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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科学是开放的事业” 

“公开质询是科学事业的核心。发布科学理
论及其实证和观察数据是其他人判断，同意
，拒绝，理解该项工作的基础。” 

•  数据密集型、数据驱动的科研成为新型的科
研方式。研究数据的产生和积累呈指数级
增长，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对
海量数据的管理、分析和再利用。 

•  敦促科学家们在“可理解／智慧的开放
性(Intelligent Openness)”的层面上, 促使
科研人员的研究数据可获取和可利用。“ 



RDM对于科学研究本身的意义： 

 
好的数据管理实践促成对于研究结果的可靠的检验，并使得后进的，创新
的研究能够建立在既有的信息基础之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唯其如此
，科学研究的公共投资的价值才能得到全部的实现。 
                   - Managing and Sharing Data: Best Practices for Researchers, UK Data Archive. 
 

 

“管理和共享研究数据的四个理由” 
1. 进行研究的再现或验证，过程和结果 
2. 使公共资助研究的结果为公众所用; 
3. 使其他人利用现有数据提出新的科学问题 
4. 提升研究和创新水平。 

 Christine L. Borgman. The Conundrum of Sharing
 Research Dat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2,63(6): 1059-1078.  



RDM在科学研究之外的价值： 

国际共识：以尽可能小的限制供全社会
自由获取和使用科学数据。 
 

 

管理社会和经济效益： 
•  美国向公众领域开放气象数据，驱动私

营企业气象方面增值服务，经济价值预
计超过$15亿 

•  2008前USGS出售Landsat数据 $600/景
。2008年网上开放，下载量 2100000景
／年，为环境管理产业方面带来经济效
益达到$9.35亿 

     黎建辉 中国科学数据建设与共享 2014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 



RDM Policies 政策 - 国家，联盟，资助方 

美国： OSTP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  “无论全部或者部分受到联邦资助的科研项目, 所产生的数字形式的科研数据
都应该存储起来, 并且提供搜寻、检索和使用等的公共访问获取”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要求自2011年1月18日起，所有申请NSF 资助的
项目计划要以两页补充文件形式提交研究项目的数据管理计划。提出DataNet
计划并对数据管理组织（Data Conservancy）提供资助。 

欧盟： 欧盟 2020 EU Horizon 2020  

•  寻求成员国通过有关政策以确保“公共资金资助科研成果的研究数据通过电
子基础设施实现公共获取，使用和重用” 

•  制作“开放数据规范”，在Horizon 2020框架下力促研究人员之间的数据共
享文化。 

•  作为高度重视开放数据的组织， OpenAIRE、 LIBER 和 COAR 已对当前的
形势作出了评估并提出了有效的开放数据规范建议。 

 



RDM Policies 政策 - 国家，联盟，资助方 
澳大利亚：  

•  2013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信息管理办公室（AGIMO）发布公共服务大
数据战略。六大原则：“数据属于国有资产，从设计着手保护隐私，数
据完整性与程序透明度，技巧、资源共享，与业界和学界合作，强化开
放数据” 

•  ANDS：Research Data Australia (RDA) is a set of web pages describing
 data collections produced by or relevant to Australian researchers. It is
 designed to promote visibility of research data collections in search
 discovery engines such as Google and Yahoo, to encourage their re-use. 

  （图书馆主导） 

加拿大：The Federal Research Data Centre (FRDC) 

•  成立国家性机构，建立支持研究数据管理的基础设施，图书馆作为主要
参与方之一，自该基础设施的建设伊始就投入其中。 



RDR：Research Data Repository 
2012 年启动,2015年5月,

 1234个,2016年4月

 1500+个 
注册科研数据知识库; 
使用信息图标协助科研人员
遴选合适的知识库, 并且存
储与重用其数据； 
几乎覆盖所有学科。 

中国22个数据知识库注册 
近年来，对于研究数据的归档，管理，保存，重用等，引起各方重视。
研究数据管理成为开放获取运动以及学术交流模式再造的一个新的热点。 



RDM实践案例：爱丁堡大学－政策与保障条件 

•  理念倡导宣传，培训与咨询。 

•  RMD系列服务：数据管理计
划DMP 

•  实时数据管理和服务架构： 
–  文档数据存储：DataStore 
–  数据出版发表仓储：DataShare 
–  数据长期保存：DataVault 
–  数据注册：Data Asset Register 

