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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主题统计分析，发现国内外科学数据组织和管理的研究热点分
布在科学数据的获取、共享、利用和评价四个方面。文章以这四个方面为主线对国内外科学
数据的组织和管理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提出了我国科学数据在政策保障机制、标准制定、
数据服务等建设方面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科学数据 开放获取 数据共享 数据引用 数据评价

Reviews on Scientific Data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t Home and Abroad
Li Huijia, Ma jianling, Wang Nan, Wang Sili, Zhang Xiuxiu
（Th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enter fo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an Su, Lan Zhou, 730000）
Abstract: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cientific data articles, we found the topics and hot
spots of scientific data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s: scientific data access, sharing, utilization
and evaluation. Article teases and analyzes scientific data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which
make those four aspects as the main line. Finally, we make further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data, including the mechanism of data guarantee, the standards of data, the services of
data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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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为主要科学研究特征的科学研究新范式的兴起与发展，科学
数据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相关领域科研学者的研究课题之一，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与大量研
究文献的产生，科学数据的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同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Digital Curation Centre (DCC) 等机构在科学数
据的共享、引用、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成功实践，在为科学数据的实践应用提供借鉴的同时，
也进一步完善了科学数据的理论体系。本文在对科学数据的产生、内涵等基本概念及国内外
科学数据研究的主题分布概述基础上，重点从科学数据的组织与管理角度，对科学数据的开
放获取政策、科学数据的共享政策及应用实践、科学数据的引用规范与政策、科学数据的质
量控制和评价四个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并对我国科学数据的政策保障机制、标准制
定、数据服务等建设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
1 科学数据的内涵

*

本文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能力专项项目“开放知识资源登记系统”研究成果之一。

数据库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科学研究的管
理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如: 数据的采集、管理和使用一体化向相对分离方
向转移，数据的传播、共享日益受到重视；数据的管理不只是保存与保管,增值加工、关联
发布与数据服务收到更多的关注；数据的价值和使用范围进一步被挖掘和延伸，使其可以服
务于社会的更多目标和更大范围；数据的传播、共享与应用进一步向标准化、数字化和语义
化方向转变等等。所有这些, 使得以数据开放、传播与共享为核心的科学数据管理应运而生，
世界数据中心(World Data Center,WDC)、国际科学数据委员会(Committee on Data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ODATA)的成立以及科学数据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都标志着科学数
据管理已成为了现代科学研究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科学数据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国际地球物理年”（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1957
年至 1958 年）期间的 WDC 建立初期[1]。但目前最受业界认可的科学数据定义是世界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在《OECD
关于公共资助科学数据获取的原则和方针》中对科学数据的定义：科学数据是来源于科学研
究的事实记录，如实验数值、图像等，并被科学团体或科学研究者所共同认为对研究结果有
用的数据[2]。值得注意的是，OECD 认为科学数据不包括实验样本、实验室笔记、科学论文
草稿、科学研究计划、同行评议以及同行交流等[2]。我国科技部发布的《科学数据共享工程
技术标准研究报告》则将科学数据定义为“科学数据是在科技活动时或通过其它方式所获得
的能反映客观世界本质、特征、变化规律的原始基本数据，以及根据不同科技活动需要，进
行系统加工整理的各类数据集”[3]。综上，我们可将科学数据的含义定义为：科学数据是指
来源于科学研究的非文本的事实记录，包括地图集、基因组、化学化合物、数学公式、医学
数据和临床试验等非文本材料。
2 国内外科学数据研究的地理分布与主题分布
在开放获取环境下，国内外对传统文献资源的研究日趋完善。因此，更多的研究机构和
学者将研究目标锁定在了科学数据上。但由于对科学数据的科学研究是以不同学科领域的科
学数据来支撑科学问题的解决和科学结论的论证，因而对科学数据的研究分散于不同的学科
领域。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科学数据”期刊文献的地理位置、主题进行聚类和统计分析，可以
从宏观上掌握目前科学数据研究的发展现状和前沿问题。
本文以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的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以“主题=‘scientific
data’or‘research data’”、“时间=2000 年至 2013 年”为检索式对 WOS 进行检索，并对检索结
果进行去重、清洗和整理，最终得到 2854 篇来自 WOS 的期刊文献。统计发现，2854 篇文
献的第一作者分布在了全球的 80 个国家和地区之中，美国、英国和中国大陆占据了发文数
量排名的前三名（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 10 的国家列表见表 1）。

