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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盟极为重视开放科学的发展，积极制定开放科学相关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措施，把推动科
学信息的快速传播作为建设欧洲研究区、加速创新的关键手段之一。以欧盟开放科学培训实践为切入点，分析欧
盟推进开放科学发展的路径，总结欧盟开放科学培训的成功经验，希望为我国相关机构和科技人员借鉴欧盟开
放科学培训的理念和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开放科学推进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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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以来，学术界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克服

进开放科学的先进经验与理念可为我国提供切实可行

传统科学弊端的学术运动。这些运动凸显了“自由、开

的参考。本文以欧盟开放科学培训实践为切入点，分析

放、合作、共享”的理念，与传统科学文化的封闭性形

欧盟推进开放科学发展的路径，总结欧盟开放科学培训

[1]

成鲜明对比，学术界将之称为开放科学运动 。在全球

的成功经验，为国内推进开放科学实践提供借鉴。

科技合作日益广泛、各国科技创新组织相互渗透的现
在，开放科学越来越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成为学术交
流领域最重要的话题之一[2]。开放科学是指除了最终研
究成品之外，科研人员分享其在研究过程中的每个元
素，以促进合作的一种新型科研方式[3]。科学界已经普
遍认识到开放科学的价值[4]。科研人员也逐渐对如何将
[5]

开放科学实践嵌入其科研项目产生了兴趣 。

1 欧盟开放科学培训项目概述
1.1 欧盟开放科学培训项目的实施背景
欧盟委员会认为，为促进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增长，
必须整合欧盟各国的科研资源，提高创新效率，所以决

欧盟极为重视开放科学的发展，积极制定相关政

定融合欧盟层面的三大科技创新计划，即欧盟框架计

策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措施，把推动科学信息的广泛

划（FP）、欧盟竞争与创新计划（CIP）、欧洲创新工学

获取、快速传播和有效保护，作为建设欧洲研究区、加

院（EIT），整合欧洲科研资源，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统筹

速创新的关键手段之一。为整合欧盟各国的科研资源，

和协调，避免各自为政和条块分割，减少重复投入和重

提高创新效率，欧盟于2013年12月发布了“地平线2020

复研究，促进研发合作和共享，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人

计划”，确立了3个重点目标，即建立欧洲研究社区，引入

员互动频率，促进欧洲研究社区的建设。在这个大背景

资金与人才，在国家、欧盟层面提高研究的经费支撑。

下，诞生了“地平线2020计划”。2015年12月，该计划发

2015年11月，欧盟建立欧洲开放科学云工作组，构建集

布2016—2017年工作框架，指出推动开放科学发展是

硬件、仓储、数据格式、API等技术元素，以用户为导向

在“地平线2020计划”中嵌入研究与创新的重要工作，

的数据服务、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和专家于一体的“开

其中出版物和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是科学研究向开放

[6]

放科学云” 。欧盟开放科学已走在全球前列，欧盟推

科学转变这一系统化过程中的必要组成和重要环节。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科学科研数据的管理服务”（编号：18BTQ070）和2018年河南科技大学SRTP项目、河南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重点项目“社会科学领域科研人员的数据管理实践调查”（编号：S20181046403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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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项目框架下，欧盟推出了促进面向欧洲研究的开

