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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研究数据, 保障学术研究的可检验性
和可重复性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编辑部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学术研究成果必须通过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其科学性、可靠性, 来支持研究结果的重复验证。但是, 许多研究
依赖大量、复杂的数据收集、处理、分析、表达, 同行评议专家和读者需要了解支撑研究结论的关键数据及其
收集、处理、分析和表达过程, 否则无法对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做出判断, 无法可靠进行重复验证。所以,
英国皇家学会明确提出[1], 要保证科学知识本身的可检验、可重复和可利用, 就必须从源头起打破数据鸿沟, 保
证科学数据的可获得、可理解、可评估和可利用。因此, 论文投稿时提交和发表时公布支撑数据, 已成为越来越
多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 例如 Science、Nature、Cell、PLOS Biology 等。
为了保证学术水平、保障客观检验、支持重复验证、提高科学诚信,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将从 2016 年第
2 期起, 将要求所有发表论文提交支撑论文结论的数据, 并通过适当方式供研究共同体或社会公众共享。
1

提交什么数据？
1.1 根据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关于期刊论文支撑资料的推荐实践》[2], 支撑论文结论的数据可分为两类:
(1) 内在数据(Integral Content), 即那些对于本领域读者了解和验证论文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所必不可少的,

但因为技术、内容或版面组织、呈现平台组织等原因没有纳入论文正文的数据, 例如研究方法和实施过程介绍,
原始研究量表, 详细结果数据, 理解和验证结论所需要的与研究结果直接相关的图表或多媒体数据;
(2) 附加数据(Additional Content), 即那些有助于本领域读者及其他领域读者进一步了解研究环境、研究过
程和研究结果细节或操作的相关的或扩展的文字、图表、数据、多媒体等数据, 例如关于研究方法、工具或设
施设备细节、扩展的研究数据、扩展的参考文献等。
1.2

根据本刊报道范围和论文类型, 以下类型为内在数据, 为同行评议专家和本领域研究人员检验研究结

论所必须, 作者必须提供:
(1) 研究方法详细描述, 包括抽样方法、实验环境配置、应用环境配置、实验操作过程等, 其中要点应在正
文中提供, 详细信息作为数据提供;
(2) 直接研究工具, 例如问卷、访谈提纲、测试题目、计算算法、样本数据等, 其中关键数据应在正文中提
供和分析, 但完整的数据必须作为数据提供;
(3) 直接研究结果数据, 包括直接产生正文图表和正文所描述结论的样本数据表、测试数据记录、调查或观
察数据记录、计算或模拟数据记录等。
1.3

根据本刊报道范围和论文类型, 以下类型为附加数据, 有助于本领域科研究人员和其他读者进一步理

解研究结论的, 作者可以提供:
(1) 研究方法背景信息, 例如关于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技术、工具等的进一步细节描述, 其中第三方的内容
可以通过具体直接的参考文献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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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 扩展的研究结果数据, 例如关于研究结论的进一步的原始实验数据, 它们可能没有直接用于产生正文图
表等、但与理解和支持正文研究结论有关;
(3) 扩展的参考文献列表, 例如对于帮助读者理解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有帮助的参考文献。
如何提交？

2

2.1

作者在提交论文初稿时必须通过期刊投稿系统提交支撑数据, 或提交关于支撑数据获取方式的明细说

明。作者应在正文结尾以数据清单形式明确列出所提交的每个数据集, 给出数据集逻辑名称、文件名称、文件
类型、建议开放时滞期、建议使用许可等。
2.2 参照 NIH[3]、Nature[4]和 PLOS[5]的数据提交政策, 本刊允许作者以下列形式提交数据(按优先顺序排列):
(1) 将数据文件存储在可公共获取的数据存储库中, 例如 SciDB 数据库[6]。作者必须向编辑部提供这些数据
文件在相应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号、URL 以及相应的获取流程说明;
(2) 以附属数据文件形式向编辑部提供;
(3) 如果数据文件已经存储在可供第三方或公众获取的其他系统, 作者可提供数据文件在这些系统中的标
识号、URL 以及相应的获取流程说明;
(4) 作者承诺可向索取数据的本学科研究者、具有合理研究或学习理由的其他学科研究者及公众提供数据文
件。作者必须向编辑部提供关于数据文件的索取条件和流程说明。
鼓励作者以同一方式提供论文的所有支撑数据。
2.3

作者在提供数据时, 应承诺作者有合法权利提交相关数据, 应承诺数据没有违反著作权法、国家保密

规定、资助单位或所在单位的合法管理规定。
2.4

无论是哪种形式提供, 数据应符合以下技术要求:

