把握一些原则。比如，针对不同学科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开放获取策略，具体
学科具体分析。并不是所有学科都适合开放获取，并不是所有学科适合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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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实行开放获取，并不是所有学科都适合同一种开放获取的模式和政策。还
要针对不同研究所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开放获取策略。未必所有的研究所
都需要创办开放获取期刊，都需要建立自己的机构知识库，可以根据各研究所
的实际情况独立或联合共建共用机构知识库，建立相应的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实
现机构知识库之间的共享。
在制订策略时，一定要考虑科研人员的特点和需求，要有充分的论证，要
有可靠和翔实的分析，要提供必要的调查数据作为策略制订的依据。
4.1 加强开放获取意识的宣传与教育
在柏林第二次会议提出的实施开放获取路线图中，关于提高开放获取的认
知度时这样阐述：
“设计宣传开放获取的项目，在组织内部与科研人员、科研机
构的领导者、科研管理者交流来宣传开放获取；宣传开放获取时，应阐述清楚
实施开放获取对机构的工作带来的附加价值；向政府官员宣传《柏林宣言》的
目标，要求给予开放获取良好的经济和法律条件；鼓励各学会支持开放获取，
允许作者将论文自存储，或将期刊转化成开放获取的经营模式[103]。”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开放获取意识的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其中重点是加强开放获取基本知识和核心理念的宣传，跟踪和分析出版商的开
放获取政策，提出保留开放获取权利的合同模型，以便对作者在开放获取期刊
投稿方面进行指导。
具体的教育内容包括：开放获取的背景介绍；开放获取的意义特别是对中
国的影响；对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投稿给予指导；指导科研人员如何获取
和使用开放获取资源；指导科研人员自存储；培养科研人员的版权意识，在传
统期刊投稿时，积极地向出版商争取作为学术作者应有的权利。
4.1.1 宣传开放获取的基本知识
调查表明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了解程度不深(Q1)。8.1%的调查对象对“开
放获取(open access)”非常了解，48.4%的调查对象只听说过类似的概念，42.6%
的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以前从未听说过“开放获取”(图 8)。虽然有近一半的调查
对象听说过类似的概念，但从访谈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21/22)科研人员都不
了解开放获取。即使有的科研人员表示听说过开放获取，但只是在根据自己的
理解来回答这一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调查这一问题时(Q28)，问卷列举了目前
国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开放获取理念的 3 个项目：奇迹文库[104]、中国预印本服
务系统[105]、中国科技论文在线[106]，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科研人员对这 3 个中
国人自己创建的开放获取项目了解很少(表 12)。国外也有类似的研究表明有很
大比例的科研人员认为他们不能很好的理解开放获取这一概念[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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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填
1%

非常了解
8%

从未听说过
43%

听说过类似的概念
48%

图 8 调查对象对开放获取的了解情况

表 12 调查对象对开放获取项目的了解情况(频数/百分比)

奇迹文库

中国预印本服务器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知道并使用过

15/6.7

8/3.6

32/14.3

知道但没使用过

22/9.9

19/8.5

73/32.7

不知道

186/83.4

196/87.9

118/52.9

但令人欣慰的是，物理和生命科学两个学科的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了解
程度较高。工程科学的科研人员开放获取出版的实际经验不多，但意愿很强，
在开放获取期刊投稿指导和开放获取知识的宣传方面，应当对工程科学的科研
人员有所侧重。同时不能忽视对研究生进行开放获取知识的宣传和相关技能的
指导。
对开放获取的不了解直接影响了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中的参与度。从笔者
的调查看，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存在误解，不知道怎样在开放获取期
刊上投稿，不知道怎样在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中自存储，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
开放获取资源。在 JISC/OSI 对期刊作者的开放获取态度的调查中，70%的调查
对象认为“对本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不熟悉而无法投稿”是他们不在开放获取
期刊上出版文章的“重要”理由[108]；而笔者调查中也有约 10%的科研人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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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本研究领域的开放
获取期刊不熟悉而无法投稿。
其它国家的机构和组织在推动开放获取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加强开放
获取意识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从 JISC/OSI 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只要提到调查
对象了解的开放获取计划，调查对象都会列举出 PLoS 和 BMC[109]。很明显，
这些计划已成功地引起了作者们的极大的关注。的确，这两项计划由于其强有
力的宣传和自身强大的影响力，已经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尽
管生物医学领域的期刊在全部开放获取期刊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约 1/10)，但
PLoS 和 BMC 的成功将对其它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起示范和引领作用，使更多
的学科、更多的科研人员关注和参与开放获取，我们在向科研人员宣传和推动
开放获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方面，宣传开放获取产生的背景，使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更多地了解参
与开放获取对学术交流活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消除科
研人员在开放获取出版和自存储方面存在的误解和顾虑。从访谈中了解到，科
研人员对开放获取期刊存在一种误解：开放获取期刊在一定程度上与出版界的
某些现象类似，只要作者付钱，出版商不考虑作品的质量就会给予出版，开放
获取期刊的学术质量不高。这种误解会直接影响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
表文章，要消除这种误解，除了要提高和保证开放获取期刊的学术质量，注重
对开放获取的基本常识的宣传也是不可忽视的。
4.1.2 指导科研人员如何进行自存储
调查反映出科研人员中实际进行过自存储的人不多，自存储并没有成为一
种学术习惯。90.6%的调查对象没有将预印本(pre-print)进行自存储的经历，只
有 9%的调查对象(20 人)有预印本自存储经历；后印本（post-print）的自存储情
况要略好于预印本，26.5%的调查对象曾经将后印本自存储，但没有过自存储经
历的调查对象仍占大多数(73.5%)。调查也反映出科研人员希望自己的论文在尽
可能短的时间内被尽可能多的人阅读和使用。
科研人员对自存储存在较大的顾虑，主要包括担心是否会破坏与出版商之
间的关系，打破现有的版权协议，希望文章发表后再进行自存储、甚至有 1/4
的调查对象从未考虑过自存储(表 13)。
在制订策略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加强对开放获取、特别是自存储的基本
知识的宣传，打消科研人员在版权、技术障碍、时间占用等方面的顾虑。Stevan
Harnad 认为自存储中最大的敌人是作者的习惯[110]。Stevan Harnad 从事推动知
识库的使用工作多年，他认为作者通过把他们的习惯合理化(出版费用、低影响
因子等等)来抵制开放获取，而这些都与将已发表的文章自存储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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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tephen Pinfield 是 SHERPA 项目的负责人，他认为自存储中存在的潜在障
碍是技术问题(按规定格式如 html 格式存储文章，作者认为自己没有技术能力
来完成自存储这一过程)以及对预印本各种各样的担心(质量、知识产权、侵害
版权)[111]。
表 13 调查对象对将研究论文存放在网上供他人自由获取的看法

频数

百分比

从没考虑过这样做

57

25.6

论文可能会被剽窃

69

30.9

论文可能会被用途商业目的

47

21.1

论文的整体性可能会大打折扣(论文可能会被修改)

