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科研资助机构数据管理计划政策的调研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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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运用文献综述与调研方法，对国外主要科研资助机构颁布的数据管理计划（DMP）政

策进行了调研分析。研究表明，国外 DMP 政策主要包含数据选择与标识（包括数据描述、数据版权、元
数据标准、数据监管、数据检索）、数据存储与保存（包括存储格式、存储地点、存储期限、数据备份、
数据安全）
、数据共享与传播（包括数据共享、权限管理、伦理与隐私）等内容。建议未来在国外 DMP 政
策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探索制定出契合我国国情的 DMP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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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desktop study, the authors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DMP policies
promulgated by major foreign research funding agenci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oreign DMP policies mainly
contain data se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cluding data descriptions, data rights, metadata standards, data
governance, data retrieval), data storage and preservation (including storage format, storage location, storage
period, data backup, data security), data sharing and dissemination (including data sharing, rights management,
ethics and privacy), etc. The authors recommend that DMP policies fit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to be made
on the basis of foreign DMP policies and field surve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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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研数据（Research Data）是数字形式的研究数据，既包括可存储的数字式数据，也包括可转换成数

字的非数字式数据，如神经图像、勘测数据、仿真数据等[1]。由于数据本身易丢失、损坏，难以长期保存，
且多数科研资助机构有数据管理方面的相关要求，因而管理科研数据成为科研人员日常研究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数据管理计划（Data Management Plan，DMP）应运而生。DMP 是一份详细记录
数据管理活动，指导数据管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能够为科研活动中的数据管理提供有益指导，使各项数
据管理活动遵循良好规范[2]。制定一份高质量的 DMP，将能使科研数据的创建、保存、归档和利用有章可
循、有据可依，同时也能保证共享、重用和长期保存数据的一致性、准确性与可追溯性[3]。

本文系中国科学院项目“中国科学院文献出版领域择优支持人才”（编号：院 1434）的研究成果之一。

随着数据管理热潮的兴起，国外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基金会等科研资助机构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DMP
政策文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要求从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所有向 NIH 申请经费在 50 万美元
以上的科研人员都必须提交一份数据共享管理计划或不共享数据的说明[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规定，基金项目申报者在 2011 年 1 月 18 日以后提交项目申请时，需提交不超过两页的标有“DMP”的补
充文件，以说明其如何遵守 NSF 的数据共享政策[5]。英国高校更重视对数据管理工作的指导与服务，许多
大学要求科研人员使用数据监管中心（DDC）研发的 DMP Online 软件对数据进行管理。2011 年 3 月，
DDC 详细给出了 DMP 文档中应包含的八项核心内容[6]。国内学者对此也展开了积极探索，王凯等探讨了
DMP 的概念，并对其两种在线生成工具 DMP Online 和 DMP Tool 进行了对比分析[2]；许鑫等总结了 Data
One（Data Observation Network for Earth，地球观测数据网）项目实施数据监管的关键流程，指出制定科学
的 DMP 是其中关键一环[7]；陈大庆则对英国主要科研资助机构的数据管理政策进行了调研分析，认为 DMP
是这些政策中亟待补充完善的内容[8]；杨淑娟等从数据、数字监护、权限管理、计划执行四方面对英美国
家基金项目中 DMP 的政策内容进行了概述，以期为我国的基金项目管理与图书馆服务提供指引[9]；鄂丽君
则调研了国外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教育的现状，发现 DMP 已成为图书馆对科研人员进行教育培训的
重要内容[10]；李庆娜等指出数据管理是临床研究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而撰写一份契合本机构实际情况的
高质量的 DMP 十分重要[11]。
随着对 DMP 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其在实践应用方面也取得快速发展。近年来，英国、美国、澳大
利亚等国家的一些大学图书馆（如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南安普顿大学图书馆等）都已经把开展数据管理服
务作为其一项重要业务，其内容包括对科研人员进行数据管理意识、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在数据管
理大潮的冲击下，图书馆等科研服务机构亟需拓展新业务，开发新的服务模式来避免被边缘化，而主动为
科研人员提供数据管理服务是其面临的重要发展机遇[12]。在这一背景下，了解国外科研资助机构的 DMP
政策有助于图书馆等科研服务单位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数据管理服务工作。国内学者虽对 DMP 政策的有关
内容进行了探讨，但这些探讨还不够系统、深入，难以一窥 DMP 政策的全貌。为此，本文将在相关研究
的基础上，对国外政府机构、高校、基金会等科研资助机构的 DMP 政策进行系统地调研分析，以期为我
国科研资助机构与服务机构把握 DMP 的内涵实质，进而有效推动国内的数据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2
2.1

