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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引导科学合理地引用科学数据，提高科学数据的质量和权威程度，有必要关注影响科学数据引用
的关键因素。本文采用文献调研法和网站调研法，站在科学数据引用者的立场，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和实践经
验，梳理科学数据引用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包括科学数据引用规范与格式、科学数据权利保护与引用许可、
科学数据发布平台与管理软件，并指出对这三方面的有效处理和应对是科学数据引用者规范其引用行为的主
要考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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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是科技活动中产生的基本数据，包括观
[1]

基本上是从科学数据引用的发展现状与影响因素两方

测数据、考查数据、实验数据、统计数据等 。科学数据

面进行调研。
（1）科学数据引用的发展现状。屈宝强

引用指科研工作者引用科学数据作为论文观点的支撑数

等通过调研，总结了目前科学数据引用在学科、引用

据，并以参考文献、脚注或文中注等方式，对其所引用数

位置、引用行为、引用格式和引用工具利用等方面的现

[2]

据提供数据参考的做法 。对科学数据进行引用能有效

状，并且分析了基于引用的数据发现和评价研究状况[1]，

促进科学数据传播，也可以在后期更好地对科学数据进

为今后科学数据利用中的权益分配、数据引用标准研

行评价和计量。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指出，其科研

制、数据引用实现方式、数据计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过程产生的数据文件应该被引用，从而确定特定数据

提供建议。张静蓓等从数据引用关键问题、数据引用

文件的可用性

[3-4]

。随着科研模式逐渐趋向于数据密集

规范、文献管理工具及数据引用利益相关者四个方面

型，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对数据集进行使用并加以标引

对国外数 据引用研究现状 进行梳理与总结，其中数

[5]

变得更加重要 。科学数据引用的影响因素指由于科

据引用关键问题包括数据共享与引用意识、引用对象

学数据创建者或拥有者对科学数据的拥有方式、共享

的唯一标识符等问题，文中指出引用意识与数据引用

与被利用要求，以及科学数据自身的领域、类型、保密

规范是推动科学数据引用发展的关键 [6]。王丹丹从如

性、著录要求等对科学数据引用者的引用动机、目的、

何引用、引用什么以及何时引用三个角度出发，探讨科

规模、条件、方式与成本等产生作用的各种情形。为引

学数据引用的关键点和难点，并讨论了元数据、数据版

导科学合理的科学数据引用，提高科学数据的引用质量

本、数据粒度和文献管理工具等问题，对研究者、出版

和权威程度，有必要关注科学数据引用的关键影响因

商、数据中心和图书馆提出数据引用规范要求[7]。
（2）

素。本文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和实践经验，站在科学数

科技文献引用影响因素的探讨。鞠秀芳等讨论了影响

据引用者的立场，梳理科学数据引用的主要外部影响因

科技文献引用的因素，发现期刊的引用行为具有一定

素，以期为促进科学数据引用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帮助。

的复杂性，其过程受引用动机、引用习惯、期刊编辑等
内在动机和外在因素的影响[8]。马智峰从引用者动机、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文献引用力度、信息检索工具的利用、信息资源的发现
与获取、文献时效性、期刊编辑与管理等角度分析科技

目前，国内外对于科学数据引用影响的研究不多，

文献标引的影响因素，发现文献标引规范、信息检索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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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拓宽等可正确指导文献标引工作[9]，提高科研水平

影响科学数据引用的外部因素分析

2 科学数据引用规范与格式

和科技论文质量。
国外对科学数据引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科学数据引用规范与格式是对科学数据的规范

（1）数据引用现状。Piwowar等发现在同类数据集文

性、完整性、可追踪性、可重复验证的限定。对科学数

献中，开放数据集的被引率高于非开放数据集，并且在

据引用者来说，能否遵循引用规范和规定的引用格式，

[10]

