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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建立研究∗

□陈铭　叶继元

　　摘要　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在线科学交流和开放科学发展的进程,
已普遍被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看作是一种基于社交网络数据进行科研交流、传播和评价的新型

计量学.为了在 Web２．０环境下,保证科学评价和计量研究的准确性和影响力,最理想化的方式

是按照一致性的标准建设能融合各社交网络 Altmetrics数据的整合分析平台.通过网络调研法

和深入访谈法,借鉴了国外已有针对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有益经验和需要避免的问

题,分析了在国内建立中文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由图书馆界来牵头组织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提出由图书馆界来整合 Altmetrics数据的要点,包括:拓展原始数据源、使用并大力普及

DOI、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科学设计指标、构建 Altmetrics数据采集加工的整体方案、广泛开

展合作和保护用户的隐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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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Altmetrics的发展背景及社交网络平台数据整合

的必要性

１．１　Altmetrics的发展背景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人类社会的

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大量社交媒体平

台出现后,由于其使用便捷且成本低廉,成为数以万

计的普通公众进行信息、思想和知识等交流的主要

方式,这其中也包括了科研工作者们对于学术知识

和思想的传播交流.这不但促进了学术信息更广泛

的交流,也实现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多元化评价.

Altmetrics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悄然诞生,促成了

计量学学科结合社交媒体在线交流特点进行了

Web２．０的创新和革命,也成为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

热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以及

出版商都纷纷通过社交网络如推特(Twitter)、小木

虫、脸书(Facebook)等分享交流科研成果,Altmetrics
已普遍被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看作是一种基于社交

网络数据进行科研交流、传播和评价的新型计量学,
旨在通过其建立的快速、全面和新型的科研评价体

系补充仅仅依靠传统引文指标或同行评议的科研评

价体系.

１．２　社交网络平台及其数据呈现的问题

源于科学在线交流环境中诞生的 Altmetrics新

型计量学的运行基础是各类型学术成果(如论文、图
书、数据集、程序、视频等)在各种社交网络平台中发

生交互而不断产生并逐步积累的网络数据,即学术

成果的Altmetrics指标测量的是其在主流新闻媒体、
社交媒体或在线社区被下载、提及、分享、点赞和评论

次数等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所以通过 Altmetrics获

得可以进行指标分析的数据受到以下两方面的影

响:一是研究成果所出现的各种社交网络平台,这
是 Altmetrics原始数据源的产生地,具体来说可细

分为以下六类:① 社交媒体网站,国外有谷歌加

(Google＋)、Facebook、Twitter等,国内有微信、微
博、知乎等;②在线学术网站,国外有 Scopus、Web
ofScience、EBSCO ,国内有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

等期刊综合网站等;③新闻媒体网站,国外有科学新

闻(ScienceNews)、时代新闻(TimeNews),国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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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 等;④ 文 献 管 理 平 台,国 外 有 CiteULike、

Mendeley等,国内有道客巴巴、百度文库、豆丁网

等;⑤学术社区网站,国外有F１０００等,国内有丁香

园、小木虫等;⑥百科平台,国外有维基百科(WikiＧ
pedia)等,国内有 MBA 智库百科等.二是统计各种

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研究成果及其“活跃”情况,如在

小木虫上对某一研究成果的评论数或在 Mendeley
上对某一出版物的保存量[１].

目前对于 Altmetrics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是通

过收集社交网络平台上的数据进行实证评价分析得

出相应结论.因此,实时快速收集数据并保证这些

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全面性和有效性就显得非常

重要.但是由于不同的社交网络平台数量众多,各
平台的使用率和普及率差别很大,在这些社交网络

平台上进行交流传播产生的大量网络数据呈现出庞

大、多态、异构、不稳定和繁杂的特征,且各平台的数

据和指标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数据去重和整合

的难度很大.

１．３　整合 Altmetrics数据的必要性

鉴于以上情况,很多科研人员虽然已广泛使用

各社交网络上的数据来进行基于 Altmetrics的评价

研究,但是在做研究时只能选取不同的有代表性的

社交网络平台来采集、处理和汇总平台数据,难以形

成统一的标准,这必将严重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和全面性,也会限制 Altmetrics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因此为了在 Web２．０ 环境下,保证科学评价和计量

研究的准确性和影响力,最理想化的方式是构建有

一致性和通用意义的 Altmetrics社交网络标准化数

据框架和评价体系,并按照一致性的标准建设能融

合各社交网络平台上的 Altmetrics数据的整合分析

平台.目前尚未有一个能把各种零散的社交网络数

据整合起来的中文平台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

响这种创新评价方式的发展和开放数据的有效使

用.因此建立中文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是

必须且紧迫的.