2011年5月：发布由大学评议会（University Court） 
决议通过的“研究数据管理政策” 
2014年1月：发布RMD Road Map version 1.2 

2012-2013学年，提交研究申请2222项，934个项目获经费总计301Million英镑。包
括校内，校际，甚至国际性的合作项目。无论从研究者，研究团队，大学还是资助机
构的角度，亟需通过易用和宜用的工具对项目申请过程以及研究数据进行跟踪和管理。 



中国开放研究数据现状 

张晓林：Open Access in China @COAR 2016 Annual Meeting 



中国科研数据管理现状 
中科院： 
•  构建科学数据标准规范，流程和

出版平台 
•  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引用，评价 
•  探索行之有效可持续数据出版机制 
           黎建辉：中国科学数据建设与共享 2014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 

复旦：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平台 
北大：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 
浙大：工程科技大数据平台 

 
   



北大是常为新的， 
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要使中国向着好的， 

往上的道路走。 



Align library services with institutional missions 
与所服务机构的使命与目标保持一致 

《北京大学图书馆2018行动计划》2015.02 
“三步走”战略“第一步”：5到10年左右时间，在加快建设高等
教育强国进程中，在北大建校120周年前后，努力率先跻身世界一
流大学行列，实现在本世纪头20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阶段性
目标。 

–  机构重组：围绕四大业务板块，四维支撑条件 
–  业务重塑：从管理-oriented to 用户-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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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场景：业务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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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图书馆各项
工作基础：  

文献采集，整合，揭示 

纸质资源 ＝》数字资源 

开放获取资源 

 
03.面向学生学
习支持 
借阅（书刊，终端）、
教参、论文写作指导、
多媒体、馆际互借与文
献传递，面向学习的信
息素养教育，空间功能
重新规划和管理服务…... 

02. 面向教师学
者提供研究支持  

学科发展支撑 

决策支持 

信息素养 

04.开放获取学
术交流 

服务教学科研 

助力机构管理 

促进学术交流 

推动开放获取 



实施图书馆“2018行动
计划”任务之一： 
 
•  定位： 

–  聚焦于北京大学未来的发
展愿景 

–  突破传统业务服务范围 

–  更好的为我校教学科研及
管理提供嵌入式服务 

–  围绕教学科研为目标发挥
资源保障和服务支撑作用。 
 

创新服务：学术成果生态系统 



北京大学学术成果生态系统 
PKU Academic Outputs Ecosystem 
•  边界：北大学术成果－研究论文，专著，研究数据，学术

期刊，学者个人主页，研究团队，课程…... 
•  架构：开放，开源，D-Space, Dataverse, Open Scholar

，与CRIS，IAAA等集成…... 
•  合作：顺势而为，信息化办公室，社科部，科研部，期刊

编辑部，教师，院系….. 



北京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 
•  需求调研  Survey & Needs Assessment 
•  框架构想  Objectives & role of library 
•  合作育成  Collaboration & Opportunities 
•  具体实践 

–  平台选型开发   Data repository platform 
–  内容与服务   Data and Services 
–  宣传与培训   Promotion and Training 
–  应用与反馈   Usage and Feedback 

•  问题与困境  Understanding & Barriers 



1. 需求调研： 
•  调研对象：科研团队，学者 
•  调研方式： 

p  面对面访谈 
p  调查问卷（在线、电子、纸质） 

•  调研内容： 
p  科研数据管理和数据共享的 

 观念和做法 
p  团队中科研数据的特征 
p  团队中当前的数据管理情况 
p  团队中当前的数据再利用情况 
p  对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期望 