括多模块开放科学工具包和开放科学培训手册（open

放科学培训项目（facilitate open science training for

science training handbook）；③加强人文科学、社会科

European research，FOSTER）（2014年2月—2016年8

学和生命科学学科社区的开放科学培训师网络。

月），旨在对欧洲学者开展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开放

1.3 欧盟开放科学培训项目的内容体系与
意义

科学的培训[7]。

1.2 欧盟开放科学培训项目的发展阶段与
目标

该项目开发了一个开放科学分类体系，定义和构建
开放科学的不同组成部分，以提高年轻科研人员对开放

FOSTER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支持不同的利益相关

科学及其益处的理解。开放科学分类体系已被用于构建

者，尤其是早期职业科研人员，在欧洲研究区域内采用

易于导航E-learning平台，平台包含开放获取、开放数

开放获取，并遵守“地平线2020计划”制定的开放获取

据和开放科学的可重复使用的培训材料，以及6种语言

政策和参与规则。为此，FOSTER项目首先开发了一个

（英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和

E-learning平台，该平台针对那些需要更多了解开放科

西班牙语）的17种自学课程和8种E-learning课程。该项

学或需要在其日常工作流程中开发实现开放科学实践

目还制定了培训会议工具包，该工具包提供经过测试和

的策略和技能的人汇集了持续动态更新的最佳培训资

验证的指南，用于为学术人员（科研人员）和学生、机构

源。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从早期职业科研人员，到数据

人员（行政人员和图书馆员）、项目负责人、政策制定者

管理员、图书馆员、科研管理者和研究生院等用户都可

和资助机构工作人员组织不同类型的培训活动（小组讨

以从该平台受益。FOSTER项目的具体目标包括发现开

论、专家讲座、研讨会、E-learning等）提供支持。超过

放科学中可以重用的现有资源，并在需要时创建新资

6 000名参与者（主要是年轻科研人员）参加了28个欧

源；构建一个可以用作E-learning的门户平台，托管所

洲国家的180多场培训活动。十多所大学为学生开设了

有资源；为所有类型的科研利益相关者提供培训。

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的认证课程 [9]。目前该

作为FOSTER项目补充的FOSTER Plus（fostering
the practical implement ation of open science i n

项目已形成FOSTER门户网站、开放科学培训课程和开
放科学培训手册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的培训体系。

Horizon 2020 and beyond）为期2年（2017年5月—2019
年4月），由欧盟资助，由6个国家的11个合作伙伴执行。

1.3.1 FOSTER门户网站

它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欧洲科研人员行为的真正和持久
转变，以确保开放科学成为规范。此外，FOSTER Plus

作为E -le a r n i ng 平台的FOST ER网站（ht t p s://

特别强调创建特定学科的指南，并与代表生命科学、社

www.fosteropenscience.eu /），汇聚最好的、持续动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组织合作，以强化特定

态更新的培训资源，涵盖从基础到高级的、面向特定

[8]

领域的材料和培训能力 。具体目标包括：①支持文化

学科的资源，满足那些需要了解更多开放科学知识，

变革，通过基于参与者可以获得数字徽章的课程提供

以及需要制定策略、发展技能以在日常工作中实践开

高级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培训计划，使开放科学的实践

放科学的人员需要。该项目已成功地与学术交流权威

得到充分实施并最终得到回报；②巩固并维持培训支

组织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如图书馆电子信息联盟

持网络，该网络由来自各种科研组织和科研基础设施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or Libraries，EIFL），欧洲

的开放科学大使组成；③加强培训能力，通过解决当前

学术出版和学术资源联盟等，以确保开放科学培训材

在社区/学科和机构层面，以及开放科学的实际实施方

料的质量。

面的技能和内容差距，加强培训能力。

门户网站托管所有培训资源，都被分配了一个或多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FOSTER Plus策划了如下活

个分类术语，以增强资源的可发现性和重用性。门户网

动：①提供面对面的培训活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培

站管理员使用分类法作为辅助工具，通知他们某一开

训活动以及E-learning课程，重点是提供实用的、以成

放科学主题是否有高流量，或者潜在的差距。新资源只

果为导向的课程；②创建高质量和高级的培训资源，包

能由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上传到门户网站，但所有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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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都需要附上适当的书目和元数据信息，以帮助其

了将开放科学原理传递给科研人员和支持人员的实用

在门户网站中正确分类。每次添加新资源时，领域专家

技巧。这本手册的重点不在于传播开放科学的理念，而

都会审核材料以评价内容的质量，然后将其推广以供公

在于如何最有效地支持开放科学实践。

众使用。门户网站和资源是所有人都可以公开访问的。
ㆰӻ

1.3.2 开放科学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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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FOSTER网站外，项目还开发了一套面向早期
职业科研人员的课程，最初的课程体系包含10个板块。
课程一般都包括以下4部分：①课程总体介绍；②图文
并茂，穿插着视频和网址链接的课程主体，生动形象地

ᔰ᭮、ᆖส

传达课程内容；③课程测试，用来检测学习效果，一般
以判断题和选择题为主；④附录资源，配有网址链接，
以便了解更多有关内容。在学习这些课程前需要注册一
个账号，完成每门课程后会得到一个徽章。
开放科学培训课程主要包括：
《什么是开放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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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实践开放科学的重要益处；
《开放研究的最佳实
践》介绍一些满足资助者、出版商和同行对开放性期望

