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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科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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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科學的歷史

• https://www.wiley.com/network/societyleaders/open-science/an-illustrated-history-of-open-science
• 唐義, 肖希明. 開放科學發展歷程及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 情報資料工作, 2013(5):20-24.

沒有學術期刊，科學家通過將自己
的科學發現描述在有字謎或者密碼
的論文裏

産生時期：17世紀初到17
世紀60年代

由於計算機技術、 網路通信技術
的發展以及商業軟體和商業出版
的橫行， 開放科學運動逐漸開展，
出臺政策法規以推動或適應開放
科學運動的發展

運動時期：20世紀末期至
今

• 17-18世紀：學術團體和期刊的出現促
進了科學研究的進行和科學知識的交流

• 19世紀：科學家趨向於只將同類看成自
己的受衆，而不是廣大公衆

• 20世紀：合作和交流深受競爭和個人利
益思想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緩慢發展時期： 17世紀60年代
到20世紀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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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ley.com/network/societyleaders/open-science/an-illustrated-history-of-open-science


什麽是開放科學

Open Science is the movement to 
mak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ata accessible to all. It 
includes practices such as publishing open 
scientific research, campaigning for open access and 
generally making it easier to publish and 

communicate scientific knowledge.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portals-and-platforms/goap/open-science-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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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portals-and-platforms/goap/open-science-movement/


5

開放科學的優勢

https://www.openaire.eu/what-is-open-science

• 以事實為依據的政策
• 促進民主

• 增加研究的可獲取性
• 更有效的宣傳

• 成果更高的顯示與輻射
• 提高效率
• 獲得基金資助
• 尋找合作

• 更高的顯示度以及資助研
究的再利用

• 更强的資助影響力
• 更高的ROI

• 更快的知識轉移
• 提高理解力與專業知識
• 促進參與科學與研究

社會公衆科研人員 基金資助機構

機構與非政府組織 政府

https://www.openaire.eu/what-is-open-science


開放科學的分類

https://www.fosteropenscience.eu/

https://www.fosteropenscience.eu/


開放科學的實踐
• Open Access 開放獲取

• Open Data 開放數據

• Open Peer Review 開放同儕審查

• Institution Repository 機構典藏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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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獲取對學術界
的意義

http://discover.clarivate.com/ISI_Report2

Open access

更多地開放獲取科研成果是一項公益活動。如果這種快速轉變能夠
在謹慎的執行和保留科研出版系統的原有價值點之間尋求平衡，那
麽所有的爭論和努力將得到充分的回報。

• 本報告研究了S計劃對於出版格局及出版物模式的影響，並探索
其對基金資助機構、學科、國家、出版商及期刊的潛在影響

http://discover.clarivate.com/ISI_Report2


Insert foote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新增Open Access數據

Open access

✓ 找到能夠以開放獲取模式出版您的
文章的期刊

✓ 瞭解期刊的訪問模式如何影響學術
討論

✓ 對機構的開放獲取政策做出數據驅
動的决策

這是科睿唯安為支持開放研究而採取的一系

列行動中的最新舉措。當尤金·加菲爾德博士1975

年發布第一份《期刊引證報告》時，所有入選期

刊都是印刷出版，根本不存在開放獲取。期刊的

出版和獲取方式已經改變，但期刊引證報告的宗

旨依然不變：提供全面豐富的數據，幫助科研共

同體更好地瞭解期刊對文獻的貢獻和對學術話語

的影響。

——Web of ScienceTM 總編輯 Nandita Quaderi 

博士

“



開放獲取發現和分析中的領先創新

Web of Science為OurResearch
(Impactstory前身)提供資助。這是一家
非盈利的機構，資助的目標是改善他們
的OA檢測和版本控制技術，為Web of 
Science用戶和整個科研界提供服務。

✓ 幫您發現和訪問值得信賴的、經過同行評審
的OA——而非“掠奪性”的OA期刊.