公开数据源后，数据重用的强度也在稳步上升 。
（2）

与其引用的科学数据可信度具有直接关系。同时，若科

基于数据引文索引（Data Citation Index，DCI）分析

学数据引用者拟引用的科学数据存在引用版本、引用粒

数据引用实践现状。Cho通过DCI分析数据引用现状，

度、唯一标识符、元数据等著录内容不完整等现象，则

发现遗传学和生物技术学是产生科学数据最多的学科

会降低其引用质量和权威程度。

领域，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科学数据被引频次较高（如
人口数据和就业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发现UK Data

2.1 科学数据引用规范

Archive和ICPSR为被引频次最高的两个数据库；并指
出科学数据不仅可以提高研究过程的效率和透明度，还
可以通过数据整合和重新诠释创造新的科学数据

[11]

引用规范指对科学数据引用作出规定的文本，是

。

宽泛的、全面的约束性要求。本文对科学数据引用规范

（3）数据引用标准与数据引用最佳实践。Hapgood等

的讨论包括科学数据的引用规模及科学数据提交与引

提出气象数据难以与现代引用标准相结合，并鼓励领

用规定。

[12]

域专家在数据政策与现实需求间寻找平衡点 。
目前，国内外对科学数据引用的研究多集中在科

2.1.1 科学数据引用规模

学数据引用的实践与发展现状上，对科学数据影响因
素的研究较少，而科学数据引用的影响因素决定科学

科学数据引用规模指引用数据的类型、界限与数

数据的引用者是否可以引用、出于何种目的引用、以什

据量。Hayes等将科学数据引用对象分为数据库、数据

么方式引用、引用时的著录方式等。因此，本文从科

集、数据产品和数据记录[13]。数据引用最常见的内容为

学数据引用者角度，指出影响科学数据引用的因素包

数据集，一个数据集下通常会包含若干子集。目前，国

括内因和外因，而二者的区分是以影响引用者引用行

际组织、学术出版社、数据中心等仍没有给出数据集的

为的主观和客观条件来划分的。其中，主观条件包括

统一定义，因此会对科学数据引用产生影响。首先，引

引用者的引用动机、引用态度等，本文将其归为影响

用者在对数据进行引用时通常存在模棱两可的现象，

引用者引用行为的内部因素；而影响引用者引用行为

而引用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过程[13]；其次，数据集

的客观因素则包括所引用科学数 据的可 获得性、科

通常是动态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并不能解决此类

学数据所涉及的领域、科学数据的类型、科学数据的

问题 [14]，这些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学数据的

引用格式、科学数据的引用版本等，将其归为影响引用

引用；再次，数据产权问题，数据集通常是多方合作产

者引用行为的外部因素。现有研究较多探究科学数据引

物，同一个数据集有多个作者，对这种数据的引用很容

用规范、粒度、版本、唯一标识符及文献管理工具等的

易造成知识产权纠纷，阻碍科学数据引用实践的发展；

内容构成和实践发展现状，较少阐述其对科学数据引

最后，在科学数据引用过程中应避免个人特征的出现，

用的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还将从科学数据

因此应注意对于敏感数据的引用。由此可见，明确界定

引用政策、协议、版权、检索与发布平台等角度探讨影

科学数据引用界限能够避免由于界限不清晰而带来的

响科学数据引用的外部因素；同时，在相关研究及科

产权不清等问题，能够让引用者更方便、合理地对科学

学数 据引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考虑资料的可获得

数据进行引用。

性，将影响科学数 据引用的外部因素归纳为 科学数
据引用规范与格式、科学数据权利保护与引用许可、

2.1.2 科学数据提交与引用规定

科学数据发布平台与管理软件三方面，并对这三方面
内容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提供参考。

科学数据提交与引用规定指数据中心对数据创建
者提交数据和数据引用者使用科学数据而制定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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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数据中心作为科学数据的存储及发布机构，承担数
[15]

