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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知识服务·

OA 视角下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
联合科研项目管理服务探讨
——基于江苏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调研
周阳
中国药科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江苏 南京 211198
摘要：文章提出了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联合科研项目管理并开放存取（OA）的服务策略，以
使图书馆学术服务更上一层楼。采取网站调研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网站调研主要针对江苏高校图
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科研项目管理的现状，问卷调查主要围绕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联合科研项目管理
并 OA 的阻滞因素。网站调研结果显示，高校图书馆在项目管理方面更具主导性，公共图书馆在联合管
理方面更具优势，但都未推出完整的科研项目管理服务，更无法谈及项目内容与数据的 OA。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高校馆与公共馆对联合科研项目管理的价值与意义侧重不同，且在联合的模式上也有一定分
歧，但是在联合管理的具体阻滞因素方面，高校馆与公共馆均认可的是政策支持、资源版权、共享政
策、资金来源。建议以“独立构建再联合”的方式，在联合统一检索平台集成一个科研数据管理子平
台，且在联合平台提供覆盖科研项目全周期的学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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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Joint Provision of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Services by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Libraries from OA Perspective - Based on the Survey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Libraries in Jiangsu Province
ZHOU Ya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China)
Abstract: To put forward the service strategy of joint provision of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and open
access (OA) between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libraries; To improve academic services of
libraries.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website survey with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adopted. The website survey
mainly included the status of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librar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ainly focused on the obstacles in the joint provision
of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and OA of research project resources between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website survey,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more dominant
in “project management”, while public libraries had more advantages in “alliance”; however, neither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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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launched a complete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service, let alone the OA of project content and data.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at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libraries attached different
levels of importance to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nd there we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joint model;
however, both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libraries recognized that policy support, resource
copyright, sharing policy and capital source were specific obstacles to joint manage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integrate a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sub-platform on the joint unified retrieval platform in the way of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and then joint”, and provide academic services covering the full cycl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on the joint platform.
Key words: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blic libraries;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OA
科研项目管理是对研究内容、主持参与人员、

管理、研究过程管理、经费管理、中期汇报等；后

科研数据、发表成果等相关内容的管理。开放存取

期主要包括结项审查、投稿指南、论文写作规范、

（Open Access，OA）运动逐步从图书、期刊覆盖到

查重检测、收录检索、知识产权、成果应用、学者

科研数据、科研项目领域。作为 OA 运动主要发起

信息等，对项目相关信息的组织、存储、检索、共

者和推动者的图书馆，完全可以在科研项目 OA 方

享与再利用也包含在科研项目管理范围内。

面大展身手。本研究以 OA 视角下高校图书馆（以

2.1.1

下简称“高校馆”）与公共图书馆（以下简称“公共

关服务中，提供前期服务的高校馆有 59 所，占比

馆”）联合进行科研项目管理为切入点，通过调研江

35.33%。科技查新、定题服务较详细的是苏州大学

苏省的实际情况及实践的阻滞因素，提出高校馆与

图书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等，南京大学图

公共馆联合提供科研项目管理并 OA 的服务策略。

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等设立专门的科技查新工作

1 研究方法

站。课题咨询方面，大部分高校馆提供的是“参考

高校馆现状

高校馆推出的科研项目管理相

本研究主要采用网站调研法与问卷调查法相结

咨询”或“读者咨询”，内容覆盖面较广，虽与课

合的方式。网站调研主要用于对江苏 167 所高校馆

题相关，但不专业。河海大学图书馆的“信息咨

（其中 23 所高校馆网址死链接或无网站，实际调研

询”服务（为科技立项等提供咨询）相对来说较接

高校馆 144 所，数据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 20 日）与

近为项目服务的课题咨询。南通大学图书馆、淮阴

106 所公共馆（其中 17 所公共馆网址死链接或无网

工学院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已涉及学科分类。

站，实际调研公共馆 89 所，数据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 30 日）科研项目管理现状的调研。