表 1 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 10 的国家列表
国家

论文数量

USA（美国）

875

England（英国）

243

Peoples R China（中国大陆）

153

Turkey（土耳其）

137

Australia（澳大利亚）

116

Canada（加拿大）

111

Germany（德国）

101

Netherlands（荷兰）

66

Taiwan（中国台湾）

65

为了掌握国内外科学数据研究的现状和热点，本文利用 Thomson Data Analyzer 对 2854
篇关于科学数据的文献进行了关键词清洗聚类和词频分析，发现目前国际上对科学数据的研
究主题主要有：对科学数据进行挖掘、集成、存储的方法研究；对科学数据存储、登记系统
的数据库建设和应用研究；对科学数据的知识组织与管理研究；对科学数据共享的技术、政
策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对科学数据元数据描述、来源遴选等方面的质量控制研究；对科学数
据的开放存取政策、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科学数据的主要研究主题分布列表见表 2）。
表 2 科学数据的主要研究主题分布列表
研究主题
Methodology（方法论）

研究内容
数据挖掘（data mining）、数据采集（data collection）、数据管理
（Data management）、数据分析（Data analysis）
登记系统（registry system）、数据仓储（data curation）、数据图

Database（数据库）

书馆（data library）、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数据存储（data
repository）
关联数据（linked data）、本体（ontology）、语义网（Semantic Web）、

Knowledge management（知识管理）

知识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知识共享（knowledge sharing）、
知识转化（ knowledge transfer）

Data sharing（数据共享）

科学数据共享的技术、实践应用和政策研究
包括科学数据来源遴选、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及科学数据元数据

Data Quality（数据质量）

描述标准等
包括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开放存取方法以及开放存取的实践研究

Open data（开放数据）

等内容

从对 WOS 获取的文献进行分析还可看出我国近年来对科学数据研究持有巨大的热情，
在 2000 年至 2013 年期间发表收录在 WOS 中的以“科学数据”为主题的文献数量达到了总数
量的 5%，高居第三位。对我国科学数据研究文献进行主题统计分析，发现我国的科学数据
研究具有以下特征：①科学数据共享是我国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主题；②科学数据组织和管
理各阶段的前沿方法、技术得到了来自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③已经产生了较多的有关科学
数据存储数据库方面的实践应用；④科学数据的开放存取和科学数据的知识化将成为今后国

内学者的研究重点；⑤科学数据遴选和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亟待加强。
3 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政策
3.1 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发展历程
2003 年德国马普学会在柏林会议上通过的《柏林宣言》指出开放获取的内容既包括原
始的科学研究成果，也包括原始的科学数据。在此之后的十年时间里，科学数据开放获取运
动在不断的推进和发展。OECD 的 34 个成员国分别在 2004 年和 2006 年签署发布了《开放
获取公共资助研究数据的宣言》和《开放获取公共资助研究数据的原则和指南》两份科学数
据开放获取政策报告，并在第二份报告中对开放数据的范围和定义首次进行了明确界定[3]。
2010 年，潘顿协议启动了“开放数据协议”（ODate），其中要求科学数据供应商必须遵守协
议规定开放其所拥有的科学数据[4]。2011 年，LinkedScience.org 推出了用以实现开放共享和
互联数据集、科研方法、工具以及科学词汇表的关联开放方法[5]。
3.2 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政策发展
目前，各国并不是对所有类型的科学数据都实现开放获取，如，美国政府对科学数据的
管理分为三个层次：①对于有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影响到政府政务、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
据纳入到有十分严格、明确规定的保密性运行机制中进行管理；②对于公有的数据,如政府
资助产生的数据纳入到“完全与开放”的共享管理机制之中；③对于私有的数据，如私营公司
投资产生的数据纳入到“平等竞争”的市场化共享管理机制之中[6]。
为了形成统一的科学数据开放获取政策体系，《欧洲科学数据开放获取政策研究》
(RECODE)项目致力于联合对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研究感兴趣的欧洲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解
决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的技术、基础设施、伦理和法律、国家体制等问题。同时，提出支持科
学数据开放获取的政策框架，该框架积极吸收和采纳涵盖广泛的各种建议。通过 RECOD 项
目建立科学数据开放获取参与机制，进行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相关内容的研究和交流，重新编
制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的科学数据开放获取政策[7]。
2013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邀请研究人员、相关行业、基金委以及专业数据中心、出版
商和图书馆共同参与有关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研究的相关讨论。这些利益相关者共同修订了欧
盟委员会制定的有关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的政策，从而为欧盟研究计划 2020 展望奠定基础，
讨论会主要围绕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①如何定义科学数据的类型，以及何种类型的科学数
据应该开放获取；②如何进行科学数据的开放性限制；③如何解决科学数据的再利用问题；
④科学数据的存储和获取问题；⑤如何提高“数据意识”和“文化共享”[8]。
4 科学数据共享政策及应用实践
4.1 科学数据的共享政策
科学数据共享的研究最早起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目前也已经制
定、发布了许多有关科学数据共享利用的规范和政策。如，英国的 PubMed Central 倡议学

