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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时代的发展与思维方式的变革、网络的进步与技术支持的革新、交流的困难与开放获
取的需要等方面对新形势下“开放获取”的概念进行了概述，分析了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建设科研成
果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的意义和可行性，分别从宏观和微观 2 个方面论述了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科
研成果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的建设途径，最后着重从宣传、技术、版权、制度 4 个层面提出了该组织
管理体制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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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Open Access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Academic Libraries under Net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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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spects of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change of mode of think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etwork and innovation of technical support,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and the demand for open access,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oncept of “open acces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t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and
feasi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open access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academic librarie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discusse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open access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academic
librarie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from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and finally proposed the strategies of
implemen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from aspects of publicity, technology, copyright an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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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高校图书馆科研成果存储

信息传播范围，消除了网络时代学术资源的获取障

与获取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从局域网到广域网，再

碍。要想促进开放获取模式的稳定发展，就需要相

到互联网，高校图书馆科研成果的存储逐渐从实体

应的组织管理体制提供支持。

馆藏过渡到虚拟馆藏占主导，高校图书馆科研成果

1 新形势下的新理念——“开放获取”概述

的获取逐渐由线下转为线上。在新形势与新要求

开放获取指的是在信息化时代，由于网络的发

下，催生了一种新的馆藏资源组织管理方式，即开

展所带动起来的一种学术资源和信息共享的理念和

[1]

放获取（open access） 。开放获取理念扩展了科研

出版机制。时代的发展，网络的革新，以及传统学
术期刊出版和订阅模式的局限等因素构成了开放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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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思想理念和出版机制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背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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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时代的发展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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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时间限制，共同进入超大容量的数字化科研信

20 世纪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催生了解构主

息可视化系统，实现全球科研活动的分布式协作。

义、虚无主义、存在主义、无主体等多元化的思

在开放获取的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信息组织与共享

想，展开了人类思维自由与多元论的思想图景。高

成为科研人员交流与知识形成的主要方式 [3] 。网络

校图书馆科研成果开放获取要求的是所有用户都具

技术的应用，使得海量学术信息与科研成果能够以

有同等的阅读、浏览以及下载权限，并且并不收取

数字化的形式进行存储与利用，也可以借助高端信

任何费用。这一出版与共享机制便是这一时代思想

息技术对固有数据进行深入挖掘，进而形成清晰的

具体化与制度化的一个体现。

知识脉络，为科研人员获取信息提供了极大便利。

1.2 网络的进步与技术支持的革新

开放获取改变了科研信息的交流模式，也要求高校

从局域网、广域网，再到互联网时代，高校图

图书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高效信息整合与精细

书馆科研成果的存储与获取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

分类，为科研人员提供自由开放的信息服务，促进

在局域网和广域网时代，各个高校的馆藏资源相对

科研知识服务模式转型，为高校图书馆注入新的活

孤立，尽管有文献传递、馆际互借等获取方式，但

力。

学术成果的获取和交流依然相对困难。到互联网时

2.2 建设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的意义

代，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流通和传递变得相当广

开放获取运动带来了全新的学术信息交流模

泛，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文献资源的搜索更为高级与

式，也是网络环境下促进科研成果传播的有效途

精确，节省了读者相当大部分的时间。

径。由于思想意识、经费等方面的原因，我国部分

1.3 交流的困难与开放获取的需要

机构或个人对科研成果开放获取持反对态度，这也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民数量加速增加，对于

是导致我国开放获取政策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高

网络电子资源与信息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据 2013 年

校图书馆建立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从

1 月由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31

法律、经济层面制定开放获取政策，能够提高用户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2 年

对开放获取的认知，吸引更多科研人员参与到开放

12 月底，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5.64 亿，全年共

获取运动中，促进科研成果的开放存取与共享。高

计新增网民 5090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42.1%，较

校图书馆建设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的主要目的，

[2]

2011 年底提升了 3.8 个百分点 。并且随着我国平

在于推动我国学术科研信息的开放获取，借助政策

均教育水平的提高，高校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

的引导性、监督性与强制性，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能

不断攀升，这个群体对于高校图书馆学术成果资源

够以开放获取的方式出版，实现对科研信息资源的

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这就为高校图书馆科研成果资

统一管理，进而促进科研学术信息的全民共享。

源的“开放获取”提供了现实的需求。另一方面，

3

学术期刊的价格普遍上涨与高校图书馆购买馆藏资

的可行性

网络环境下建设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

源紧张的经费之间产生了更为尖锐的矛盾，使得高

高校图书馆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的

校图书馆转而寻求一种更为方便实惠的资源获取与

建设，应该充分借鉴国外积累的实践经验 [3] 。国外

共享体制。

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的发展少不了政府层面的支

2

持，即要求政府部门结合科研机构与科研活动需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建设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组

织管理体制的意义

求，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开放获取运动的开展

网络环境下全球科研活动的新变化，丰富了科

保驾护航。自 2002 年至今，我国在开放获取实践方

研信息获取渠道，也削弱了高校图书馆在科研知识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部门虽然没有制定法律

服务中的作用。面对信息时代科研用户多样化的服

层面的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但是对不同机构开

务需求，高校图书馆只有引入开放获取理念，依托开

放获取政策的制定给予了鼓励与支持，对开放获取

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构建开放的科研交流体系，才能

资源进行了统一规划，为开放获取政策的发展奠定

维护高校图书馆在科研知识服务中的枢纽地位。

了基础。开放获取运动涉及多个部门与机构，高校

2.1 开放获取对高校图书馆科研知识服务的影响

图书馆科研成果开放获取体系建设，应该保障系统

开放获取概念的提出，让科研人员能够不受空

性与连续性，在不断加强认识中增强实践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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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明确不同学科信息的获取期限 [6] 。处理好科
研成果传播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协调科研信息资源