27

12.1

如果把尚未发表的论文放到网上，以后就不会有期

85

38.1

85

38.1

刊愿意发表
如果把已发表的论文放到网上，将会打破与出版商
之间的现有的版权协议

目前越来越多的传统出版商放宽了对作者自存储权利的限制。美国化学学
会(ACS，American Chemistry Society)宣布对于 NIH 资助的将要存入指定的开放
获取知识库的研究成果仍给予出版[112]。Elsevier 是科技期刊最大的出版商，也
是宣布向开放获取作出新的妥协的第一批出版商之一。Elsevier 的作者现在被允
许将自己的文章存放在机构知识库中。这些知识库必须是由文章中所报道的承
担了该项工作的机构维护的。该公司期望它所出版的文章受到影响的不超过
5%[113]。JISC/OSI 的调查显示 55%的出版者允许作者将已出版的文章存入印本知
识库中[114]。
早在 2002 年，自然出版集团（NPG）允许作者将其投稿的论文张贴到个人
网站，对作者的要求是排他性许可出版，而不要求作者转让版权[115]。2005 年 1
月 10 日，自然出版集团鼓励集团出版的原创研究论文的作者，在论文发表后的
6 个月后，向相关的资助机构的档案库提交作者被接受的同行评议的手稿。此
外，还鼓励作者在论文发表的 6 个月后，将手稿存放在所在机构知识库（以及
个人网站）中[116]。在自存储的时间方面，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 Leslie Carr 和
Stevan Harnad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以比较成熟稳定的机构知识库――南安普敦
大学电子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的机构知识库为研究工具，收集了几个月以来研究
人员自存储行为的时间数据，并在其中提交论文，进行实验，得出的结论是：
一位高产作者每年花在输入文章元数据信息的时间只需要 40 分钟，这一研究结
果打破了反对自存储的最常见的理由――有的机构知识库要求作者输入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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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章的元数据，使得自存储成为加在研究人员身上的一项额外的不必要的
负担[117]。
NIH 在其网站的 Public Access 政策的页面中很明显的位置上注明，向 PMC
中自存储一篇文章通常只需要 3-10 分钟；所有 NIH 资助的成果应该提交一份复
本给 NIH[118]。以这种方式向科研人员宣传 NIH 要求科研人员进行自存储并不
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同时使科研人员感性而直观地了解他们的自存储带来的好
处——可以方便地了解最新的健康知识。NIH 还在其网站详细介绍了如何进行
自存储等等。
另一方面，需要指导科研人员如何将已发表或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存储到
开放获取知识库中。文章自存储的流程是：首先选定好论文的类型，其次填好
论文的元数据，然后将论文全文上传到知识库中（可能是 word 格式、PDF 格
式、或 HTML 格式等），最后将该论文在知识库中的记录显示出来，待作者核
实确认后最终存入知识库中[119]。DemoPrints[120]软件是指导科研人员如何进行
自存储的一种软件，是针对那些没有自存储过论文，或对自存储操作上的难易
程度、存储速度的快慢等存在疑问的人设计的，可以让不熟悉、不会使用机构
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的人了解如何自存储。科研人员所要做的只是在机构知识
库或学科知识库中注册，然后存储一篇论文，过程简便而快速。
4.1.3 向科研人员宣传和推介开放获取资源
调查反映出大多数科研人员不排斥使用开放获取资源，认为开放获取文章
的质量与传统期刊相同(Q22、Q23)。50.2%的调查对象认为开放获取文章的质
量与传统期刊的论文质量没有差别，36.8%的调查对象认为开放获取文章的质量
要低于传统期刊的论文质量(图 9)。80%以上的调查对象愿意或不排斥使用开放
获取期刊，其中 44.4%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使用开放获取期刊，与传统期刊
一视同仁”，42.6%的调查对象表示会“视具体情况而定，不排斥使用开放获取
期刊中的文章”；8.5%的调查对象“不愿意使用开放获取期刊，只将其作为研究
的参考”；只有不到 1%的调查对象表示“不使用开放获取期刊”(表 14)。
JISC/OSI 的期刊作者调查也表明，已经存在的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
作者们却不知道，而这也是期刊作者自存储经历不多的原因之一[121]。已经存在
的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如果不能为广大的读者所了解，这一重要的学术
资源就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会大大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鉴于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不了解，科研管理部门特别是信息服务机构有
责任向科研用户推介和宣传开放获取资源，使开放获取资源成为科研用户使用
的传统信息资源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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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调查对象对开放获取文章质量的看法