研究设计
研究框架
根据文献调研结果，在制定 DMP 时，科研人员通常会面临“存什么”
、
“怎么存”以及“怎么用”的

问题。如果把这些疑问转化为系列的正式研究问题，也即：在制定 DMP 时，需要存储哪些数据？如何对
这些数据进行组织描述？在数据存储、备份与长期保存中，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如何传播与共享数据？回
答这些问题对于制定科学有效的 DMP 至关重要，因而需要相关的政策文件予以指导。本文在开展研究时，
参考了《前瞻导论——推动政策与形塑未来》一书[13]第二章“前瞻方法”与第三章“跟踪扫描”中提到的
相关研究方法，采用政策观测的方式，设置若干政策观测重点，并据此设计研究框架，将制定 DMP 时涉
及的问题分为 3 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包含若干观察子问题，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国外科研资助机构数据管理计划（DMP）政策的分析框架
研究问题

政策观测的具体内容

需保存哪些数据？如何对这些数

科研活动中将采集或创建哪些类型的数据？

据进行组织描述？

如何获取第三方数据，包括数字数据与实体数据？
2

数据版权或知识产权归谁所有？
采用或创建怎样的元数据标准？
如何确保数据质量？
如何使他人能够获取、理解并重用数据？
在数据存储、备份与保存中，需

采用哪些数据存储格式？

考虑哪些问题？

数据存储在何地？是否有特定的存储条件要求？
如何进行数据备份？
如何确保数据安全？
如何进行数据的长期保存？

在共享、传播与重用数据时，需

采取何种数据共享策略？

注意哪些问题？

如何管理数据的访问权限？
如何处理潜在的数据伦理及隐私问题？

2.2

研究对象
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在政策调研中选取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科研资助机构进行政策观测，这些机构

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多个国家，涵盖政府、高校与基金会三类机构，其中以高校
居多。这些机构在科研数据管理方面均拥有丰富经验，且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均走在了同行前列，在业界
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各机构、政策名称及其发布时间如表 2 所示。
表 2 国外主要科研资助机构数据管理计划（DMP）政策一览
机构名称

政策名称

政策发布时间

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

数据管理计划要点检查表[14]

2015 年 3 月更新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数据管理计划[15]

2011 年 1 月发布

美国人文基金会（NEH）

NEH 数字人文办公室数据管理计划[16]

美国校际社会科学数据共享联盟（ICPSR）

[17]

高效数据管理计划指南

2014 年 7 月发布
2013 年 6 月发布

[18]

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

数据管理计划：同行评议人员指南

2012 年 10 月发布

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合作中心（ANDS）

数据管理计划[19]

2011 年 8 月发布

荷兰数据归档与网络服务协会（DNAS）

科研数据管理计划[20]

2012 年 4 月发布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数据管理计划检查表[21]

2014 年 4 月发布

根特大学（RUG）

数据管理计划

[22]

2015 年 2 月发布
[23]

剑桥大学（CAMB）

创建数据管理计划：确定计划内容

2010 年 10 月发布

康奈尔大学（CORNELL）

数据管理计划撰写指南[24]

2013 年 5 月发布

莫纳什大学（MU）

科研数据计划检查表[25]