㓴㓷ᯩ䶒

的开放研究实践的实际步骤；
《管理和共享研究数据》
介绍开放、封闭和共享数据之间的差别，如何作出数

ᇎֻо
ᇎ䐥ᤷሬ

据共享的决定，数据管理计划和FAIR原则，以及如何
通过共享数据获得最大影响；
《开源软件与工作流》介
绍开源软件和开放工作流在支持开放科学中发挥的作

䇽≷㺘
৲㘳᮷⥞

用，以及有用的工具和资源；
《数据保护和伦理》介绍
个人数据的定义、保护、安全存储以及匿名化处理；
《开

ޣҾ㘵
઼᧘ࣘ㘵

放许可》介绍许可证是什么及如何发挥作用；
《开放获
取出版》介绍开放获取出版是什么，有什么优势及如何
进行；
《共享预印本》介绍共享预印的利弊及如何共享

䈝䀰

图1 开放科学培训手册的内容体系

预印本；
《开放式同行评议》介绍开放式同行评议与开
放科学的关系，开放式同行评议的工作流程，以及将其

这本手册是为任何希望举办开放科学培训活动或

付诸实践的有用工具和服务；
《开放科学与创新》介绍

将开放科学概念引入特定学科培训活动的人编写的，

开放商业模式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的关键概念和价

包括科研人员、图书馆员、基础设施供应商、科研管理

值及如何规划创新活动，介绍新的技术转让政策，以

者、资助者、决策者等，目的是促进开放研究实践。这本

及更快地把成果推向市场的策略。

手册也适用于那些与科研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
定期或偶尔接触并希望分享开放科学知识的人。

1.3.3 开放科学培训手册

开放科学基础模块从开放科学的核心概念和原则
出发，介绍开放研究数据和材料、开放获取、协同平台、

开放科学培训手册为开放科学指导员和培训人员，

开放式同行评议、度量与评价、公民科学、开放同行评

以及任何对提高透明度和参与科研实践感兴趣的人提

审和开放科学政策，以及可再现研究和数据分析、开源

[10]

。培训手册为培训者提供了方法、指

软件、开放许可、开放出版、开放教育资源等内容。学习

导、示范性培训大纲和启发，以供他们制定自己的培训

与训练模块提供对培训策略的背景、课程设计的实践

计划（见图1）。它为全球范围内的开放科学倡导者提供

指导以及教学理论的概述，重点放在教学和培训的3个

供了指导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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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概念——准备、执行、反思上。组织模块介绍了组
织培训活动的主要实践环节，不同的培训形式，如现场

ᔰ᭮㧧ਆ

研讨会、讲座、在线培训或线上和线下混合策略。实例
与实践指导模块有很多指导性材料和实例，帮助学员批

ᔰ᭮、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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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地审视开放科学问题。词汇表模块列出了培训材料中

ᔰ᭮ᮠᦞᵏ࠺

涉及的47个专业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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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盟开放科学培训项目的成功经验
分析
从FOSTER到FOSTER Plus，欧盟开放科学培训

ᔰ᭮ਟ䟽༽
Ⲵ⹄ウ

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对整个欧洲开放科学的发展起
到重要推动作用，使欧洲的开放科学处于世界引领地
位。成功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ᔰ᭮、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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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入分类法界定开放科学术语并组织
内容
开放科学是一个相对较新且复杂的概念，实现开

欧盟开放科学培训实践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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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科学需要科研人员转变科研和信息共享的行为，并
采用新的做法。为了更好地理解开放科学的核心构成部

ᔰ᭮、ᆖ
ᤷই
㓴㓷Ⲵᕪࡦᙗ㾱≲

分，FOSTER项目首先清晰地界定构成开放科学的4个
关键术语，即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源软件及开放性
可重复研究。FOSTER是一个多合作伙伴项目，每个合

ᔰ᭮、ᆖ
᭯ㆆ

作伙伴都专注于该领域的不同方面，形成一个互补的联

ᔰ᭮、ᆖ
亩ⴞ

盟。因此，每个合作伙伴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开放科

ᔰ᭮、ᆖ
ᐕާ

学的组织。基于这一优势，FOSTER项目通过讨论协商
确定应创建的层次结构数量、使用的术语、组织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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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开放科学分类系统[11]

每个术语的深度后，使用分类法来界定开放科学的相
关概念（见图2）。

2.2 “以用户为中心”设计E-learning平台功能

分类法的使用其实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更深入
地表示开放科学的相关概念，向那些不熟悉开放科学

