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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究意愿经济背景下科学数据服务的过程，识别科学数据服务的主要影响因素，实现科学数据
共享利用，提升科学数据服务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基于系统动力
学的系统仿真架构，进行动态模拟仿真科学数据服务过程，结构化分析科学数据服务的影响因素和作
用机理。研究发现，科研用户需求作为科学数据服务过程发生的核心驱动因子；科学数据共享效果和
科学数据存储质量的作用较小且趋于稳定；感知服务质量发挥关键性影响作用，且感知服务质量因子
在不同时段对科学数据服务过程的作用具有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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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procedure of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in the intention economy, identifie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achieves the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 and im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dynamics theory, it constructs the system simulation architecture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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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经济背景下科学数据服务过程的影响因素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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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dynamic simulation service of scientific data, structurally analyzed the scientific data service of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mechanism.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needs is the core driver of scientific data service process; the effect of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and the quality of scientific data storage is small and tends is to be stable.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service played a key role,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service fac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Keywords: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influencing factors; system dynamics; intention economy

引言

发生改变时，则会影响整个科学数据服务系统
的运行状态。这些要素影响科学数据服务过程

D.Searls 首 次 提 出 意 愿 经 济（the intention

的发生，且各要素影响作用具有差异性，如何

economy），逐渐被业界学者所关注 [1]。意愿经

科学识别并且有效处置这些影响要素以及理清

济是一种围绕用户意愿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新

科学数据服务过程，则成为提升科学数据服务

经济模式 [2]。依靠互联网技术的支撑，大数据

效果，推动科研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此外，

的蓬勃发展助推了意愿经济的发展。在意愿经

探究科学数据服务过程，识别科学数据服务影

济模式下，企业借助电商平台的历史消费数据，

响因素，有利于区别对待不同影响因素的贡献，

来预测未来的消费对象。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习

理清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异，促进有利因素

惯和行为，依据消费大数据，如消费对象、搜

的发生，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发挥科学数据

索对象、在线评论等数据，利用相关分析方法，

的价值，提升科学数据服务的质量，推动科学

挖掘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和兴趣爱好，从而向消

研究的发展。

费者主动推送商品，促使消费者进行主动消费。

国外首先从科学数据的产生，管理及科研

消费者和商家的经济行为是一种双向以满足双

人员的行为习惯出发，进而提升科学数据服

方需求的意愿经济关系，且在行为关系中具有

务质量。美国 Wharton 数据服务中心，通过与

互惠互利性，使得用户需求逐渐成为意愿经济

Elsevier 公司进行合作，共享出版相关数据服务，

背景下消费主体行为发生逻辑的核心关键点。

从而提升研究人员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 [3]。此

大数据背景下，以科学数据为中心，驱动科学

外，Wharton 数据服务中心还增加了环境、社会

研究向前迈进的动力越来越明显，发挥的作用

和治理（ESG）数据，供用户使用，极大的满足

也日益突出。意愿经济带来的影响，使得科学

了科研人员的数据需求 [4,5]。Elizabeth A 利用一

数据服务日益面临着新的挑战，用户需求识别、

种探索性的连续混合方法来分析科研人员的数

需求分析以及需求满足的整个过程，受各种影

据管理实践，以佛蒙特大学（UVM）为研究对

响因素的影响。将科学数据用户服务过程视为

象，了解科研人员的数据管理行为和习惯，进

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相关联

而提升研究数据服务质量 [6]。部分学者对科学

系，服务系统中一个小概率事件或者一个要素

数据进行创造、保存、使用、再利用以及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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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有效管理，从而提升科学数据服务效果。