2009 年 8 月发布

纽卡斯尔大学（NCL）
悉尼大学（USYD）

数据管理检查表

[26]

2011 年 6 月发布
[27]

科研数据管理计划检查表

2012 年 7 月发布

本研究的调研时间为 2015 年 3 月至 5 月，经过同年 6 月至 7 月的多次讨论与审核修订，于 2015 年 8
月正式完稿。以下根据研究框架，分别论述国外主要科研资助机构 DMP 政策的核心内容。

3
3.1

数据选择与标识
描述数据类型及其处理工具、方法等
3

在 DMP 中，应首先对科研数据进行简要描述，这几乎是所有科研资助机构的一致要求。描述内容主
要包括数据性质、特点及其采集或创建方法、流程、工具，数据类型、规模及其产生速度，数据的分析、
处理工具或软件等。此外，RUG[22]认为，如需收集敏感数据，还应对其必要性进行解释。
在描述数据概况时，应明确数据丢失或无法使用将会对研究工作产生怎样的影响，能否重新生成数据，
还应考虑数据规模及其对数据存储、共享与传输产生的影响，数据可能面临的泄露风险等问题也应被慎重
考虑。

3.2

评估、描述拟采用的第三方数据
创建新数据会产生成本问题，因而科研人员应首先考虑当前的已有数据能否继续使用，例如出版物、

网站或进度报告中的数据等。如需使用第三方数据，则应考虑这些数据是否可用，能否获得版权许可来共
享数据或其衍生数据。此外，还应从数据内容、来源、使用规定等方面对其进行描述，列出相关引用信息，
如本地入藏号、DOI、URL 等。
科研人员应明确所需数据的所有可能来源，这些数据是否有访问限制及其将如何影响数据存储、访问
与保护；如需获取外部数据，则能否在本地建立数据副本；若数据源正在更新，用户能否得到通知或必须
手动检查；若数据源不再可用（如网站不复存在、数据无法更新或已替换为更新版本等），将对数据获取
产生怎样的影响。上述问题在使用第三方数据时均应认真考虑。

3.3

明确数据版权或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科研人员就科研数据的权属和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明确规范，能够为科研数据的合理合法使用提供重要

依据，因此多数科研资助机构都在 DMP 中强调了科研数据的所有权问题。如 NSF[15]强烈建议，DMP 中除
应指明数据知识产权的拥有主体外，还应描述如何保护知识产权，注明所有的版权限制项目。ICPSR[17]认
为，主要研究人员和其所在机构拥有数据版权。ESRC[18]则指出，在谈及数据版权问题时，应考虑其版权
许可是否得到了同意或阐明，尤其当研究汇集了多个来源数据时。
USYD[27]对科研数据的版权归属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了以下 5 种情况：一是数据创建者若包含 USYD
雇佣的研究人员，则数据版权通常属于 USYD；二是数据创建者若为其他机构雇佣的研究者，则数据版权
属于研究人员，先前另有约定的除外；三是数据创建者若为 USYD 学生，则数据版权通常属于学生；四是
数据创建者若为 USYD 附属机构，且该机构未受雇于其他机构，则数据版权属于该附属机构；五是数据创
建者若为 USYD 附属机构，且该机构受雇于其他机构，则数据版权通常也属于该附属机构，先前另有约定
的除外；此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情况，如数据创建者为外部机构等。在制定 DMP 时，科研人员应与其资
助或合作机构就数据权属做出明确约定，以规避数据保存、共享与传播中带来的不必要争议。

3.4

采用或创建适用的元数据标准
选用或根据需要创建一套适用的元数据标准是未来数据发现与共享的基础。CAMB[23]建议可使用都柏

林核心集和文本编码倡议（TEI）标准来实现数据互操作，此外还可采用本领域当前广泛应用的数据描述
标准，而受控词汇也有助于提高数据描述的一致性。ANDS[19]指出，应考虑如何命名数据文件，如何将数
据组织到文件夹中，如何管理不同机器之间的数据传输与同步，以及如何跟踪不同版本的数据文档。NSF[15]
强烈建议使用结构化或标签式的元数据标准，如 XML，该格式展示灵活、机器可读且易于保存。ICPSR[17]
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元数据实体应依照与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和经济科学最相关的标准来制定。
在选用或创建元数据标准时，应明确何人负责创建元数据，何人负责更新元数据，若无适用的元数据
标准，则在 DMP 中应指明这一点，并描述所使用的补充文档。此外，元数据存储格式以及是否采用不同
4