FOSTER试图开发灵活的E-lea r ni ng平台，帮助

概念的人展示开放科学的构成要素；二是提供结构化

利益相关者使用各种方法以多种不同方式实践开放科

且一致的术语，减少开放科学领域目前的描述冲突问

学。FOSTER门户支持以文件、文章、视频和链接4种

题。图2所示的分类体系，不但用于确保培训内容涵盖

主要格式上传新内容。当用户需要上传Word、PPT和

该领域的所有方面，而且成为导航和浏览FOSTER门户

PDF文件时，他们可以使用“文档”功能。当尝试创建

网站内容的有效工具。既可用作用户订阅内容的结构，

可扩展的学习环境时，网站支持上传的绝大多数格式

接收门户中托管资源的更新，又提供了一种识别将成为

将自动被转换为PDF和ePub，以支持文档在不同设备

特定领域专家的审阅者的结构。一方面提供设施用于

（如计算机、移动电话和电子阅读器）上的可访问性。

链接和推荐门户网站中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作为主题

用户还可以通过在“文章”部分中键入内容，直接向门

地图告知学习者开放科学的各个维度，并作为指导服

户网站添加资源。此外，所有文本和附带图像都可以

务台开展服务的结构。

以Markdown方式（Markdown是一种带有简单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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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的标记语言）添加。网站还支持多媒体的使用。无

中的每个主题都分配给FOSTER合作伙伴中的一位或

法在门户中直接上传或托管的成果，如完整的网站、服

多位专家，由他们评价内容的质量和主题的教育价值。

务、博客帖子均可以从门户链接。链接时要求用户将资

此外，这些专家还处理和回答有关该主题的问题，由此

源的书目信息及其元数据信息插入描述资源的可用数

在每个领域建立起共同的知识库。

据字段。门户网站中提供的培训材料使用开放内容协议
来准确表示页面内容。
FOSTER致力于创建一个有用的、信息丰富的、适

2.3 构建利益相关者合作网络和学习实践
社区

用于所有用户的、易于使用的E-learning平台。除了作
为一个容纳丰富开放科学资源的平台，也作为尊重并满

除收集和托管培训材料外，FOSTER门户网站还

足利益相关者探索和发现这一全新领域需求的工具。

形成了强大的学习型实践社区，帮助利益相关者学习如

为实现这一目标，项目通过3种不同的方式探索门户内

何实践开放科学。门户网站提供课程创建功能，支持自

容及其组织，即基于受众、基于知识和基于主题。当用

学和混合学习方式。截至2018年12月底，FOSTER项目

户向门户网站提交资源时，除了分类法（基于主题），他

合作伙伴共建设涉及“地平线2020计划”、开放科学、

们可以使用其他层次结构，如专业水平（基于受众）和

开放数据、开放获取政策、开放存取存储库和开放可重

教育意识（基于知识）。FOSTER项目确定了7类不同的

复研究的最佳实践方法等主题的47门课程（见表2）。

利益相关者群体，并将其作为资源的描述性元数据的

新课程创建时，课程讲师提供课程大纲，由教育和技术

一部分，并且是门户中每个资源或课程的必填字段（见

团队进行审查，核实课程的教学和信息价值，并确定可

表1）。门户网站中每种资源附带的元数据字段之一是

能的技术要求。在FOSTER门户网站中嵌入课程功能，

“知识水平”，它提供了4个选项：
“介绍：不需要以前的

能够使受训者专注于特定的开放科学主题，同时建立

知识”“简介：简要了解”“中级：能够使用”，以及“高

起资源清单，作为同一平台上的教学工具，将多个培训

级：熟练应用”。这是门户网站中的必填字段，用于标

资源结合起来，以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识从门户网站的可用资源中受益的用户组。
表1 基于受众和知识的门户网站内容分类
类 别
基于受众

块：课程、测验和论坛。“课程”部分是教师可以而且
应该展示绝大部分的课程内容的地方；每节课都由培

分 类

训材料组成，这些培训材料按照在整个模块中展示其

图书馆员和知识库管理员；博士生；政策制定者和资助

教育价值的顺序进行链接和排列。可以通过创建测验

者；项目经理；出版商；研究管理员；研究人员和学生

来完成对学习者进度的评价，测验与特定课程或整个

介绍：不需要以前的知识。
基于知识

为了支持学习过程，FOSTER课程体系包含3个模

简介：简要了解。
中级：能够使用。
高级：熟练应用

课程相关。每个测验都提供各种类型问题，如多项选
择、配对、主观题、判断题等。测验可以在整个课程期
间进行，以便学习者自我评价，也可以在指导者指定的
特定时间段内进行。为了促进教师和课程参与者之间