•  合作机构： 
p  社科部、科研部、研究生会 18 



RDM意识与需求：面对面访谈 

19 

孙庆伟 
考古文博学院  

副教授 

p “考古学是一个积累学科，对数据的掌握是
学科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要重视数据的存储
、利用和服务。” 

 
 

赵耀辉 
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p 赞成图书馆现在所做的数据管理方面的工作
，希望能有良好的合作，由图书馆来做平台
建设，国发院来做管理和服务。希望平台能
够是统一的、功能完备的，我们的数据可以
在时机成熟后一次性迁移到图书馆的平台上。 

曾毅 
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 
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p “数据用的人越多，越有价值。图书馆牵头
做这件事情，老龄健康中心有责任大力的
支持。希望能有统一平台对中心的数据进行
发布、管理和服务。” 

闫宏飞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副教授 崔斌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副教授 
俞敬松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副教授 

…… 



2. 目标规划：RDM服务框架构想 

Data stewardship：保障RDM得以有效实施的相关政策和标准。 
数据政策，数据管理计划，数据评议指标，数据格式，元数据和文件格式等… 
Managing Research Data：贯穿科学研究生命周期的支持性和服务性活动。 
数据仓储，数据发布／出版／共享平台，数据注册机制，互操作规则和指南，
数据引用规则，数据使用管理（版权和技术）等 …. 

•  融合技术，服务和专业知识 
•  或本地实施，或全球合作组织 
•  为研究数据管理全面提供支持

和保障 
•  完整贯穿科学研究生命周期 



10 Recommendations to get started with RDM 
     Final report of the LIBER working group on E-Science /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1.  提供RDM支持：经费申请DMP, 知识产权建议与信息，完成DMP 
2.  参与元数据和数据标准制订并提供研究数据的元数据服务 
3.  设立数据馆员职位，培养数据馆员专业技能 
4.  参与机构研究数据政策制订：鼓励研究过程的适当环节开放共享 
5.  与研究者／团队／数据中心等合作促成数据获取／发现／共享的

互操作基础架构 
6.  提供存储，发现和永久获取服务以支持研究数据的完整生命流程 
7.  通过应用研究数据永久标识符推动研究数据的引用 
8.  提供机构数据目录和数据仓储 
9.  参与专门学科数据管理实践 
10.  为动态或者静态的各类研究数据提供介质安全的存储 



北京大学RDM服务：框架构想 
Version Two 

搭建与整合 

服务 

规划与政策 

机构 平台 资源 工具 存储 人员 

分工与协作 

北京大学 
开放数据 
平台 

北京大学 
RDM 

专题指南 

北京大学 
研究数据 
存储备份 

北京大学 
学科数据 
资源导航 

北京大学 
研究项目 
过程管理 



北京大学RDM服务：目标 
•  发布高品质研究数据、传播学术影响力的开放式平台 
•  以“规范产权保护”为基础 
•  以“倡导开放科学（Open Science）”为宗旨 
•  鼓励研究数据的发布（Publish）、发现（Discover）、再利用(Reuse

)和再生产(Reproduce) 
•  促进研究数据引用(Citation)的实践和计量 
•  探索数据长期保存(Preservation)和数据出版） 
•  培育和实现跨学科的协同创新 
•  寻求合作与机遇：图书馆，社科调查中心、社科部、科研部 



3. 合作育成： 
1. RDM requirements gathering： through auditing with academic
 departments  
2. RDM planning: advocacy and guidance to researchers at all levels
 including PGR ( Planning, Grants and Research) with administrative units 
3. RDM informatics: technical advice on data formats and metadata;  
4. research data citation;  
5. RDM training: training to researchers including PGR 
6. research data licensing 
7. research data appraisal: guidance on which data to keep;  
8. research data storage:  with IT services 
9. research data access 
10. research data impact:  with research support offices 