表 14 是否愿意使用开放获取期刊或机构知识库中的文章

频数

百分比

不愿意使用，只作为研究的参考

19

8.5

愿意使用，与传统期刊论文一视同仁

99

44.4

视具体情况而定，不排斥使用开放获

95

42.6

2

0.9

取期刊中的文章
从来不使用

在科研人员使用开放获取资源时，要指导用户注明引用。所以要求开放获
取的资源要在明显的位置上直接给出引用的地址，甚至用户只要直接复制粘贴
就可以放到参考文献里面，既方便了用户，又能更好的保障作者的权利，不会
因用户觉得麻烦而不引用甚至不使用开放获取资源。美国国家航空宇航局的天
体物理学数据库系统(NASA ADS, NASA Astrophysics Data System)是这样来宣
传的：“如果你想在出版物中答谢我们，就请使用下面这样的表述：
‘本研究利
用了 NASA 天体物理学的数据库系统’。谢谢！”[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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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积极扶持开放获取期刊的发展
《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中提出，
“要实现学术期刊文献的开放获取，有
两个基本策略：自存储(Self-Archiving)和开放获取期刊(Open-access Journals)。
当然，要实现同行评议期刊文献的开放获取并不只有这两个策略，但这两个策
略可以立即被科研人员所接触、不涉及市场或法律等问题。”
这里提到的“开放获取期刊”是指“创办开放获取期刊，或帮助精选出来
的现有期刊过渡到开放获取模式”。因为期刊中发表的论文的目的是尽可能广泛
地传播，这些开放获取期刊不会利用版权来限制论文的获取和使用。相反，这
些开放获取期刊会利用版权和其它方法确保出版的所有论文永久地开放获取。
因为价格是获取的障碍之一，开放获取期刊将不会收取订购费或获取费用，将
采取其它方法弥补期刊运作的成本。有很多资金来源可以弥补期刊运作成本，
包括基金会、政府的资助、机构的捐赠、附加产品的销售、甚至科研人员的捐
赠等等[123]。因此，这种方式被称作实现开放获取的“金色之路”(Golden road to
open access)，是目前学术界大力提倡的开放获取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
无论是创办开放获取期刊，还是将现有期刊过渡到开放获取模式，都要考
虑期刊的稿件来源、稿件质量、运作模式、编审过程、经费来源、版权问题以
及期刊的学术质量。
稿件来源和稿件的质量对任何期刊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期刊
生存的前提，对开放获取期刊而言同样如此。根据调查得到的结果，开放获取
期刊的学术质量、传播范围、传播速度、出版成本是影响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
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主要因素。
期刊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提升期刊的影响力，而期刊的学
术质量直接与期刊的学术权威性相关，期刊的影响力和学术上的权威性是吸引
科研人员投稿的主要因素。当然期刊的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是在科研人员使用该期刊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在学术交流的环境中与
其它同类期刊竞争的结果。单纯通过某项政策条文是无法树立和保证期刊的影
响力和学术权威性的。但在开放获取发展初期，通过科研管理部门的政策引导
扶植几种开放获取期刊，打造开放获取期刊的品牌，提升开放获取期刊的影响
力和在科研人员心目中的学术权威性是可行的。调查表明，生命科学、天文地
学空间科学的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意愿和实际经验明显高于
其它学科，可优先考虑在物理、生命科学、天文地学空间科学领域扶持开放获
取期刊的发展。
发展开放获取期刊要做的工作包括，机构的科研战略中阐明科研成果的传
播是科研过程中独立的部分，要鼓励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出版文章，并
用科研经费支付开放获取出版费用，支持学会、协会出版者将期刊转成开放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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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模式，研究开放获取期刊的经济模式，确保开放获取期刊的长期发展[124]。这
些工作是决策机构在制定决策时需要考虑解决的重要问题。
具体扶持措施包括：
4.2.1 确定开放获取期刊的运作模式
开放获取期刊有三种运作模式，一种是选择质量好、影响力大、在科研人
员中口碑好的传统期刊转为开放获取期刊（转化类）；一种是创办新的开放获取
期刊（原生类）；一种是由传统期刊向开放获取期刊过渡的中间形态（开放与非
开放并存类）。
转化类开放获取期刊是由传统的学术期刊转化为开放获取期刊。如果原来
的期刊具有一定的威望，转化而来的开放获取期刊有可能借势而发；而如果原
来的期刊影响力很低，要想一下子发展起来，也需要相当成功的经营策略。
在目前的条件下，无论是科研人员、科研管理部门、研究所、还是科技期
刊编辑部对开放获取期刊的实际运作缺乏经验，选择由传统期刊转型为开放获
取期刊的途径相对来说更为可行。
由传统期刊转为开放获取期刊，期刊拥有在传统模式下积累出的影响力和
权威性。由于开放获取期刊的被引率要高于传统期刊[125]，转为开放获取后的期
刊会吸引更多的科研人员关注和投稿，期刊可能会越来越向良性发展。但前提
是选择质量好、影响力大的期刊作为样板进行转型。调查也发现，有 82.5%的科
研人员支持本研究所主办的期刊或是自己担任编委的期刊转为开放获取期刊，
从而扩大科学知识的传播范围，提高科学界的整体科研素质。
原生类开放获取期刊即采用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新创办一种期刊。最典型
的例子就是 PLoS 的 PLoS Biology 和 PLoS Medicine。这种开放获取期刊的优势
是没有既定模式的束缚，能够以非常规的方式出现，如果运作成功，有可能闯
出一片新天地；劣势在于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可还需时间，在竞争激烈的期刊
市场立稳脚跟并非易事。
鉴于开放获取期刊在国内还属于新事物，新创办的开放获取期刊由于科研
人员和科研管理部门都不了解开放获取，再加上期刊在运作初期会遇到很多问
题，期刊的影响力、权威性、是否能够被纳入到考核评价体系之中都悬而未决，
而这些因素恰恰是科研人员决定是否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时考虑的主要
因素。如果不能建立起期刊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将很难吸引稿源或质量高的稿
源，那么开放获取期刊将难以为继。这是开放获取期刊在保证质量、树立品牌
方面存在的“马太效应”的体现。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独立创办一种开放获取期刊的途径不可行，只是在最
初实行开放获取的阶段，需要给作者以投稿的信心，树立开放获取期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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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品牌。这不光是某一种开放获取期刊的生存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整个开放
获取出版事业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开放与非开放并存类开放获取期刊（笔者称为“选择性开放获取”）是传统
期刊向开放获取期刊转化的中间形式，但这种形式有可能会固定下来成为开放
获取期刊的一种类型。这是因为：
第一，开放获取期刊出版还是一种探索中的出版模式，传统期刊强制性的
完全转化为开放获取期刊涉及到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二，开放获取期
刊的经济模式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开放获取期刊需要坚固的经济支持，但目前
还缺乏一种公认的经济模式，期刊采取这种类型可以使开放获取部分所需的经
济支持从非开放获取栏目得到补充。第三，传统期刊面临开放获取的威胁，顺
应这种潮流而不得不做出一些对策，将某些期刊或某种期刊的一部分按开放获
取的模式出版，探索开放获取对期刊发展的影响。
在 JISC/OSI 的调查中，科研人员表示出对在传统期刊以开放获取的方式出
版文章的强烈兴趣。目前某些传统商业出版商也开始参与开放获取出版，或与
开放获取出版商合作出版开放获取期刊、或提出选择性开放获取模式，种种举
措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传统出版模式向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过渡和转化的趋
势。
2004 年 7 月，Springer 公司推出选择性开放获取“Open Choice”政策，在
论文经同行评议决定可以发表之后，作者既可以选择支付发表费用（3000 美元）
使论文在因特网上被自由获取，也可以选择传统的订购模式出版论文。按 Open
Choice 模式出版的文章可以通过 SpringerLink 被任何人免费、自由、随时随地
的获取。Open Choice 模式出版的文章仍然向读者提供印刷版，并且也是免费
获取的。Open Choice 模式适用于 Springer 出版的全部 1250 种期刊[126]。
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2003 年 8 月开始研究和试验选择性开放获取（Oxford
Open)的出版模式，到 2005 年 7 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21 种期刊实行了这
一模式，2006 年 1 月，还将有 20 种期刊实行这一政策[127]。根据牛津大学出版
的“Oxford Open”计划，论文已被录用的作者可以选择“支付开放获取出版费
用，使其文章通过期刊网站被读者立即联机免费获取”这种出版方式，这意味
着读者不需要订购期刊就可以看到开放获取的内容。“Oxford Open”模式是同
一种期刊中作者原创论文的非开放获取出版与开放获取出版方式的整合。作者
有权将论文已被录用的后印本或论文的最终版本在出版后立即存储到机构知识
库或学科知识库，但要包括该论文在期刊网站上的链接地址，并以正确的格式
注明该期刊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是论文的原始出版者。“Oxford Open”模式中作
者拥有作品的版权。
采取类似出版举措的还有 BlackWell 公司的“Online Open”计划[128]。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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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的这种出版模式融入了开放获取的特点，又能够使作者在他们认为权威
性高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并能够鼓励传统出版商在其经济模式中纳入开放获取。
这种模式即利用了出版社在出版业多年积累起来的学术质量较高的品牌价值，
也发挥了开放获取允许任何人不受限制地获取学术文献的特点，至少从现阶段
来看，这种模式具有向作者宣传和推动开放获取的积极意义。出版商这种积极
的尝试表明了传统商业出版商正视开放获取这一市场变化的积极态度。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在考虑由传统期刊转化为开放获取期刊时，编辑部不妨可以先尝
试这种模式，以便切实了解开放获取出版要面对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开放获取期刊最终决定采取何种运行模式，都要通过
局部的试验，找到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考虑实行开放获取
出版模式时，自 2003 年 8 月起开始研究，公布了《核酸研究》(Nucleic Acids
Research)开放获取实验[129]，随后扩展了实验规模，包括对《核酸研究》(Nucleic
Acids Research)实行完全开放获取模式，对《实验植物学》(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130] 实 行 可 选 的 开 放 获 取 模 式 ， 对 新 创 办 的 期 刊 Evidence 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eCAM)[131]实行完全开放获取。进行实验
的目的是要探索开放获取作为具有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对出版者、机构、作者的
可持续性)的长期的出版模式的生存能力；收集各种有价值的原始证据进行分
析，证明实行开放获取这一经济模式的可行性，明确未来的决策；研究开放获
取是否能够扩大期刊的传播、提高期刊的影响，从而有益于全世界科学研究的
进展；做相关的实验，以免对本出版社的期刊已打造的卓越质量和品牌造成不
可挽回的损失。
4.2.2 提高和维护开放获取期刊的学术质量
学术质量是期刊的生命，学术质量的高低将从根本上影响开放获取期刊的
发展，开放获取期刊在运作过程中更要注重保证学术质量。
从访谈中了解到，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期刊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开放获取
期刊在一定程度上与图书出版界的某些现象类似，只要作者付钱，出版商不考
虑作品的质量就会给予出版。编审环节是开放获取期刊质量控制的环节，关系
到开放获取期刊的声誉。开放获取期刊的编辑水平会影响采取开放获取的收益
[132]