提 供 中 期 服 务 的 高 校 馆 有 25 所 ， 占 比
14.97%。南京大学图书馆参与了“中国高校人文社

问卷调查法用于调查高校馆与公共馆联合进行

会科学文献中心（开世览文）”的建设，向全国社

科研项目管理并 OA 的阻滞因素。本研究在 2019 年

科人员提供文献传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提

12 月对江苏 167 所高校馆和 106 所公共馆发放了问

供的专利服务范围较广，包括专利申请前预检索服

卷，方式为电子问卷、纸质问卷、电话咨询和实地

务、专业技术专利分析等；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设

访谈相结合。问卷内容包括 3 个方面：联合的价值

有机构专利分析、行业专利分析等；南京工业大学

与意义、联合的模式、联合的具体阻滞因素。均为

图书馆、河海大学图书馆等 2017 年成为首批江苏省

单选题。如问卷人员有任何对选项的补充说明或提

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培育基地 [1] ；提供

供选项外的答案或其他建议可另加附言。问卷并附

科研数据管理、研究过程管理的高校馆有昆山杜克

有对回答问卷人员部门分布的调查。

大学图书馆，提供科研数据合集、可视化和管理服

2 结果

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图书馆提供科研交流社区的

2.1 网站调研高校馆及公共馆的科研项目管理现状

链接，如 Research Gate 等。

通常整个科研项目管理分前、中、后期 3 个部

提 供 后 期 服 务 的 高 校 馆 有 43 所 ， 占 比

分：前期主要包括定题服务、科技查新、文献调

25.75%。苏州大学图书馆提供《中国图书馆分类

研、立项信息管理等；中期主要包括文献支撑（传

法》分类号查询、SCI 及 SSCI 等收录查询、JCR 外

递）、专利申报、委托检索、科研交流、科研数据

文期刊影响因子查询等；江苏科技大学图书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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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有

名前 4 位的回答分别是联合可以促进发展平衡、联

“核心期刊投稿指南”、江南大学图书馆有“本校

合可以重新整合配置资源、联合可以有多个合作模

论文收录查询”回溯至 1993 年、常州工程职业技术

式、联合可以集思广益，分别有 30、27、13、7

学院图书馆等提供“论文检测服务”。

所，占比 38.96%、35.06%、16.88%、9.09%。

与高校馆相比，公共馆联合方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高校馆最看重的是集思广

面取得的成果更多，南京图书馆牵头，市、县图书

益，联合之后的头脑风暴可以拥有更多建议。公共

馆共建“江苏省公共图书馆联合参考咨询网”，为

馆最看重的是发展平衡，有一些公共馆可能没有科

2.1.2

公共馆现状

[2]

用户提供免费的网上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 ；金陵

研项目和科研数据，无法管理也无法 OA，但拥有

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等还参加了全国图书馆参考

研究 OA 或科研项目、科研数据管理的相关人员，

咨询联盟。此外，独立开展科研项目管理相关服务

或者希望向这个领域发展，通过联合科研项目管理

的公共馆有 19 所，其中南京图书馆提供科技查新，

并 OA，可在人力、资金方面积极参与。高校馆问卷

苏州图书馆有定题跟踪，其他都是咨询类服务。

回答排名第二的是多个合作模式，联合后根据不同

高校馆在项目管理方面更具主导性，公共馆在

成员机构选择合适的合作模式，以提高效率。公共馆

联合管理方面更具优势，但都未推出完整的科研项

问卷回答排名第二的是重新整合配置资源，联合最

目管理服务，更无法谈及项目内容与数据的 OA。

主要目的是形成合力，整合配置人力、资金、资源，

在联合过程中存在的阻滞因素，本研究将通过问卷

弥补各馆独自进行科研项目管理并 OA 的不足。

调查方式呈现。

2.2.2

2.2 问卷调查联合科研项目管理并 OA 的阻滞因素

点分别是整体联合构建、区域联合试验、先独立构

联合模式分析 表 1 联合模式中的 4 个侧重

高校馆回收有效问卷 132 份，占比 79.04%；公

建再联合、强调自愿，问卷反馈中高校馆与公共馆

共馆回收有效问卷 77 份，占比 72.64%。收回总 209

有一定分歧：⑴高校馆更倾向于先独立构建再联合

份问卷中，参考咨询部 84 份，行政部门 79 份，技

（占比 37.12%），这样高校馆的自主性更强，高校

术部 25 份，读者服务部 21 份。

科研项目数量远高于公共馆，更愿意将项目资源存

2.2.1

探究联合科研项目管理

储在机构平台上长期保存与检索，服务上又可发挥

并 OA 的阻滞因素，首先要明确联合的价值与意

联盟优势；公共馆更偏好区域联合试验（占比

义，为提出解决阻滞方案提供参考。问卷调查结果

42.86%），公共馆在联盟建设方面已具有较多经

显示，针对问题“联合的价值与意义”高校馆排名

验，但项目管理仍需摸索，所以接近半数选择先进

前 4 位的回答分别是联合可以集思广益、联合可以

行地区试验。⑵整体联合构建方面，公共馆意愿较

有多个合作模式、联合可以重新整合配置资源、联

强，高校馆则排最后，全省性集中存储模式在高校

合可以促进发展平衡，分别有 62、28、25、17 所，

馆认同度极低，但却是公共馆进行地区试验后的终

占比 46.97%、21.21%、18.94%、12.88%。公共馆排

极目标。⑶高校馆更注重自愿联合方面。

联合的价值与意义

表 1 联合科研项目管理并 OA 模式不同侧重点在江苏省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问卷反馈[所（%）]
序号

