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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梳理了科技预印本库的国际发展趋势；从国际重要预印本库

自身、科研基金为代表的科技管理部门、以及科技期刊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
预印本交流的相关政策动向；研究提出了我国科技预印本库建设中面临的五个
政策挑战：政策定位不清晰，政策机制不完善、高层管理政策缺失、得不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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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出版政策支持、政策起点高度不够；最后提出了发展我国科技预印本交流体
系的四条政策建议。
[关键词]:预印本库政策；基金组织预印本政策；科技期刊预印本政策；
我国预印本政策挑战；我国预印本政策建议

在美国《科学》杂志 2017 年 12 月 21 日公布的 2017 年十大科学突破中，以
BioRxiv 为标志的“生物学预印本交流兴起”赫然位列其中，被认为是“学术
交流中的重大文化变革”[1]。这一事件标志着国际科技预印本库在学术交流中
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整个科学界的高度关注。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开放获取、开放科学运动的兴起，学界自治的预印本
交流已经得到了国际上很多科技管理部门、基金组织、学术团体、学协会、出
版商的认同和支持。在很多科研机构纷纷推出不同领域的预印本库（如
BioRxiv[2]、ChemRxiv[3]、PsyArXiv[4]、SocArXiv[5]等）的同时，原有的重
要预印本库，如 arXiv[6]、SSRN[7]等，也适应需要，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
不断进行领域扩张，努力捍卫其在学术交流中的主导权。
本文分析当前科技预印本库在学术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梳理当前国际科
技预印本库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动向，研究我国预印本库建设面临的主要政策挑
战，提出发展我国科技预印本库的政策建议。

**本文得到中国科学院 2018 年度出版项目“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的支持。
通信作者: zhangzhx@mail.las.ac.cn

1、国际科技预印本库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预印本交流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国际科技预印本库
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预印本库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越显重要
预印本（Preprint）是一种用于在学术团体间进行学术交流的论文手稿。
在学术界，预印本指尚未在同行评议学术期刊上正式发表的、由作者上传到公
共数字仓储服务系统上供开放交流的论文手稿[8]。那些接收预印本论文存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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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开放交流的数字仓储系统也被称为预印本库。
预印本虽然不是经过同行评议的、最终正式排版发表的论文，但它包括完
整的研究数据和研究过程，是一篇完整的科研论文[9]。预印本库在接收到作者
提交的预印本之后，经过简短的内容检查，在确保论文的科学性之后，作者的
论文手稿在一两天之内便会在预印本库上公布出来，供免费查阅。作者还可以
根据预印本库上的科研同行对文章的反馈意见，更新预印本版本，完善研究成
果。
科技预印本库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早就为人所知，例如在 2000 年，Julie
M. Hurd 就曾在其“科学交流的转型：2020 年模式”论文[10]中预测，到 2020
年预印本库将与同行评议期刊一起，共同成为学术交流的两个重要支撑。现在，
这一预测正在成为现实。
预印本交流提供了一条由科学界自主控制的、将研究成果迅速向全球科学
界传播的重要渠道。与传统期刊交流模式相比，基于预印本库的科学交流有着
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作用：（1）迅速公布科研成果。作者可以及时将研究成果
公布给全球科学界，而不必等上数周、数月、甚至是数年的时间，才能把研究
成果在科技期刊上发表出来。（2）促进学术自由交流。由于预印本交流不采用
同行评议机制，因此也不存在同行评议时碰到的评阅歧视。（3）更大范围获取
论文反馈意见。通过发布预印本论文，作者能够获得更大范围的同行意见，而
仅仅是同行评议时少数评阅人的意见。（4）记录思想发展历程。预印本库
有论文版本记录和更新功能，在作者更新了论文版本之后，旧版本论文还保留
在预印本库中，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发展历程。（5）确立科研发现的优先权。

