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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2.0 及其对图书馆资源建设影响
王伯秋，郝继英，马俊涛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北京 100039
摘要：Web2.0 技术发展催生了科学 2.0。文章论述了科学 2.0 发展的趋势和对科学研究发展的影响
及对图书馆发展的促进作用，提出在科学 2.0 环境下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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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2.0 and Its Effects on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WANG Bo-qiu, HAO Ji-ying, MA Jun-tao
(Medical Library of PLA,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Web 2.0 gives the birth to Science 2.0.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cience 2.0, its effects on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ts promotion effects on the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proposed the strategies for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Scienc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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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图书馆版》（NMC

公开不谋而合，这也为图书馆今后的资源建设提出

Horizon Report: 2015 Library Edition）于 2015 年 8

了新的挑战。

月发布。由美国新媒体联盟（NMC）发布的地平线

1 科学 2.0

报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每年都由多名资深专家从

科学 2.0 目前还没有标准的概念，一般认为是

图书馆的教育、管理、科技等学科领域进行讨论和

以具有维基（Wiki）、博客（Blog）、标签功能和

聚焦，针对高校与研究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和面临挑

互联网社交等新特征的 Web2.0 技术为基础，科研人

战，以及新兴科技对图书馆的影响进行分析，再经

员借助这一开放性极强的工具，进行的一种全新的

过国际会议讨论而产生。其指标对图书馆界具有比

科学研究交流方式，并使之促成科研方式的一种潜

较重要的影响和参考价值。最后筛选出 18 项在未来

在变革[2]。

5 年内影响图书馆技术运用和制定决策的议题，其

2 科学 2.0 对科学研究发展的影响

中“进化中的学术记录本质（evolving nature of the

2.1 科学 2.0 使科研更加开放

scholarly record）”和“增加对研究数据管理的关注

开 放 存 取 （ open-acess ） 、 科 学 开 放 （ open

（increasing focus on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被

science）是科学 2.0 的一个重要特点。科学实验所

[1]

列为未来 3～4 年的影响趋势 ，即图书馆科学研究

得到的数据、实验记录和实验结果，在没有写成论

数据的收集和管理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趋势，这与

文之前就通过 Wiki、Blog、网络相册（Flickr）和挖

科学 2.0（Science 2.0）倡导的科研数据和科研记录

客（Digg）等网络工具展示出来，供同行浏览，就
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交流，就实验设计中的不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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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数据和科研结果的公开，使科学研究进程更具

敏锐地对社会现实问题作出反应，有助于社会和科

开放性、合作性，还使其他科研人员可以提前获得

学界之间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关系，让科学界获得

实验结果和实验过程资料，无需再等待 6～9 个月去

社会大众信赖。

阅读作者发表的科研论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知

3 科学 2.0 对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影响

识产权保护和知识资本化对知识转移造成的障碍，

3.1 改变资源采集方式

为图书馆收集知识和科研人员利用知识开辟了新的
[3]

“进化中的学术记录本质”与“增加对研究数

途径 。

据管理的关注”被列为图书馆未来 3～4 年的中期影

2.2 科学 2.0 使科研人员交流更方便

响趋勢[1]，科学 2.0 就是这个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

科学的发展不是一个孤立过程，需要几代人的

科学研究人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实验记录、实验

共同努力，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不断向上攀登的过

数据、科研思路都通过 Wiki、Blog 等途径发布在网

程。对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科研的成功不仅仅是

上，与其他科研人员进行共享，网上科研数据量不

做实验，更在于对实验过程的讨论、批评、建议、

断增加。这比期刊出版、图书出版要快捷、迅速。

科研思路交流与数据共享。世界上最强大的工具也

所以，图书馆今后资源建设的方向也应有所调整，

是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科研内容的沟通，通过沟通

更加关注网上科研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管理，从过

可以用来纠正错误，创造新的知识。

去购买纸本、数据库资源转向网上科研信息资源的

科学 2.0 时代的到来，实现了一种更为丰富的

建设。尤其在科学 2.0 的环境下，科研型图书馆是

科研对话，公开实验室记录、实验数据意味着给

否能走在同行的前列，能否紧跟科学发展的步伐，

予他人通向自己所研究领域的一扇窗。透过这扇

在资源建设上随着科学研究信息呈现方式的改变不

窗，可以见证各种巨大飞跃的动态过程。而在作

断调整资源建设策略，改变原有的信息搜集方式和

者发表的论文中，通常只能看到作者简单的实验

方向，应该更注重采购非正式出版物，注重实验记

设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完成了哪些成功的实

录和其他网页的内容的收集，注重灰色文献的收

验，但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失败的尝试。所有的

集。从购买出版资源、数据库转向通过 Wiki、Blog

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开放的实验室记录变得更为清

等空间资源的发现、搜集、整理、积累[6-8]。

晰，但在其他的沟通机制下却往往会被掩盖。这

3.2 改变资源提供方式

种在科学 2.0 环境下，以网络为根基的开放实验室

充分利用现有的科学 2.0 的平台，为科研人员

记录的做法与传统的科研交流模式相比，呈现出

提供一个交流的空间。图书馆资源建设也可以通过

巨大优势：科研产出显著增长，具有更多科研共

浏览科学 2.0 的这个交互科研平台，发现科研人员

同参与者，形成新的科研方式，使科研变得更为

的研究动向，主动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源甚至是链

高效，进而可为社会发挥巨大效用

[4-5]

