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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内容、案例及启示

□田晓迪∗　李新洁

　　摘要　随着开放获取运动和S计划的持续推进,全球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签订数量不断增

加,通过研究转换协议签订的指南、内容及特点,了解全球发展概况,提出相应建议.利用文献调

研法与内容分析法介绍签订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框架指南、前期数据准备、推荐的工作流程及相

关条款,然后对EASC已登记转换协议的概况、框架内容、典型案例及我国的签订情况进行了归

纳,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主要特点及影响.转换协议对于全球科研生态系统的变革发展有着

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需持续跟踪和研究国内外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签订动态和要点,在此基础

上尽快形成我国学术出版的调研分析报告以支持相关决策,尝试建立开放出版利益相关者的协

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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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学术期刊订阅制度的特点是定价不透明,受保

密条款的限制,订阅包的一次性年度预付费没有考

虑其中的部分期刊对机构研究人员的实际价值,且

１０多年来持续以超过标准通货膨胀率的价格在上

涨.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发表开放获取文章的作者

没有与出版商谈判经济条款和条件的能力,只能通

过支 付 文 章 处 理 费 (ArticleProcessing Charge,

APC)这种额外付费的方式实现.新型冠状病毒

(CovidＧ１９)流行期间,７１家研究机构、基金会、出版

社联合签署声明共享与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研究数

据和发现[１],响应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领袖呼吁学

术出版界使所有 CovidＧ１９相关研究和数据公开和

可重用的要求,更加凸显了学术成果开放获取的必

要性.
由欧盟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和欧洲

研究理事会(EuropeanResearchCouncil)支持的资

助组织cOAlitionS在２０１８年９月正式发布了S计

划[２].S计划包括原则、实施指南和技术指南三个

部分,旨在支持公共和私人资助的学术出版物实现

全面、即时的开放获取.S计划的实施指南中列出

了各种开放获取的举措和服务作为开放获取过渡的

重要资源和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如目录开放存取期

刊 目 录 (DOAJ)、开 放 存 取 知 识 库 目 录

(OpenDOAR)、出 版 伦 理 委 员 会 (Committeeon
PublicationEthics,COPE)以及论文收费效率和标

准(EfficiencyandStandardsforArticleCharges,

ESAC)[３].其中,ESAC倡议于２０１４年设立,旨在

为收集和分享关于世界各地采纳转换协议的信息以

及为转换协议(TransformativeAgreements)和开放

获取论文处理费(APC)管理的高效工作流程提供建

议和框架.根据 ESAC倡议的解释[４],开放获取转

换协议是机构(图书馆、国家和地区财团)从基于订

阅的科学出版模式过渡到完全和即时的开放获取的

一种手段,通过与学术出版商谈判将订阅费用再投

资于支持开放获取出版.这些协议改变了学术期刊

出版的商业模式,即从访问收费模式转为出版商因

其开放获取出版服务而获得报酬的模式.谈判此类

协议的机构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将订阅费

用和开放出版费用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协议框架中,
避免双重付费,实现文献订阅和开放出版整体成本

控制的同时促进从订阅向开放获取的成本过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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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实现完全的开放获取.转换协议旨在限制学术交

流的成本,促进学术出版的公平,一般具备两个特

点:一是增加了开放获取发表文章的比例,机构所属

作者的手稿通过同行审议后都可在协议涵盖的期刊

上以开放获取的方式发表;二是将机构订阅费用和

开放获取出版费用置于一个协议的监督和控制之

下,协议中的支付结构实质上是将之前支付的订阅

费用转移为开放存取的出版费用.从作用上来看,
转换协议一是节约总体成本,订阅费直接转为阅读

出版费用,且作者无需再另外支付 APC;二是增加

了价格透明度,转换协议的成本通常是根据可量化

的发表文章数量来评估的,但是转换协议下每篇文

章的成本不等同于 APC,因为成本中还包括在过渡

期间仍然需要付费的阅读访问.如德国 Projekt
DEAL在２０１９年与 Wiley达成的转换协议,其成本

都是以固定的“出版和阅读”(PublishingandReadＧ
ing,PAR)费来表示的.PAR模型消除了出版商的

锁定,允许资金自由流动,作者可在协议涵盖的期刊

中自由选择发表文章[５];三是推动开放获取的标准

和工作流程,如加州大学(UniversityofCalifornia)
与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UniversityPress)的
转换协议将机构的资金流,即以前的图书馆订阅费

