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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英国高校有关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的现状与特点，从而为我国高校制定和实施科研数据
政策提供参考。本文以收集到的76项科研数据政策为样本，对这些政策的基本情况（政策的制定时间与修订周
期）和主要内容（政策概述、政策适用对象、科研数据的管理、保存与维护、共享与利用、政策的实施、相关政策
法规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英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特点，主要包括对科研数据价值的认同和资助机
构的要求是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主要推动力，政策内容可分为通用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两方面，形成以科研数
据管理计划为核心、权责明晰的科研数据管理机制，监管与服务并重，注重政策实施的保障措施，注重与相关政
策之间的联系和衔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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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数据是科研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
管理与保存不仅有助于完善科研记录、推动科研诚信，

基础上，对这些政策进行全面分析，以期为我国高校制
定和实施科研数据政策提供参考。

还有助于促进共享和再利用。国际上，通过制定相关
政策以保障和规范科研数据共享已成为共识，并已形

1 研究综述

成国家、科研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等不同层面的数据
共享政策[1]，有效地保障和促进了科研数据共享实践。

英国是科研数据政策的先行者。2011年，英国研究

科研教育机构既是科研数据的主要产出者，也是科研

理事会（Research Council UK，RCUK）发布《RCUK数

资助机构资助项目的主要承担者，因而成为科研数据

据政策共同原则》（RCUK common principles on data

[2]

管理的关键角色 ，其科研数据政策也备受关注。2018

policy），提出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的7条原则[4]。随后，

年3月公布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指出，
“有关科研院

RCUK下属的研究理事会相继制定了各自的科研数据政

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等法人单位是科学数据管理的责

策。在此背景下，英国高校纷纷制定了本校的科研数据

任主体”，其主要职责之一是“建立健全本单位科学数

政策，以响应这些研究理事会的倡导和要求。一些科研

[3]

据相关管理制度” 。在此背景下，制定本单位的科研

人员和机构积极开展研究，总结经验，推广优秀案例，

数据政策以促进和规范科研数据共享，将成为我国科

帮助尚未制定科研数据政策的科研机构形成本机构的

研机构的重要职责和迫切任务。然而，当前我国的科研

政策。如Whyte等[5]考察了科研数据政策的共同点，英

机构特别是高校尚未制定本单位的科研数据政策，而

国数据监护中心（DCC）收集了英国74所高校的科研数

英国作为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的先行者，已形成较为

据政策[6]，并提供了一份简要注意事项[7]，为希望制定本

系统的科研数据政策体系，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英国高

机构科研数据政策的高校提供参考。Rice等 [8] 介绍了

校都已制定本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可供我国高校参考。

爱丁堡大学制定和实施科研数据政策的过程与经验。

本文拟在对英国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进行全面调查的

Higman等 [9]指出，尽管实现科研数据共享应该是高校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信息生命周期视角下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的政策保障研究”（编号：15CTQ02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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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科研数据政策的出发点，但实际上，推动高校制定
政策的主要因素是科研资助机构的要求。

我国高校提供借鉴。
以上研究为我们了解英国高校科 研数 据政策现

我国研究人员也积极关注和介绍国外（特别是英

状，特别是吸收借鉴其有益经验提供了参考，但也存在

国）的科研数据政策，相关研究可归纳为2个方面。①不

一些不足：一是不少研究的出发点是对国家/地区科研

同国家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综合考察与比较分析。如张

数据政策体系的宏观梳理，探讨不同国家科研数据政

瑶等

[10]

在对国外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进行综述的

策的异同，因而对英国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难以具体

基础上，指出国外大学制定了详细的科研数据管理政

深入；二是国际上特别是英国的科研数据政策与实践

[11]

策，从微观上推动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实施；丁培 对

日新月异，部分研究成果由于发表时间较早或仅选取部

国外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现状进行考察，详细分

分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作为分析样本，因而难以反映

[12]

最新实践进展。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

选取英、美各10所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进

面调研英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并对政策的背景与内

行分析，考察两国大学科研数据政策的特点与差异；邢

容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我国高校制定科研数据政策

析国外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内容要素；司莉等

文明

[13]

对英国、美国、澳大利亚3个国家的政府部门、

提供参考借鉴。

科研资助机构、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进行调查分析，
指出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是国外科研数据政策体系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的重要部分，并建议我国高校也应制定相应的政策；
张晓青等 [14] 对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