及服务内容和途径等。彭知辉认为数据具有重

Jirawan Sriwong 提出了数据管理、创造和收集

要的情报价值，通过处理，分析以及深层次挖掘，

数据，处理和分析数据，重用数据和访问数据，

发现其内在价值 [14]。关芳等从用户感知价值的

使得研究人员降低失去数据带来的风险，支持

角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高校图书馆科学

研究社区的数据共享 [7]。John Kaye 等提倡英国

数据服务的影响因素 [15]。黄鑫等 [16-17] 基于“互

大学科学数据共享服务，让科研人员能够有效

联网 +”的视角研究图书馆科学数据服务面临

实现科学数据的安全存储、发现、集结出版、

的诸多挑战，分析了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服务

长期保存，促使科研人员对研究数据能够重复

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互联网 +”视角下的图

再利用，满足科研需求，推动科技发展 [8]。欧

书馆科学数据服务模型。基于数据的生命周期，

洲科学图书馆 (LIBER) 发现不同类型的数据服

构建数据质量影响因素模型，提高数据质量，

务 (RDS)，重视科学数据的管理，向各合作科

改善数据服务 [18]。朱彩萍分析了高校图书馆提

研机构提供支持性咨询或者参考性服务，并且

供科学数据服务的实践途径与内容，如何将数

提供科学数据管理服务人员的技能培训 [9]。通

据服务实践嵌入到科研过程中 [19]。此外，还分

过建立数据管理中心和机构平台，全面提供科

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

学数据服务。Malcolm Wolski 等分析了在线研

瑞典 6 个国家在国家层面提供的科学数据服务，

究数据服务，这些数据能够提升科研的质量、

以此为经验，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科学数

效益以及影响力，并从用户角度提出了一个信

据服务体系 [20]。

任框架来研究用户使用网络在线数据服务 [10]。

综上所述，少部分学者分析了科学数据的

法国数字科学图书馆 (BSN) 等科学数据工作机

基本价值，结合科学数据服务的具体实践，从

构倡导构建一个科学数据服务中心，从数据服

科学数据服务基本环节入手，探讨科学数据服

务的范围、类型和领域方面利用先进的方法分

务的内容和途径，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

析科学数据的处理、存储和共享，强调科学数

要的理论基础。在科学数据服务过程方面，主

据服务的异质性和紧迫性 [11]。此外，还提出了

要从科学数据的创造、保存、使用、再利用以

科学数据服务的基本策略和建议，从而有效提

及处置等环节进行剖析，静态把握各环节的基

升科学数据服务质量。Barbrow Sarah 等人分析

本关系，进而探究科学数据服务质量。依据信

了一些学术性图书馆网站的数据，提出了科学

息生命周期理论，意愿经济背景下，数据的产生、

数据管理与服务的基本策略 [12]。许多高校图书

处理、存储、利用以及共享具有周期性，是一

馆开始提供科学数据服务，发现科研人员对数

个动态的循环往复过程。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据服务极其感兴趣，然而提供的科学数据服务

几乎都从静态的角度把握科学数据服务的过程，

却相对较少，并且给出建议如何提升科学数据

服务过程中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如何，却不得而

服务效果 [13]。国内，少部分学者分析了科学数

知。基于此，文章借鉴系统动力学理论，动态

据的基本价值，科学数据服务的具体实践，以

把握不同阶段各影响因素的不同作用，系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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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科学数据服务过程。所以，本文试图解决以

集，这些科学数据格式不一，数据类型多样，

下问题：①结构化分析科学数据服务的系统过

数据质量不等，可用价值相对较低，从而完成

程和内在作用机理；②构建基于系统动力学的

科学数据的收集过程。在数据的处理存储阶段，

科学数据服务仿真分析模型；③识别影响科学

由于所收集的科学数据格式、标准、类型以及

数据服务过程的主要因素。

价值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为了满足科研工作者
对科学数据的需求，必须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初