这也正是 arXiv 的创建者 Ginsparg 所强调的，科技预印本库可以及时公开发布
科研成果，并且为所发布的成果打上时间戳，因此它在确定科研发现的优先权
上起着关键作用[11]。（6）及时跟踪最新科研动态。对于读者而言，由于科技
预印本库上发布的预印本论文时效性强，包含了完整的研究过程、数据和方法，
因而科技预印本库也成为很多学者及时跟踪最新科研动态的重要场所。
1991 年出现的 arXiv 是科技预印本库的典型代表，它反映了预印本交流在
学术交流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经过 28 年的发展，arXiv 已经彻底改变了物
理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的学术交流模式，成为了物理学家的“一种生活方
式”[12]。每天早上醒来，物理学家们所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到 arXiv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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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查阅本领域的最新进展。
很多成果都是最先发布在 arXiv 之上。以粒子物理为例，大约 70％的粒子
物理论文首先作为预印本发布在 arXiv 平台上。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可以在
arXiv 上找到，其中最典型的是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 ·佩雷尔曼（Grisha
Perelman）本世纪初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在 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7 月间，
佩雷尔曼在 arXiv 上发布了三篇论文手稿。这三篇论文仅仅提交给了 arXiv，而
并没有在正式的期刊上发表。但这三篇预印本论文，表明佩雷尔曼已完成了庞
加莱猜想的证明。佩雷尔曼也因此在 2006 年获得了菲尔兹奖，其证明也被美国
《科学》杂志认为是 2006 年的最大年度科学突破。这一例子突显了 arXiv 在科
技界中的重要地位，也充分展示了科技预印本库在学术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1.2 重要预印本库成功转型发展，进行领域扩张
近年来，以 arXiv 和 SSRN 为代表的重要预印本库，成功实现了转型发展，
主动进行了领域扩张，已经在新型学术交流中取得了一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1）arXiv 主动扩张，成为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重要预印本库
自 1998 年以来，arXiv 一直由康乃尔大学图书馆运营。但自 2019 年 1 月开
始，为了更好地促进 arXiv 在计算和信息科学研究团体中的应用，arXiv 转而由
康奈尔大学计算与信息科学院（CIS）负责运营[13]。
在这几年中，arXiv 通过可持续发展模式探索，得到了基金的支持，赢来
了大发展，并进行了学科领域的扩展。arXiv 原先只收录物理学、数学、计算
机科学、定量生物学、定量金融和统计学等 6 个学科领域的预印本论文。但

2017 年，arXiv 处于竞争需要，分两次对其收录的学科领域进行了扩张。 2017
年 9 月 18 日，arXiv 扩张了电气工程与系统科学领域，2017 年 9 月 26 日，扩张
了经济学领域。
近年来，arXiv 上发布的论文数量快速增长。2018 年 10 月，单月论文提交
量已达 13446 篇。2019 年 2 月，在 arXiv 发布的论文总数已超过 150 万余篇。
另一方面，arXiv 上新提交论文的领域出现了显著变化。长期以来，arXiv 被认
为是物理学领域的预印本库。但自 2017 年开始，arXiv 上全年新发布物理学论
文的数量就已经不到 arXiv 发布所有论文总数的一半。2018 年全年新提交的论
文之中，43.8%来自物理学，25.5%的来自计算机科学，23.8%的来自数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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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arXiv 悄然占领了计算机科学，成为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重要预印
本库。
（2）SSRN 成功转型，向生物、化学等重要领域扩张
SSR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是一个 1994 年创建的社会和
人文科学领域的预印本库。但 2016 年，出版巨头 Elsevier 收购了 SSRN。自此，
SSRN 不再固守社会和人文科学，而积极向很多重要领域的“科研网络”扩张。
2017 年就发布了四个“科研网络”，分别为生物学科研网络（ BioRN）、
化学科研网络（ChemRN）、工程研究网络（EngRN)，以及妇女与性别研究网络
（WGSRN)。目前，SSRN 的科研网络已经高达十三个[7]，除了上述四个领域之
外 ， 还 包 括 计 算 机 科 学 （ CompSciRN ） 、 刑 事 司 法 （ CJRN ） 、 能 源
（EnergyRN）、物质科学（MatSciRN）、生态学（EcoRN）、医学（MedRN）、
教育学（EduRN）、食品科学（FoodSciRN）、交通运输（TransportRN）等领域。
到目前为止，SSRN 上发布了约 84 万篇研究论文。
SSRN 的转型和多领域扩张，预示着争夺预印本交流学术话语权的战争已然
打响。
1.3 各领域纷纷推出“Xiv”，带来国际科技预印本库的繁荣发展
在原有预印本库转型发展的同时，很多学术机构纷纷推出各自领域的“Xiv
”，带来国际预印本库的繁荣发展。
（1）生物学界推出 BioRxiv，引领学术交流的重大文化变革
近年，生物学界深刻反思 arXiv 在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中的成功经