为全面了解英国高校有关科研数据政策的情况，

等国家的机构制定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进行调查

笔者从3种途径进行调研：①以DCC收集英国74所高

评述，发现英国已经形成由宏观（主要是政府部门）、

校的科研数据政策[6]为基础，逐一点击链接进行核查，

中观（主要是科研资助机构）、微观（主要是高校和研

其中有11所高校的政策由于访问受限或链接失效无

究机构、出版机构）三个层次组成的英国科学数据开

法获取；②以英国《研究卓越框架2014》（Research

放共享政策体系。②对英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内容

Excellence Framework 2014）中被评估的154所高校

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我国高校制定和实施科研数据

为样本，分别进入各个高校网站，浏览查询其是否制

[2]

政策提供借鉴。如杨云秀等 以英国10所高校为例，对

定了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 [18]；③为保证调查的全

科研数据政策的要素进行分析，指出科研教育机构的

面性，笔者还利用Google、必应等搜索引擎，以“Data

科研数据政策应重点关注科研数据的存储规范（存储

Policy”“Data Management Policy”“Data Sharing

义务、存储数据类型、存储强制性要求、存储地点、其

Policy”“Research Data Policy”“Data Curation”等

他要求）、质量保障规范（政策关联、适用范围、管理

关键词组配“University”进行搜索，以尽可能获得全

对象、权责机制、管理工具）、传播规范（传播义务、数

面准确的数据。在调查过程中，笔者排除了以下政策：

据所有权管理、数据知识产权管理、开放共享要求、开

以“机构数据”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的目

[15]

的是保护学校的管理性数据（如学生的个人信息、学习

以英国20所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为例，分析这些政策

信息等）而非科研数据；学校某一院系或研究中心/所

的总体要求和主要内容，并从政策内容体系、动力机制

的政策，这些政策不具有学校层面的意义。

放共享限制、发布机制、引用要求）等方面；魏悦等

及责任细化3个方面对我国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
提出建议；王琼等

[16]

经过核查和去重，最终获得76所高校的科研数据

采用内容分析方法，从保存内容、

政策。根据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四大世界大学排名之一

元数据、格式、位置、期限与销毁、机构与责任、保存

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另外是“QS世界

权益、安全与隐私8个方面，对英国28所高校的科研数

大学排名”“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上交大世界大学

聚焦英、美、澳等

学术排名”）发布的《2019年英国大学综合排名》[19]，

国家高校的科学数据保存政策，从科学数据的保存范

样本高校中，排名前50的有43所（占56.58%），排名前

围、所有者、负责者、保存期限、保存位置、保存要求，

100的高校有60所（占78.95%）。可见，样本高校具有较

以及超出保存期限时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为

强的实力和代表性。本文的调查时间为2017年6—7月。

据保存政策进行调研分析；庄晓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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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制订情况

英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内容分析

3.3 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主体

英国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名称较一致，大都是“科

调查发现，英国高校科 研 数 据政 策的制订者与

研数据管理政策”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实施者并不统一。相关主体有起草者（policy author/

少数学校如边山大学、桑德兰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将科

owner）、批准者（approved by）和实施监督者（monitor/

研数据管理的内容作为其《研究实务守则》（Code of

responsible executive），承担职责的部门也不统一，如

Practice for Research）的一部分。

布鲁内尔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起草者是研究
与知识转移委员会（research and knowledge transfer

3.1 政策的制订时间

committee）[20]、帝国理工学院《科研数据管理政策》
的起草者是研究办公室主管（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76项科研数据政策中，有69项标出了政策制订的
时间，笔者统计了各年度政策制订的数量（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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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部门。除上述部门外，承担这些职责的其他部门
还有学校的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学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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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academic boar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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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者是主管研究的副校长（pro-vice chancellor for
research）等[22]，而政策的批准者与实施监督者也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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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21]、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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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英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主要内容，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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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英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年份统计

在统计各政策类目的基础上，对政策内容进行阅读、
归纳和编码，发现大部分政策主要包含以下5个方面的
内容：①介绍性信息，如政策声明、政策概述、政策背
景、政策原则、政策目的、政策适用范围、相关术语定

英国高校的科 研数 据政策出台时间较为集中，

义等；②科研数据的搜集、管理与保存；③科研数据的

从2011年开始呈爆发式增长的趋势，平均每年超过10

使用与共享，如数据的使用、共享、归属与所有权、知

项。其背景可能是英国研究理事会于2011年4月出台了

识产权，以及科研人员离开学校后数据的转移与处理

[4]