1 科学数据服务过程

步加工甚至深度处理，让海量杂乱无章的数据
具有可利用性。然后，将所处理的数据进行加
工进而存储在一定的媒介上，从而提升科研管

1.1 科学数据服务框架
从 科 学 数 据 服 务 过 程 来 看， 科 学 数 据 服

理人员的数据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在科学数

务是一个基于信息流动的信息价值链（Value

据的共享利用阶段，将加工处理的科学数据，

Chain）。科学数据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产生、

供用户进行利用，并且在某种协议下供不同用

处理、共享、利用、存储的循环往复过程。依

户一定范围内进行共享，提高科学数据的利用

据信息价值链的发展过程，基于信息生命周期

价值和利用效率，满足用户的科研需求，支撑

管理理论，科学数据生命周期宏观可分为三个

科学研究发展。科学数据服务的一个周期结束

基本环节，科学数据的生成收集、科学数据的

以后，继续进入下一个科学数据服务周期，从

处理存储、科学数据的共享利用 [21]。在科学数

而循环往复，不断革新，全面支撑科学研究。

据的生成收集阶段，主要指各科研机构在科学

因此，依据科学数据服务的三个不同阶段，产

实验过程中以及统计调研中产生的数据进行收

生科学数据服务过程，如图 1 所示。

科学数据服务过程

科学数据生成收集

实验数据生成
统计数据产生
科学数据收集

科学数据处理存储

科学数据利用共享

科学数据初步处理
科学数据深度加工
科学数据存储

科学数据利用
科学数据共享
科研用户感知

图 1 科学数据服务过程

在科学数据服务过程中，科学数据的产生

科学数据进行收集。科研数据的生成收集作为

是开展服务的最基本源头，主要通过科研人员

科学数据服务的最前端，科学数据产生的客观

的科学实验以及统计调研产生，进而将生成的

环境影响因素对其影响较大。在科学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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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阶段，对收集的数据首先进行初步处理，

识别科学数据服务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关系，文章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对数据进行去量纲

设计了科学数据服务过程关系图，如图 2 所示。

的归一化处理，消除科学数据的噪声点，进行
数据清洗，实现对科学数据的深度加工处理。
加工处理后的科学数据利用一定介质进行存储，
供科研人员读取使用。科学数据的处理以及深
度加工越有效，科学数据存储越方便，越能够
满足科研人员的使用。存储的科学数据供不同
用户的使用，才是科学数据管理服务的终极价
值，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科学数据共享，

图 2 科学数据服务过程因果关系

从而发挥科学数据的作用。科学数据的利用共
享是数据服务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用户主导科
学数据的服务过程，用户能够切实感知科学数
据服务科学研究的效果和科研产出的成果。感
知服务，是一种享用服务后心里认知的过程和
行为。William J. Kettinger 最早将感知服务引入
信息领域，分析用户感知服务质量 [22]。Muham-

根据科学数据服务流程因果关系图，可得
出以下关系回路：
（1）统计调研数据 → 科学数据生成收集
→ 科学数据处理存储 → 科学数据利用共享
（2）实验生成数据 → 科学数据生成收集
→ 科学数据处理存储 → 科学数据利用共享

ma 认为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越高，有利于提升

（3） 科 研 用 户 需 求 → 科 学 数 据 生 成 收

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23]。科学数据感知服务是

集→ 科学数据处理存储 → 科学数据利用共享

用户共享和利用科学数据服务的一种感觉认知
的心里过程。因此，科研用户感知服务质量作
为评价和衡量科学数据服务效果的重要指标维
度，决定了用户感知服务如何，服务水平的高
低以及科研支撑的程度，在科学数据服务关系
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影响到下一个科学数据
服务周期 [24]。

科研用户感知
（4）科学数据生成收集 → 数据初步处理
科学数据深度加工 → 科学数据存储 → 科研用
户感知
（5）科学数据存储 → 科学数据利用 → 科
学数据共享 → 科学用户感知
以上 5 条反馈回路，依据科学数据服务过
程，产生了科学数据服务因子的因果关系，各