２　国外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经验与

问题

２．１　国外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经验

目前国外已有针对 Altmetrics数据的整合分析

平台,其本身不产生互动数据,而是汇聚并整合了多

个不 同 社 交 网 络 平 台 的 原 始 数 据 源. 国 外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主要包括 Altmetric．
com、PLoS ALM、PlumX、Kudos、ImpactStory 和

WebometricsAnalyst等,是由不同的出版商或服务

商在不同时间开发的.通过对上述平台网站的调

研,总结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１)数 据 来 源 和 成 果 类 型 较 丰 富.国 外

Altmetrics整合分析平台的数据来源广泛,大部分来

自于社交媒体网站、在线学术网站、文献管理平台、学
术社区网站、新闻媒体网站和百科平台等,Altmetric．
com 和PLoSALM 覆盖的数据源最为全面,囊括了

上述六种社交网络平台二十种左右的原始数据源.
数据来源越广泛多样,评价数据就越能准确科学地

反映被评价对象的影响力.评价的成果类型也是多

种多样的,从学术论文到博客、数据集、软件、程序代

码以及图片等都囊括其中,其中PlumX评价的成果

类型最多,高达２７种.
(２)通过DOI等标识符来识别学术成果.数字

对象唯一标识符(DigitalObjectIdentifier,DOI)是
国外最常用的一种标识符技术,Altmetrics数据的

准确性主要取决于文献的 DOI,DOI是否可用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 Altmetrics数据的质量表现[２].学

术文献还有一些其他的标识符,如PMID,ArXivID和

SlideShare的统一资源定位符(UniformResourceLoＧ
cator,URL)等[３].国外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

通过学术成果的DOI等统一标识符来实时追踪各社交

网络平台上的 Altmetrics数据,保证了在网络环境下

对学术文献对象的准确识别,有效地避免了重复.
(３)建立了系统的指标体系.国外 Altmetrics

数据整合分析平台都建立了系统的指标体系和一致

的评分系统,然后以报告或者评分的形式对某一项

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进行评价.因此可以提供相

对系统和标准化的可用数据,为科研人员的研究和

科研机构的评价提供数据维度的方便和实时的支持,
科研人员可以在其平台工具上一站式查询 Altmetrics
数据,省去了在多个社交平台寻找数据的麻烦.

由于易用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国外 Altmetrics
数据整合分析平台受到了学界的欢迎,为精准的科

学评价和合理的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全面参考,
对 Altmetrics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２　 国 外 Altmetrics数 据 整 合 分 析 平 台 存 在 的

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不同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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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应该提供一致的 Altmetrics数据,但是由于

Altmetrics数据本身的多源性和复杂性,现在国外

也还没有一家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能够涵

盖所有社交网络平台的数据,并且各数据整合分析

平台的数据源存在着以下不一致的问题.
(１)数据来源不一致.目前各个国外 Altmetrics

整合分析平台的数据来源不一样,所收集数据的策略

不一样,其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目标和愿景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数据源[４],比如 Altmetric．com 对博

客文章的收集最多,而PlumX更多采集来自新闻媒

体的数据[５].这些平台还制定了各不相同的数据提

取清洗政策,这对数据的使用产生了很大影响.
(２)指标聚合方式不一致.各数据整合分析平

台所提供的 Altmetrics指标有些直接来自某个社交

网络平台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ProgramＧ
mingInterface,API)提供的一个字段,有些是多个

字段的组合形成的一个新的指标[６],以满足评价的

需求.这些指标只有名称,并没有说明是如何构建

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些数据整合分析平台都还不

能够提供准确、全面和一致的 Altmetrics指标.这

些都会影响评价的准确性.
(３)数据更新速度不一致.不同的数据整合分

析平台对不同来源数据的更新频率不一致.比如

Altmetric．com 平 台 中 声 明 对 Twitter、Scopus、

Wikipedia的数据是实时更新的,而Facebook、YouＧ
Tube、Mendeley等是每天更新.实时更新的具体含

义以及如何实现、每日更新的方式和具体时间等都

是不透明的,这也是导致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

平台数据质量的问题之一.