格式进行数据共享或发布也是应当考虑的问题。

3.5

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数据质量监管程序
准确的、高质量的数据记录是科学研究可信的前提，是决定项目效益、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在数据

监管时，应考虑如何进行数据检查和认证，是外部认证还是内部认证（内部认证需由数据采集者以外的人
员来进行）
。此外，还应考虑质量认证是否在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在进行，是否对认证步骤进行了记
录，是否依据原始数据集对转录数据或复制数据进行了错误检查与审核（如选择随机样本进行检查、寻找
异常值、核对图表数据和制图数据等）。ESRC[18]指出，应考虑制定科学的监管程序，包括数据验证方法，
数据采集、输入所采用的标准，遵循的研究实践准则，所用的转录模板等。此外，还应确保数据质量问题
在数据收集、数据录入、数字化或数据检查时就得到了处理。

3.6

提供检索数据、解读数据的辅助信息
在 DMP 中可制作专门的文档来描述数据采集方法，解释数据分析过程，介绍项目参与者与任务执行

者的详细信息。此外，还可列出项目实施中开发或记录的所有辅助信息，如笔记、数据集列表、说明文件
等。MU[25]认为，数据资产列表、元数据标准、识别符协议或参考编号、文件命名协议、文件结构协议等
都有助于他人理解所共享的数据。NCL[26]建议，应确保描述数据组织及其所有辅助信息的内容能被存储起
来。NEH[16]则规定，项目申请者应在 DMP 中描述数据格式、存储介质及其传播方式等。
在数据描述时，采用已定义的规范术语、叙词表和关键词表，有助于提高数据的易懂性、可移植性与
可发现性，而清晰的、描述性的、独特的文件命名以及定义明确的参数单位对研究者查询、检索和发现数
据也非常重要[7]。

4
4.1

数据存储与保存
选用本领域通用的数据存储格式
在存储数据时，应首先明确所采用的存储格式，如 XML、SPSS、Word、Excel、AVI、NVivo 等，并

解释原因。CAMB[23]建议，可采用当前广泛使用的、本机构拥有相关使用许可的、正成为本领域标准的存
储格式。MU[25]认为，国际或国家标准机构认可的、本领域公认的最佳实践标准是一个不错选择。ICPSR[17]
则建议依照现行标准和实践进行数据存储，其当前以 ASCII 格式存储了大量数据，并采用 XML 和 PDF/A
格式来保存文档。注意，若使用无所有权或基于开源标准的数据存储格式，则应事前声明，以规避数据长
期开放获取可能带来的风险。

4.2

描述数据存储地点与存储环境
存储地点是进行数据存储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USYD[27]建议，数字式数据及相关副本可存储在

主题或领域知识库、USYD 学术知识库、各院系网络硬盘等，亦可提交给本人所在教学单位，或在保留期
结束之后安全销毁。CAMB[23]认为，可将数据存储在档案馆、知识库、中央数据库或数据中心，但应与这
些机构提前沟通，以明确其存储标准及要求；若无法找到合适的存储地点，则应处理好数据的可持续利用
问题，如选择开放的存储标准，或向所在机构寻求支持。
一般而言，科研数据主要有三个存储去向：政府或专门机构资助的大型数据一般存储在专门的数据中
心或存储库中；小型研究则通常将数据存储在机构库或科研机构自己的存储系统中；还有部分数据会被科
研人员直接存储到本地计算机或硬盘中。研究人员可根据数据规模及项目要求自行选择合适的存储地点。
此外，还应考虑是否需要将数据存储于特定的环境中，如低温、低湿、低光照的条件下。对于非数字式数
据、文献及其他项目资料，可考虑存储在学校、院系、机构或部门的安全设施中。一些资助机构可能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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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数据存储的相关费用，这一因素也应被考虑进来。