1.2 科学数据服务过程因果关系

反馈回路都为正反馈回路。科学数据服务过程

科学数据服务作为一个系统性过程，科学数

主要包括科学数据生成收集、科学数据处理存

据处在一个循环往复的变化过程中，识别科学服

储以及科学数据利用共享三个过程，三个科学

务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从而促进科学数据服务

数据服务过程都在科研用户需求的驱动下而发

效果的提升。为了全面分析科学数据服务过程，

生。在科学数据生成收集阶段主要有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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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统计数据产生以及科学数据收集三个因

行收集。在科研用户需求驱动下，对收集的数

子，且三个都为正向影响因素。在数据处理存

据进行初步处理或者进行深度加工，按照不同

储阶段，主要受科学数据初步处理、科学数据

数据格式、数据类型以及使用领域进行分类存

深度加工以及科学数据存储三个因素的影响。

储。科研用户根据科研需求，对存储的科学数

在科学数据利用共享阶段，可分为科学数据利

据进行利用，依据用户协议进行有效的共享，

用、科学数据共享两个方面，并且围绕科研用

从而发挥科学数据的服务作用。

户需求，以用户感知服务进行测量。不同影响
因子在科学数据服务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影响，

表 1 数据服务过程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模型各变量
变量 / 常量

变量类型

解析

生成收集数据

状态变量

生成收集的数据量

处理存储数据

状态变量

处理存储的数据量

利用共享数据

状态变量

利用共享的数据量

数据处理率

流率变量

科学数据处理的效率

数据转化率

流率变量

科学数据转化的效率

科学数据收集

辅助变量

科学数据的收集

科学数据处理

辅助变量

科学数据的处理

科学数据利用

辅助变量

科学数据的利用

科学数据共享

辅助变量

科学数据的共享

统计调研数据

常量

统计调研产生的数据

究对象，依据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理论，以科研

实验生成数据

常量

用户需求作为驱动因子，对意愿经济背景下科

科研用户需求

常量

科学实验生成的数据
用户对科学数据的需

学数据服务过程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动力学仿

数据处理效果

常量

。科学数据服务作为一个具有周期性

数据存储质量

常量

的过程行为，科学数据作为整个服务对象的核

感知服务质量

常量

数据共享效果

常量

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差异。

2 科学数据服务过程的模型设计
2.1 变量选取
科研方式已迈入了 e-Science 时代，数据密
集型科研范式的兴起，逐渐凸显了数据在科学
研究中的重要价值，科学数据日益成为产生研
究成果的核心基石 [25]。本文以科学数据作为研

真分析

[18]

心，贯穿整个服务过程。因此，本文从系统科
学的角度，依据系统动力学基本理论与方法，

求
数据数据处理的效果
科学数据存储的质量
用户对科学数据服务
的感知效果
用户对科学数据共享
的效果

构建意愿经济背景下科学数据服务影响因素的
系统动力学模型。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科学数据

2.2 模型假设

服务影响因素仿真模型主要由状态变量、流率

依据系统科学思想，构建了意愿经济背景

变量、辅助变量和常量四个元素构成，如表 1

下科学数据服务过程仿真模型。文章以科学数

所示。

据作为输入常量，生成收集的科学数据量在数

在某一时间内，依据统计调研产生的数据

据处理率的调节性，转变为处理存储的科学数

或实验生成的数据作为仿真模型的输入常量，

据量，在数据转化率的调节下，进而转变为共

从而作为生成收集数据量，对所生成的数据进

享利用的科学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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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ScientificData。

研产生以及实验生成数据，其他的产生方式都

科 学 数 据 处 理（ScientificDataProcessing）

不作为数据来源的主要途径，文章所构建的仿

作为辅助性变量，直接影响处理存储科学数据

真模型不考虑其他途径和方式产生的科学数据。

流 量， 则 cientificDataProcessing=SScientificDat-

假设二：科学数据的来源都是基于不同的
用户需求驱动而产生，进而进行收集存储，不
受其他主客观因素的支配甚至控制。

aProcessingEffect*GenerateCollectionScientificData；
科 学 数 据 存 储（ScientificDataStorage） 作