者 在 发 表 论 文 时 ， 还 需 向 期 刊 社 提 供 支 撑 论 文 正 文 的 数 据 及 附 加 材 料 [9][10] ； 美 国 的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ICPSR)要求只有交纳了年费的机
构会员用户，如政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数据中心、非营利性组织等，才能免费获取数
据，而非机构会员或没有缴纳年费的会员用户需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获取其数据[11]；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规定：①只共享那些被科学界普遍认可、
对研究结果有重要意义的最终数据；②为了避免重复，需保证共享数据的唯一性；③为保证
数据的时效性，所公开、共享的数据要早于基于最终数据的研究成果刊出时间；④作者可以
通过网站（包括个人网站和机构网站）的数据发布实现数据共享，也可以通过将数据存储到
提供获取、控制、存档以及传播的数据库( Data Archive) 中进行共享。对那些可能危及到国
家安全、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数据，还可以通过有资深研究者利用和分析的受控安全环境
Data Enclave 中经对受限数据( Restricted Data)的分析后实现共享[12][13]。
4.2 科学数据在国内外的共享应用实践
4.2.1 美国
美国的科学数据共享最佳实践代表机构是 NASA。NASA 下设的空间科学数据运行办公
室是负责航天局科学数据的机构，且由于数据主要来源于航天局的空间飞行计划，因而数据
集集中于天文和空间科学领域，主要负责数据永久存档以及提供天体物理学、空间物理学数
据等工作。为了实现数据的多种服务与应用，科学数据运行办公室还设置了空间物理学数据
运行中心(SPDF)，负责多学科、多任务的科学数据服务的开发、设计和实现[14]。此外，美
国的专业图书馆凭借着其在专业领域的服务与资源建设优势，进而成为了国家科学数据共享
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如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凭借着其在创立、维护生物信息学数据库方面的丰富经验，承担了一个关
于计算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计划。在该计划中，作为 NIH 在 NLM 的一个分支的国家生物技术
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NCBI）主要通过自己开发的一系列
工具和软件，如基因序列注册软件 BankIt、数据搜索软件 Entrez、基因序列比对分析软件
BLAST 等来实现数据资源的网络共享[15]。
4.2.2 日本
日本科学数据共享的实践代表是科研数据公开数据库。该数据库拥有 70 个主题数据库，
数据来源于日本规模最大的科研院所——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各机构的科研项目，日
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工作和研究领域主要分布在能源与测量技术、电子学与纳米技术、
生命科学与 IT 技术、材料科学、制造业与环境科学、地球科学等领域，数据由各机构自己
整理、共享到该数据库后通过网络向科研机构、工业企业提供免费服务[16]。

4.2.3 中国
我国各类图书馆、科技信息研究机构也在尝试搭建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如，2001
年底,为促进气象数据的社会共享，科技部启动了第一个科学数据共享试点项目“气象科学数
据共享试点”[17]；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中心和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合作
建立的文献、数据资源知识服务平台“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知识积累平台”[18]；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团队为了有效的整合地学领域科学数据资料而构建了“地
学科学数据共享平台”[19]，等等。
4.2.4 国际合作
有关科学数据共享的应用实践除了有各国独立研究外，还有部分跨地区、跨学科的科研
机构和国际合作项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如，CODATA 作为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
下的一个跨学科的科学委员会，致力于提高对整个科技领域中有重要变化的数据质量、可靠
性、管理与可访问性。CODATA 通过关注各学科领域之间的科学数据的质量、获取和传播，
其目的在于为科学家提供科学数据共享的途径，从而推动科学活动的国际合作以及加强通过
科学数据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20] ；美国的《全球科学信息共有先导》（Global Information
Commons for Science Initiative，GICSI）计划主要是激励人们尝试新模式的创造、传播以及
合作利用科学数据信息，并为计划的主要参与成员提供科学数据的全球化共享平台[21]。英
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数据共享与应用全球联盟”（e-SDDC）计划侧重于建立不同领域
科学数据共享的沟通机制，进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数据的共享和利用。该计划的目的在于
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差距[22]。
5 科学数据的引用规范与政策
虽然科学数据在过去经常被共享，却很少像期刊文献引用一样进行标准化的引用，如果
科学数据集被引用，它们将会在与之相关联的学术交流的有效周期内创造出学术价值和重要
意义。随着有关科学数据的数据库、仓储中心以及知识库的建设越来越多，科研人员、科学
数据存储服务中心不得不思考科学数据的规范化引用问题。一些科学数据数据库、知识库的
有关科学数据引用方面的标准规范和政策也陆续公布。2009 年，德国国家科学技术图书馆
（German National Libra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B）、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
法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INIST）、
丹麦技术信息中心（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of Denmark）、加拿大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Canada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CISTI）、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中
心（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 ANDS）等机构联合签署“提升网络科学数据开放获取”
的学术合作备忘录，以建立一个用于登记科学数据，并为其分配永久标识符，从而使科学数
据 集 可 以 作为 独 立 的 、可 引 用 的 、唯 一 的 科 学对 象 被 科 学家 使 用 的 非盈 利 代 理 服务
——DataCite[23]；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中心（ANDS）作为 DataCite 的参与者，认为科学