验，积极推动生物学预印本库建设。2013 年，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推出了生物学
预 印 本 库 BioRxiv 。 后 来 ， 在 “ 加 速 生 物 学 科 研 和 出 版 ” （ Accelerating
Science and Publication in biology, ASAPbio）这一科学家团体[15]的推动
下，很多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科研管理机构、基金组织、科学协会、出版商
都积极支持 BioRxiv，使 BioRxiv 得到了快速发展。2017 年，BioRxiv 获得陈扎
克伯格基金会（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CZI）资助。
目前，BioRxiv 已发布了 4 万余篇论文，每月新提交的论文数已经超过
2700 篇[2]。BioRxiv 已然成为了生物学领域的重要交流渠道，带来了生物领域
学术交流的重大文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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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化学学会推出 ChemRxiv，捍卫化学领域的学术话语权
美国化学学会（ACS）的期刊在化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话语权。近年来，在
开放学术交流形势下，美国化学学会积极建设化学预印本库，以捍卫其在这一
领域学术交流中的主导地位。
2016 年美国化学学会就提出将构建国际化预印本平台 ChemRxiv。2017 年 8
月 14 日，也就是在 SSRN 推出化学科研网络（ChemRN）一周之后，美国化学学
会随即联合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德国化学学会等，对外宣布 ChemRxiv 的 Beta
版正式发布，供全球化学团体和研究人员使用。其捍卫化学领域学术话语权的
意图十分明显。2018 年 3 月，美国化学学会正式与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德国化
学学会达成协议，组建联盟，共同在财政和战略上支持 ChemRxiv[16][17]。
（3）很多机构纷纷推出预印本库，抢占预印本交流话语权
除了 BioRxiv 和 ChemRxiv 之外，近年来，很多机构积极适应开放科学发展
需要，推出各类科技预印本库，抢占预印本交流的话语权。表 1 为近年推出的
一些主要预印本库，可以看到其中有领域型预印本库，有区域和国家型预印本，
还有专门收录特定语种的预印本库；有的为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学会或协会
发起，也有的则通过组建新的预印本指导委员会运作。需要强调的是在 2016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 ChinaXiv 预印本库，以支持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学者
交流中英文预印本论文。
表 1、近年推出的一些主要预印本库
科技预印本库
PeerJ Preprints

发起时间
2013 年 4 月

发起组织
PeerJ

领域或区域
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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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disciplinar
y
Preprint
Platform
PsyArXiv

2016 年 6 月

瑞典多领域数字出版所 MDPI

多领域

2016 年

心理科学

SocArXiv
Therapoid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LIS Scholarship
Archive (LISSA)
Agrixiv

2017 年

engrXiv
LawArXiv

2017 年 4 月
2017 年 5 月

PaleorXiv

2017 年 5 月

Thesis Commons

2017 年 8 月

心理科学促进会（SIPS）和开
放科学中心（COS）
马里兰大学
Open Therapeutics(国际医疗
机构)
相关国际小组和开放科学中心
（COS）
印 度 开 放 获 取 (Open Access
India) 和 开 放 科 学 中 心
（COS）
威斯康星大学
开放科学中心（COS）联合康
奈尔法律图书馆
由来自全球古生物学界专家组
成的指导委员会
开放科学中心（COS）

SportRxiv
MedArXiv

2017 年 8 月
2017 年 9 月

EarthArXiv
ESSOAr
MarXiv

2017 年 10 月
2017 年 11 月
2017 年 11 月

ECSarXiv

2017 年

ChinaXiv

2016 年 6 月

SportRxiv 指导委员会
耶鲁大学数据获取项目（Yale
Open
Data
Access
Project）
开放科学中心（COS）
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
大卫与露西尔·帕克德基金会
（ David
and
Lucille
Packard Foundation）和开放
科学中心（COS）
电 化 学 学 会 （ The
Electrochemistry Society）
中国科学院

INA-Rxiv

2017 年 8 月

万隆技术学院

SciELO Preprints

2017 年 12 月
宣布在建

SciELO

ArabiXiv

2018 年 1 月

Frenxiv

2018 年 1 月

AfricArxiv

2018 年 6 月

indiaRxiv

建设之中

ArabiXiv 指导委员会和开放科
学中心（COS）
Frenxiv 指导委员会和开放科
学中心（COS）
AfricArxiv 指导委员会和开放
科学中心（COS）
The Open Access India 和 开
放科学中心（COS）

2017 年 2 月

社会科学
医疗、生物制药
图书馆学、档案
学领域
农业领域

工程领域
法律领域
古生物学
硕博士论文预印
本
体育
医学和健康领域

地学领域
地球物理
海洋保护和海洋
气候

电化学，固态科
学与技术
多学科领域，收
录中英文预印本
论文
印尼国家级预印
本库，多领域
面向拉丁美洲、
伊比利亚半岛、
南非的预印本平
台
多学科领域，以
阿拉伯语为主
多学科领域，以
法语为主
多领域
多领域