联合模式侧重点

高校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1

整体联合构建：借鉴“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由公共馆构建平台负责资源存储，

20（15.15）

22（28.57）

35（26.52）

33（42.86）

49（37.12）

13（16.88）

28（21.21）

9（11.69）

高校馆负责服务类工作，每省构建好后还可构建国家级总平台
2

区域联合试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之下有“江苏文化共享工程”，每市还有
支中心，如果全省大平台工程量过大，可由某市的公共馆先构建小平台资源存储，该市
高校馆负责服务，或以地区为单位先试验

3

先独立构建再联合：高校馆、公共馆都各自搭建子平台，负责各单位资源存储，再构建
统一检索大平台，所有馆可在大平台提供相关服务

4

强调自愿：愿意合作的高校馆、公共馆联合构建平台并提供服务，人员统一调配

如表 2 所示，高校馆

高校馆与公共馆都认为跨系统合作必须获得主管部

和公共馆均比较认可的阻滞因素分别是政策支持、

门支持。资源版权本是项目管理自身存在的问题，

资源版权、共享政策、资金来源。政策支持方面，

联合管理后涉及更多机构，该问题重要性更突出，

2.2.3

联合的具体阻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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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版权相关的隐私问题也不容小觑。共享政策与

式检索所有子平台的学科内项目信息。统一检索平

共享意识不同，共享政策侧重外力规范，共享意识

台再嵌入项目管理前、中、后期各种服务，由高校

侧重主观意愿。资金来源与政策支持相关联，没有

馆与公共馆结合各自优势联合提供。

主管部门的支持，就很难有政策性拨款。

数据管理是项目管理的一部分，也是相对独立

表 2 联合科研项目管理并 OA 的阻滞因素在江苏省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

且学术增值能力最强的一部分，所以，在科研项目

书馆的问卷反馈[所（%）]