Publisher/Archive，URL，Persistent Identifier等），数

据监护的重要责任 。规范数据提交流程及数据内容，

据中心或其他机构可根据数据特点选择元数据项进行

能够保证数据中心的数据质量，为数据引用奠定基础。

描述 [15]。许多学科都有元数据标准，但对元数据标准

Dryad明确表示其接收的数据集语言应为英文，提交形

的遵循还需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支持与协作，只有科学

式多样，但数据大小不能超过20GB；此外，Dryad接收

数据创建者、科学数据管理机构及行业组织、科学数

的数据大多经过同行评议，对于部分非同行评议但来源

据引用者对元数据标准达成一致，才能最大限度地促

[16]

可靠的数据，也会考虑接收（如学位论文、专著等） 。

进数据的引用和再使用。在此过程中，出版商的作用

科学数据的引用可以使科学数据更容易被发现与

明显，
《科学》和《自然》对基因数据引用采取的强制

重用，追踪数据来源并验证研究过程，目前许多数据中

性政策是很好的例证 [7]。元数据标准的制定应该在通

心都有数据引用规定，要求研究人员在使用数据时进

用性与专用性间寻找平衡，既不能过少以致数据描述

行恰当引用。ICPSR（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不完整难以被准确识别，也不能过多导致冗余。

[17]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和罗普中心公众舆论

唯一标识符指唯一标识数据集的名称或字符串，

提供了科学数据集引用指南，并给出具体引用案

其独立于数据并永久标识数据 [19]。
《数据引用共同原

例。也有一些机构没有给出具体引用规范，仅要求对科

则》提出数据要拥有唯一标识性，数据引用应该拥有

学数据的引用进行说明，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一种机器可识别的、全球唯一的、能够被广泛使用的可

的国家数据中心仅请求在文本中得到承认或致谢；美

持续方法 [20]。使用唯一标识符能精确定位数据集，减

国地质调查中心要求数字地图必须正式引用，而表格

少研究者工作量。Honor等指出数据共享和重用虽被广

研究

[18]

[1]

数据只需在致谢中说明即可 。由于不同数据中心对科

泛认可，但缺乏被广泛接受的数据引用标准，难于追踪

学数据引用的要求不一致，因此产生多种科学数据引用

科学数据使用情况并衡量其影响[21]。针对唯一标识符

格式，不利于引用的规范化。大量科学数据引用规范会

的分配问题，仍有许多争议，这需要标识符注册机构、

影响研究者的使用，各数据中心应加强联系，研制统一

数据中心、出版社等多方主体共同协商解决。唯一标识

的数据引用规范，降低引用难度，以推动科学数据引用

符能精确识别数据使用者所引用的数据集，保护数据

实践的发展。

创建者的著作权，并且对科学数据引用的规范性、完整
性、可追踪性、可重复验证性具有重要意义。

2.2 科学数据引用格式
2.2.2 数据版本和粒度
引用格式指在引用科学数据时需使用的具体规格
样式，如要求数据使用者通过致谢、脚注等形式提供

数据版本指由于数据变动使数据集表现出不同状

科学数据来源信息。引用格式以引用规范为参照，而引

态，如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量不断增加，或应用新的研

用规范则以引用格式作为具体体现。本文对引用格式的

究方法产生新数据等。在数据版本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讨论包括元数据与唯一标识符、数据版本和粒度以及