4.3

制定并实施完善的数据备份策略
数据备份是确保数据安全与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在备份数据时，应提供数据备份频率的详细信息，

如按日、周或月等进行备份。此外，还应明确数据备份责任人，确定备份数据的存储地点，以规避设备损
坏、硬件失灵、数据丢失等风险。CORNELL[24]建议，应描述备份数据时使用的硬件、存储环境、本地或
外部服务，并可尝试将这些服务的成本纳入项目预算。RUG[22]认为，应制定合理的数据备份流程，若所在
部门或研究小组已有一个备份程序，则可参考执行。ESRC[18]则对数据备份中的各类问题进行了综合考虑：
（1）备份程序能否实现备份目的，应考虑研究涉及的所有机构的备份程序、备份频率等；（2）备份是否
考虑了多种媒介和多个副本？（3）是否考虑了备份副本可用性的检查方法？（4）是否给出了信息描述机
构、本地数据中心的备份政策？（4）如需采集敏感数据，是否考虑了与《数据保护法案》相符的保护方
法？如数据加密、匿名化、谨慎传输等；
（5）备份策略是否反映了现有的最佳实践？（6）是否描述了版
本控制方法？即确保如果一个文档中的信息发生变化，其他文档中的相关信息也发生相应变化，同时跟踪
记录多个版本及其存储地点。
在备份数据时，应考虑若数据被存储在别处，则其是否有适用的备份策略；数据及其副本是否以不同
媒介被存储在了多地以防单点故障；是否有专人监管以确保备份顺利进行；是否有多人知晓数据存储地点
及其访问方法；备份数据将被保存多久等。

4.4

明确数据管理责任人及其监管职责
多数科研资助机构都要求科研人员给出数据使用许可协议、使用限制、保密性或相关隐私问题等的处

理方案以确保数据安全。显而易见，若研究涉及敏感数据，则数据安全问题将变得更为重要，这既适用于
数字数据文件，也适用于实体数据文件，如访谈数据、血液样本数据、DVD 等。COLUMBIA[21]认为，应
明确三个问题，一是何人在何种层次上控制数据？二是数据是否有专门的隐私或安全保护政策？三是数据
是否有延迟获取的时间段？NSF[15]建议，在 DMP 中应描述数据技术层面、程序层面的保护方法，包括如
何实施数据许可、权限限制、延迟公开等。
为确保数据安全，应明确数据管理责任人，如首席研究员、数据管理员、助理研究员等，并提供其详
细信息。此外，还应指出何人负责采集项目实施各阶段的数据文档，可通过哪些流程确保隐私数据得到保
密处理，在何地存储数据副本，如何保证存储安全等。最后，是否还有其他影响数据安全的因素还需数据
管理人员在实践活动中认真考虑。

4.5

指明拟保存的数据及其保存期限
DMP 中数据保存计划的具体细节除与数据共享策略密切相关外，还取决于数据存储服务提供商，如

外部知识库、数据中心或出版商等。一般而言，数据保存计划应着重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确认相关部
门、
机构或项目的数据保存政策及其对数据长期保存的影响；二是明确保存的数据类型及其保存期限。MU[25]
认为，以下 6 种数据应被永久保存：
（1）研究具有争议性；
（2）研究具有广泛关注性；
（2）研究中首次采
用了创新方法；
（3）研究对传统范式具有挑战性；
（4）研究不可再次进行或再次进行的成本较高；
（5）研
究具有长远价值；
（6）研究能够支持专利申请或相关知识产权活动。对于可直接验证研究结论以及具有重
用潜力的数据也应重点保存。此外，研究人员还应考虑在其离开某一领域后，如何确保自己的数据被保留
下来，这对数字数据与实体数据都适用。
除上述问题，还应考虑如何保存实体数据，如野外记录簿、地图等；明确是否有专人负责迁移旧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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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格式的数据；若数据文件被迁移或转换，则是否有专人来核查原件及转换后的文件，以确保数据未被篡
改或丢失。数据清理问题，包括清理哪些数据、何时清理、怎样清理等也应被纳入 DMP 中。