Lyon (2012)： potential roles of the library to a research lifecycle model in
 10 stages and identify potential partner services at several points  



 
“整合国内优秀的科研数据资源，通过科学的
数据管理，实现多种形式的数据共享和再利用，
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申请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 
“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项目” 

•  数据类型与收集范围及优先级（priority）： 
-  核心调查项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  其他调查项目：中国健康与疾病负担调查，中国居民医改满意度调查 
-  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相关学科研究数据（包括调查，论文等各种类型研究数据） 
-  扩展到全学科的研究数据（包括自然科学的数据，如实验数据等） 

•  “管理科学数据平台”项目之“数据服务” 
-  数据平台建设 
-  数据收集管理 
-  ISSS调查数据（CFPS和CHARLS等）向学术界和政府部分免费开放 
-  提供数据服务和用户培训 
-  选择优秀的研究数据资源，主持或协助数据规范化整理，供学术界开放共享 

•  “管理科学数据平台”项目之“智库建设” 
-  每年资助5个左右研究课题 
-  设立专项研究项目，经专家组评审，吸引高水平研究人员以中心为平台开展研究 
-  为研究人员配备办公条件、博士后和研究助理，提供数据分析支持 



调查中心承担或合作实
施的调查项目数据； 

北大各院系所中心的各
类管理科学调研数据； 

国内外管理科学研究者
自愿贡献的调研数据等。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旨在
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
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
据，反映中国社会、经
济、人口、教育和健康
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
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

基础。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
查（简称CHARLS）是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主持的项目，在我国每
两年追踪一次，目的是
收集能够代表年龄在45
岁以上（包括45岁）的

中国居民的数据。 



3. 合作育成：机制 

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 
（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平台） 



3. 合作育成：机制 
（2）与北京大学科研管理部门的合作 
与科研部、社科部密切合作，通过座谈等方式进行宣传和调研，借用
科研管理部门联系渠道（管理部门-院系领导-院系学术秘书-院系老师
）助力平台建设，包括需求调研、学科联络、数据收集、宣传推广等。 
（3）与专家指导委员会的合作 
平台聘请政府管理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新闻传播学院、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数学学院、社会学系等院系的多位教授组成专家指导委
员会，主要职能是明确平台的建设方向和原则，并评估平台引入项目
的数据价值和质量。 
（4）与北京大学各院系/老师的合作 



北京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 
•  需求调研  Survey & Needs Assessment 
•  框架构想  Objectives & role of library 
•  合作育成  Collaboration & Opportunities 
•  具体实践 

–  平台选型开发   Data repository platform 
–  内容与服务   Data and Services 
–  宣传与培训   Promotion and Training 
–  应用与反馈   Usage and Feedback 

•  问题与困境  Understanding & Barriers 



•  功能： 
–  Dissemination platform 
–  Project-level file management 
–  Staging platform  
–  Data publishing platform 

•  类型： 
–  开源：DSpace (UoE), CKAN，Fedora Commons (DataStaR,

 Data Conservancy), DataVerse（Harvard，复旦） 
–  商业：Nesstar 
–  自行开发：ICPSR（U.of Michigan） 

平台选型： 



平台选型 
 

IQSS，Harvard IT and Harvard Library联合建设哈佛大学研究数据管理平台： 
•  1500+数据空间，6万＋个数据集，32万＋个数据文件，170+万次数据下载。

开源研究数据仓储软件Dataverse为全球多个学术机构用作研究数据管理平台。 
•  关注未来关键技术，包括大数据、敏感数据、多学科、长期保存、数据安全。 
•  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全球已公开的有20多家用户。 





Dataverse应用案例：复旦社会科学数据平台 

 