假设三：文章所分析研究的意愿经济背景

为辅助性变量，影响处理存储科学数据流量，

下科学数据服务过程仿真分析仅仅考虑科学数

则 ScientificDataStorage= DataStorageQuality* Pro-

据服务过程当中各个影响因素，不考虑科学数

cessingStoredScientificData。

据服务以前及之后的有关影响。

科 学 数 据 利 用（ScientificDataUtilization） 作
为辅助性变量，直接影响利用共享科学数据流量，

2.3 变量方程设计
生成收集科学数据 (GenerateCollectionScien-

则 ScientificDataUtilization= PerceivedServiceQuality*ProcessingStoredScientificData。

tificData) 属于状态变量，输入数据量包括统计

科学数据共享（ScientificDataSharing）作为

调研数据和实验生成数据，则生成收集科学数

辅助变量， 直接影响共享科学数据流量， 则 Sci-

据 GenerateCollectionScientificData=Experimental-

entificDataSharing= DataSharingEffect*UsingShared-

ScientificData+StatisticalSurveysData。

ScientificData。

数 据 处 理 率（DataDrocessingRate） 和 数
据 转 化 率（DataConversionRate） 都 属 于 两 个

2.4 模型仿真

流 率 变 量， 则 数 据 处 理 率 的 表 达 式 为，Data-

2.4.1 参数设定

DrocessingRate =1-（ ScientificDataCollection+

本文在 Anylogic 软件环境下完成仿真分析，

ScientificDataProcessing）/ GenerateCollectionSci-

仿真时间为 1 个月。以某高校科研机构科研用

entificData *100%。 数 据 转 化 率 的 表 达 式 为，

户对科学数据的需求为例，结合具体科研人数

DataConversionRate =1-（ScientificDataStorage+

以及科研情况，通过反复试验观察，并进行多

ScientificDataUtilization+ ScientificDataSharing）/

次调试，从而确定仿真模型中不同类型变量和

ProcessingStoredScientificData*100。

常量基本参数取值范围。

科 学 数 据 收 集（ScientificDataCollection）

生 成 收 集 科 学 数 据 (GenerateCollectionSci-

作为内生性关键变量，对收集生成科学数据产

entificData) 属于状态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

生一定的影响，而科研用户需求则作为收集生

调研以及实验生成两个途径，结合一定时间内

成科学数据存量的内在驱动因子，则 Scientific-

科研用户数量及实际需要的数据，则将科学数据

DataCollection= ResearchUsersDemand* Generate-

量初始值设定为 10000，其中统计调研数据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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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实验生成数据量为 5000。
科 研 用 户 需 求（ResearchUsersDemand） 作