２．３　对国外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借鉴

国外常用的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都以

寻找更多样和全面的社交网络数据源为主要目标,
比如 Altmetric．com 整合分析平台还收录了新浪微

博数据,未来各平台将会收集到更全面的社交网络

平台数据.而且不同的数据整合分析平台之间是具

有互补关系的,不同平台之间的数据如果可以相互

融合,那么所能提供的数据就会更加准确和全面,可
以认为这是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发展趋

势,也是建立中文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

目标.
在中文环境下,首先要考察学术成果受到哪些

中文社交网络平台的关注;其次要尽可能寻找多样

化和全面性的学术成果网络社交数据源,借鉴国外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经验;再次能提供

的 Altmetrics指标需要有详细统一的标准,要能避

免如上所述国外各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现

存的问题.最后这个平台的数据不能单靠高成本和

低效率的人工方式收集,需要设计专业和智能的数

据收集工具,快速准确地通过 API接口从相关平台

获取网络数据,并对其进行清洗、格式转换和特征提

取等工作.而这些工作如果由图书馆这样的社会公

共服务机构进行领导和组织,将能取得比较好的效

果.笔者深入访谈了１０位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专

家,对图书馆界是否适合承担建立中文 Altmetrics
数据整合分析平台领导组织的角色、图书馆界应在

数据整合分析平台中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向专家进行

了详细的咨询访谈(访谈提纲见附录).根据对专家

意见的整理和综合,笔者认为在建立中文 Altmetrics
数据整合分析平台时,由图书馆界来组织实施是非常

必要且可行的.

３　图书馆界整合中文 Altmetrics数据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

３．１　图书馆界整合中文 Altmetrics数据的必要性

３．１．１　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的必然使命

数据作为获取知识和开展知识服务的重要性和

价值已经引起全球的重视,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

价值的资源并且改变了竞争的本质[７].“开放数据”
在维基百科中的定义是:“不受任何知识产权和管理

机制的限制,是经过挑选与许可的数据,可以免费开

放给公众,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８].”开放数据包

括开放的馆藏数据、科研数据、政府数据、商业数据

和一些用户产生的数据等.公众对开放数据需求的

不断增加促进了开放数据运动的长足发展,随着越

来越多数据的开放,开放数据的种类不断增长,开放

数据的良好环境逐步形成.

Altmetrics社交网络数据属于用户产生的数

据,但由于均被托管给了第三方,所以在授权的情况

下也可以认为转变为一种商业数据,因此它也属于

开放数据.根据开放的理念和思维以及开放数据的

内涵,Altmetrics社交网络数据应该免费开放给公

众让其自由使用.但是大部分社交网络平台是营利

性质的,数据还未能无条件地提供给大众使用.把

受限制的数据无条件地向任何人开放,也是用户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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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开放权”的最高目标.虽然在开放数据环境

下如何对开放数据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尚没有明确的

法律条文,但在对 Altmetrics数据进行整合管理的

过程中,图书馆界也可以借鉴国外如德国国家图书

馆、英国大英图书馆、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等制

定的对于开放数据在馆内应用及许可协议,明确使

用者与数据提供体系之间的关系,促成用户与原始

数据之间的对接与再利用[９].
国外 Altmetrics的数据整合分析平台开发商大

多是出版商或服务商,比如 Altmetric．com、PlumX、

Kudos、ImpactStory 和 WebometricsAnalyst都是

由服务商 提 供 的,PLoS ALM 是 由 出 版 商 提 供

的[１０].由于具有商业性质,所以其提供的数据服务

大多不是免费的,比如PlumX和ImpactStory都是

收费的,Altmetric．com 也是部分收费的,这将极大

制约 Altmetrics的推广和应用.因此国内整合中文

Altmetrics数据来开发建立整合分析平台不适合由

商业盈利机构来主导.并且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服

务机构有义务有责任承担开放数据管理和领导组织

的角色,负责对社交网络开放数据进行遴选、采集、
描述、组织、分析与评价,提高数据资源的可用性和

价值性,给用户免费提供社交网络数据的保存、检
索、分析挖掘等服务,并根据数据连续使用的视角提

供数据关联、标识和发布等服务[１１].此外,图书馆

相比于商业机构也更有利于对这些开放数据进行长

期保存.