2、当前国际科技预印本库的主要政策动向
国际科技预印本库繁荣发展的背后是相关政策机制的支撑。近年来，国际
科技预印本库的政策出现了三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2.1 国际科技预印本库明确其政策定位，着力与科技期刊有效互补
虽然国际预印本库越来越得到学术团体的关注，但这些科技预印本库并没
有无限制地放大预印本库在学术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反而更加清晰地明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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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定位，形成了一种与科技期刊同行评议大不相同的运作机制，并着力与科
技期刊实现有效互补。
以 arXiv 为例， arXiv 通过明确其政策定位、用户认可机制和提交论文管
理机制，形成了与科技期刊同行评议大不相同的运作横式。
从政策定位上讲，arXiv 将自己定义为一个供特定学科领域学术论文交流
的、可开放访问并受适当管理的数字仓储库（moderated repository）。也就
是说，arXiv 在其政策定位上，就是一个促进完整科研论文手稿快速共享交流
的场所，它坚持通过其提交内容管理机制（Submission Moderation），而不是
同行评议机制（Peer Review）来判断是否发布用户提交的内容。arXiv 并不能
取代科技期刊，但也并不是什么内容都可以发布的平台。“arXiv 不是一个保
存不可发表材料的存储库，也不是一个发布同行评议论文的场所”。提交给
arXiv 的内容应当是符合领域的研究兴趣，与具体学科领域相关，并且有研究
价值的内容。arXiv 拥有拒绝或重新分类任何提交内容的权利。提交给 arXiv 的
论文需要被 arXiv 专业管理员（moderator）按照学术交流规范进行检阅，以确
定这些论文符合主题要求，有可供审阅的科学贡献。对于与科技期刊的关系 ，
arXiv 认为，尽管 arXiv 在科学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 arXiv 仍然是还只
是科技期刊的一个补充。“通过提供学术文章的即时传播和开放访问， arXiv
补充了常规的出版系统”[18]。
用 户 想 在 arXiv 上 发 布 预 印 本 论 文 ， 首 先 需 要 获 得 认 可
（Endorsement）。arXiv 的用户认可机制（User Endorsement）验证用户是否
属于科学界。arXiv 的用户认可机制[19]规定，来自于公认学术研究机构的用

户 可 以 免 于 用 户 认 可 ， 而 其 他 用 户 则 需 要 联 系 符 合 条 件 的 arXiv 认 可 人
（eligible arXiv endorser），来确认其是否是特定领域的科学共同体中的一
员。arXiv 的用户认可机制能够将某些不符合要求的用户（如民科）挡在预印
本库之外，有助于保证用户提交给 arXiv 的论文是符合领域的研究兴趣，与具
体学科领域相关，并且是值得参阅的内容。这一机制确保了 arXiv 提交内容管
理机制的有效运行。
arXiv 提交内容管理机制（Submission Moderation）充分体现了科技预印
本库的运作模式和科技期刊的同行评议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在确保 arXiv 内容
的科学性的同时，又降低了运营成本。具体而言，对于作者提交给 arXiv 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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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的论文， arXiv 都会有其对应的专业领域志愿管理员（ Volunteer
Moderator）来对提交论文进行管理。志愿管理员可以对所提交的论文提出“重
新分类”（reclassification）或“删除”（removal）的操作建议。arXiv 明
确对于以下六种违反 arXiv 政策的提交内容，志愿管理者将会提出删除建议。
（1）不适合评审的内容（Unrefereeable content）。arXiv 只接受以研究论
文形式提交的、可以被常规科技期刊认为适合进一步评审的内容。对于不包含
原始或实质性研究过程的文章，如课程项目、项目研究建议书等可能会被删除。
那些包含有煽动性或虚幻性内容的文章，使用了戏剧性和误导性的标题、摘要、
介绍的论文，以及那些需要进行重大审查和重大修改的论文都可能会被删除。
（2）格式不符合要求的内容（Inappropriate format）。没有原文的论文摘要
演示文稿、书籍公告、书评、没有引用的论文、论文征集或广告都可以被删除。
arXiv 也不接受带有行号或带有水印的论文。（3）
属于 arXiv 支持学科领域的内容（Inappropriate topic）。arXiv 支持的
学科领域有八个，如果所提交的论文不属于这八个学科领域，则可能被删除。
（4）重复提交的内容（Duplicated content）。对于相似性很大或者是同一论
文的不同版本，不能重复提交，可以采用 arXiv 的论文版本更新机制，否则将
被 删 除 。 （ 5 ） 受 版 权 保 护 的 内 容 （ Submission of copyrighted
material）。arXiv 不接收从期刊网站上下载下来的 PDF 文件，有版权声明的内
容，或者提交者没有公开发布权的内容。（ 6）提交频率过高者提交的内容
(Excessive submission rate)。如果某位提交者的提交频率过高，arXiv 管理
者可以限制其提交频率[20]。