（1）科研用户需求
分析科研用户需求（ResearchUsersDemand）

为外生驱动因子，对科学数据服务收集产生直接

对 科 学 数 据 服 务 的 影 响， 依 据 参 数 设 定， 分

的影响，且对其贡献量较大，将其参数值设定为

别 考 察 ScientificDataProcessingEffect =0.01，

0.01~0.09。

ScientificDataStorage =0.001，PerceivedService-

科 学 数 据 处 理 效 果（ScientificDataPro-

Quality =0.02，DataSharingEffect =0.002 时， 观

cessingEffect）作为内生常量，衡量科学数据处理

察科研用户需求取不同参数值对科学数据服务

的效果程度如何，通过反复实验观察，将其参数

的不同影响。

设定为 0.001~0.01 之间的任意常数 [18]。
数 据 存 储 质 量（ScientificDataStorage） 作 为

科学数据收集变量利用科研用户需求常量
进行衡量，科研用户需求取不同参数值时观察

衡量科学数据存储效果的重要指标，对科学数据

科学数据收集变量对科学数据服务的影响作用。

存储具有重要影响，参数设定为 0.0001~0.0005 之

从图 3 可知，当其他常量参数设定不变的情况

间的常数 [16]。

下，分析科研用户需求影响作用，观察科学数

感 知 服 务 质 量（PerceivedServiceQuality） 反

据收集变量的曲线变化情况。当科研用户需求

映用户对科学数据服务质量的感知程度，衡量科

因子分别取值为 0.02，0.05，0.08 时，生成收

学数据服务的具体效果，对科学数据利用产生直

集科学数据量转变为处理存储科学数据量过程

接的影响。通过反复实验观察发现，将其参数设

中，在一定时间内，曲线从平缓逐渐变为陡峭，

定为 [0.01，0.05] 以及 [0.001，0.005] 两个区间的

变化程度非常明显，对科学数据服务过程影响

任意常数 [15,18]。

较大，发挥重要作用。

科 学 数 据 共 享 水 平（DataSharingEffect） 是

（2）科学数据处理效果

指科研机构所提供的科学数据能够向不同的机构

分 析 科 学 数 据 处 理 效 果（ScientificDataP-

和用户提供数据共享服务功能，对科学数据共享

rocessingEffect） 对 科 学 数 据 服 务 的 影 响。 依

（ScientificDataSharing） 变 量 影 响 较 大， 通 过 仿

据 参 数 设 定， 分 别 考 察 ResearchUsersDemand

真实验观察，将其参数值设定为 0.001~0.005 之间

=0.01，ScientificDataStorage =0.001，Perceived-

的任意值 [17]。

ServiceQuality =0.02，DataSharingEffect =0.002

2.4.2 仿真结果分析

时，观察科学数据处理效果（ScientificDataPro-

本文构建了意愿经济背景下科学数据服务过
程的仿真分析模型，分析和考察科学数据服务过

cessingEffect）取不同参数值对科学数据服务的
不同影响。

程运行机理，动态把握各因素影响的贡献程度。

科学数据处理变量利用科学数据处理效果

分别考察科研用户需求、科学数据处理效果、科

常量来进行衡量，科学数据处理效果取不同参

学数据存储效果、用户感知服务、科学数据共享

数值时观察科学数据收集变量对科学数据服务

水平对科学数据服务的不同影响作用。

的影响作用。从图 4 可知，当其他常量参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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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变的情况下，分析科学数据处理效果影响

收集科学数据量转变为处理存储科学数据量过

作用，观察科学数据收集状态变量的曲线变化

程中，曲线变化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不太

情况。当科学数据处理效果影响因子分别取值

明显，对科学数据服务过程产生一些影响，发

0.001，0.005，0.008 时，在一定时间内，生成

挥了一些作用。

（1）ResearchUsersDemand =0.02

（3）ResearchUsersDemand =0.08

（2）ResearchUsersDemand =0.05

（4）状态变量变化趋势

图 3 科研用户需求因素的分析

（1）ScientificDataProcessingEffect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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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cientificDataProcessingEffect =0.008

（4）状态变量变化趋势

图 4 科学数据处理效果因素的分析

（3）数据存储质量

ScientificDataProcessingEffect =0.005，Perceived-

分 析 科 学 数 据 存 储 质 量（Scientific-

ServiceQuality =0.02，DataSharingEffect =0.002

DataStorag）对科学数据服务的影响。依据参数

时，观察科学数据存储质量（ScientificDataStor-

设定，分别考察 ResearchUsersDemand =0.02，

ag）取不同参数值对科学数据服务的不同影响。

（1）ScientificDataStorag=0.0001

（3）ScientificDataStorag=0.0005

（2）ScientificDataStorag=0.0003

（4）状态变量变化趋势

图 5 科学数据存储质量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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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存储变量利用科学数据存储质量
来进行衡量，科学数据存储质量取不同参数值