✓ 通過無縫訪問數百萬OA文章來擴充您的全
文預算

✓ 瞭解你所在機構在開放獲取中投入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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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from Else, H. (2018). How Unpaywall is transforming open 
science. Nature, 560(7718), 290-291. doi:10.1038/d41586-018-05968-3

Web of Science同時涵蓋全部綠色和金色開放獲取版本

Open access

201820172014



Stop clicking, start reading

Kopernio

✓ 將全文訪問集成到研究人員現有的科研發現工作流
✓ 讓圖書館的館藏成為所有科研發現路徑中的隱藏組件，

從而更好的實現其價值
✓ 當一篇文章不在您的訂閱範圍時，Kopernio能幫您識

別其他OA版本的全文，從而擴充圖書館的預算

根據您的圖書館訂閱，在您需要時，只需單擊
即可獲得最佳PDF版本。

Install in Chrome

Firefox Extension
瀏覽器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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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ccess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kopernio/fjgncogppolhfdpijihbpfmeohpaadpc
kopernio.com/extensions/firefox/kopernio-0.2.51.x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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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pernio的整合

Open access

EndNote

從Kopernio下載
PDF和書目資訊
到EndNote只需
點擊一次。

Web of Science

單擊瀏覽器中的按鈕，
就可以查看一篇其他數
據源的論文在Web of 
Science核心期刊中被引
用的次數。



Best New ProductMost Improved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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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pernio

“an important service to make 
access more seamless…No 
doubt others will follow…”

Web of Science

“Clarivate Analytics has made 
enormous improvement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n this 
widely used product…”

2019 Charleston Advisor Readers’ Choice Awards 
Web of Science解决方案同時獲得最佳進步和創新獎

DOI: https://doi.org/10.5260/chara.21.2.3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5260/chara.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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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Open Data

Open Data

可獲取性和可訪問性 再利用和再分發 普遍參與性

作品應當能夠被完整

獲取，並且所需的花

費應當不超過合理的

重制費用 （較好的獲

取方案是提供從網絡

下載數據）。數據也

必須使用方便修改的

格式。

數據應當使用允許再

利用和再分發 （包括

與其他數據集整合後

再分發的情况）的許

可協議。

每一個人都應當能夠

使用、再利用、再分

發那些數據。因此就

不允許有限制個人或

團體使用的協議。

開放數據是一類可以被任何人免費使用、再利用、再分發的數據—
—在其限制上，頂多是要求署名和使用類似的協議再分發

Source: http://opendatahandbook.org/guide/zh_CN/what-is-
open-data/

http://opendatahandbook.org/guide/zh_CN/what-is-op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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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數據的開放共享現狀

64% 受訪者表示在2018年公開了自己的研究數據

研究數據的被引促使 46% 受訪者願意公開自己的研究數據

這一數據較2017年增長了 7%

Open Data

Data from“ The State of Open Dat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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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來自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和人文等領域的廣泛國際
數據庫中的高質量研究數據集和數據研究。

• 揭示與在期刊、書籍和會議錄中發表的文獻關聯的研究數據。
• 直接連接到數據知識庫，輕鬆訪問存儲的數據集。

數據收錄*

知識庫：390+個

記錄數：>9×106

數據覆蓋

1900至今

Web of Science
平臺一站式訪問

Data Citation Index—打開研究數據世界的第一扇大門

Open Data



示例：冠狀病毒的相關數據

21

Open Data



22

科睿唯安與開放同儕審查

Open Peer Review

https://discover.clarivate.com/2018peerreviwreport_CN https://clarivate.com/news/bringing-greater-transparency-to-
peer-review/

https://discover.clarivate.com/2018peerreviwreport_CN
https://clarivate.com/news/bringing-greater-transparency-to-peer-review/


Insert footer

• 縱觀20世紀，大多數
的研究領域和期刊都
已進入了“單盲”同儕
審查的時代，即兩三
名審查者通過一輪或
多輪審稿為作者和編
輯提供意見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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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Peer Review

https://discover.clarivate.com/20
18peerreviwreport_CN

傳統和新興的同儕審查模式

• 公開報告 - 審稿報告與相關文

章一起發布

• 公開身份和報告 -所有各方彼

此知曉，審稿報告都是公開的

• 公開最終版本評論 – 公開對最

終“記錄版本”的審稿結果或所

做的評論

作者

作者

作者

審查者

審查者

審查者

審查者

主編

單盲：審查者的資訊不對作者公開

審查者

雙盲：作者和審查者彼此互不知曉對方身份

三盲：作者、審查者和主編彼此互不知曉對方身份

公開身份：作者和審查者彼此知道對方身份

https://discover.clarivate.com/2018peerreviwreport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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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同儕審查的風
氣正在增長

Source: Publons, Global State of Peer Review Report (2018) 和Publons, Grant Review in Focus (2019)