。编审过程应注意：
z

组织高水平的专家审稿队伍；

z

组织高水平的编辑队伍。编辑的作用就像一个过滤器，根据专家的审

稿意见，挑选出将要发表的文章进行加工和处理；
z

开放获取采用作者支付模式，但作者希望支付的费用得到在高水平的

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机会。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保证期刊的质量，使读者能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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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付费出版的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和价值进行客观的判断将变得非常重要[133]。
4.2.3 对开放获取期刊给予经费支持
《毕士大开放获取出版声明》中提到，
“科研成果的出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出版成本也是科研活动成本的一部分。”科研管理机构和资助机构
要对开放获取出版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从经济上推动开放获取出版的发展。
对开放获取期刊给予经费支持分为两方面。一是对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
刊上出版文章提供经费支持。比如科研管理部门应在确定课题经费结构时充分
地考虑这一点，把支付开放获取出版的费用纳入到课题正常的经费支出中。科
研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科研人员认为可以向开放获取期刊支付的合理出版费
用是：38.9%的调查对象认为可以在 500－999 元（人民币/篇）之间，20.8%的
调查对象认为可以在 300－499 元（人民币/篇）之间(图 10)。绝大多数调查对
象（占 82.9%）认为这部分费用应从课题费中支出。

2000以上
2.7%

未填

1000-1999

1.3%

9.9%
还未考虑过付费出版
30.9%

500-999
25.1%

100以内
6.7%
100-299

300-499

9.9%

13.5%

图 10 调查对象对开放获取出版费用的心理价位(单位：人民币元)

另一方面，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开放获取期刊的建立和发展。根据作者 2005
年 3 月对中国科学院 56 种科技期刊的编辑进行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大多数编辑
能够接受开放获取的出版理念，但对实行开放获取还持有审慎态度[134]。因此有
必要提供专项资金，从出版过程的“上游”投入资金，支持开放获取期刊的建
立和发展。其一，科技期刊编辑认为实行开放获取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
有力的资金支持，占全部调查对象的 60.7%；其二，53%的编辑希望作者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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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获取出版费用在 1000 元(人民币)以上，认为这样才能补偿或部分补偿出版成
本；而 55%的科研人员认为可接受的费用额度是 1000 元以内。鉴于中国的实际，
在开放获取期刊的初创时期，应建立专项经费补贴期刊的运行费用，以缓解或
替代收取作者的发表费用，既缓解了编辑部的经费压力，也减轻了科研人员的
压力。
4.3 建立并管理适应开放获取需要的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
自存储是科研人员需要工具和助手来帮助他们将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的论
文存储到开放的电子档案库中的过程。如果这些档案库按照 OAI 标准建设的，
那么搜索引擎和其它工具就可以将这些档案库链接成一个整体。用户不需要知
道档案库的具体位置就可以使用其中的内容[135]。
“开放获取实施路线图”中也提到实现开放获取的步骤之一是要建设可持
续的基础设施[136]。包括建立开放获取知识库供科研人员存储已发表的期刊论文
和研究报告的复本；开放获取知识库应符合知识库互操作的通用标准，如
OAI-PMH，并使用元数据结构；采用质量保证机制向读者揭示知识库中论文的
质量；知识库应采用保存技术确保知识库中的内容可以长期获取；采用合适的
检索工具便于知识库中内容的获取；保留知识库使用中的有价值的统计数据，
作为机构内考核评价的一部分；开放获取知识库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和管理结构。
4.3.1 建设适应开放获取需要的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
在调查科研人员的自存储意愿时(Q12)，76.7%的调查对象愿意进行自存储
(表 15)。但大多数调查对象没有过自存储的经历（Q13、Q14，表 16），90.6%
的调查对象没有将预印本进行自存储的经历，只有 9%(20 人)有预印本自存储的
经历；在已发表过的后印本的自存储方面，情况要略好于预印本，26.5%的调查
对 象 曾 经 将 后 印 本 自 存 储 ， 但 没 有 过自 存 储 经 历 的 调 查 对 象 仍 占 大 多 数
(73.5%)。建设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有助于科研人员了解自存储，了解开
放获取。
表 15 调查对象的自存储意愿

频数

百分比

愿意

171

76.7

不愿意

14

6.3

无所谓

37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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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是否曾将预印本或后预本(preprint/postprint)放到个人主页或机构知识库中

预印本

后预本

频数

百分比

是

20

9.0

否

202

90.6

是

59

26.5

否

164

73.5

调查结果表明，机构知识库是科研人员选择自存储地点的首选(Q15)。24.8%
的调查对象选择自存储在个人网站，37.4%的调查对象倾向于自存储在机构知识
库中，29.4%的调查对象倾向于将论文存储在相关的学科知识库中(图 11)。调查
还试图去了解科研人员对本研究所建设机构知识库或类似计划的态度(Q4)，绝
大多数（83.4%）的调查对象对此表示支持(图 12)。
建设适应开放获取需要的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对科研机构是有益的。
Pinfield 认为机构知识库有助于管理机构信息资产，把知识产权和版权留在机构
内而不是坐视作者与出版商签署版权转让协议而导致信息资产的流失[137]。机构
建立机构知识库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增加科研成果的显示度、最大化被引率、
影响力、因而从总体上提高整个机构的影响力。机构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
励和刺激科研人员的自存储。

Other
12.1%

个人网站
23.8%

学科知识库
28.3%

机构知识库
35.9%

图 11

调查对象倾向的自存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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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85