数据引用应该和研究人员发表文章时提供参考文献一样有规范化标准，因而对其所有的科学
数据引用进行了规范，并强调“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重
复利用科学数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ANDS 提供科学数据的重要性和数据引用的标准程序，
以便科学数据更好的被共享利用”[24]。
现阶段，尽管大量的实验数据和观测数据可以进行同行评议、结论检验，同时，无论该
科学数据集是独立的，还是与其他数据集关联的，都可以被其他研究人员进行分析和利用，
但这样的承诺仅仅是以对科学数据版权、完整性和出处的可识别与可获取为基础的。科学数
据的引用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科学数据不像期刊文献一样有规范化的版本和出处记录，既
不能用期刊文献的引用格式对其进行引用，也不能用数据库截屏图对科学数据进行标示。科
学数据引用标准及其最佳实践是提升科学数据应用效果的基础，然而在目前所有的科研领域
中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在科学数据管理计划逐渐成为科研基金项目遴选和审批的必备条件
时，CODATA 和其他相关机构组成任务团队，专门对科学数据引用的相关关键问题进行调
研，最终制定了《科学数据引用标准》，以此来协调各学科领域的科研活动，促进科学活动
的常规化和标准化运作[25]。此外，英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出版了《数据引用小册子》[26]；
IASSIST 成立了特别兴趣小组对科学数据的引用进行研究[27]；哈佛大学的 IQSS 研究所于
2011 年出台了“数据引用原则”，以促进出版商、数据存档系统和数据引用研究之间的合作，
同时通过该原则清晰阐述三者之间的核心问题[28]。
在数据引用的实践方面，首当其冲的是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集团，它根据开
放获取环境下科学活动的要求，发布了将数字化研究与强大的发现工具相连接的“科学数据
索引”（Scientific Data Index, SDI）[29]，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快速、轻松地识别并获取最相关
的数字研究资源。SDI 还结合了 Web of Knowledge 强大的引文检索功能和导航功能，使得
科学文献中所包含的科学数据的效能实现最大化利用，借助 Web of Knowledge 的影响力，
SDI 中的科学数据还可被数以百万计的研究人员共享利用，以让科研人员更好的展示自己的
研究成果并寻找潜在的合作者。
6 科学数据的质量控制和评价
NIST 与 TRC 的“热物理特性数据库”认为影响科学数据的因素有数据的不确定性和数据
的完整性，可通过“试验样本纯度”、“试验方法的误差”、“元数据完整性”和“数据记录的正
确性”等指标来评价和判断这两个因素[30]；Matthew Gamble 认为科学数据的质量可通过“数
据本身是否符合某些标准”、“数据来源的可信度”和“数据是否符合科学需求”三个指标来判
断[31]；我国学者郭秋梅、宋扬则从软件方法的角度，认为科学数据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数
据采集、整合和录入失误以及显示不当造成的，需要在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传输过程中满足
相关的质量要求[32]。
科学数据中心、机构知识库等对科学数据的质量控制与评价是通过制定相应的要求标