３．１．２　开放数据环境下的责任推动

数据已成为体现图书馆服务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因素,是涉及图书馆服务模式创新、提高个性

化服务能力和增强服务透明度的战略资源.数据也

是图书馆发现用户需求、进行服务决策和评估服务

有效性的直接依据,是图书馆用户服务“数据权”和
“知情权”的有效载体[１２].图书馆很早就开始进行

科学数据的管理和政府开放数据的整合管理,如美

国卡内基图书馆整合了农业、教育、建筑、卫生等多

类别的政府开放数据于平台上供人们随时下载分

享[１３].国外的知名高校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
剑桥大学等都有针对本校科研数据整合管理的平

台[１４].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也越来越重视

对开放数据的整合管理,国内的“双一流”大学如北

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也都建立了科学数据

的共享平台[１５].２０１４年国内９家高校图书馆还在

复旦大学的牵头下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高校图书

馆研究数据管理推进工作组”,并建立了能够实现科

研数据存储、发布、交换、共享与在线分析等功能的

复旦社会科学数据平台[１６].Altmetrics数据属于开

放数据,是一种公共资源,这种类型数据的开放和加

工整合能为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高提供强有力的数

据资源支持.因此,图书馆的 Altmetrics社交网络

数据的整合开放是否可用、安全和具有公信力,将会

对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有效性以及用户权益的保障产

生很大影响.图书馆界在这样的新契机下要充分发

挥自身价值和功能,以用户为中心,以开放的姿态利

用复杂多样的社交网络数据满足用户多元化的需

求,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使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更

加紧密,从而提高图书馆的地位,实现图书馆的积极

转型,推动图书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３．１．３　图书馆实现创新信息资源建设的途径

Altmetrics的发展为图书馆实现创新的信息资

源建设、开展数据相关的服务提供了新的机遇.图

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对象除了有纸质资源和数据库

资源外,数据也已成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社交网络数据是重要的数据资源,对
于科研人员开展评价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图书

馆已收藏了新浪微博上的２０００亿条博文,美国国会

图书馆也已收录了千亿条 Twitter上的推文[１７].图

书馆必须把社交网络数据纳入到资源建设的范畴,
图书馆要改变传统的资源建设思想和建设模式,整
合各社交平台上大量的 Altmetrics数据,提高社交

数据资源的利用率,进而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

服务效率.这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开放共享的形

成,也让公民更了解图书馆的价值所在.

３．２　图书馆界整合中文 Altmetrics数据的可行性

３．２．１　图书馆具有丰富的信息和数据服务经验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数据时代的到来带给图

书馆巨大的变革,图书馆不再只是存储纸质文献的

场所,图书馆本身的纸质馆藏资源就很丰富,并在经

过多年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后,已拥有大量各种类型

的数字化资源,是最适合承担大数据时代数据开放

与整合的实践者.而且图书馆作为信息和知识的保

存和传播机构,具有面向公众开展信息资源服务的

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完全可以移植到数据服务方

面.这也是图书馆界相比于商业机构更适合整合中

文 Altmetrics数据的优势之一.图书馆界组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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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可以供用户免费使用的项目将会有更多的

利用率.各图书馆也不需要额外斥巨资向商业机构

购买这样的整合平台.国外图书馆在数据服务方面

已开展了较多实践[１８],其以开放数据为原则推动图

书馆把现有的数字资源转变为开放数据资源,并将

社会各方丰富的公开数据资源纳入馆藏资源体系,
如政府数据、气象数据、人文数据、科学数据和商业

数据等,加强开放数据资源之间的融合与关联,打破

时空对于公众获取数字资源和服务的限制,为用户

提供特色数据服务,满足公众对于数据资源的个性

化需求.

３．２．２　科技发展使图书馆具有数据加工分析的能力

图书馆从发展初期开始就持续追踪读者使用馆

藏资源的情况,从基础简单的读者调查到书籍期刊

资源的使用追踪,再到用计算机来进行图书馆借阅

统计分析,直至到出现电子资源后进行电子资源使

用情况的复杂分析,因此图书馆具有分析整合用户

数据的经验和能力.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图书馆

的信息化设备已经十分完备,具有先进的计算机设

备和高速的网络设施,以及成熟的数据采集加工能

力,与图书馆相关的用户使用资源的数据分析模型

也越来越多样化,并且图书馆采集、存储和整合数据

的成本也逐渐降低.因此由图书馆来进行整合各中

文社交网络平台上的 Altmetrics数据具有充分的可

行性.