内容与服务： 
•  平台收录国内外、学界内外组织和个人的优质研究数据。 
•  平台支持但不限于发布如下重点领域数据：社会科学、管理科学、

信息科学、地球与空间、城市与环境、生物、化学、天体物理、考
古学等。 

•  数据管理和发布模式： 
（1）学者自行提交和发布。 
（2）学者提供原始数据和文档，平台提供“数据监护”服务。服务内
容包括：数据内容和格式清理、数据集单元划分和组织、相关资源收集
、文档补充、元数据提取、授权约定、在线发布。如果是调查类数据，
服务还包括数据集的价值和质量评估、格式规范和数据验证。数据发布
之后，学者可通过平台查看数据的使用统计和被引跟踪。 



•  软件系统：基于哈佛开源软件Dataverse	

•  平台语言：中英双语界面&内容	

•  数据集标识符：为全部数据集注册持久标识符DOI	

•  国际认证：	

Ø  2015.5：获得数据仓储国际联盟组织re3data认证和注册，	

Ø  2016.11：获得Web of Science平台上Data citation Index

数据库收录认可	

建设成果之平台：符合国际标准 



•  Registered on
 re3data.org
 @2015.5.15 

•  re3data.org has reached a
 milestone of identifying

 and listing 1,500
 research data repositories 

•  From China: 25  

Re3data.org registered/indexed 



User and Usage:  
 

Registred User: 800+ 
 

Guest User: 100,00+ 
 

•  Institutions of Users：60 countries, 97 research
 institutions  

•  Top five countries of visitors: China, US, UK,
 Singapore and Japan 

•  Disciplines: Economics, Sociology, Statistics,
 demography, Management Science,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Chinese, etc.  



Deposited Contents of PKU Open Research Data 

中国家庭跟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中国健康与养老跟 
踪调查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调查数据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可视化与可视分析研究组 
Visualization and visual analytics 
research group 

北京大学数据与信息 
管理研究组数据 
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Group 
 

北京大学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Geosoft)实验室  
GIS software (Geosoft) Laboratory 

19 
19 Data Space 

106 
106 Data Sets 

365 
Data Files 

800 
Registred Users 

440000 Views 

4674 Downloads 188000 Views 



宣传与培训： 

“Public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observational data
 on which they are based, permits others
 to identify errors, to support, reject or
 refine theories and to reuse data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Science as an Open Enterprise  
 by The Royal Society, June, 2012 
   

 1st Price of The 2nd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Services
 Innovative Case Contest @2016.11.03  

 
PKU Data Finding Contest @ 2016.12.16  



效果与反馈： 
北大主页对平台进行了宣传和介绍。学生微信公众号燕园每日话题对平台上线的新
闻进行了关注，首日访问量超过万次。哈佛大学IQSS的资深数据科学家在twitter
上对我们进行了推介。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专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为期四天
的学习和考察。哈佛大学dataverse开发团队博客对我们进行报道。 
 

 2016.11.30 10th Anniversary of ISSS： 
•  Beyond collecting well-designed, large-scale survey data and other data, 
•  Beyond disseminating them freely, while protecting the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of research participants, 
•  [research data]…… are critically important training grounds for new cohorts of

 highly productive scientific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and Chines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as become highly visible and respected internationally. 

•  This is the state of the art – of the science. The capacity for others to
 reproduce one’s finding’s is essential for the proper conduct of science. 

 Robert Mason Hauser，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UW-Madison 



63,643 
数据集 

1,923 
数据空间 

375,081 
数据文件 

2,026,874 
累计下载量 

学习借鉴—— 
哈佛大学 
Dataverse平台 

特色： 
1、合作建设模式：IQSS（哈佛大学定量社
会科学研究所） + 哈佛大学图书馆 + 哈佛
大学IT部门   
2、覆盖超过12个学科 



PKURDM背景：学术成果生态系统 
Academic Outputs Ecosystem 



结语：没有跨越， 
未来无从抵达。 

 这是时代最悲哀的事情，
就是：你努力，但你不在风口上。
你聪明，但你不在潮流中。知道
趋势，意味着已经胜利在望。 

 ～～凯文�凯利：《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