准、引用规范及进行同行评议来实现的。如，DCC 对科学数据的出版商、期刊、作者进行
了相关约束[33]；ANDS 的 RDA 对科学数据的遴选原则、数据来源制定了详细的政策说明，
认为良好的科学数据应该具有良好的元数据描述、高质量的网络链接、数据的可获取和可再
利用等属性，且数据的内容经得起再调查和再试验[34]；《Nature》对科学数据的来源、上传
格式等做出了明确要求，对需要提交的科学数据进行严格的专家审核[35]。
一些科学数据存档发布平台则通过制定科学数据引用规范、政策来实现对科学数据质量
的控制。如，哈佛大学的 IQSS 研究所于 2011 年出台的“数据引用原则”[36]、Thomson Reuters
的 SDI[37]、CODATA 的“科学数据引用标准”[38]、英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数据引用小册
子》[39]。IASSIST 还成立了特别兴趣小组对科学数据引用的进行研究[40]；Jan Brase 对“提升
网络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的代理服务——DataCite 的科学数据质量规范进行了研究[41]。
科学数据质量的另一种评价方法是进行同行评审。NERC 认为科学数据的专家评审应该
作为数据共享利用的首要步骤，因此 NERC 环境数据中心在科学数据创建时，还同时发布
该科学数据的专家评审意见，由于这种做法在传统学术出版物中的良好应用而得到广大科研
人员的认可，因此 NERS 环境数据中心正在尝试建立有关科学数据完整的同行评审机制[42]；
专门出版原始科学数据（集）的国际性跨学科期刊《地球系统数据》
（ESSD）也利用科学数
据评论平台 ESSDD，将科学数据（集）首先在 ESSDD 中发布，经过一定时间的公众讨论、
专家评议等社会评论过程后，ESSD 最终挑选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进行出版[43]。
7 结语
从对国内外科学数据在获取、共享、利用和评价方面的研究进展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数
据的发展起步较晚，因此，我国在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组织利用、共建共享等方面，可借
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实践经验，为我国科学数据的管理政策制定、服务内容创新、开放
机制构建等提供借鉴与参考。
（1）建立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的政策保障与管理机制。开放获取已成为包括科学数据的
发展趋势之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也已制定了贯穿于科研成
果产生、发布、管理与利用四大环节的科学数据获取政策体系，美国海洋与大气局、NIH 等
机构对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实践有着成功的经验。反观我国在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的政策制定
与实践，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出台完整的、系统的科学数据开放获取政策，科研资助机构
如国家自科基金委员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科技部、教育部等相关组织机构
也都未在资助项目申请指南中有明确的科研成果开放规定。使得我国尽管已有一些科研机构
如中国科学院通过机构知识库来开放科研成果，但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还没有形成规模。我
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在科学数据开放资助政策、科学数据开放管理政策、科学数据共享利用政
策方面的成功实践，尽快建立科学数据开放获取政策保障与管理机制，并在政策的指导、规
范下推动科学数据的管理、存储、开发、发现与利用。

（2）统一科学数据的注册与引用标准。寻求和建立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挖掘隐藏在
数据关联关系之中的隐性知识以及规律是近年来科学数据的研究热点之一，也是关联数据、
大数据分析等学科领域所研究的问题之一。但由于科学数据有别于一般资源数据的特点，即
科学数据不像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资源一样有明确的数据出处、发布机构等数据信息与数
据属性，因而在实现科学数据间的关联关系时会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有效的实施科学数据的
科学管理与实践应用，并与国际接轨，我国应参考国际上主流的科学数据引用标准来制定我
国科学数据的注册与引用标准，提高我国科学数据的可检索性、可发现性、可解释性与可重
新利用性。从而推动我国科学数据的注册与引用向规范化、标准化与国际化方向发展，让国
内外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充分利用我国的科学数据，从而扩大和提高我国科学数据的影响力与
科研价值。
（3）延伸科学数据的服务及范围。目前，我国虽然已有科学数据共享和利用的服务平台，
如中科学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建设的“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知识积累平台”，向用
户提供什么科学数据管理和组织的相关服务，但从我国科学数据服务的整体发展来看，科学
数据服务的发展还属于起步阶段，对作为社会信息服务与资源存储机构的图书馆来说在科学
数据的服务方面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如，可根据一些商业期刊（如Nature、Science）、开
放期刊（如PLOS One、Biodiversity Journal）、组织机构（如NIH、NASA）等制定的科学数
据存档政策，提供科学数据的发布等培训服务；借鉴哈佛大学的Dataverse Network和康奈尔
大学图书馆的DataStaR等建立数据仓储、为用户提供数据存档、逐步实现数据共享与开放的
成功实践，提供科学数据的管理与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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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如修改意见所言，本文说采用文献计量方法欠妥，在文中已取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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