３．３　COUNTER和 DRAA 的启示及图书馆界的角

色和定位

３．３．１　COUNTER和DRAA成功运作的启示

网络电子资源在线利用统计(CountingOnline
Usage of NetＧworked Electronic Resources,

COUNTER)是规范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报告数据处

理、审核和提交的国际化标准,其目的是为在线信息

服务商和用户提供可靠的、一致的、兼容的使用统计

标准和方案.２０１９年,COUNTER 发布了第五版

«COUNTER电子资源使用统计实施规范»(以下简

称COUNTERR５).COUNTERR５采用了新的报

告体系,新的元素和属性,以及新的报告格式和获取

方式[１９].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igitalResource

AcquisitionAlliance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

DRAA)是由中国部分高等学校图书馆共同发起成

立的,目的是合作开展引进数字资源的采购工作,规

范集团采购行为,通过联盟的努力为成员馆引进数

字学术资源谋求最优价格和最佳服务.DRAA 于

２０１３年初开始支持通过标准化的电子资源使用统

计 获 取 协 议 (TheStandardized UsageStatistics
HarvestingInitiative,SUSHI)自动获取COUNTER
格式报告.２０１５年９月正式成立DRAA使用统计工

作组,目的一是促进数据库商配合收集数据库的使用

数据;二是建立收集使用数据的长效机制,并对数据

质量进行检查;三是深入研究COUNTER规范,实现

对使用数据统计的进一步应用.DRAA使用统计模

块分为数据获取、数据处理和报告展示三个层次来进

行使用数据统计的管理[２０].

COUNTER项目对于图书馆开展整合 AltmetＧ
rics数据具有很大的启发.COUNTER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是图书馆联盟,它还整合了电子资源从生产

到利用环节的出版商、资源提供商和行业组织等.
新的COUNTERR５报告体系除了依旧保持了详细

的统计术语和严格的报告撰写标准外,还拓展了数

据类型,比如数据集、音频、视频和图片等,并更精准

和更新定义了计量类型、访问类型和访问方式等.

DRAA通过引入了全新的SUSHI协议,直接自动

收割COUNTER的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报告,可以使

图书馆高效地获取更准确的电子资源使用数据,而
不需要登录多个数据库商的网站下载 COUNTER
使用数据,加强了图书馆和数据库商对于资源使用

评估的互动,为各图书馆制定科学有效的采购策略

提供了方便[２１].因此由图书馆联盟来进行多方参

与和协调发展电子资源使用数据的统计,制定统计

的格式、内容和术语,并控制数据质量方面是有成功

典范的,而且自动化收割和整合管理使用数据还极

大地方便了图书馆自身使用这些数据来更好地开展

服务.这也更证明了数据时代由图书馆界整合中文

Altmetrics数据的可行性.

３．３．２　图书馆界在中文 Altmetrics数据整合中的

角色及可提供的服务

图书馆界在中文 Altmetrics数据整合中应借鉴

国际上COUNTER项目和我国DRAA 统计工作组

项目的成功实施经验,充分发挥其在数据整合过程

中协调组织的作用,确立其协调者、组织者、建设者

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Altmetrics数据整合项目可

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以下简称中图学会)或教育部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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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工委)来牵头组织,联合主要的省级公共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或图书馆联盟,以及部分社交网络平台

的企业代表等共同开展此项工作.经费可以由各参

与的图书馆缴纳的会费并结合中图学会或高校图工

委下拨的部分研究经费组成,并争取以项目方式获

得一些基金的资助.对于每一家参加数据整合项目

的图书馆要明确分工职责,分别负责统计标准的制

定、Altmetrics数据的采集、Altmetrics数据的加工

处理、Altmetrics数据的保存和发布、与社交网络企

业沟通等.
最终应能建立起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

台,平台需要让用户自由查询所需要文献的 AltＧ
metrics全面数据,还要能定期提供多样化的统计报

告,包括按时间、内容、类型划分等.对于参与 AltＧ
metrics数据整合项目的图书馆,可以优先使用 AltＧ
metrics 数 据,该 图 书 馆 可 以 在 第 一 时 间 把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推送到该馆的主页,
让用户根据需要进行浏览和获取.对于未参与的图

书馆,由 该 馆 与 项 目 负 责 人 进 行 联 系,取 得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使用授权后,为该

馆用户提供服务.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工

作流程和服务要点的架构见图１.