(1) 以通用的计算机可读数据格式提供, 例如规范的常用的数据格式、数据库格式、Excel 数据表等; 如果
数据以 XML 文档格式提供, 必须给出 XML 格式文件或其可靠 URL; 一般不能以文本格式或 PDF 格式提供。如
果采用非常规格式进行数据处理, 作者应该将原始数据不失真地转换为常规格式。如果提供非常规格式的数据,
作者应提供相应的数据读取软件或其公共获取途径;
(2) 提供关于步骤(1)中所提供数据集的所有数据元素的元数据描述。这些描述可以以文本格式或 PDF 格式
提供, 如果元数据已包括在 XML 格式的数据文件中, 作者应予明确说明;
(3) 提供多媒体内容时, 必须以规范的常见的数据格式提供, 并应提供相应的关于数据格式的说明文字文档。
2.5

如果作者将数据存储在可公共获取的数据存储库中, 这些数据存储库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得到该领域

科研群体认可, 能长期稳定运行, 提供专业化数据监护, 提供规范的数据使用权益许可, 支持国际或学科领域通
用的数据集唯一标识符, 支持同行评议专家对数据集的匿名评审, 免费或仅以不超过存储管理成本收取存储费
用, 免费或仅以不超过存储管理成本提供获取服务。
如何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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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必须允许同行评议专家和编辑部在收到稿件后即可获取数据。如果数据存储在公共数据存储库或其
他系统且尚未向公众开放时, 作者必须保证评议专家和编辑部能合法、便利地获取这些数据。
(2) 论文如果被录用, 在发表时应参考文献引用著录方式, 在论文正文内容中首次提及数据内容的位置“引
用”支撑数据, 数据引用方式采用 DataCite 元数据格式[7], 最低限度必须采用所有必备元素, 一般应采用所有必备
元素和尽可能多的推荐元素; 作者提供的所有支撑数据文件清单在论文正文后和参考文献前以“支撑数据”名义列
出; 网络版正文中将同时给出各个支撑数据集的链接。
(3) 论文发表后, 如果支撑数据文件清单中的数据集没有在期刊网站、公共获取数据存储库中或其他系统中
发布, 或者仍在这些系统的开放时滞期内, 作者应允许本学科研究者立即向作者索取相应的数据集。
(4) 作者应允许在论文发表后不超过 6 个月时间内, 本学科研究者通过期刊网站、公共获取的数据存储库或
其他系统可开放获取支撑数据; 作者应允许在论文发表后不超过一年时间内, 公众通过期刊网站、公共获取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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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存储库或其他系统可开放获取支撑数据。编辑部鼓励论文发表时即提供数据开放获取。
(5) 作者可根据开放获取的原则对开放获取的支撑数据提出使用许可, 原则上应采用 Open Dada Common 许
可协议[8]。
(6) 作者向除同行评议专家和编辑部外的其他人员提供数据时, 应采取通行的规范措施来保护受试对象的
隐私信息。因此, 作者在投稿时, 可以在不影响同行评议专家和编辑部评审论文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处
理; 如果匿名化处理可能影响评审, 作者须要同时提供没有匿名化和经过匿名化处理的两个版本。同行评议专家
和编辑部承诺保护受试对象的隐私信息。
(7) 所有共享支撑数据的人员和系统承诺按照法律和许可使用数据。
4

编辑部对数据如何管理？
(1) 编辑部在接受投稿时审查是否提供了内在数据、所提供数据的描述是否清楚、所提供的数据文件是否可

获取。如果其中一个答案为否, 编辑部将要求作者补充提供, 在获得符合条件的数据后才进入同行评议环节。
(2) 同行评议专家在评审论文时将根据论文研究方法和内容评审的需要检查所需要提供的支撑数据是否提
供、是否描述清晰、是否可获取。同行评议专家可能要求作者补充提供数据, 作者应及时提供。
(3) 作者对所提供支撑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负责。同行评议专家和编辑部主要对支撑数据与论文
内容的相关性、数据文档描述的完备性、数据文档的可获得性等进行检查。
(4) 同行评议专家和编辑部承诺不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用于评审的数据, 承诺保护作者及其他数据权利人的
合法利益。
(5) 如果作者以附属文件形式提供支撑数据, 编辑部将通过期刊网站专门的数据管理模块保存数据和在网
络版正文中提供数据链接。编辑部承诺对数据进行专业化监护。如果作者按照前述“3(4)”设置开放获取时滞期,
编辑部将尊重作者要求实施时滞期管理。
(6) 编辑部在征得作者同意后, 可将作者提供的数据向符合条件的公共获取的数据存储库转移, 以支持更为
高效方便的数据服务。
编辑部将持续评估自己的研究数据公开政策及其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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