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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开放科学数据服务
李慧芳
湖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湖南 长沙 410208
摘要：开放科学数据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重要的信息资源类型，高校图书馆应当为用户开展开放科
学数据服务。本文论述了科学数据及其开放获取，我国的开放科学数据资源，以及高校图书馆开放科学
数据服务的优势，并对高校图书馆开放科学数据服务的 8 种类型，即高校图书馆开放科学数据的检索服
务、发现服务、申请服务、获取服务、管理服务、关联服务、传递服务和存储服务等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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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Big Data Era
LI Hui-fang
(Library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Abstract: Open scientific data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nformation resource type in the big data era.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offer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to users.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scientific data and the
open access, China's open scientific data resources, and the advantage of open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analyzed the eight types of open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cluding
search services, discovery services, application services, access services, management services, association
services, delivery services and storage services of open scientific data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Key words: open scientific data; big data; university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 open access
1 科学数据及其开放获取

信息资源得到增值，因此，它已经成为现代信息社会

1.1 科学数据解读

和大数据时代最基本、最活跃、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

随着互联网上各类数据的数量、类型、价值、速
度以及人们对于数据价值挖掘的加速，大数据时代正

的一种科技信息资源类型。
1.2 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

在快步向我们走来。科学数据是人类社会在从事与科

近 10 余年来，国际和国内以通过互联网免费全

学和技术相关的各类活动，包括科学研究活动、教育

文获取各类信息资源为基本特征的开放获取运动取

教学活动、生产活动、管理活动、人类健康活动、生

得了快速发展，开放获取发挥的重要作用激发了科研

活活动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基本数据、实验数据、试验

人员对除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以外其他类型信息资

数据、观测数据、探测数据、调查数据、资料数据等

源也要开放获取的需求。因为科研人员希望真正的开

各类数值型、事实型和文字型的原始基本数据，以及

放获取不仅是对文献信息资源全文或原文的开放获

按照不同的科研需求经过系统加工而生成的科学数

取，还应该包括对相关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 ，而这

据产品和相关的科学数据信息的总和。科学数据资源

也恰好吻合了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步伐。而来自于国家

属于信息资源的范畴，与科研论文和其他各种类型的

政府、科研机构、研究基金组织、各专业学会和协会，

[2]

学术科研成果一样，它也是一种重要的科研成果产出。 以及期刊出版联盟组织在内的政策推进，则成为推动
[1]

同时，它又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

科学数据进入开放共享行列的动力。正是上述机构陆

年来，科学数据的数量正在呈现指数级的增长态势。

续出台的开放科学数据的管理政策、开放政策、资源

由于科学数据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潜在价值和可再

共享政策，加速促进了科学数据的开放保存、开放访

度开发利用价值，并在应用过程中使得科学数据

问和开放利用。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会营造出更为丰
富的开放科学数据环境，使科研人员能够轻松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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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来，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的基础环境正在日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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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开放科学数据在更大范围内被开发和利用提

3

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

3.1

2

新内容

我国的开放科学数据资源

2.1 我国的科学数据共享工程
为了增强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我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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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开放科学数据服务的优势
开放科学数据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创
高校图书馆是主要为本校的教学科研服务的学

术性机构，作为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的重要提供者，

的整体水平，使科技发展成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和

可以进一步开拓信息服务领域，将开放科学数据服务

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我国从国家层面实施了科学

作为一项新的知识服务创新内容 。高校图书馆不仅

数据共享工程，其基本涵义就是提供开放科学数据

可以开展开放科学数据的检索、发现、获取和管理服

[3]

资源 ，为确保我国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4]

务，还可以开展开放科学数据的咨询、传递、存储等

会的宏伟目标提供来自于科学数据的信息资源服务。 服务，从而促进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和开发再利用。
我国的科学数据共享工程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不少高校图书馆长期以来对大学生开展了文献信息