图１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工作流程和服务要点

４　图书馆界构建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

要点

４．１　拓展原始数据源

Altmetrics强调对多类型学术成果的认可和评

价,不仅需要格式多样,还需要内容多样.所以在格

式上学术成果不仅是传统论文的文本格式,还可以

是图片、视频等.内容上除了学术论文外,程序片

段、数据算法和科学数据集等新型的学术成果也是

重要的需要被关注的类型[３].比如关于科学数据

集,可以利用数据引证的方式来评估科学数据集的

价值,但由于过于局限于规范的学术论文,无法捕捉

所有科学数据集被广泛应用的情况和多元化的价

值[２２].因此用 Altmetrics的指标来测量科学数据

集在社交网络平台的提及、下载等情况,可反映其被

分享和应用的情况[２３].但由于不同学科的科研人

员对于社交网络平台的使用偏好具有较大差别,当
前 Altmetrics的指标涉及的研究成果以适用于科

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cience,Technology,EngiＧ
neering,Mathematics,STEM)领域的学术论文偏

多,而人文艺术社会科学领域的很多研究成果(如唱

曲、画作、雕刻)很难在社交网络平台上通过定量数

据来衡量其影响力[２４].
研究者往往希望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

能够全面评价成果的多种影响力,这就需要通过不

同类型的多样化的数据源来支撑,才能实现精准和

全面的统计和评价.因此图书馆界在进行中文 Alt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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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cs数据整合时要尽量拓展原始数据源,寻找和

收集格式多样化(文本、图片及视频等)和内容多样

化(学术论文、程序片段、数据算法、科学数据集等)
的学术成果.

４．２　使用并大力普及 DOI
国外的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在统计学

术成果的 Altmetrics数据时,一般是基于学术成果

的唯一标识符来获取论及这篇学术成果的数据.发

达国家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igitalObjectUnique
Identifier,DOI)的普及率非常高,而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还没有普及 DOI.DOI系统是由国际 DOI基

金会(InternationalDOIFoundation,IDF)进行全球

分布式管理,２００７年３月,IDF正式授权中国科技信

息研究所和万方数据成立中文 DOI注册机构[２５].
我国中文社交网络平台的中文学术成果很少有标注

来源出处的唯一标识,甚至有一些连 URL都没有,
所以无法通过 DOI来追踪中文学术成果的社交网

络痕迹.因此图书馆界在整合 Altmetrics数据时需

要将不同标识符的相同目标文献采用一致的方法进

行聚合,从而确定指标的一致性,保证数据的质量.
图书馆界可以呼吁和敦促相关出版机构和期刊编辑

机构尽快加入DOI系统,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服

务,促进DOI的普及使用.

４．３　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科学设计指标

Altmetrics的评价和研究离不开高质量的 AltＧ
metrics数据.Altmetrics数据质量问题主要发生在

社交网络平台、数据整合分析平台和用户三个层面,
如前所述,社交网络平台数据的差异、数据的不稳定

性、数据的不一致性和数据的覆盖率不同会影响 AltＧ
metrics数据的质量,数据整合分析平台中数据的来源

不一致、聚合方式不一致以及数据更新速度不一致也

会影响Altmetrics数据的质量.所以 Altmetrics数据

的准确性、一致性、动态性和持续性成为图书馆界在

进行数据整合分析时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图书馆界作为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的主导

者,应当重视数据质量的问题.首先通过与整合分

析平台的开发者进行深入沟通和协调,制定统一的

Altmetrics的数据标准,合理遴选各社交网络平台

的 Altmetrics数据,保证整合分析平台采集并记录

到的数据与来源社交网络平台真实的原始数据相一

致,保证各来源社交网络平台的数据相统一,保证各

数据更新的频率相一致.其次科学地设计整合分析

平台中的数据指标.由于各网络社交平台功能相

近,许多 Altmetrics指标界线模糊,在评价时会存在

含义重合或者相似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区分不同类

型的指标,把同类型的指标进行整合.比如出版商

PLoS以及服务商ImpactStory将 Altmetrics指标

分为访问、引用、讨论、推荐和保存五类,PlumX 将

指标分为使用、获取、提及、社交媒体以及引用五类.
国内有学者将 Altmetrics计量指标分为传播、获取、
利用三个层次[２６].因此在聚合过程中图书馆界需

要选取更具代表性、覆盖范围更大以及使用频率较

高的指标作为评价指标.最后还需要注意一些保证

Altmetrics数据质量的关键问题,比如数据整合分

析 平 台 的 性 能 问 题,这 样 才 能 更 好 地 促 进

Altmetrics平台的开发与应用,提升图书馆界对于

Altmetrics数据管理的有效性.