高校图书馆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的

所涉及各方的合法权益，制定科研成果版权保护政

建设，不仅要从法律、经济等宏观角度进行科学定

策，保护作者、出版者的合法权益。⑷激励政策方

位，也需要根据科研服务方式、资源管理、信息传

面。采用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等方式，鼓励科研人

播等制定微观政策。笔者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从以

员、高校师生等将科研成果存储于科研知识库中[7]。

下 2 个层面提出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科研成果开

5

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的建设路径，以促进高校图书

理体制的实施策略

馆科研成果共享。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组织管
面对日益丰富的网络环境，以及日益增加的用

一方面，虽然我国开放获取运动的开展已经取

户需求，我国高校图书馆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的组织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学术

管理体制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就开放获取平台的主

科研信息的总体开放程度依然偏低。这不仅与科研

体——广大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研究者而言，需要加

人员缺乏开放获取意识有关，也与国家缺乏强制性

大对于开放获取理念与制度的宣传力度，促进其思

[5]

开放获取政策法规有关 。因此，政府部门首先应

想认知，并加快版权支持，开发增值服务；而就科

该从立法角度制定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

研成果与文献资源而言，需要加强技术研究，实现

制，对科研成果开放获取涉及的资金、隐私保护问

资源整合，以及加深制度改革，建设整合平台。

题进行明确规定，并加大对学术资源开放获取的资

5.1 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思想认知

金投入，保持对开放获取组织管理实践的持续关

尽管“开放获取”的观念已经逐渐得到传播，

注。为解决科研成果开放获取中存在的资金不足问

我国一些高校与科研机构也在积极地加入到建设

题，政府部门应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采用减免税

“开放获取”资源库的队伍当中，但是不管是横向

费、鼓励企业投资等方式，促进开放获取产业的发

地与欧美国家相比较，还是纵向地与自身的发展轨

展，将国家开放获取政策变为可操作的法律法规，

迹相比较，其进程和程度都是相对较低的。因为

为高校图书馆等机构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的建设

“开放获取”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国家政策支持、相

提供科学指导。

关机构大力建设，更加需要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支持

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应该以国家宏观政策为

与配合。而事实上由于体制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

依据，结合图书馆的服务性质、职能与用户需求来

相当多的科研工作者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学术成果纳

制定，体现不同政策的特点与差异，在协调各方利

入到这个体系之中。这就需要对于“开放获取”的

益的同时体现不同政策的特色，以提高科研知识服

思想观念进行大力的宣传，尤其是在科研工作者

务水平。⑴科研服务方面。高校图书馆应该对科研

中，使他们形成“开放获取”的思想意识，帮助他

成果开放获取权限进行规定，明确提供科研知识服

们了解“开放获取”对于学术研究、学科交流等所

务的内容，如增值服务政策、版权咨询政策等。制

具有的巨大优势与助益，以及对于整个学科甚至科

定科研知识服务评价政策，对图书馆科研成果使用

研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影响。

情况、科研知识服务效果等进行评估，进而为高校

5.2 加强技术研究，实现资源整合

图书馆科研知识库的建设提供指导。⑵资源管理方

实现高效图书馆科研成果的开放获取不仅仅需

面。虽然高校图书馆科研成果是开放获取的，但是

要国家有关部门、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广大科

依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进行管理，这就需要

研工作者的支持，还需要相对先进和完善的技术支

构建科研信息管理政策。明确科研成果管理模式、

持，从而实现在线科研成果资源的整合与发展。一

科研知识库建设目标、人员配置等，安排专人对知

方面，在数据平台的搭建与学术资源融合、筛选的

识库进行管理维护。制定技术支持与资金支持政

过程中，需要数据库、数据指引库、查新检索、归

策，设置统一的开放获取数据格式，制定统一的数

档归类以及处理大数据等技术的大力支持；另一方

据传递、存储标准，明确数据库质量控制措施与目

面，在系统的维护与学术资源的准入资格筛选上也

标，维持科研知识库的有序运作。⑶传播服务方

需要计算机技术最为有力的支撑。同时，还需要加

面。对科研成果的开放获取形式、时间等进行明确

强对开放存取的技术研究，实现开放资源与馆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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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互联网时代学术科研信息作为重要的战略性资

版权问题是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研究者们非常重

源，也是推动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开放获取

视的一个问题，对于“开放获取”制度和数据平台

的产生，是适应网络时代多样化信息获取需求的结

所具有的顾虑很大一方面也是来源于此。因此，加

果。而开放获取组织管理体制能够为开放获取运动

紧出台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范“开放获取”平

提供支持，可以促进科研信息的广泛传播，提高科

台在资源管理与版权认证方面的行为，对于促进平

研成果转化率。高校图书馆作为科研知识服务的媒

台建设与融合更为广泛的科研成果具有巨大的推动

介机构，在开放获取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要以

[6]

作用 。另一方面，开发有利于科研工作者的增值

系统性、整体性、学术性以及标准化为指导，并以

服务，如提供下载浏览量的统计数据、相关学科研

用户的需求为导向，对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有

究最新成果等，使其能够支持“开放获取”平台，

效的筛选，从而得到有深度、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对促进“开放获取”平台的有效发展具有重要意

纳入具有实践性与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并加大宣传

义。

力度、加强技术研究、加快版权支持以及加深制度

5.4 加深制度改革，建设整合平台

改革，推动我国科研成果的开放交流与信息共享，

传统的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的管理体制主要是

并积极融入到全球开放获取运动的洪流中。

以独立的、单一的管理体制为主，馆藏资源经过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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