80

60

40

20

百分比

11
4

0

支持

不支持

无所谓

图 12 调查对象对本研究所建设机构知识库或类似计划的态度

Fred Friend 认为，建立机构知识库能够为科研机构或大学带来好处[138]。机
构知识库能够永久记录教学与科研成果；保存期刊论文的预印本或后印本，保
存电子教学参考资料、博士论文、内部报告和会议文件；所有类型的科研和教
学成果保存在知识库中能够使机构内外的用户了解和发现学校完成的工作和取
得的成果；吸引优秀生源，新生可以通过阅读知识库中优秀的科研和教学内容
来了解学校；简化管理工作，比如利用机构知识库统计学校教师发表文章的情
况会更加容易。
建立开放获取的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也有益于科研资助机构。科研资
助机构资助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宗旨是希望科研成果能够立即获取、长期的保存、
无限制地被公众获取。建立开放获取的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有助于科研资
助机构永久地记录资助过的研究成果；通过提高研究成果使用率使资助的研究
增值；便于向提供资助资金的纳税人说明资金的用途；有助于吸引更多高质量
的项目申请书提交上来；有助于管理资助项目，比如在项目批准后便于检查研
究工作是否已经开展；确保获取相关的研究信息。资助机构更倾向于建设学科
知识库，如 PubMed Central(PMC)[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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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建设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时遵循统一的标准
如果用于自存储的这些档案库按照 OAI 标准建设，那么搜索引擎和其它工
具就可以将这些档案库链接成一个整体，用户不需要知道档案库的具体位置就
可以使用其中的内容。
开放存档计划（OAI, Open Archiving Initiative）制订了建立开放获取资源库
的指南和协议，并提供对可以用于建立开放获取档案库的工具的链接。由于开
放获取文献分散在各个学科资源库、机构电子印本库、机构知识库和开放获取
期刊中，学者很难查找某一个学科所有需要的资源，需要学者连续地逐一查找
系统。为解决这一问题，开放存档计划(OAI)制订了开放存档计划元数据收割协
议 (Open Archiving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OAI-PMH)，
OAI-PMH 能够实现检索系统（服务提供者）从各种资源库和知识库中检索开放
获取文献的元数据，并对这些数据加以集成以便一次提问就能检索到所有的结
果。为建设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提供了可依据的标准。
4.3.3 加强对开放获取的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的管理
结合对调查对象对自存储的看法的调查（Q16、表 17），影响科研人员自存
储的主要因素是科研人员担心与传统出版商的关系会受到影响，以及对自己作
品所有的版权的漠视。调查中问及“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时，是否申明或争辩过
自己的权利，如自己可以将自己发表的文章存储在个人网站或机构知识库中？”
时(Q25)，多达 62.8%的调查对象表示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调查对象的自
存储意愿以及背后的影响因素同时也影响着他们对已经自存储的作品在使用方
面的要求。
表 17 对将研究论文存放在网上供他人自由获取的看法

频数

百分比

85

38.1

85

38.1

论文可能会被剽窃

69

30.9

从没考虑过这样做

57

25.6

论文可能会被用途商业目的

47

21.1

论文的整体性可能会大打折扣(论文可能会被修改)

27

12.1

如果把尚未发表的论文放到网上，以后就不会有期
刊愿意发表
如果把已发表的论文放到网上，将会打破与出版商
之间的现有的版权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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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科研人员在对自己自存储的文章的使用方面希望有什么限制时（Q20、
表 18），50.2%的调查对象认为“如果是预印本待正式发表后再使用”
，22.9%的
调查对象希望自存储的文章“只供某些特定的研究群体使用”
，还有 20.6%的调
查对象希望“使用的是文章的原文”，只有 14.3%的调查对象对自存储的文章的
使用“没有限制”
，而调查对象对自存储文章的使用次数并没有提出太多的限制，
只有 4%的调查对象对使用的次数有限制。
这一结果反映出科研人员希望自己的论文被更多的用户阅读和使用，但对
预印本的使用存在较多顾虑。为此，制订政策时，要考虑加强对机构知识库、
学科知识库等用于自存储的数据库进行管理，同时对于用户的使用也需要进行
一定的规定。
问卷还调查了科研人员对于使用者使用自存储的文章有何要求(Q21)，
47.5%的调查对象选择“注明所使用的文章的作者”
，是所列出的要求中选择人
数最多的；38.6%的调查对象要求使用者“对论文的任何使用都要逐一注明”；
9.4%的调查对象表示可以无条件使用，还有 4.9%的调查对象要求付使用费 (详
见表 19) 。
表 18 对自存储的文章在使用上的限制