从上面三个方面可以看到，arXiv 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期刊同行评议的
机制来实现预印本交流。这也让 arXiv 能够与科技期刊形成有效互补，共同支
撑了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
其它的预印本库也提出了相类似的政策机制。例如在 bioRxiv 中，相关的
提交内容管理过程被称为筛选过程（screening process）。bioRxiv 强调，在
其预印本库上发布的论文未经同行评议，也未经编辑或排版。但是所有文章都
会经过一个基本的筛选过程，排除攻击性、非科学性、以及可能造成健康或生
物安全风险的内容，并检查其是否存在剽窃行为[21]。另一方面，bioRxiv 也
声明，某一论文在 bioRxiv 上发布了出来，并不意味着冷泉港实验室认可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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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的方法、假设、结论或科学质量。
2.2 科研基金出台政策，支持并规范预印本库的应用
预印本交流鼓励科研成果的及时发布、开放传播、迅速扩散，其本质上有
利于促进科研成果的尽快应用，更快更好地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这与科研基
金、科技管理部门等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促进科技创新的目标相一致。近
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科研基金、重要研究组织、研究委员会等都出台具体
政策，积极支持预印本交流，逐步接收预印本作为项目申请和项目结项的重要
依据，同时也在为了加强成果发布的严谨性，明确在预印本库上发布的预印本
论文是一种阶段性成果。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通过出台具体政策，实质性支持预印本交流
的重要代表。NIH 认为，科学家发布预印本可以加速成果的传播，确定科研发
现的优先权，获得更多的同行反馈，同时避免出版歧视。 NIH 的预印本政策一
方面鼓励及时发布预印本，使研究成果能够更快地被更多人阅读和评议；另一
方面，NIH 也明确地将预印本论文认定为是一种阶段性研究成果，以提高项目
研究的严谨性。
2017 年 3 月，NIH 在广泛征集意见之后宣布，自 2017 年 5 月 25 日起，在
NIH 的项目申请和进展报告中可以引用公开发布的预印本论文[22]。NIH 指出预
印本论文可以像正式发表论文一样在项目申请和研究报告中被引用，在项目申
请书的引用文献、申请人简历、计划产出成果等部分都可以引用预印本，在撰
写研究成效进展报告时，也可以将预印本论文纳入到项目的主要成果产出列表

之中。
NIH 还进一步明确了预印本成果的引用规范，要求项目申请者和项目执行
人在引用预印本论文的时候，要明确标识其数字对象标识符，明确其对象类型
为预印本，列出预印本的版本信息（包括最近修改的日期）及引用预印本的日
期等。
除了 NIH 之外，还有很多基金和研究组织都专门制定了预印本相关的政策，
积极支持科技预印本交流。表 2 为除 NIH 之外，当前一些重要的科研基金、研
究委员会支持预印本的政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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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除 NIH 之外，一些重要科研基金支持预印本的政策要点
基金
西蒙斯基金
会 (Simons
Foundation
)
陈扎克伯格
基 金 会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
英国医学研
究 委 员
（MRC）

威康信托基
金会
(Wellcome
Trust)

英国癌症研
究中心
(CRUK)