响，且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影响程度最弱，发挥
作用非常小。

时观察科学数据存储对科学数据服务的影响作

（4）感知服务质量

用。从图 5 可知，当其他常量参数设定不变的

分析感知服务质量（PerceivedServiceQual-

情况下，分析科学数据存储质量影响作用，观

ity）对科学数据服务的影响。依据参数设定，

察对科学数据处理存储变量影响的曲线变化情

分 别 考 察 ResearchUsersDemand =0.02，Sci-

况。当科学数据存储质量影响因子分别取值为

entificDataProcessingEffect =0.005，Scientific-

0.0001，0.0003，0.0005 时，在处理存储科学数

DataStorag=0.0003 ，DataSharingEffect =0.002

据量转变为利用共享科学数据量过程中，在一

时，观察感知服务质量质量（PerceivedService-

定时间内，曲线变化趋势非常的平缓，变化程

Quality）取不同参数值对科学数据服务的不同

度不明显，对科学数据服务过程产生了一点影

影响。

（1）PerceivedServiceQuality=0.01

（2）PerceivedServiceQuality=0.03

（3）PerceivedServiceQuality=0.05

（4）状态变量变化趋势

图 6 感知服务质量因素的分析

科学数据利用变量利用感知服务质量来进

学数据利用变量对科学数据服务的影响作用。

行衡量，感知服务质量取不同参数值时观察科

从图 6 可知，当其他常量参数设定不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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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析感知服务质量的影响作用，观察对科

（5）科学数据共享效果

学数据处理存储状态变量的曲线变化情况。当

分 析 科 学 数 据 共 享 效 果（DataSharingEf-

感知服务质量影响因子分别取值为 0.01，0.03，

fect） 对 科 学 数 据 服 务 的 影 响。 依 据 参 数 设

0.05 时，在处理存储科学数据量转变为利用共

定， 分 别 考 察 ResearchUsersDemand =0.02，

享科学数据量过程中，在一定时间内，曲线上

ScientificDataProcessingEffect =0.005，Scien-

升和下降的变化趋势非常陡峭，变化程度非常

tificDataStorag=0.0003，PerceivedServiceQual-

明显，对科学数据服务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ity =0.02，观察科学数据共享效果（DataShar-

且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影响程度较大，具有关键

ingEffec）取不同参数值时对科学数据服务的不

性影响作用。

同影响。

（1）DataSharingEffect=0.001

（2）DataSharingEffect=0.003

（3）DataSharingEffect=0.005

（4）状态变量变化趋势

图 7 科学数据共享水平因素的分析

科学数据共享效果取不同参数值观察科学

据共享利用状态变量的曲线变化情况。当科学

数据共享变量对科学数据服务的影响作用。从

数据共享效果影响因子分别取值为 0.01，0.03，

图 7 可知，当其他常量参数设定不变的情况下，

0.05 时，在一定时间内，利用共享科学数据的

分析科学数据共享效果影响作用，观察科学数

曲线变化趋势不是太大，变化程度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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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达到一个峰值后，且随着仿真时间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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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效果因子的影响作用也逐渐降低。

曲线逐渐变成一条较平行的曲线。对科学数据

科学数据服务作为一个系统性和复杂性的

服务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且影响程度有限，

过程，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文章从科学数据

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

生成收集、科学数据处理存储、科学数据共享
利用三个不同阶段来识别意愿经济背景下科学

3 结语

数据服务的影响因素。根据科学数据服务的不
同阶段，针对不同因素对科学数据服务过程影

从仿真分析结果来看，可得到以下结论：

响的差异程度，调整不同影响因素的基本作用，

（1）依据仿真结果，当其他常量参数设

系统分析科学数据服务的内在机理，科学调节

定不变的情况下，发现科研用户需求变量对科

科学数据服务的驱动因子，提高科学数据服务

学数据服务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科学数据生成

的质量，实现科学数据的共享利用。

收集状态变量变化程度非常大，曲线变化趋势
明显，科研用户需求因素发挥重要作用，成为
意愿经济背景下科学数据服务的内在核心驱动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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