频数

百分比

排序

如果是预印本待正式发表后再使用

112

50.2

1

只供某些特定的研究群体使用

51

22.9

2

使用的是文章的原文

46

20.6

3

没有限制

32

14.3

4

只供个人使用

30

13.5

5

使用次数

9

4.0

6

表 19 调查对象对自存储论文使用者的要求

频数

百分比

排序

注明所使用的文章的作者

106

47.5

1

对论文的任何使用都要逐一注明

86

38.6

2

有某些许可协议

59

26.5

3

无条件

21

9.4

4

只有注册用户都能使用

18

8.1

5

付使用费

11

4.9

6

由此可见，对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的管理是制订开放获取自存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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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能忽视的问题。这一方面关系到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中存储的科学文
献是否能够有效地被使用，另一方面更关系到科研人员对机构知识库、学科知
识库和自存储的信任，关系到科研人员是否会继续进行自存储。
建立一个机构知识库并不仅仅是下载一个软件，然后等待科研人员向其中
添加内容那么简单。要成功地建立一个机构知识库，需要解决许多人力、技术、
政策、管理方面的问题[140]。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的管理问题已经开始引起
开放获取实践机构的关注。
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LG，Research Libraries Group）与美国国家档案馆
及记录管理局(NARA,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公布了
《 数 字 知 识 库 认 证 监 审 条 例 》 草 案 (Audit Checklist for Certifying Digital
Repositories)，用于确定一个数字知识库的内容是否可信，可以作为数字馆藏评
价的指南。目前该草案正在公众评议阶段(至 2006.1)[141]。
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管理，为控制和管理这些资源，
需 要 适 宜 的 政 策 和 机 制 ， 比 如 内 容 管 理 和 文 献 版 本 控 制 系 统 （ content
management and document version control systems）。机构知识库的政策框架和技
术基础设施必须能让机构管理者灵活地控制这样一些内容：谁提交了作品、谁
对作品的质量进行了评议、谁获取、更新了这些内容，这些人员是来自机构中
的哪些部门，他们是来自一个系、图书馆、研究中心和实验室，还是来自个人。
一些机构知识库底层系统目前已能够禁止或暂缓对提交上来而上未被评议的作
品的获取，直到作品被评议之后才能被获取和使用。这种评议将反映出每个机
构的政策和需求，也可以通过考察该机构的机构知识库的评议水平从一个侧面
看出该机构作者的作品质量和权威性[142]。
加州理工大学专门为其机构知识库建立了管理标准[143]。标准规定：每个
CODA 机构知识库的主体内容必须是本校的专职教师的作品；CODA 中的著作
必须是本校的专职教师创作、提交的，或由本校的专职教师发起的，必须已经
完成，并且是终稿，必须是有长久保存价值的学术性的、研究性的、或教学类
资源；作品的作者或所有者必须同意 Caltech 有永久保存和发布作品的权利。
4.4 鼓励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引导科研人员自存储
2003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 月，英国 JISC/OSI 曾做过关于开放获取期刊和非
开放获取期刊的作者调查[144]，其中对未曾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作者
调查了他们不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出版文章的理由。我国刚刚引入开放获取的概
念，本次调查也有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不了解开放获取，没有在开放获
取期刊上发表过文章，这与英国 JISC/OSI 对非开放获取期刊作者的调查非常类
似。因此将两个调查这一部分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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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出版意愿方面的特点。通过比较，发现两个调查结
果有显著差异。JISC/OSI 的调查中(表 20)，调查对象认为他们不在开放获取期
刊上出版文章的“重要”理由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对本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不
熟悉而无法投稿”，说明调查对象本身主观上有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意
愿，只是由于对开放获取期刊的不熟悉而限制了其投稿，而这一理由在本调查
中在所有 12 个理由中排名第 11(表 8)。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科研人员对
参与开放获取、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意愿不如国外科研人员强烈。
4.4.1 经费支持
调查中发现，中国科研人员认为不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最重要的
理由是“反对付费出版”，而“没有用于支付发表费用的经费”这一理由也在众
多理由中排名第 3，可以看出“经费”是影响中国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
发表文章的重要因素之一；JISC/OSI 的调查结果中“经费”问题并没有在是否
发表的决定中表现出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各理由中排名第 8(表 20)。
出版费用是开放获取要解决的比较复杂和困难的问题。绝大多数调查对象
有过在传统期刊上支付发表费用的经历，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支付的发
表费用与作者在传统期刊上支付的审稿费或版面费在形式上有类似之处。了解
科研人员是否支付过审稿费或版面费，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了解科研人员对开放
获取出版费用的接受和认可程度。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科研人员对于开放
获取期刊的付费问题是可以接受的(图 13)。JISC/OSI 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
调查对象在开放获取期刊出版文章时没有支付过出版费用。假设是 BMC 期刊
的作者，这部分调查对象中大部分人所属的科研机构是 BMC 的会员，所以其
成员不需再支付发表费用[145]。
z 几乎没有作者接受自己支付出版费用。大多数作者认为资助机构或其研
究机构应为他们支付出版费用(82.1%)，一半以上的用户认为可接受的费用额度
是 1000 元以内。目前许多机构愿意且已经有机构已经同意支付开放获取的出版
费用。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在其开放获取立场声明中宣布，补偿作者在
开放获取出版中支付的费用，在 Wellcome Trust 资助的项目中允许科研人员使
用应急资金(contingency fund)来支付开放获取的出版费用[146]。但出版费用问题
仍是科研人员考虑的核心问题。比如，发展中国家的作者可能研究资金不足；
可能有的开放获取作者没有研究资金；年轻的科研人员还没有资助来出版他们
的成果。但这一问题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解决。BMC 和 PLoS 对于有经济困
难的作者不征收出版费用。英国的科研人员在 PLoS 的期刊中出版文章，其中
50%的费用由 JISC（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支付。如果单从这一
方面看，支付费用的开放获取期刊与传统期刊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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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和科研管理机构的经费支持包括三方面内容：
z

以机构会员的方式支付开放获取出版费用。

z 在研究课题的申请基金中设立专门的支持开放获取出版资金，允许科研
人员从课题费中支付开放获取的出版费用。
z

加入有关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获取的项目和平台。

80

71
60

40

26
20

百分比
0
1没有

2传统期刊

3开放获取期刊

23

图 13 近 5 年内调查对象支付审稿费/版面费的情况

注：图 12 中，横轴的“23”指既在开放获取期刊上支付过费用也在传
统期刊上支付过费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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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43(8)
45(7)
42(9)
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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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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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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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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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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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2=
14=
14=
16

20
19
15
9
8
6
6
5
5
1

没有资助经费支付开放获取的出版费用

原则上反对开放获取的付费出版模式

只关注开放获取的知识库

我认为本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的同行评议质量不高

受到与我一同出处的同事的影响

习惯于将论文发表在某几种期刊上，也很满意于这种现状

受所在机构影响

不受编辑委员会注意

受所处的考核评价体系影响

本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的出版速度比传统期刊慢

56(6)

31

5

25

我不知道什么是开放获取期刊
27

64(4)

36

4

28

我认为开放获取期刊的读者群比订购型期刊的读者群小

6=

69(2=)

40

3

29

我认为本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权威性低

20

69(2=)

38

2

31

我认为本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影响力低

开放获取期刊上的论文被引率低

70(1)

重要(排序)

非常重要+

35

重要

1

排序
35

重要

非常

不粞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而无法投稿

理由

58

27

35

22

40

22

27

14

17

18

20

8

9

9

6

5

9

重要

不太

表 20 JISC/OSI 调查：不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理由(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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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JISC/OSI 调查：不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理由(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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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制定相应的激励和引导政策
建立鼓励和刺激科研人员主动参与开放获取的政策和机制。
首先，在考核评奖方面，将开放获取期刊纳入到研究所的考核评价体系中，正确公正
地看待开放获取期刊，将开放获取期刊与传统期刊一视同仁。比如：可以根据期刊的影响
因子将某些开放获取期刊纳入到考核评价体系之中。国内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等公认的期刊质量评价工具也对开放获取期刊进行相应的评
估，如给出期刊的影响因子等可以衡量期刊质量的指标。目前一些科研资助机构（如美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NSF）和教育科研机构（如斯坦福大学）都在申请课题、评审职务中
认可申请者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把这些开放获取的论文作为申请者的成果列入
考评材料之中[147]。
其次，制定鼓励科研人员进行自存储的政策。
调查中发现，职称不同对开放获取的态度和意愿也有所差别。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开
放获取出版的实际经验要优于中级、初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因此重点鼓励和支持高级职称
的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发表文章、进行自存储。高级科研人员作为发展开放获取的主
力，以老（科研经验和资历丰富的科研人员）带新，带动中级、初级职称的科研人员，逐
步推进，逐步使开放获取、特别是自存储成为一种科研习惯，演变为一种开放获取的理念
和文化。特别是从院士做起，以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带动和影响其他科研人员，特别
是刚刚进入科研领域的青年学者支持和参与开放获取。
通过将机构知识库与开放获取期刊进行 SWOT 分析可以发现，实现开放获取的两种
途径中，机构知识库比开放获取期刊更容易实现。详见表 21。
从 SWOT 分析中可以看出，相较于开放获取期刊，机构知识库具有以下优势：
（1）机构知识库有统一的建设标准 OAI，易于规范，互操作性强。开放获取期刊发
展模式不一，从国外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来看，在开放获取政策比较完备、开放获取运动
相对比较成熟的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成熟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开放获取期刊发展
模式出现。要探索出一条适宜的开放获取期刊发展模式还需要时间。
（2）建设机构知识库有可以直接利用的软件，比如美国加州大学开发的 eScholarship、
荷兰国家图书馆等机构联合开发的 DARE、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开发的 Eprints、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图书馆与惠普公司联合开发的 Dspace、Jean-Yves LeMeur 等开发的 CDSware[148]、
荷兰科技信息服务研究所开发的 I-TOR、埃森大学开发的 MyCoRe[149]等等，都是自存储
常用的系统软件，多数软件是免费的，有的软件甚至公开了程序源代码。因此不需要在技
术上做很大的创新，节省了软件开发成本。
（3）可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投入小；
（4）文献资源为本机构内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信息源比较稳定，有利于机构知识
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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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开放获取期刊与机构知识库的 SWOT 分析