欧洲研究理

宣布时间
政策要点
2016 年
鼓励 PI 在向同行评议期刊投稿的同时（甚至在此之前），在
9 月 1 日 公开的科技预印本库上（如 arXiv 或 bioRxiv）发布预印本论
文；受基金支持的所有预印本论文需要纳入在项目年度和最终
进展报告中；PI 简历中的成果出版一栏需要包括预印本论文
[23]
2016 年
“我们支持无条件或无限制的完整出版。我们强烈鼓励（在某
开始
些情况下是一种硬性要求），研究人员在同行评议之前，将论
文在预印本库上发布，以加速对研究成果的访问，加快科研成
果的交流”[24]
“为了鼓励科研成果的快速传播，任何本基金资助项目所产出
的出版物必须在提交给期刊之前，先提交给预印本库，例如
bioRxiv”[25]
2017 年
“我们现在积极鼓励研究人员通过预印本库分享同行评议之前
1 月 3 日 的论文手稿。为此，我们允许研究人员在其项目申请和奖学金
申请中引用预印本。2017 年 4 月 1 日之后，这将生效。”
“MRC 欢迎把预印本列入到以下申请和报告的出版物清单之中：
项目资助和奖学金申请；职位申请；MRC 单位和研究所五年期
的进展审查报告和未来建议方案”[26]
2017 年 “允许研究人员引用预印本将使他们更快地交流其研究成果，
1 月 10 加速新知识的发现”，“自 2017 年 1 月起，我们将允许研究
日发布
人员在其项目申请和结题报告中引用预印本或其它未经同行评
议的稿件” [27]
2018 年 在 2018 年的威康信托基金会开放获取政策中，进一步提出
11 月 5 “在广泛而快速共享预印本可以带来显著的公共卫生效益的时
日修改
候，例如当某一疾病爆发的时候，基金资助的预印本：必须在
同行评议之前公布；在符合要求的预印本库上，以完整手稿的
方式立即发布; 以 CC-BY 许可模式发布”[28]
2017 年
“我们相信，在预印本库上发布预印本论文将加速研究成果传
5 月 30 播，给尽早取得突破的研究人员带来荣誉，最终加速科技进
日
步”
“我们允许（并鼓励）我们的研究人员发布其出版物的预印本，
在其项目资助申请中引用预印本和其他非传统研究成
果。”[29]
2017 年
在 2017 年发布的 ERC 资助工作计划中，提及“在评估申请人

事会
(ERC)

11 月 3
日
2018 年
9月5日

的业绩记录中，具有 DOI 标识、并且在科技预印本库中的预印
本论文，也可以纳入考虑范围”[30]
在 2018 年发布的 ERC 资助工作计划中，改为了“在业绩记录
中，在预印本库中可以免费获取的预印本应当包括其中”[31]

cOAlition
S
计划的基金
组织

2018 年
9月4日

“到 2020 年，由参与 cOAlition S 计划的国家、欧洲研究理
事会和基金组织提供资助的研究成果出版物必须发布在符合要
求的开放存取期刊或符合要求的开放存取平台之上”
“开放存档库和仓储库对于保管研究成果的重要性需要被认可，
因为他们具有长期归档的功能和促进编辑创新的潜力”[32]

2.3 科技期刊出台政策，实现与预印本库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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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研管理部门、科研基金和研究团体的不断努力之下，越来越多有远见
的出版商和期刊不再过多地封闭和限制学界自治的学术交流，转而积极支持预
印本库，允许作者在投稿之前将论文手稿发布在预印本库上。目前，预印本交
流和科技期刊有效互补，逐步形成了在预印本库上快速发布预印本，而在科学
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的同行评议论文的新型学术交流模式。
很多顶级期刊都对预印本交流持开放态度。Nature 认为在预印本库上发布
论文手稿并不是事先发布（prior publication），不会危及 Nature 期刊。因
此，Nature 支持在公开的预印本库上发布论文手稿，进行开放交流[33]。例如，
Nature Communications 就认为，虽然 Nature Communications 对其同行评议的
彻底性感到自豪，但是他们也认识到这一过程需要让作者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看
到其论文发表。Nature Communications 认为预印本交流可以让作者将其声称
的令人兴奋的发现及时让领域同行知晓，因而它在促进科研发现方面有着重要
价值。当然，Nature Communications 也认为，预印本成果在未经仔细的同行
评议之前，需要被谨慎地对待。但不论怎样，Nature Communications 认为，
在预印本库上快速发布预印本，以及通过科学期刊发表高质量的同行评议论文，
需要携手同行，齐头并进[34]。
对于作者的原始投稿论文和已接收稿件，Nature 对其要求是不一样的。对
于作者的原始投稿论文（尚未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版本），作者可以在任何时
候发布在预印本平台之上。当然，Nature 也要求，作者在向 Nature 期刊投稿时，
需要及时告之论文的预印本发布情况，包括预印本的数字对象标识符（ DOI）信
息。而对于作者的已接收稿件（经同行评议、作者修改之后的已接收论文版