《RCUK数据政策共同原则》 。该原则的第二条要求

等；④政策的实施，如政策的解释权、联系信息、违规

所有科研机构应制订本单位的科研数据政策，以推动

处罚等；⑤其他相关信息，如相关政策法规、政策的制

科研数据的管理与共享。随着该政策的出台，英国各高

订及修订信息等。以下将基于政策文本分别对这些方面

校为更好地争取科研资助，纷纷制订本校的科研数据

分别进行考察。

管理与共享政策，以响应科研资助机构的要求。

3.2 政策的修订周期

4.1 科研数据政策概述
调查发现，不同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对政策概述

在搜集到的政策中，部分政策还标出了修订时间。

有不同的称谓，如前言（introduction/preamble）、背景

笔者对这些政策的修订间隔（以年为单位）进行统计发

（background/context）等，还有些政策的开头有一段

现，修订周期为1年的政策最多，其次是2年和3年的。可

类似于前言的阐述。

见，英国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修订周期都较短，说明英
国高校较重视对政策的修订与调整。

4.1.1 背景与目的
分析发现，大部分政策都包含政策制定背景与政策
2019年第1期（总第1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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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策明确了政策的适用对象与范围（占34.21%），通常以

（1）政策背景。共有45所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介
绍了政策背景，约占59.21%。对这些信息梳理发现，英
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

“Scope”“Policy Scope”“applicability”“policy applies
to”等类目出现。
归纳发现，这些政策通常从两个角度对适用范围进

一是科研数据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重

行界定：一是明确政策的适用人员，如伦敦卫生与热带

视。作为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数据的管理与

医药学院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指出“本政策适用于

共享有助于促进科研诚信、提高研究质量、促进再利用

在本校开展研究或参与创建、收集、生成科研数据的所

等诸多意义。如爱丁堡龙比亚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政

有人员（包含但不限于聘用人员、研究生、名誉雇员、访

策》指出“爱丁堡龙比亚大学致力于高质量的研究。科

问学者等），这一群体通常被视为‘研究人员’”[24]；二是

研数据作为证明研究质量与诚信的核心，有必要通过

界定政策中科研数据所涵盖的数据类型与范围，如爱丁

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与规程以确保在本校开展的研

堡龙比亚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指出“本政策适

究以最高标准遵守法律法规、资助者、合作者及校内的

用于所有研究人员和受雇于学校的研究者所产生的一切

[23]

要求”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药学院的《科研数据管理

科研数据，同时也包含研究生所产生的科研数据”[23]。

政策》指出“伦敦卫生与热带医药学院认识到研究过程
中所产生的科研数据是一种重要财富，对创建者、机构

4.2 科研数据的管理

和整个学术界都具有长远的价值。学院将科研数据的
管理视为良好研究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加以保
[24]

护，促进其共享和再利用” 。

分析发现，英国高校形成了以科研数据管理计划
为核心的科研数据管理模式，即在研究项目申请阶段

二是越来越多的科研资助机构要求对科研数据进

或项目开始实施前就要求项目负责人制定详细的科研

行管理和提供共享。如克兰菲尔德大学的《科研数据

数据管理计划，包括需要收集数据的类型和方式，如何

管理政策》指出“本政策的制定遵守RCUK对于受其资

分析和利用这些数据，项目结束后如何对数据进行归

[25]

助的研究项目有关管理科研数据的要求” 。赫瑞瓦特

档、保存、维护和提供访问与共享等，并在整个项目实

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指出“许多资助机构都要

施过程中按照该计划对数据进行管理、保存和共享。如

求数据管理计划作为项目申报书的一部分。赫瑞瓦特

伯恩茅斯大学的《科研数据政策与程序》指出：
“①科

大学也认识到公共资助的研究是一项公共财富，应确保

研数据管理的主要责任人是研究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定

[26]

其可发现和可获取利用” 。

和实施数据管理计划；②数据管理计划应阐明研究项

（2）政策目的。共有19项政策阐明了政策目的，占

目开展过程中将收集的数据，以及如何收集、管理、保

25.00%。其中大多数政策都指出政策的目的是确保科

存和共享这些数据；③受其他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应

研数据得到良好管理以实现其价值。如伦敦国王学院的

根据资助机构的要求对科研数据进行管理；④在允许

《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指出“政策的目的是确保科研

的情况下，数据管理计划应包含数据管理、长期保存与

数据得到最高标准的管理与保存，以符合相关法律要

维护访问的费用成本”[29]。

求和实现再利用”[27]。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科研数

同时，英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对于科研数据管理

据管理政策》指出“①通过确保科研数据的准确与可

的责任划分较为明确，对不同人员的责任分别加以界

靠以支持学术的开放与透明；②推动科研数据的开放

定，形成以研究项目负责人（principle investigators，PI）

获取以促进数据共享与合作；③确保学校符合《RCUK

为核心，学校/院系科研主管、研究人员各司其职的科研

数据政策共同原则》及《EPSRC科研数据政策框架》的

数据管理责任体系。以伦敦艺术大学为例，其《科研数

要求；④明确科研人员对于科研数据管理与存档的责

据管理政策》的“角色与职责”部分规定：
“①学校应

[28]