如何保证数据的可验证性成为影响科学数据引用的关

与科学文献相关联。

键。数据中心对动态数据集的维护也是影响科学数据
引用的一个难题。如Argo Project [22]，用3 000多个设备

2.2.1 元数据与唯一标识符

探测海水温度和盐度，每年产生10万条数据，该数据规
模需要相当大存储量的数据中心才能承担。王丹丹总

元数 据是描述数 据的数 据，是科学数 据引用的

结了目前引用大规模动态数据集的两种方法，一是完

关键内容。目前，DataCite、OECD（Organization for

整的数据集分配标识符，这种情况下的数据集只有一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等已出台

个最终版，存在数据收 集 期 间 不能被引用的问题；

一些面向科学数 据元数 据的方案，但并没有形成统

二是 制定 基 础 版 ，对 新 增 数 据 进 行补充，针对这种

一的科学数据引用标准。张静蓓等探讨目前致力于科

情况，国家冰雪数据中心建议由研究者决定基础数据

学数据引用的国际组织所要求的核心元数据集构成

版本，英国国家资料库则对定义新版本的情况进行说

（其中包括Author/Creator，Publication date，Title，

明[7]。而OECD则制定动态数据集元数据来解决动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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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的维护问题，其元数据项包含数据集更新时间、数
据集常规更新频率等

[19]

影响科学数据引用的外部因素分析

3 科学数据权利保护与引用许可

。就引用数据而言，需要研究者

和数据中心协商制定数据版本和引用不同版本数据的
[7 ]

科学数据权利保护与引用许可能够明确数据创建

规范和方法 。科学数据的及时更新，能够提高引用

者，如果数据创建者或拥有者声明他人不可以擅自利用

质量与权威程度，但由此带来的引用版本信息的揭示

其科学数据，那么科学数据使用者进行引用时就需要

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经过创建者的允许。本文对科学数据权利保护与引用
[7]

数据粒度指数据引用的层次 。一个数据集往往可

许可的讨论包括科学数据创建者的态度与立场、科学

划分为多个子集，而一个数据集可能又是另一个大数

数据版权保护的法律、科学数据的引用政策以及科学

据集的子集，数据间的层次关系较多变与复杂，这种特

数据的引用协议。

性也让引用者对数据引用产生困扰。由于不同学科引用
粒度存在差异，因此数据中心需明确适合其数据的最

3.1 科学数据创建者的态度与立场

佳引用单元。如在生物学科中，共有15个数据聚合器，却
有11种不同的引用格式，这会使研究者感到困惑[23]。为

科学数据创建者的态度与立场指创建者是否同意

解决数据引用的粒度问题，需要科学数据引用规则或

他人使用其数据并对其进行引用。数据创建者在科研

政策的制定者给出合理、明确的标准规范，来帮助数据

活动中收集或创造科学数据，对其进行描述、组织，并

引用者更好地引用数据，同时也需要数据引用管理工具

上传至数据中心，使其得到传播与重用。科学数据的产

协助生成对各层次数据的引用。如PANGAEA针对不同

生需要耗费创建者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因此需要制定

层次数据引用设计相应的引用格式；DCC认为数据粒

一定的科学数据奖励机制，使数据创建者的工作得到

度应满足研究者需求，可在文章引用数据处提供所引数

认可，以此鼓励创建者分享数据。张静蓓等总结出影响

据集细节；GBIF希望找到一种既满足版本问题又满足

科学数据共享的制度因素（数据引用政策与规范等）、

粒度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强化工具的整合，以支持复杂

技术因素（统一的元数据标准、合适的数据库等）和个人

数据的引用。

因素（个人预期利益及共享可能带来的风险等）[25]。科研

数据的版本与粒度反映数据更新、修订及引用层

工作者对科学数据的共享是科学数据引用及重用的前

次问题，在引用时通过对版本信息、引用粒度的注明，

提。科学数据创建者对数据共享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

方便为审稿人和使用者（包括科技文献读者、对同一科

决定科学数据引用的进程和发展。Candela等指出，在

学数据进行引用的其他学者）提供比较完整的科学数

学术交流过程中，科研人员应减少科学数据的交流阻

据信息，保证科学数据引用的规范性、完整性、可追踪

碍，支持其流动和发展[26]。也有学者对科研人员共享科

性及可重复验证性。

学数据的态度进行调研，结果显示科研人员对数据共
享持积极态度[27]。科学数据创建者对科学数据引用的

2.2.3 与科学文献相关联

许可是科学数据引用实践的基石，对推动科学数据引
用实践发展有重要作用。

将科学数据与科学文献相关联，可以使读者了解
数据的使用情况，为科学研究进展提供借鉴；同时，也

3.2 科学数据版权保护的法律

可以为数据发布平台设计更好的服务模式提供基础。
根据欧盟PARSE.Insight研究显示，超过84%的科学家
[1]