。

2.3 科学 2.0 使学术造假难遁形

接，紧跟科研方向，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和提供
个性服务。图书馆把科研数据、实验记录等资料收

国内外学术造假事件层出不穷，例如，韩国

集起来，并根据其内在联系进行筛选、关联、重组

“民族英雄”黄禹锡科研造假事件，葛兰素史克

和整合，开发建设自己的数据库，对知识信息进行

（GSK）中国研发总裁臧敬五 2010 年发表在 Nature

深度挖掘，避免走电子资源被某些机构抢先收集整

Medicine 上的论文涉嫌造假，也曾发生院士科研造

理，图书馆再花重金去购买的老路[9]。

假事件等。究其原因就是实验数据和记录不透明。

3.3 培养工作人员科学 2.0 的思维和意识

在科学 2.0 时代，科学研究人员可以利用 Blog、

要想在科学 2.0 的环境下收集到更多的信息和

Wiki 等网络工具，将实验记录上传到网上，任何人

知识，就必须有强大的技术团队支撑，即图书馆员

都可以看，可以搜索，可以参考，仪器读出的数据

要跟上科学 2.0 发展的趋势，还应精通 Web2.0 技术

直接上网，这样就避免了对实验数据的修改，也能

和科学 2.0 应用软件。目前图书馆这样的人才还比

公开实验过程存在的问题，揭露科研造假和学术不

较少，因此要对馆员进行 Web2.0 和科学 2.0 知识的

端行为。通过改进验证方法，重用和提升数据质

培训。同时也要注重理论知识的积累，增加对新事

量，使科研更加值得信赖。科学 2.0 使科研系统的

物的敏感度，提高沟通能力。科学 2.0 倡导的是开

开放性和透明度大幅度提升，可以使科研群体更加

放、参与、互动性，核心理念是以用户为中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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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调图书馆与用户以及用户和用户之间相互沟通

明。但是假如等着期刊发表，那么研究成果的公开

和互动，如果沟通能力不够，就很难跟科研人员进

可能要等上 6～9 个月。开放式实验记录比发表论文

行信息交流和科研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更不用说提

更能体现出是谁第一时间提出的科研观点和思路。

[10]

供个性服务

近几年，各国都在积极提倡和推广科学 2.0，

。

4 科学 2.0 的实施面临的困难和发展趋势

2012 年英国皇家协会发布了《科学：开放的事业》

4.1 科学 2.0 实施面临的困难

报告。欧盟委员会资助公民科学项目，将开放获取

科学 2.0 虽然对科学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但

视为一种工具，促进科学透明度、科学信息在欧洲自

也有人担心科学 2.0 对科研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第

由传播，推进欧洲更好地制定政策。2014 年 7 月，

一，这种将全部的科学研究进程都公布在网上的行

新西兰政府推进开放政府计划，涉及 36 个核心机构

为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很有可能会使最宝贵的创

和提供关键服务的公共机构，包括社会福利、移

意和成果被竞争对手剽窃，并抢先发布，使自己付

民、交通、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的开放数据。

出的努力付诸东流。第二，与其浪费时间在网络社

《自然》出版集团网络版（Nature Network）也在不

区上公布自己的科研过程，发布科研数据，还不如

断努力变革中，包括为科研人员构建交际网络，社

多做实验多发表论文。因为论文发表数量已使其成

会化书签站点等[4]。

为评价科研能力、申请科研经费、决定人事任免的

5 结语

关键因素。因晋级和成果的评定标准是不能用发表

科学 2.0 所代表的科研资源开放的大趋势是不

在 Wiki 和 Blog 上的论文或者实验结果多寡作为依

可逆的。虽然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影响开放获取的障

据的。这也是科学 2.0 普及应用的最大障碍之一。

碍，但推动科学 2.0 的原动力显而易见，那就是科

4.2 科学 2.0 发展趋势

学向前发展必然趋势和科研人员利用已有科研成果

尽管科学 2.0 出现给一部分科研人员带来了疑

进行科研创新的必然要求。

惑和观望甚至不解，但这个发展大趋势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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