优势(S)

劣势(W)

开放获取期刊

机构知识库

①数量不断增长，规模不断壮大。
②一些传统期刊正在转为开放获
取期刊。
③在某些学科领域，开放获取期
刊的学术质量很高。

①可利用已有的基础设施，硬件
服务器、免费的机构知识库建设
软件，投入的成本低。
②大多数图书馆都有数据库维护
的经验。
③有固定的信息源。每个大学或
研究机构都有研究人员，而他们
的职责就是从事科学研究、创造
科学成果。

①没有公认的经济模式。
②学术质量如何保证。
③开放获取期刊的可持续发展问
题有待解决。

①有的机构知识库会对使用权限
做一定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用户更广泛地获取资源。

①学术界开始关注开放获取期刊
这种新事物，研究开放获取的不
同问题的项目正在实施。

①各机构开始建立机构知识库。
②政策环境有利于机构知识库的
发展，大型的出版商或协会出版
机构已明确允许作者将发表的文
章存入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
中，如 NIH、ACS。
③有统一的建设标准 OAI-PMH，
互操作性强。

①传统商业出版商历史悠久、业
界的经营经验丰富、已经形成了
相当规模的作者群。
②科研成果的产量某种程度上数
量是一定的，开放获取期刊相当
于从传统出版商那里“抢”作者、
“抢”稿源，是否能竞争到“大”
作者、好稿源，都关系到开放获
取期刊的生存问题。

①目前表面上看不到外界的威
胁。
②存在的潜在威胁是随着机构知
识库的发展，数量的增加，资源
规模的扩大，文章质量的提高，
机构知识库之间互操作性的增
强，可能会威胁到数据库出版商
的利益从而对作者在机构知识库
中存储文章加以限制。

机会(O)

威胁(T)

自存储相较于开放获取期刊更容易实现，对于我国推动开放获取运动、特别是在开放
获取运动发展初期具有重要意义。为支持开放获取存储，建议科研管理机构：
z 要求科研资助机构建立和维护公共知识库，要求得到经费资助的科研人员将成果
存放到公共知识库中，并根据互操作标准提供公开获取；
z 要求所有得到公共研究资金资助的科研机构建设独立或联合的机构知识库，存储
本机构作者出版的论文，并根据互操作标准提供公开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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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要求科研资助机构和得到公共研究资金资助的科研机构，向其科研人员推行开放
获取政策，要求或鼓励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自存储；
z 要求所有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人员将研究成果在正式出版之后某一段时间内存入
指定的公共知识库或本地机构知识库中，供公众免费、自由地获取；
z 要求所有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人员在发表文章时保留在本地知识库或指定的知识
库中自存储的权利；
z 要求所有科研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将自存储作为科研管理的一项政策，在科研管
理过程之中加以实施。
4.5 制订有效的版权保护措施，积极争取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合法权益
排除开放获取障碍的任务之一是建立法律框架[150]。包括为机构知识库的管理建立相
关的法律框架，管理作者、出版者、用户之间的关系；各机构应向科研人员解释清楚自存
储政策，是强制存储还是机构推荐存储；采取友好的使用协议如创作共用协议管理作者和
使用者间的关系；要求出版者接受知识库采用的许可协议，允许其出版的内容在开放获取
知识库中存储。
2003 年，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代表 Martin O. Sobo 提出了 HR2613 号立法《公共获取科
学法案》（Public Access to Science Act），简称“Sabo 法案”[151]。该法案提出修改美国法
典第 17 条，即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产生的作品不受版权保护[152]。随后，这一
法案提交到众议院法庭分委员会（因特网与知识产权委员会）。国会对此的裁决成为支持
开放获取运动的法律依据[153]：
z 美国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目的并确信由科研所产生的新思想和发现将改善美国和
全人类人民的生活和福利；
z 美国政府的文献在版权保护的限度之外，从而可以免费利用，以便利美国人民；
z 美国政府每年花费 450 亿美元，支持科学和医学研究，其产品是有利于公众的新
知识；
z 因特网能够使这些信息快捷地提供给不仅仅每一位科学家和医生，用于促进公共
利益，而且提供给在家里、学校或图书馆中的利用因特网的每一个人；
z 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属于并应免费地提供给美国的每个人。
开放获取允许用户没有限制地使用发表的研究成果，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版权的问
题。开放获取特别重视用户的权利，允许任何人下载、使用、打印、传播、复制该文章，
前提是注明原始作者和文章来源。开放获取也特别重视对作者的保护，开放获取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的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版权拥有者现在能够允许研究人员、编辑者、档案馆员、
教师、患者、政策制订者、记者和其他相关方面广泛地利用论文。发表的文章的特定的版
权协议基本上决定了文献怎样被其他科学家存储、检索和利用。
但论文作者的版权意识通常比较淡漠，特别是在传统期刊上发表文章与出版商签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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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协议时，几乎不考虑自己应该争取哪些权利，是否这种版权转让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作者对论文版权的无意识造成了出版商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助长了出版商对学术资源的
垄断。问卷调查了科研人员的版权意识问题(Q25)，在问及“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时，是否
申明或争辩过自己的权利，如自己可以将自己发表的文章存储在个人网站或机构知识库
中？”时，62.8%的调查对象表示从没想过这一问题，22%的调查对象没有申明或争辩过
自己的版权，只有 13.5%的调查对象声称申明或争辩过自己的权利(图 14)。可见，科研人
员的版权意识非常淡漠。