本），Nature 要求，如果它不采用开放获取模式在 Nature 的研究期刊上发表，
则这一已接收稿件只能在期刊的正式论文发表了 6 个月之后，才可以对外公布。
作为出版巨头，Elsevier 支持预印本交流。Elsevier 认为“作者可以随时
随地分享他们的预印本”[35]。如果投稿给 Elsevier 的论文已被 Elsevier 期
刊发表，Elsevier 鼓励作者在预印本库上为预印本添加正式发表论文的 DOI，
使其可以链接到正式发表论文。Elsevier 认为，数以百万计的研究人员可以访
问 ScienceDirect 上的正式出版物，因此作者在预印本平台上添加链接有助于
让用户更好地查找、访问、引用和使用论文的最佳版本。Elsevier 预印本政策
还明确，作者可以使用他们的已接收稿件更新在 arXiv 或 RePEc 上的预印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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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这一点上，Elsevier 显然比 Nature 更加开放。当然 Elsevier 也提醒，
Elsevier 旗下有一些学协会拥有、需要进行双盲同行评议的期刊，这些期刊有
不同的预印本政策，需要查看具体的期刊指南；另一方面，Elsevier 还认为，
预印本的本质就是论文手稿，作者不能过分增强预印本，使其更像是论文的最
终版本。
美国化学学会近年来也积极支持预印本交流。美国化学学会期刊的预印本
政策明确，作者可以在稿件被美国化学学会期刊接收发表之前，将其论文手稿
发布在诸如 ChemRxiv、bioRxiv、arXiv 或者其它适合的预印本库之上。作者可
以一直对其预印本论文进行修改，直到其收到美国化学学会期刊的最终接收决
定。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化学学会期刊同时要求作者在投稿信中说明稿件发布
在哪个预印本库上，提供相关链接，并且适当说明预印本库上的论文版本和目
前所投稿件的差别 [36]。美国化学学会也要求作者在论文被美国化学学会的期
刊发表之后，应当在预印本库上给其预印本论文添加期刊论文的数字对象标识
符（DOI），从而可以让读者从预印本库链接到已发表论文之上。
有关更多期刊支持预印本的情况，还可参考英国的 SHERPA/RoMEO 项目
[37]、维基百科上期刊的预印本政策列表[38]、以及 TRANSPOSE 项目[39]。

3、我国科技预印本库建设面临的政策挑战
与国际上科技预印本库繁荣发展的局面不同，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科技
预印本库建设还处于初创阶段，科技预印本库在学术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未

得到我国科学界的广泛认同，科技预印本库的运营举步维艰。很多政策问题得
不到解决是导致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我国科技预印本库的建设面
临着政策定位不清晰，政策机制不完善、高层管理政策缺失、得不到科技期刊
政策支持、政策起点高度不够等五方面的政策挑战。
3.1 我国科技预印本库的政策定位不清晰
通过上文，可以看到科技预印本库在政策定位上就是一个促进有科学价值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快速交流的场所。科技预印本库自身并不能取代同行评议科
技期刊，但也并不是什么内容都可以发布的平台。科技预印本库需要通过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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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管理机制（如 arXiv 的 moderation，或 bioRxiv 的 screening），而不是
同行评议机制来判断是否发布所提交的内容。
在我国预印本库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科技预印本库的政策定位不清晰的
问题，容易导致科技预印本库在政策定位上的两种错误。一种错误是将预印本
库定位成什么内容都可以发布的平台。例如有的数字仓储平台，打着预印本库
的旗号，但不对提交论文进行适当管控，结果平台成为了民间科学家什么内容
都可以发布的场所。另外一种错误是将预印本库定位为学术成果认证平台。有
的平台打着预印本库的口号，但声称自己也具有学术质量审查机制、因此发布
的论文可以与学术期刊论文同等对待，并且将在其平台上发布的论文手稿与成
果认证挂钩，可出具相关证书。其结果是得不到科学界的承认，反而破坏了预
印本库的名声。
3.2 我国科技预印本库自身的政策机制不完善
不论是 arXiv 的 moderation 机制，还是 bioRxiv 的 screening 处理过程，
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通过有效的内容管理，过滤掉不适合供科学界交流的内容，
快速地将有科学价值研究论文发布出来。尽管在这些预印本库中，内容审核基
本上是通过志愿者来完成，但是由于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政策机制，这些预印
本库的内容管理效果十分显著。例如阿蒂亚爵士（ Michael Francis Atiyah）
曾向 arXiv 提交过关于其证明了黎曼猜想的论文手稿，但 arXiv 没有接收，最
后阿蒂亚只能通过谷歌文档这样不正式的方式来进行传播。从目前来看， arXiv
的内容管理机制成功阻止了那篇论文的发布，arXiv 的科学性并没有在 2018 年