任，以及学校的支持与指导措施” 。

建立系统，为科研数据的存储、备份和保存提供支持，
同时还要为科研人员创建、管理和保存科研数据提供培

4.1.2 适用对象与范围

训、指导和建议；②各院系负责人或学术委员会应通过
制定政策或程序的方式对本部门的科研数据管理进行

调查发现，样本中共 有26所高校的科 研数 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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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展过程中明确每个团队成员的责任并监督他们的

的，也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价值、提升科研产出与效

行为；④每个成员有责任了解本政策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率的意义所在。英国高校对科研数据的共享与利用主

遵照执行。另外，成员一旦离开学校，还应按照政策要

要从科研数据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两方面进行规范。针

[30]

求，将相关科研数据保留一份，且保存在指定地方” 。

对科研数据的生产者：①在数据管理计划中应充分考
虑研究资助者的要求、学校政策和其他因素（如法律、

4.3 科研数据的保存与维护

道德、商业限制等），对数据共享事宜作出说明，包括
哪些数据将提供共享、哪些人可以访问和获取数据、前

研究项目结束时，应及时对科研数据进行归档、保

提条件等；②在发表研究成果时，应包含如何获取支撑该

存和跟踪维护，以确保数据的共享和再利用，充分发挥

成果的研究数据的信息。针对科研数据的使用者：①严格

数据的价值。绝大多数英国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都指

遵守数据中心/存储库或数据提供者关于数据使用的相

出研究项目负责人是数据管理与维护的责任人，其职

关条款/协议；②在研究成果中对使用的科研数据进行

责主要有：①确定哪些数据需要长期保存及保存期限；

详细引用。

②为提交保存的数据提供元数据，以确保数据能被发
现、理解和获取；③确定数据的访问和使用权限；④对

4.5 科研数据政策的实施

没有存储在本单位的科研数据，应提供其保存地址、描
述性信息和元数据等，并确保其可访问性或可用性。如

为确保科研数据政策能顺利实施，应充分考虑政

阿伯泰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指出“研究人员和

策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措

相关的项目支持人员应确保数据的收集和存储。①按照

施加以保障。如约克大学、诺森比亚大学和兰卡斯特大

学校《数据保护法》的要求，对数据进行保护。所有研

学均指出“为确保政策的实施，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

究数据都必须存储到学校指定的网络存储空间，以便定

作：一是使每一位研究人员都清楚他们对于科研数据

期进行备份和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②保留一份数据的

管理的责任；二是要建立相应的设施，从而为科研数据

永久记录，以便学校IT部门在获得授权时可以访问。当

管理提供支持”。兰卡斯特大学的《科研数据政策》还

存储数据时，研究人员应考虑数据对学校所有师生开放

附加了一份详细的政策实施计划（见表1）[33]。

还是仅对部分人员开放（如特别敏感的数据）。当研究
人员离开学校时，直接负责人应确保所有数据得到保存

4.6 其他相关政策法规

和可识别。同时，研究人员应确保所提交存储的任何数
据都生成相应的元数据，并包含如下信息：①可链接至

共有11所学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列出了与本政策相

研究出版物/成果；②识别研究资助者及研究领域；③给

关或实施过程中应参考的规定。笔者统计了这些政策

[31]

予恰当的关键词以帮助其他用户找到该数据” 。

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数据保护政策、知识产权政策、信

在科研数据达到保存期限后，如果没有必要继续

息自由与信息安全政策、开放存取政策、学术诚信政策

保留，则应进行销毁处理。部分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对

等。分析发现，这些政策大致可分为3类：①科研资助机

数据的处置与销毁进行了规定。如杜伦大学和南安普

构相关政策与要求，如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数据政

顿大学都要求在制定数据管理计划时应对数据销毁的

策共同原则》《RCUK开放获取政策》[34]及其下属研究

时间与程序进行规定：一是科研数据的处置和销毁要

理事会的科研数据政策，这类政策是各高校科研数据

严格遵守数据管理计划、相关法律法规、资助者或研究

政策的缘起和依据；②有关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的程

协议的要求；二是销毁后要向学校提交一份数据销毁

序、指南等，如边山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指南》[35]，

记录，并说明销毁的原因。此外，南安普顿大学还制定了

这类程序与指南是对科研数据政策的补充和细化，对

[32]