科学数据版权指数据的权利归属，而科学数据版

认为将科学数据与文献进行关联是有用的 。目前已有

权保护的法律则将科学数据的版权属性纳入法律保

部分科学数据与科学文献实现关联，如通过PubMed

护范围。目前，从国内外发展实践来看，科学数据的保

检索号实现G e n B a n k 到P u b Me d的链接，以保证在

护需要相应的法律 法 规作支撑；从世界各国现行的

[24]

GenBank中使用检索基因序列能够查找到相关文献 。

立法实践来看，科学数据并不是各国现行版权法律所

通过数据与文献的双向链接，读者在阅读文献时，既可

完全认可的保护标的物。一方面，科学数据的创建凝

以访问原始数据甚至重复其研究过程，也能从数据出

聚着创建者的智慧，及设备、资金方面的大量投入；另

发找到与其相关的所有文献，由此提高科研效率。

一方面，从版权立法的初衷来看，平衡版权作品创建者
2017年第6期（总第157期）



和版权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关系，需要给予科学数据创

3.4 科学数据的引用协议

建者必要的、在限定时间内的、适当形式的专有权，并
加以排他性的保护。这种保护是对其创建科学数据所

科学数 据引用协议是能够将科学数 据创建者与

投入的财力与智力成本的必要弥补。而从科学数据的

科学数据使用者对科学数据引用的权利和义务达成

广泛传播和最大利用效益来看，科学数据一旦创建，需

一致意见的一种约定。由于现有版权法等相关法律法

要被更多的科学数据使用者知晓、检索和再利用，以

规及引用、共享政策不能完全保 护科学数 据 创建者

促进人类科学数据研究的进步。目前，虽然国内外高

的权利。因此，科学数据共享中心按照数据类型特点

度重视科学数据的再利用，但在现有各国版权法律未

制定了相应的数据许可使用协议或创作共享协议，以

能给创建者提供足够保护前提下，借助科学数据创建

约定使用者承认并尊重创建者的权利。数据许可协议

者对科学数据利用与共享的立场与态度，以及由此体

提供双方共同认可的约定，保证科学数据引用双方的

现的数据共享协议的细化要求，可以在保护科学数据

基本利益。在科学数据引用协议中，大部分协议明确

创建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科学数据的引用。因此，

提出数据引用的要求，并且提出要遵循特定数据引用

科学数据引用者在进行科学数据引用时，需充分尊重

格式规范。例如，UK Data Service的数据许可使用协

科学数 据 创建者或拥有者的权 益诉求，参照现行版

议包含科学数据的引用格式、使用申请机制、使用和

权法律规定，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若科学数据创建

用途规定及特殊协议保护措施等内容 [34]。协议要求数

者或拥有者被禁止对科学数据在某种情形或某种规

据使用者在引用数据时对数据进行规范性标识，并将

模、内容上的使用，则科学数据施引者应放弃其使用

数据按照创建者意愿分为“open data”“safeguarded

意图。

data”“controlled data”。其中，
“open data”没有使
用限制，
“safeguarded data”与“controlled data”都