9 月阿蒂亚的海德堡演讲之后受到批评和质疑。
我国预印本库的建设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对内容管理的
政策机制研究还
充分。我国预印本库的内容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着管理角色不明确、政策规
范
清晰、流程设计不合理、专家资源调用不充分、管理机制不完善、可操作
性不强等问题。我国预印本库的建设，迫切需要补足这一短板。
3.3 我国预印本交流体系存在着高层管理政策的缺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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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国科技管理层还没有对我国的科技预印本交流提出过明确
的政策指引。高层管理政策缺失导致了预印本交流在国内不被重视，预印本交
流对科技的促进作用尚未被我国科学界广泛了解。我国科技界尚未形成支持科
研成果及时在预印本库上公开，以实现快速传播、有效利用的环境氛围。
从科技管理层面上看，除中国科学院之外，尚无科研管理机构、重要基金
组织声称支持中国预印本学术交流。即便是中国科学院，虽然建设了
ChinaXiv，但也缺乏明确的、实质性的、可操作性的科技预印本政策，特别是
在科研人员十分关注的科研评价、项目申请、人才评价、职位申请等方面，尚
未参照国际经验，提出实质性的政策措施。
从国际经验上看，科技管理部门、科研基金组织在推动预印本交流方面，
往往能够比一般的科学家团体、科研机构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正如开放获取
计划 Plan S 的推动者施密茨（Robert-Jan Smits）所说的，数十年来，出版商
一直在决定如何发表研究成果，“现在，是科研基金说了算的时候”[40]。中
国的科技管理部门、科研基金组织需要及时补位，研究并提出推动科技预印本
交流的相关政策。
3.4 我国预印本交流体系尚得不到科技期刊的政策支持
目前，我国正在努力加强科技期刊建设。2018 年 11 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
意见》。这是中国科技期刊界，乃至中国科技界的一件大事，笔者高度赞同。
如何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从 Nature 等期刊的发展模

式来看，目前这些高水平科技期刊更关注围绕学术交流全过程开展服务，已经
形成了与预印本库合作共赢，支持作者在预印本库上快速发布预印本，在科学
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的同行评议论文的新型学术交流模式。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大多数科技期刊还未适应开放科学需要，尚未考
虑其预印本政策，仍然固守自我封闭的传统学术交流老路。我国新型学术交流
模式的构建还任重而道远。
3.5 我国科技预印本交流的政策起点尚未提升到战略高度
科技预印本交流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技学术话语权问题。当前各类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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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平台的繁荣发展，改变着以期刊为主体的传统学术交流模式，也代表着包括
预印本在内的新型学术交流话语权的激烈竞争。
目前，我国相关机构尚未从国家科技学术话语权的角度来看待预印本交流
问题。我国相关机构应当从战略高度，研究和分析科技预印本交流对于国家科
技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意义，积极组织建设国家级的科技预印本平台，主导符合
国际潮流的新型学术交流模式，提升我国科技界在学术交流中的主导权和话语
权。

4、发展我国科技预印本库的政策建议
根据国际预印本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的现实问题，笔者提出发展我国科
技预印本交流的政策建议。
（1）认清当前国际学术交流体系发展趋势是开放交流。当前国际科学研究
模式正向着开放科学的方向发展，开放科学倡导一种全周期公开透明的新模式。
预印本和基于预印本的开放学术交流正在成为科研人员、学术团体、学协会、
出版商和基金组织等适应开放科学需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我们需要认清这一
发展趋势，积极推进预印本库和基于预印本的开放学术交流体系的建设。
（2）制定促进预印本交流的国家级政策措施。建议组织开展支持预印本交
流的相关政策研究，研究提出通过预印本交流促进科研成果快速传播和应用的
国家级政策措施。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科技部、教育
部、中国科协等科研资助管理机构研究和制定在项目申请和项目报告中允许引
用预印本的相关政策，并且明确项目申请和研究报告中引用预印本的标准规范。

（3）建设国家级的预印本交流平台。积极组织建设“符合要求的”国家级
的科技预印本平台，提升我国在国际预印本交流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该平台
需体现国家促进预印本交流的政策取向，有明确的预印本交流政策定位和管理
机制，按照国际通行的预印本交流模式运营。
（4）推进我国科学家充分应用预印本交流体系。需要推进预印本交流在我
国科学界中的普及，充分利用预印本交流体系来发布重要科研成果，竞争重要
科研发现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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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preprint servers and policy challenges of prepr
int serv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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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2. Wuhan Library, Chin
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1; 3.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
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The paper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international preprint servers; analy
zes the policy trends of preprint servers, funding agencies and journals; brings forth the five polic
y challenges faced in developing Chinese preprint servers: unclear policy positioning, imperfect p
olicy mechanism, lack of high-level management policies, lack of policy support from journals, an
d insufficient policy starting point; make four sugges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preprint serv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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