5
5.1

数据共享与传播
制定科学完备的数据共享计划
调研发现，14 个科研资助机构都要求科研人员共享其研究数据，并在 DMP 中表明其共享意愿、共享

方式等。为此，科研人员应明确是否进行数据共享，如果共享，则应解释如何共享，与何人共享，在何种
条件下共享以及共享时可能面临的困难等。MU[25]将数据共享策略分为三种：一是不共享，仅本人可获取
使用；二是内部共享，MU 的员工和学生可获取数据；三是进行外部共享，如向其他机构等提供数据。此
外，对于特殊数据，MU 认为应根据其具体类型设置共享时段，如成年人心理测试或干预方面的数据可在
该研究实施 7 年后共享，包含临床试验的医学数据可在 15 年后共享等。CORNELL[24]认为，应指明共享的
数据内容及其所处阶段，如原始型，经过处理、精简或分析后的数据等。此外，DMP 中还应：（1）描述
共享数据所采用的文件格式，应选用可使数据得到最大重用的、持久的文件格式，如有必要，将目前的数
据格式转换为这些格式；
（2）给出他人重用数据的条件，描述数据适用的许可标准及其他使用条款；（3）
给出数据的存储地点及其获取方式；
（4）若共享第三方数据，则应介绍该数据或其衍生数据能否共享，在
何种条件下共享；
（5）指出数据所有者与数据共享责任人；
（6）向用户介绍，当前的数据共享策略如何使
他们将数据的价值最大化。
除上述问题外，USGS[14]指出还应考虑数据的安全性或敏感性问题，如不能立即公开数据，则应给出
数据共享的时间安排。ICPSR[17]则把科研数据广泛提供给社会科学界使用，包括可公开获取的、限制获取
的以及延迟发布的数据文件等，并针对这些文件制定了不同的访问策略。ESRC[18]建议，应认真考虑数据
共享面临的所有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如征求受访者的共享意见，将数据匿名化或清除个人隐私信息后再共
享等。

5.2

对数据访问权限进行有效管理
数据访问是数据共享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对共享数据进行管理时，应明确何人拥有数据的访问

权限，如何对这些权限进行管理。对于敏感数据，应采取保密措施，制定正式的获取与使用规范，保护其
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此外，在 DMP 中还应对所有有权访问共享数据的人员进行介绍，如果访问限制因
数据集的不同而变化，则应在数据共享政策中澄清这一点。最后，需明确其他研究人员在何时能够获取数
据？在项目实施中的任何阶段，在研究成果发表或交流之后，抑或在一定的迟滞期之后，还是永不可获得。
这些都是数据访问管理中应考虑的问题。

5.3

正确处理数据中的伦理及隐私问题
科研人员负有伦理或法律上的保密义务，包括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或其他情形下要求的安全存储及

访问限制，例如可能阻止数据共享的许可限制等。ICPSR[17]的伦理与隐私保护内容包括两项：一是知情同
意，即对于特定项目，知情同意声明将不包括禁止数据在研究领域内共享的内容；二是信息泄露风险管理，
即研究项目在将数据存储在 ICPSR 之前，需删除其中的所有直接标识符，而一旦进行存储，这些数据将经
过一个严格的处理程序，以保护个人隐私。NCL[26]建议，数据管理中若涉及伦理及隐私问题，应：
（1）介
绍数据中敏感、机密或受保护隐私信息的管理方法，如加密技术、密码限制等；
（2）提供伦理或隐私方面
制约科研项目共享或公开研究数据的事项；
（3）提供数据保存、隐私及机密保护方面包含参与者同意信息
的详细内容；
（4）提供保护隐私及机密数据的流程或步骤信息，如匿名化处理等；
（5）提供与其他机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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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签署的数据知识产权协议方面的详细信息，如协议内容、签署地点和日期等；
（6）提供数据版权限制
方面的信息；
（7）提供数据授权方面的信息，在这一条件下，数据可以被重用。上述内容基本囊括了数据
管理中的各项伦理及法律事项，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可根据项目要求及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6