3.3 科学数据的引用政策

有单独的许可使用条款，对数据的用途进行了规定；
“safeguarded data”只能用于科研目的，
“controlled

科学数据的引用政策指致力于科学数据管理的组

data”需要引用者提交使用申请，待数据创建者审核

织/机构对科学数据引用制定的原则和要求。科学数据

通过并将其加入特定用户组后，才可获得使用。在许

引用的用途、再共享等方面的自由与方便程度，与科学

可协议条件下，科学数据的引用者需尊重数据创建者

数据的权利保护与引用许可密切相关。由于科学数据引

的权利，严格按照协议内容对数据进行使用；此外，引

用具有一定的政策约束，因此科学数据使用者对数据

用协议对衍生数据也有控制权。衍生数据是在原有数

进行引用时必须遵循政策规定。目前，许多致力于科学

据基础上进行补充、加工等行为后产生的数据，因此

数据引用的相关组织/机构（如DataCite
ANDS

[30]

、ESIP

[31]

、CODATA

[32]

[28]

和RDA

、DCC

[33]

[29]

、

）都发布了

科学数据引用者使用衍生数据时也需遵循相关的引用
协议。

科学数据引用政策，有助于对科学数据引用行为进行
约束和规范，形成良好的科学数据引用氛围。与此同

4 科学数据发布平台与管理软件

时，科学数据引用也需要建立一定的奖励机制，对数
据创建者给予奖励可以激励科学数据的共享，对科学

本文对科学数据发布平台与管理软件的讨论包括

数据引用者的奖励（如优先发表）也可以激励其收集

科学数据检索与发布平台、科学数据管理软件与发现

或创造更多的数据。王丹丹认为理想的数据引用应与

工具。

传统文献引用方式一样，在参考文献部分对数据进行
引用标注，并将引用排名纳入科研评价体系[7]。张静蓓

4.1 科学数据检索与发布平台

等针对科学数据缺乏共享意识和引用意识的问题，提
出应完善学术报偿体系，将数据引用纳入科研评价体
[6]

科学数据检索与发布平台是能够对科学数据进行

系 。权威机构通过科学数据引用政策对科学数据引

存储、描述、检索、获取、共享的数据库。科学数据的引

用行为进行引导与约束，形成良好的科学数据引用氛

用需要由科学数据的发布平台作为科学数据创建者与

围，能够促进科学数据引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数据引用者的沟通桥梁，科学数据引用者通过发布平



2017年第6期（总第157期）

黄国彬，刘馨然，姜颖

台可以集中、方便地检索，发现并下载所需引用的科学

影响科学数据引用的外部因素分析

5 结语

数据。从国内外发展情况来看，科学数据的发布平台主
要有单一科学数据发布平台和科技文献与科学数据的
混合发布平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科学数据在科研活动中
的广泛使用，对科学数据引用行为的研究越来越迫切。

单一科学数据发布平台包括国家数据中心和机构

科学数据引用不仅体现对科学数据创建者基本权利的

数据库。国家数据中心，如国家地球科学数据中心、环

尊重，也为科学数据共享提供依据与保障。为提高科学

境信息数据中心、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等；机构数据库，

数据引用质量与权威程度，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与实践

如罗普中心公众舆论研究、哈佛大学Harvard Dataverse

经验，梳理出影响科学数据引用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

等。科技文献与科学数据混合发布平台，如D r ya d、

科学数据引用规范与格式、科学数据权利保护与引用

ICPSR、Figshare和GenBank等。

许可、科学数据发布平台与管理软件，以期为科学数据
引用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

4.2 科学数据管理软件与发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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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ientific Data Citation
HUANG GuoBin1, LIU XinRan1, JIANG Ying2
(1.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guide scientiﬁc and reasonable scientiﬁc data cit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authority of scientiﬁc data,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key inﬂuencing factors of scientiﬁc data citation.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website research method, combining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ain external inﬂuencing factors of scientiﬁc data citation in scientiﬁc data referrers’view. The external
inﬂuencing factors of scientiﬁc data citation include scientiﬁc data citation standards and formats, scientiﬁc data rights protection and reference permission, scientiﬁc
data platform and management software. Effective processing and response to these three aspects are the main consideration for scientiﬁc data referrers to standardize
their behaviors.
Keywords: Scientiﬁc Data Citation; Inﬂuencing Factors; Citation Standards; Citation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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