为了帮助利益相关者理顺学习过程，FOSTER鼓

的良好沟通，课程还提供了一个论坛，仅供注册用户使

励他们浏览不同的开放科学相关术语，探索与开放科

用，双方分享想法和问题。课程资源向全世界开放，同

学相关的各种主题。通过这种方法，学习者可以获得他

时学习者有机会通过测验来评价其知识水平。对于那

们感兴趣的信息，以发现和学习新主题，了解他们的关

些希望正式参加课程的学生，可以选择注册课程，提供

系和应用。通过使用分类法，用户可以轻松灵活地浏览

虚拟课堂体验和合作机会。此外，注册用户在成功完成

门户网站的内容。不仅关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还研究

所有作业和课程测验后可以获得证书。获取证书已被

新主题及其联系。此外，科研人员还可以了解开放科学

证明是学习者参与在线课程的重要动力[12]。

不同部分如何适应整个科研生命周期。因此，在一定程
度上门户网站为用户提供了灵活的教育环境，使用户可
以根据知识水平动态选择资源。当用户对特定主题感
兴趣时，可以通过订阅得到最新资源的邮件提醒。分类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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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FO ST E R项目的启动是欧 盟成员国和欧 盟委员

吴思洁 曹钰蕾 王欢 等

欧盟开放科学培训实践及其启示

表2 开放科学培训部分课程展示
课程名称
开放许可
开放科学
和创新

开放同行评议

分享预印本

开放获取出版

学习目标

适用对象

1）了解许可证的概念，知道他们的工作机制及应用方式；2）了解不同类

图书馆员和机构知识库管理者、博士生、政策

型的许可证如何影响研究产出的再利用；3）为研究选择合适的许可证

制定者和资助者、项目经理、科研人员和学生

1）了解开放商业模式的关键概念和价值观，以及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

图书馆员和机构知识库管理者、博士生、政策

2）知道创新活动的规划方式；3）能够在商业中使用知识共享许可；4）了

制定者和资助者、项目经理、科研管理者、科研

解开放科学的新技术转让政策；5）学习快速将产品推向市场的方式

人员和学生

1）了解OPR的含义及它支持开放科学的方式；2）了解OPR的工作流程，

图书馆员和机构知识库管理者、博士生、政策

以及审核流程可以公开进行的方面；3）知道如何撰写建设性和负责任的

制定者和资助者、项目经理、出版商、科研管理

开放式同行评审；4）了解将OPR付诸实践的有用工具和服务

者、科研人员和学生

1）知道预印本的概念；2）能够找到合适的预印平台来共享研究发现；
3）了解共享预印本的利弊；4）了解共享预印本对自身职业发展的影响

图书馆员和机构知识库管理者、博士生、政策
制定者和资助者、项目经理、出版商、科研管理
者、科研人员和学生

1）了解公开发布成果的渠道及优势；2）能够找到合适的OA出版商；3）了

图书馆员和机构知识库管理者、博士生、政策

解适合存储自身研究成果的知识库；4）会使用OA方式出版专著；5）了解

制定者和资助者、项目经理、出版商、科研人员

资助者对OA的期望和政策；6）能够在适用的情况下获得论文处理费

和学生

会确保研究和创新更符合社会需求的重要举措之一。

件开发人员、资助者和科研管理者等组成的实践社区。

FOST ER项目的主要活动集中在通过为年轻科 研人

FOSTER尝试为这个社区提供工具，如可重复使用的培

员提供培训，将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原理

训内容和混合学习平台及社区可以运行的E-learning课

和实践整合到科研工作流程中。在项目的两个阶段，

程。这种开放科学的进步对于促进科学研究至关重要，

EI F L通过领导和协调培训活动、促进 E -le a r n i ng课

因此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程的发展、开发培训材料等活动积极参与、领导、协
调并促进项目开展。结束于2016年8月的项目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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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personnel of China’s open scientiﬁc training and to offer valuable experience in exploring the open science that suits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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