４．４　构建 Altmetrics数据采集加工的整体方案

图书馆界对于 Altmetrics数据的使用需要重视

数据从采集、处理到转换等各个阶段的数据质量,并
且在每个阶段能够采取合适的方法和策略避免容易

产生问题的因素.
在数据收集阶段,图书馆界要根据数据规划要

求,多渠道筹措资金提供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建设

资金,设计开放数据服务机制,完成数据收集前的准

备工作.然后可以通过元数据收割协议,对各社交

网络平台进行元数据收割.在对 Altmetrics数据进

行收集时要注意实现登录接口、入口的设置.
在数据处理阶段,首先要进行数据清洗.在此

过程中图书馆员将社交网络平台上的初始数据通过

API进行提取,然后根据规划的需求,利用合适的数

据清洗工具以可靠性、真实性和唯一性为原则核实

数据的来源,剔除不一致、重复、不准确的数据,修正

不精准的数据,保证 Altmetrics数据质量.其次进

行数据加工.图书馆界在数据加工前要创建元数据

框架,基于已有元数据,确定字段结构,统一标准,制
定元数据规范和关联数据应用;实现元数据的录入、
排序、补充和存储,便于数据资源的关联、分析和应

用等.图书馆界应创新开放数据格式,使其朝着资

源 描 述 框 架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格式转变,重视 API标准化;还应实现开放数

据管理的通用设计,方便各专业背景的用户使用,让
开放数据转变为更方便使用的简单数据.

在数据转换阶段,Altmetrics数据通过清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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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后成为结构化的干净数据,但是还要通过数据

转换才能利用 API接口对外开放.图书馆员可以

和技术人员协作,利用RDF格式转变工具把数据转

换存储到RDF存储库中.然后再利用统一或者分

类的开放方式对外开放[２７].
在实现数据从采集、处理到转换等阶段后,图书

馆界应基于在文献资源管理方面的经验,进行数据

平台的数据存储、分类、组织、检索、管理等,使用户

可利用图书馆的“一站式”检索平台一键快速搜索到

自己所需的数据资源,并完成基于数据共享框架下

的智能判断和决策.图书馆界应对开放全程实时监

管,当发现错误或不精确的数据时,应及时对其进行

修改.

４．５　广泛开展合作

图书馆界对于 Altmetrics数据的开放、整合、管
理应广泛听取用户和社会的意见,了解其需求,坚持

公开、透明、可扩展和合作的原则,合理选择数据开

放的对象、内容和方式,不断增强 Altmetrics数据整

合分析平台的可用性和价值密度,最终实现数据的

开放性增值.各图书馆之间应加强合作,对 AltＧ
metrics数据进行采集整合不是某一家图书馆的事,
而是整个图书馆界的责任,需要各图书馆之间协作

来完成.图书馆界需协调各方开展对数据标准、采
集整合方法工具和策略的研究.