管理联合平台下，可集成一个科研数据管理子平

序号

阻滞因素

高校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台，该子平台可用“集中存储式”构建，将各成员

1

政策支持

25（18.94）

13（16.88）

机构的科研数据集中存储到该子平台。

2

共享政策

21（15.91）

10（12.99）

依据联合模式制订相应的运营方式：高校馆构

3

资源版权

19（14.39）

12（15.58）

建的子平台由各高校馆管理；公共馆联合构建的子

4

资金来源

16（12.12）

8（10.39）

平台的管理，如南京市可由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

5

技术平台

12（ 9.09）

3（ 3.90）

馆牵头，主导各区馆共同管理。为协调子平台之间

6

人才缺乏

10（ 7.58）

7（ 9.09）

的检索与共享工作，还需设置运营委员会。

7

联合模式

10（ 7.58）

10（12.99）

8

资源组织

8（ 6.06）

7（ 9.09）

“技术平台”在高校馆联合科研项目管理阻滞

9

共享意识

7（ 5.30）

5（ 6.49）

因素中排名第五，构建平台要依据“联合模式”。

10

项目来源

4（ 3.03）

2（ 2.60）

成员机构可统一使用 Dspace 等软件构建子平台与检

3.2 系统平台及资金来源

在排名前 5 位的阻滞因素中，高校馆更关注技

索平台，确保平台之间兼容性。常用的开源软件还

术平台，公共馆更关注联合模式。高校馆问卷反馈

有 EPrints、Fedora 等。还需在统一检索平台上嵌入

提出技术平台的架构可根据具体联合模式确定。

引用管理软件 Zotero、写作辅助工具 Authorea、辅

人才方面，包括技术人才及具有学科背景、能

助存储与组织软件 Google Drive 等。科研数据子平

够进行资源组织、元数据提取，还有与科研人员沟

台可依托 Open Science Framework（https://osf.io.）

通、与行政部门对接等方面人才。在联合管理阶

构建，或使用 DSpace 的功能拓展。此外还需要嵌入

段，资源组织需要考虑多机构元数据统一标准问

很多软件如数据备份软件 DataONE、数据可视化软

题。项目来源也和政策支持相关联，获取项目信息

件 Tableau、数据管理软件 EZID、数据分析软件

既依靠图书馆自我努力，也需要主管部门的政策性

SPSS、数据标识与引用软件 EndNote 等。

指导。
3 讨论

资金来源与政策支持相关联，来自主管部门的
政策性拨款是资金来源之一，其他渠道主要包括自

在充分了解高校馆与公共馆提供科研项目管理

筹与寻求第三方资助，自筹主要来自于成员机构，

的现状，并对联合科研项目管理并 OA 的价值意

第三方资助则包括合作机构、基金、学会协会、公

义、模式与阻滞因素进行分析后，笔者提出以“独

司企业、慈善捐赠等。

立构建再联合”的方式，再在联合统一检索平台集

3.3 资源的存储与共享

成一个科研数据管理子平台，且在联合平台提供覆

资源存储主要包括存储资源的组织方式、存储

盖科研项目全周期的学术服务，是高校馆与公共馆

政策、版权政策等；资源共享主要包括共享政策与

联合提供科研项目管理并 OA 的有效途径。

隐私政策。资源版权与共享政策均是高校馆与公共

3.1 联合模式及运营管理

馆排名前 3 位的阻滞因素。

高校馆希望选择可以体现集思广益的模式，公

各成员机构在元数据提取、索引创建、资源分

共馆希望可以增加参与度。因此在选择具体的合作

类标引等方面需遵循统一标准。项目信息组织方式

模式时，可以先就某一学科，在某一区域范围内，

可设置项目主题、项目负责人、所在机构、研究摘

高校馆可以采取先独立构建再联合的方式，参与构

要、立项时间等。科研数据组织方式可按项目组织

建的每个高校馆先独立构建各自的某学科“项目管

方式进行，也可根据数据特色组织，如数据集合、

理子平台”，公共馆项目数量有限，可共同构建一

数据出处、数据责任人等。科研数据管理子平台还

个该学科“子平台”，再构建统一检索平台，一站

需帮助科研人员根据项目制定科研数据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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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些科研数据管理计划工具并指导使用，如
DMP

Tool （ Data

Managem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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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服务联合平台在结项审查辅助、项目成果

Tool ，

应用追踪和学者信息发布上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还

https://dmptool.org.）。存储政策主要揭示项目相关

可集成构建学者库，助力科研人员寻找合作伙伴、

信息存储要求，主要包括内容要求、格式要求、版

组建科研团队。

权要求等。平台需在资源存储时要求资源提供者提

3.5 行政支持、人才配置和宣传推广

供当下资源的版权归属，如日后有版权变更，版权

政策支持是最主要的发展因素，高校馆与公共

移交人需提供该资源新的版权归属。管理人员需对

馆跨系统合作必须要获得主管部门的行政支持，减

所有资源版权归属进行审核与纠错。

少合作阻力，主管部门还可加强项目管理工作规范

共享政策中，联合平台可设置“首推 OA 政

和标准建设。

策”，即一般资源适用共享程度较高的 OA 政策，

联合平台人才配置方面，运营委员会必然是从

如 Non Exclusive Permission 、 CC0 （ http://dspace.

各成员馆抽调，学科馆员也可从成员馆抽调，技术

library.uvic.ca/bitstream/handle/1828/3826/license_text?

人员可通过业务外包的方式解决，行政和内容处理

sequence=3&isAllowed=y.）、CC BY（https://creative

人员可采取兼职培训与专职招聘相结合的方式。

commons.org/licenses/by/4.0/.）许可，特定资源再选

需要深入了解科研人员对在联合平台上传项目

择与之适配的 OA 政策。制定具体 OA 政策时还需

信息的顾虑与问题，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并逐步

考虑将一些涉及隐私或涉密内容进行去隐私化或保

提高共享意识，积极进行宣传推广。

密处理。

4 小结

3.4 覆盖项目全周期的学术服务

笔者提出了 OA 视角下高校馆与公共馆联合科

前期服务联合平台可提供只针对项目的科技查

研项目管理的途径，但由于研究对象主要是江苏省

新、定题咨询与立项信息存储、组织与检索服务，

高校馆与公共馆，回复问卷调研的人员多负责部分

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科研立项或立项前信息的

业务工作，所观所想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元数据提取、分类标引、存储组织等工作，就子平

因此后续研究除了更广泛地进行调研和访谈外，希

台而言需前期将本机构各年度申请不同级别的项目

望可以增加对馆长的调研，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探讨

信息录入。

联合科研项目管理并 OA 服务的途径。

中期服务联合平台可开设一些科研讨论社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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