Open Peer Review

…相信評審身份的透明度提高將對同儕審查産生積極
影響。

40%

的論文審稿人

60%
的基金評審人

雖然許多研究人員對開放同儕審查持保留態度，但風
氣和支持正在增長…



來自Wiley的案例

Publons

這篇文章的同儕審查歷史可以查閱：
https://publons.com/publon/10.1002/eji.201848043“ ”

Wiley

Open Pe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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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Wiley的案例

4

Publons

Open Pe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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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後的同行意見

28

Open Peer Review



不同國家/地區的機構典藏庫

30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美國加州大學

日本：NII-IR項目
大學和NII(日本國家情報學研究所)協同工作

臺灣學術機構典藏



機構典藏庫面臨的挑戰

機構典藏庫的服務模式
內容利用率不高

IR的增值服務

• 展現學者科研成果的國際影響力

• 機構典藏庫和學者庫融合，推出面

向學者的增值服務

• 面向院系、學院成果的引文影響力

展現

機構典藏庫的存儲內容
不夠完整

所有呈繳的內容必須擁有

• 相對完整的元數據：以便對資源對

進行詳細標引和後續統計；

• 及時性：以便隨時對成果進行統計

跟蹤；

• 回溯性：本機構所有的歷史産出。

機構典藏庫的成果共享
仍局限在國內

• 如何將本機構的成果推廣至全球？

• 如何讓本機構的成果第一時間進入

到全球科研人員的視野當中？

• 如何提升本機構IR的關注度？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高品質數據和指標協助充實機構典藏內容
增值服務

利用引用數據展示本機構論文的
全球影響力

• 揭示SCI等論文的影響力：通過接口提

供即時被引次數

• 跟蹤某論文的最新科研進展：通過架接

提供最新引用文獻

• 瞭解某論文的詳細題錄資訊，包括發表

期刊資訊等：提供到SCI數據庫的全記

錄頁面的連接

• 獲取與某篇論文擁有相近參考文獻的記

錄：提供到SCI數據庫相關記錄的連接

• 借助InCites指標跟蹤：高影響力論文、

論文合作情况、開放獲取情况、正規化

影響力指標

快速建設機構典藏庫

• 一次性提供本機構歷史上所有SCI論文

的原始數據

• 這些數據是深度標引的，包括嚴格對應

的作者和機構資訊等可以輔助清理和解

决如下需求：

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第一單位

合作網絡

基金資助

研究主題

• 標准的XML格式

• 可以按需定期更新數據

將機構典藏庫中的全文推廣全球
提升機構典藏庫的國際影響力

SCI數據庫可以直接連接機構典藏庫的全文

7500多所全球頂級科研機構用戶；

3000多萬全球專業科研人員。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WOS元數據案例分享-RESEARCH PORTAL 

• 2012年University of 
Idaho根據VIVO和Web 
of Science的raw data建
立了自己的Research 
Portal。

• 包含的數據量超過14,000
篇Web of Science收錄的
文獻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Source: University of Idaho VIVO: 
https://vivo.nkn.uidaho.edu/vivo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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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委員會
開放科學的八個目標

https://ec.europa.eu/research/openscience/pdf/integrated_advice_opspp_recommendations.pdf

https://ec.europa.eu/research/openscience/pdf/integrated_advice_opspp_recommend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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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支持開放科學

我們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支持

EOSC，我們的數據結構有助於

幫助機構實現其目標

歐洲開放科學雲

我們支持開放研究的目標，因為

我們相信這是將各個環節連接起

來的最佳方式，使科學發現的過

程更快、更有力、更透明

學術交流的未來

我們在創建負責任的指標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ISI正在探索新的指標。我們正在積極創造

360度的視角—超越引文和出版物，包括同

儕審查、擔任編委、獲得獎項以及這些産出

如何相互作用來推進研究和創新

研究指標和下一代指標

我們的數據支持國家級評估

工作，包括英國REF、挪威

和澳大利亞

獎勵和激勵

Web of Science工具幫助

研究者尋找合作者、資金和

新的研究課題，並能提升研

究成果在國際可見度

大衆科學

我們為全球用戶提供全面培訓；ISI

通過活動、會議和出版物等形式對

外進行知識傳播，並開展研究以維

護、擴展和改進知識典藏庫

技能和教育

透明的期刊遴選標準，監控

和淘汰掠奪性期刊或存在異

常引用的期刊

科研誠信

我 們 通 過DCI 支 持開 放 研 究數 據 ， 並 與
Research Data Alliance, DataCite,
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等機構
緊密合作

FAIR數據
Find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Reu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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