图书馆界还需加强与社交网络平台企业的联系

和合作,作为 Altmetrics数据的来源,要想获得准确

可靠的数据不能仅靠 API自动收集,特别是一些企

业没有开放给大众的数据,可以由图书馆界与这些

企业进行沟通协商,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提出

解决方案以便获得这些数据.总之要加强图书馆界

与社会各部门的联系,促使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

务机构能更好地完成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的工

作,开展创新性的由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从而也可

以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

４．６　保护用户的隐私数据

Altmetrics数据中包含着社交网络平台用户大

量的阅读内容、参与内容、社会关系和地理位置等个

体特征和行为数据.虽然社交网络数据权属于数据

收集的企业一方,但是这些包含大量个人数据的隐

私也是需要被保护的.在采集利用 Altmetrics数据

过程中如果图书馆界对用户 Altmetrics数据资源进

行无限制地完全开放,一些用户不想公开的隐私和

个 人 信 息 就 会 被 泄 露[２８].图 书 馆 界 应 加 强

Altmetrics数据开放过程中用户的隐私保护,确保

数据提供服务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并能保障用户的名

誉权.首先,图书馆界应保证用户拥有对自身社交

行为数据采集、使用和共享的知情权与决定权,让用

户依据保护的需求决定开放的内容、程度和方式.
其次,图书馆界在 Altmetrics数据开放过程中,应采

用对用户隐私信息匿名,或转为采集用户群体特征

的数据,力争在能保持数据价值、可用性和开放性的

前提下保护用户的隐私安全.最后,图书馆界还应

根据发展变化中的用户隐私保护需求,不断更新完

善相关的行业规范和政策法规,确保用户隐私保护

可及时被评估和界定[２９].因为图书馆界对于用户

隐私数据的判定标准也是关乎用户隐私保护有效性

和可控性的重要因素.

５　结语

Altmetrics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够保证科学评

价和计量研究的准确性和影响力,能够给科研人员

和公众提供更好的开放数据服务,因此建立中文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势在必行.作为社会

公共服务机构的图书馆界最适合承担牵头组织的角

色,前有 COUNTER项目和 DRAA 成功运用的经

验借鉴,后有图书馆界丰富的信息和数据服务的经

验,图书馆界可以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把握整合

分析的要点,避免国外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

台存在的问题,协调各方力量做好 Altmetrics数据

整合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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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专家访谈提纲

尊敬的 专家:
您好! 我们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重构研究”项目编号:

１９ZDA３４６)正在研究关于构建中文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的内容,您是图书馆学界的资深教授,特想

向您请教一些问题,了解您对于构建平台的想法.以下是希望能当面访问您时的问题提纲:
(１)您觉得国外建立的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如 Altmetric．com、PLoSALM、PlumX、Kudos)有

哪些优势和劣势?
(２)您觉得是否需要建立中文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 如果需要的话,您觉得可以由谁来组织

建立?
(３)您觉得由图书馆界来建立中文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是否必要和可行?
(４)如果由图书馆界来进行牵头组织建立中文 Altmetrics数据整合分析平台,图书馆界在其中应该起到

什么样的作用,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期待与您的面谈,感谢您的支持!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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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EstablishingChineseAltmetricsDataIntegrationandAnalysisPlatform

ChenMing　YeJiyuan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Altmetricshasgreatlypromotedthedevelopmentofonlinescientific
communicationandopenscience,andhasbeenwidelyregardedbyvariousresearchinstitutionsandreＧ
searchersasanew metricforscientificcommunication,disseminationandevaluationbasedonsocialnetＧ
workdata．Inordertoensuretheaccuracyandinfluenceofscientificevaluationandmeasurementresearch
intheWeb２．０environment,themostidealwayistobuilddataintegrationanalysisplatformsthatcaninＧ
tegrateAltmetricsdataonvarioussocialplatformsaccordingtoconsistentstandards．Networkresearch
methodandinＧdepthinterview method havebeen used．Therearesomeforeignintegratedanalysis
platformsforAltmetricsdata,whichcanprovidesomeusefulreferenceexperience,buttherearealsosome
problemstoavoid．ItisnecessaryandfeasibletoestablishAltmetricsdataintegrationandanalysisplatform
bythelibraryCommunityinChina．KeypointsforlibrariestointegrateAltmetricsdataare:expandingoＧ
riginaldatasources,usingandpopularizingDOI,developingunifieddatastandardsandscientificallydesigＧ
ningindicators,constructinganoverallapproachtoAltmetricsdatacollectionandprocessing,collaborating
extensively,andprotectingusersprivatedata．

Keywords:Altmetrics;DataIntegrationAnalysisPlatform;ConstructionofLibraryInformationReＧ
sources;Op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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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FineＧGrainedSentimentAnalysisBasedonText

TanCuiping

Abstract:Throughliteratureresearch,thispaperexpoundstheinfluenceandpromotionoffineＧgrained
sentimentanalysisfromtheperspectiveofdifferentgranularitylevels,summarizesthelatesttasksand
technicalmethodsoffineＧgrainedsentimentanalysis,andfinallyforecastsfuturetrendofthisresearch
field．Therelevantresearchresultscanprovidethereferenceforsubsequentresearch．

Keywords:FineＧGrained;ABSA;Textu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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