《数据销毁推荐规范》 。

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作用；③与科研数据政
策相关的校内外法律法规，如国家有关知识产权、信息

4.4 科研数据的共享与利用

自由、隐私与数据保护的法律，各校的研究伦理与研究
行为准则、隐私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等，这类法规是研

科 研数据的共享和利用是数据管理与保存的目

究人员在管理、保存、发表和共享科研数据过程中应参
2019年第1期（总第1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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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兰卡斯特大学科研数据管理实施计划
目 标
制定学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

内 容
与学校研究委员会、图书馆和其他相关部门起草政策

主要负责人
科研数据管理指导委员会

起草覆盖所有研究资助者要求的程序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①记录各资助者对获取科研数据的要求；
②出版的研究论文须说明如何获取研究数据；
政策和

制定符合资助者要求的程序

程序

③非数字化的科研数据应以易于共享的方式进行保存；
④科研数据的元数据必须在研究项目结束后的一年内公开并确保可

科研数据管理指导委员会

在网上自由访问；
⑤如果数据有限制，应说明原因及获取的条件；
⑥科研数据须保存至少10年
评审和更新“政策”和“程序”
创建IT设施以支持
数据的安全储存

①定期评审计划实施过程；
②根据需要对“政策”和“程序” 进行修订和更新
①为科研数据的存储、保存和存档提供安全的存储服务；
②定期备份和维护数据

科研数据管理指导委员会
信息系统服务主管

建立网页，提供校内外资源链接：
创建可视化引导的网页，
帮助用户发现互联网在
线工具、指南和资源

①在线数据管理计划；
②资助者的数据管理要求；

图书馆/研究支持办公室

③数据安全指南；
④数据存储指南；
⑤数据备份指南

确保支持人员能为科研数
支持与

据管理提供有效支持

培训
提升支持人员的意识和服务水平

①为公共资助的科研数据的监护提供支持；
②为支持人员提供培训；
③推动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相关部门的协调与交流

图书馆/研究支持办公室/组
织与教育发展/记录管理

①组织研讨会；

图书馆/研究支持办公

②向学校研究委员会宣传介绍

室/组织与教育发展部

①提供最佳研究实践指南；
开发更加易用的指导材
料和实用培训资源

②开发科研数据管理培训课程；

图书馆/研究支持办公

③提供个性化建议；

室/组织与教育发展部

④为科研数据管理的具体方面提供指导
为科研数据的归档、保存和元数据提供指导：
数据监护

①为元数据创建提供咨询服务；

图书馆/研究支持办公室/组

②为研究人员存档数据提供帮助；

织与教育发展部/记录管理

③如何提供数据的可见性

考和遵守的。

要求，这是各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直接动力；二是对
科研数据价值的认可，不少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都指

5 英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特点

出科研数据具有增加科研透明度、促进科研规范与诚
信、提升科研质量和确保高质量研究等多重价值，这是

5.1 资助机构的要求是高校科研数据政策
制定的主要动力

科研数据政策的根本动力。
目前，我国大陆尚未有高校制定科研数据政策，这
不利于科研数据价值的发挥。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由4.1可知，英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背景主要来

指出“科学数据管理工作实行国家统筹、各部门与各地

自两方面：一是相关法规特别是科研资助者的要求，如

区分工负责的体制”，并分别明确了主管部门、法人单位

不少政策都指出《RCU K数据政策共同原则》的相关

（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数据中心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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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职责。其中，法人单位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贯彻

及多个主体，英国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大都对学校科

落实国家和部门（地方）科学数据管理政策，建立健全

研管理部门、学院、图书馆、数据存储中心等不同主体

[3]

本单位科学数据相关管理制度” 。这为我国高等院校

的职责进行明确，使各主体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保证

制定和实施科研数据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推动力，

了政策有较高的可行性。整个过程中，PI是总负责人，

将有利于促进我国高校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的发展。

科研数据管理计划是原则与纲要，各部门分工负责，共

可见，我国高校应尽快制定和实施科研数据政策，以贯

同构成科研数据管理的核心。

彻落实《科研数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保障和规范

5.4 注重政策实施的保障措施

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实践。

5.2 政策内容分为通用性和管理性规范

科研数据的管理与共享不仅是科研人员的责任，
其顺利开展也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支持。英国高校的科研