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科技发展基础条件服务平台

检索课程教育，在用户培训与用户信息使用行为的认

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实施以来，经

知方面具有长期的经验、实践与研究，这也为开展用

过国家科技部和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目前已经建

户科学数据素养培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显然，高校

成和相继启动了部分学科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我

图书馆在为用户开展开放科学数据服务方面是具有

国的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目前主要是基础性科学数据

先天优势的，在作为知识服务创新内容的开放科学数

资源和公益性科学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开放共享服务， 据服务方面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以后还会继续加强和完善后续各类开放科学数据资

3.2 高校图书馆开放科学数据服务的优势

源的建设和服务工作。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建设

首先，高校图书馆具备专业的数据信息资源管理

的总体目标，是构建国家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

和组织能力，这是长期以来从对纸质文献信息资源的

体系，制定和完善科学数据的共享政策、法规与标

分类管理、整册管理、分卷管理、内容分析管理等不

准体系，增强我国科学数据资源的积累，促进我国

同层次的管理与组织开始就逐渐形成的职业专业能

科学数据资源的信息增值。

力。这种职业专业能力一直延续到对目前的数字文献

2.2 开放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信息资源的网络检索、下载获取、开放传送、开放存

目前，我国通过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已经建立了

储等组织和管理中，并且这种职业专业能力一直在不

初具规模的开放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该体系具有学科

断人发展和进步之中。因此，它成为高校图书馆具备

分类和地区分类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的特点。在大的

专业的开放科学数据信息资源管理和组织能力的基

学科分类方面，包括基础科学数据（如基础科学数据

础。其次，高校图书馆拥有一支长期与本校各院系保

共享网）
、天文学/地球科学数据（如气象、地震、国

持稳定联系的专业学科馆员队伍，他们对于自己所对

土资源、水文水资源、地质、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

口服务的学科专业教育教学所需要的开放科学数据

生物科学数据、医药卫生数据（如国家人口与健康、

的内容是相当熟悉的 。因此，在为用户提供专业对

公共卫生、基础医学、地理、中医药学、药学、临床

口性很强的开放科学数据资源服务时，他们会在选择

医学科学数据中心）
、农业科学数据（如农业、林业

开放科学数据资源的内容和类型方面具有很强的专

科学数据中心）
、工业科学数据（如材料、先进制造

业吻合度和教育教学适应性，可以大大提高利用开放

与自动化科学数据共享网）
、交通科学数据（如公路、

科学数据资源为教育教学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铁路、水路、管路科学数据共享网）
、航空航天科学

4

数据（如航空、航天、空间数据库）
、环境/安全科学

4.1 检索服务

[5]

高校图书馆开放科学数据服务的类型

数据（如环境、古环境、资源环境、安全科学数据库）
。

高校图书馆为了给用户提供所需要的具有针对

另外，还有按区域分类的开放科学数据。包括按地理

性的开放科学数据资源，必须首先对开放科学数据资

区域分类的科学数据，如青藏高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源进行检索，这是高校图书馆最为熟悉的职业专业技
极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按行政区划分类的科学数据， 术能力之一。这不仅是由于高校图书馆长期以来就是
如省级的陕西省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市级的青岛市科

以文献信息资源的检索作为主要服务方式，还因为目

学数据共享平台。

前约有 1/3 的高校图书馆一直在为本校的大学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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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资源检索课程 。因此，高校图书馆为用户

学数据资源的提供者制定了相应的开放获取限制条

开展对于开放科学数据资源的检索服务，可谓是轻车

件 。这些开放获取限制条件可有多种，如用户需要

熟路的服务项目。尽管如此，毕竟开放科学数据资源

注册和登录，下载获取时需要一定数量的积分或虚拟

与其他文献信息资源类型的特点和特征有所不同，所

充值，需要使用特定的下载获取工具软件等。此时，

以，高校图书馆在为用户开展开放科学数据资源检索

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所掌握的技术优势，为用户提供

服务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学习、研究、总结和提高，

这类开放科学数据资源的无障碍下载获取服务。

以满足用户对于开放科学数据资源的各类信息需求。

4.5 管理服务

4.2 发现服务

[7]