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论证，本文认为一个完整的 DMP 应包含数据选择与标识、数据存储与保存、数据共享

与传播三项主要内容，具体如表 3 所示。尽管 DMP 在科研项目的概念化阶段就已经被创建，然而在实际
应用中其还需不断更新完善，以便在项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能为科研人员的数据管理工作提供科学有
效的指导。
表3

政策
数据选择与标识

国外科研资助机构 DMP 政策的核心要点

观察问题

要点

描述数据类型、采集或创

描述数据采集方法、数据类型、数据规模、产生速度

建方法

及其处理工具或软件

获取、描述第三方数据

评估现有数据，描述第三方数据的来源、内容及使用
规定等

明确数据版权或知识产权

指明数据版权所有者，如有必要，描述数据版权的保
护方案

采用或创建适用的元数据

采用或创建符合项目数据研究要求的元数据标准，如

方案

柏林核心集、文本编码倡议（TEI）标准、XML 等

确保数据质量

对数据进行监管认证，制定科学有效的质量监管流程

提高数据可解读性

描述数据采集方法，解释数据分析过程，给出辅助解
读信息

数据存储与保存

选用合适的数据存储格式

给出存储的数据类型，选用当前广泛使用的、本领域
公认的最佳实践格式

描述数据存储地点与条件

依据数据规模选择存储地点，明确是否需要将数据存
储于特定环境中

制定完善的数据备份计划

考虑备份频率，明确备份责任人，制定备份流程，给
出备份地点与保护方案

明确数据管理责任人

指明数据管理责任人，给出数据使用许可协议、使用
限制、保密性或相关隐私问题的处理方案

指明数据保存期限

针对不同类型数据采用相应的保存期限，适时进行数
据更新、迁移与清理

数据共享与传播

进行广泛的数据共享

明确是否进行数据共享，与何人、在何种条件下共享
以及共享时可能会遇到的各类问题

管理数据访问权限

介绍何人拥有访问权限，以及如何进行权限管理

处理伦理及隐私问题

提供隐私保护方案，如数据加密、匿名化等，处理知
情同意与信息泄露风险

本文通过对国外典型科研资助机构 DMP 政策的调研分析，一方面有助于国内科研资助机构加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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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 政策的理解，促进其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规定，推动国内数据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如在项
目申请阶段便明确要求申请者提交相应的 DMP 文件，并在项目中期与完结时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考核，且给出具体的奖惩措施等。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图书馆等国内科研服务机构更好地把握 DMP 的内涵
实质，领悟其政策要领，进而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数据管理服务。由于本次调研分析的对象局限
于国外若干科研资助机构，因而在国内推广应用其 DMP 政策时，各机构还需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考虑
具体的应用情境，对上述政策进行针对性的选用。此外，在国外 DMP 政策内容的基础上，在科研数据的
整个生命周期中处理各利益相关方的数据权益关系时，国内科研资助机构还需对数据管理的具体模式进行
实地考察，包括对科研人员、图书馆员、学科馆员等进行访谈调研等，并在进一步结合其他相关数据政策
的基础上，制定出契合实际、符合我国国情的数据管理政策。同时，我国科研服务机构，如图书馆、信息
中心等也应及时跟进，密切关注国内外数据管理政策，尤其是 DMP 政策的最新理论与实践进展，针对科
研资助机构的具体要求不断为科研人员开发新的服务内容与服务项目，在服务科研的同时推动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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