有研究者将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内容要

数据政策除了明确科研人员的责任，还指出学校及相关

素分为保障要素和主体要素两类，其中后者又可分为通

部门对科研数据管理、保存与共享负有相应的职责，除

[36]

。笔者认为，法律和政

了对科研数据的管理与共享进行监管，还注重提供支

策都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而高校科研数据政策是

持与服务。如图书馆及相关部门要为科研数据管理计

调节人们科研活动的行为规范，具有管理属性。因而，

划的制定提供指导和咨询服务及工具模板，并为科研

笔者认为英国高校科研数据政策的主要内容可分为通

数据的管理提供培训与指导；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要与

用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两类。前者主要包括政策的背

研究项目负责人一起对科研数据管理计划的重要事项

景与立场、原则与目的、相关概念界定、政策的适用范

进行明确，并对科研数据管理计划执行过程进行督导；

围、数据的所有权等内容，这些内容不涉及科研数据的

学校IT部门要为数据的保存与存储提供设施与支持，

管理，即行为的规范，却是政策的基础；后者主要是对

并确保数据的存储安全、易于获取和利用等。这一服务

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实践中不同主体的行为规范，如

支持机制为科研人员管理和共享科研数据提供全方位

要求研究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开始前制定科研数据管理

的支持与服务，确保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的顺利进行，

计划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计划进行数据的管理、保

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用要素和科研数据管理要素

存与共享，学校不同部门应对科研数据的管理与共享
进行监管和提供支持服务等，这些内容构成政策的核

5.5 注重与相关政策之间的联系与衔接

心，也是确保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这也是我国高校在
制定科研数据政策时值得借鉴的地方。

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的过程既涉及科研资助与管
理者、科研人员、数据共享者等不同利益主体，也涉及

5.3 形成分工负责、权责明晰的科研数据管
理机制

数据的收集与获取、整理与分析、保存与存档、共享和
再利用等多个环节，仅靠一项政策很难全面地涵盖这
些内容。因而，一方面需要其他相关政策的密切配合，

由上述分析可知，英国高校已形成以科研数据管

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与其他相关政策、法规的有机衔

理计划为核心、学校各部门和科研人员分工负责、权

接，避免冲突和盲区。调查发现，英国不少高校的科研

责明确的科研数据管理机制。大部分高校的科研数据

数据政策都列出了与本政策相关的政策或实践中应参

政策都要求研究项目负责人要在项目申请阶段或正式

考的政策，主要包括数据保护政策、知识产权政策、信

开始前制定科研数据管理计划，对科研数据的收集整

息自由与信息安全政策、开放存取政策、学术诚信政策

理、分析利用、归档存储及提供共享等事项进行计划。

等，有助于不同政策间的配合与衔接，值得我国参考借

一些政策还明确了科研数据管理计划应包括的内容。

鉴。目前，我国高校的一些知识产权、科研项目管理等

除了制定科研数据管理计划，研究项目负责人还需要在

法规与科研数据有一定的关联，但并没有明确将科研

研究项目实施过程中，按计划分配任务与权限，开展科

数据纳入管理范围，未来一方面在制定科研数据政策

研数据的管理与共享。同时，科研数据的管理与保存涉

时要注意与这些法规的衔接协调；另一方面，也要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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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政策进行修订，以更好地适应科研数据管理与
共享的需要。

（2）：194-204.
［9］ HIGMAN R，PINFIELD S.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and
openness：The role of data sharing in developing institutional

6 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RCUK数据政策共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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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alysis on UK Institutional Research Data Policies
XING WenMing SONG Jia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search data polic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took
the collected 76 UK universities’ research data policies as sample, analyzed these policies’ gener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date of policymaking and the
revision cycle), the policies’ main content (including policy preamble, policy scop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requirements of research data’s management,
storage and maintain, sharing and reuse, policy’s implementation, and the related policies, etc.). On base of the analysis, it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UK Universities’ research data policies: the recognition of research data’s value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research funders are two key driver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search data policy in UK universities, the policy contents mainly constitute of general rules and management rules,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lan as the core with clarity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the supervision and services, emphasizing
supporting measur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focusing on the consistent with related regulations etc.
Keywords: Research Data Policy;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Research Data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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