高校图书馆对于所掌握的大量各类开放科学数

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与开放科学

据资源，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予以科学有效地管

数据相关的信息资源检索和获取方面的技术优势，对

理，才能够实现开放科学数据资源价值的更好发挥和

互联网上已经存在的与本校学科专业相关的，或者是

有效利用，也才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好的开放科学数据
[8]

用户特定需要的开放科学数据资源，进行有效地检索、 的管理服务 。高校图书馆开放科学数据管理服务的
分类、组织、整合、传送、存储和链接，形成为本校

内容包括数据资源分类、数据资源验证、数据资源整

学科专业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开放科学数据资源集合

合、数据资源平台建设、数据资源链接、数据资源维

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为用户提供开放科学数据资源

护、数据资源更新、数据资源使用反馈等多方面。高

的发现服务，用以增加对开放科学数据资源的访问量

校图书馆在为用户开展开放科学数据管理服务时，可

和利用率。这样可以使本校用户通过高校图书馆的网

以借鉴如复旦大学的开放科学数据管理服务，以及武

站，更容易发现所需要类别和内容的开放科学数据资

汉大学图书馆开放科学数据服务的经验，再融入本地

源，从而为进一步地下载获取和有效利用开放科学数

特色并进行优化，最终就可以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开放

据资源提供基础。

科学数据资源的管理服务。

4.3 申请服务

4.6 关联服务

如果用户不能通过相关的开放科学数据网站直

由于在各类文献的内容中往往会涉及到与科学

接查询或下载所需要的开放科学数据资源，或者是由

数据之间的密切关联，所以，高校图书馆可以据此为

于所需要下载获取的科学数据资源量过于巨大，用户

用户开展开放科学数据与文献的关联服务 。关于文

自己不方便通过开放科学数据网站查询或下载，可以

献与科学数据的关联问题，84%以上的科学家认为将

向高校图书馆提出申请。高校图书馆的开放科学数据

科学数据与学术论文进行关联是有用的，这是根据欧

服务人员将会对用户所提交的科学数据申请进行处

盟的最近研究显示的结果 。目前文献与科学数据之

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用户。用户向图书馆提

间关联服务的主要内容是从文献单方向关联数据的，

出的所有开放科学数据的申请信息，将会存储到高校

即包括从文章链接到数据，或从论文链接到数据集等。

图书馆网站的用户空间或用户信息反馈中。用户通过

在科学数据的关联服务方面，高校图书馆可以与相关

登录进入空间或通过图书馆的用户信息反馈，即可查

的机构和团体进行合作，积极实现开放科学数据与文

询到所申请开放科学数据的相关信息或资源信息，亦

献之间的整合，以互动的方式来展现开放科学数据，

或是图书馆所答复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满足用户的

建立起开放科学数据和文献之间链接和引用的桥梁，

开放科学数据资源申请服务。

用以提高开放科学数据的可检索性、易发现性、可解

4.4 获取服务

释性和重新使用性。

一般来讲，开放科学数据资源由于具有免费全文

[9]

[2]

4.7 传递服务

开放的性质，所以其获取也是完全开放的，基本上不

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所掌握的各类开放科学数

存在获取方面的障碍。但是，对于较为全面的开放科

据资源为用户提供资源的传递服务。因为开放科学数

学数据资源的获取方式，用户尚未全面而准确地掌握。 据只有在传递和流通运动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实现
因此，高校图书馆需要强化对用户的开放科学数据资

它的现实价值和利用价值，也便于显现它的潜在价值

源获取服务。另外，也有部分开放科学数据资源由于

和再利用价值。开放科学数据的传递服务，主要是指

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当部分用户获取时会出

为大宗的数据用户或者为特殊的数据用户提供的开

现一定程度的获取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于开放科

放科学数据服务方式。高校图书馆提供科学数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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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主要是用户出于各种原因不方便自己直接下载

国内外开放获取文献资源体系建设与完善的需求。

获取所需要的开放科学数据，例如网络连接受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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