未填
是

1.8%

13.5%

否
22.0%

没想过
62.8%

图 14 调查对象的版权意识

而版权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开放获取的“版权所有者认同”问题，关系
到论文是否能够自由、永久地获取，关系到开放获取实现的意义。另一方面，出版商的版
权协议往往对作者的自存储权利进行了诸多限制。
RoMEO(Rights MEtadata for Open-archiving)项目研究了学术作者自存储时涉及的版
权问题[154]。该项目调查了 542 位学术作者，对 80 个期刊出版者的版权转让协议进行分析，
得出结论：出版商的版权转让方式不能够很好地支持自存储。报告建议科研机构要争取其
长期拥有其科研人员学术论文的版权的利益，科研人员短期拥有版权，出版者要考虑其它
的方式来保护其在期刊出版过程中附加的价值。
在印本时代，学术论文的使用问题只通过版权法来管理，出版商和作者不需要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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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再设置额外的限制，如果用户希望更自由地使用这些论文，就需要获得版权许可（如
英国版权许可委员会颁布的版权许可——CLA,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或直接与版
权持有者协商[155]。
已经出版的文章是否可以在 Eprint 服务器上张贴需要视作者与期刊之间的版权转移
协议（copyright transfer agreement）而定，如果协议禁止“后印本（postprint）”
，作者仍
然可以向期刊申诉要求保留张贴“后印本”的权利。现在包括 Nature、Science、APS Journals、
IOP Journals、Springer Verlag Journals 在内的大多数科学期刊已经明确表示允许作者在
Eprint 服务器上张贴“预印本”和“后印本”[156]。
建议科研机构为科研人员制订版权协议的样本，指导科研人员在发表文章时如何争取
自己的合法权益。
SPARC 建议作者若要实现自存储（如遵守 NIH 的自存储要求）需要执行下列步骤[157]：
1）仔细阅读出版商的版权转让协议或类似的文件中作者保留的权利，确保论文能够
存储到 PMC 中，NIH 建议在出版商的版权转让协议中加入：期刊承认作者在论文被期刊
接收发表时拥有将最终手稿的副本提交给 NIH 的权利，或此后在期刊发表的最短时间内
公开存放在 PubMed Central 中。
2）将论文及相关附件存储在 PMC，并注明发表日期。NIH 的自存储系统将保存论文
并记录论文存储的相关信息。
此外，与步骤 1）相关的，为了使论文能够被更广泛地使用，可以使用 SPARC 提供
的作者补遗（Author’s Addendum）[158]。作者将其附在版权协议中，不仅确保在 PMC 自
存储的权利，而且可以在机构知识库或其它非商业知识库中自存储，并可以将论文用于教
学目的。
SPARC 的作者补遗是一个修改出版商要求作者签署的版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文档的表
格。由 SPARC 委托 Villanova 大学法学院的 Michael Carroll 编写。通过使用作者补遗，作
者可以保留将论文在非商业性的开放获取知识库中自存储的权利，或将论文用于教学。
该文件的使用方法是：
1）在作者补遗上填入论文篇名、期刊刊名、作者姓名、出版者姓名。
2）在作者补遗上签好姓名和日期。
3）在出版商的版权协议上签好姓名和日期，并立即在你的签名下写上：
“遵守附加的
作者补遗”。
4）建议作者在版权协议中再加上一份简要的说明信，以引起出版商对作者补遗的注
意。
5）将这三份文件（出版商的版权协议、作者补遗、说明信）复印加以保留。
6）将这三份文件的原件装订起来。
7）将装订好的原件寄给出版商。
SPARC 的作者补遗文件全文如下[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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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C 出版协议作者补遗
本补遗为对本论文的出版协议的修改和补充：
（论文题目）

（刊名）

出版协议与本补遗的协议方是：
（通讯作者），
，
，
（个人作者、或作者超过一人、集体作者），与
，（出版者）。
协议双方同意无论补遗与出版协议之间哪里有矛盾，补遗中的条款都是极为重要的，
出版协议中应该作以相应的修改。
作者与出版者应同意以下条款：
1

作者的保留权利。除了出版协议中作者保留的权利之外，作者保留以下权利：
（1）

以非商业目的复制、传播、公开演示、以任何媒体形式公开展示作品的权利；
（2）由本论
文中创作衍生作品的权利；
（3）授权他人以任何非商业目的使用文章的权利，使用者需注
明本论文的作者和出版者信息。例如，作者可以以教学和科研目的复制和分发本论文，在
个人网站或机构网站以及其它开放获取知识库中张贴论文。
2

出版者的其它义务。出版者同意在论文正式出版的 14 天内免费提供给作者已出

版的论文的 PDF 电子版。电子版的安全设置应设置为“无安全级别”（No Security）。
3

出版者对补遗的接受程度。作者要求出版者声明接受并签署本补遗，将复本寄还

给作者。如果出版者没有签署本补遗或以任何其它方式表示接受本补遗，而出版本论文，
将视为出版者同意补遗中的全部条款。
作者：

出版者：

（通讯作者代表所有作者）
日期：

日期:

SPARC 与 ARL 不是本补遗或出版协议中的一方，对本作品不作任何相关保证。在任何

64

第4章

中国科学院的开放获取应对策略

法律理论上，SPARC 与 ARL 不对作者或出版者的任何损失不负责，包括但不限于与本补遗
或出版协议相关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SPARC 与 ARL“按其现状”（as-is）提供本补遗中的信息，对于本补遗中所提供的信
息不提供任何担任，也不对因使用本补遗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不提供法律服务或其它
与本补遗相关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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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开放获取的出现是学术交流方式的进化，改变了原有的学术交流系统，成为
学术交流系统中与传统学术交流方式并存的学术交流的新途径。
中国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了解程度不深，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对开放
获取的了解程度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尽管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还不太了解，但多
数科研人员表示愿意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并支持本研究所主办的期刊转
成开放获取期刊，科研人员参与开放获取的意愿比较强烈。
科研人员中实际进行过自存储的人不多，自存储并没有成为一种习惯。对于
预印本的自存储科研人员存在较大的顾虑，主要包括担心是否会破坏与出版商之
间的关系，打破现有的版权协议，希望文章发表后再进行自存储。科研人员希望
自己的论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被尽可能多的人阅读和使用，但对使用者使用论
文时的主要要求是注明文章的作者。科研人员首选的自存储地点是机构知识库，
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支持本机构建设机构知识库或类似的计划。大多数科研人员
不排斥使用开放获取资源，认为开放获取文章的质量与传统期刊相同。影响科研
人员参与开放获取的影响因素是开放获取期刊的学术质量、开放获取的论文的影
响力、参与开放获取的成本。
针对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态度、对开放获取关注的问题，提出中国科学院
在开放获取方面应采取如下策略：
加强开放获取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具体的教育内容包括：开放获取的背景介
绍；开放获取的意义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对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投稿给予
指导；指导科研人员如何获取和使用开放获取资源；指导科研人员自存储；培养
科研人员的版权意识，在传统期刊投稿时，积极地向出版商争取作为学术作者应
有的权利。
积极扶持开放获取期刊的发展。创办或转化开放获取，对开放获取期刊给予
经费支付，控制和提高开放获取期刊的学术质量。
建立适应开放获取需要的机构知识库和学科知识库，加强对机构知识库和学
科知识库的管理。建设机构知识库和学科知识库时要遵循统一的标准。
鼓励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引导科研人员自存储。为科研人
员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提供经费支持；制定相关政策激励科研人员在开放
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进行自存储；将开放获取期刊与传统期刊一视同仁，纳入
到考核评奖体系中。
制订有效的版权保护措施，积极争取科研人员在论文发表中的合法权益。包
括为机构知识库的管理建立相关的法律框架，管理作者、出版者、用户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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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各机构应向科研人员解释清楚自存储政策，是强制存储还是机构推荐存储；
采取友好的使用协议如创作共用协议管理作者和用户间的关系；要求出版者接受
知识库采用的许可协议，允许其出版的内容在开放获取知识库中存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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