和研究资助资金整合到了文章级别的交易中[６],同
时使得图书馆可将资金用于支持其他开放获取战

略,从而实现可持续、透明、公平有效的过渡.

cOAlitionS提出“强烈鼓励机构和团体制定新

的转换协议,并且仅会在机构和联盟遵守 ESAC的

情况下,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为协议提供财务支持”[７].据ESAC网站显示,截至

２０２１年４月底共有２８３个转换协议进行了登记,涉
及４０余个国家、出版商和学/协会[８].在 ESAC登

记转换协议有利于保障透明度,协助图书馆和联盟

制定自己的原则、目标和标准,确保转换协议的财务

和运营沿着一条共同的轨道向以成本透明和市场竞

争为特征的开放获取学术出版格局迈进.转换协议

也是全球开放获取２０２０倡议(OA２０２０)的关键战略

之一,第１４届柏林开放获取大会认为转换协议是加

速向开放获取过渡的可行且有效的方法[９].因此,

CoalitionS鼓励体现ESAC指南的转换协议并愿意

给予资助,认同其作为研究执行机构控制“混合”成
本和推动研究开放获取传播增长的有效性.

通过知网(CNKI)查询,截止到４月１０日仅有

王春生、崔丽媛等对S计划的内容及相关挑战和影

响作了介绍和分析[１０－１１],针对转换协议的研究仅有

黄敏聪介绍了欧洲部分国家签订转换协议的概况以

及对学术环境的影响[１２],而详细介绍签订开放获取

转换协议的相关指南、条款、工作流程并提供相关案

例说明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介绍了ESAC关于签

订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指南、前期数据准备、推荐的

工作流程及相关内容条款,对 ESAC已登记转换协

议的内容、特点及典型案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以供

业界参考.

２　ESAC支持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相关内容

２．１　ESAC转换协议指南

ESAC转换协议指南主要包括三部分的内容[１３].
(１)转换协议是临时和过渡机制

转换协议旨在实现全球范围内订阅模式的快

速、不可逆转地向完全开放获取的转变,协议签订得

越多就越有可能促成大规模的变革.协议语言示

例:当前协议是一种过渡机制,目的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实现完全开放的访问.
(２)作者保留版权

为了适应数字时代学术的需要,作者必须保留

作品的充分使用权和重复使用权.协议语言示例:
协议下的合格作者保留版权,出版商根据知识共享

署名许可证 CCＧBY 许 可 这 些 文 章 (https://creＧ
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４．０/).

(３)协议必须透明

为了公共利益,不仅公共资助的研究应该具有

尽可能广泛的影响范围,而且向开放获取过渡的成

本和细节及其进展也应公开,以便该部门能够确定

基准,更好地了解需要投资或撤资的领域,并改进流

程.协议语言示例:根据当前协议,所有成本的详细

信息、定价模式和条款可能会在网上公开.

２．２　转换协议的前期数据准备

在签订转换协议之前,需要对本组织的出版情

况有清晰掌握,包括所属作者最常发表文章的期刊、
各个出版商的发表比例、负责 APC费用的额度及作

者人数、文章份额与目前支付给该出版商的订阅预

算比例、开放获取转换的费用与目前订阅及 APC费

用之和的比较以及作者在“混合”或完全开放期刊上

发表文章的比例等信息[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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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工作流程

２０１７年,来自７个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的图

书馆、资助者和出版商参加了ESAC第二届研讨会,
共同讨论商定了转换协议的建议工作流程[１５].与

作者和管理人员相关的流程包括:作者和论文的识

别与验证,出版者应与付费机构合作开发高效、可靠

的作者识别和验证程序,应在转换协议协商过程中

确定;资金确认和元数据管理;出版商只为已被接受

出版并已被支付机构确认为合格的开放存取文章开

具发票;出版商应每月或每季度向支付机构提供包

括已发表合格文章的数量、APC付款日期、所有必

要的元数据的报告.

２．４　协议条款

在ESAC登记的转换协议一般包括三部分的合

同条款:(１)与开放获取有关的条款;(２)与获取非开

放获取期刊有关的条款;(３)与法律选择、法院地点

等更一般性问题有关的条款[８].

２．４．１　开放获取相关条款

开放获取的相关条款主要包括合格作者的鉴

定、出版者和作者之间的条款、工作流规定、出版费

等.一般情况下,出版费与订阅费会合并成一笔大

宗付款,支持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主要包括几种情

况:(１)规定机构的总体发表成本不超过这个费用,
未使用的资金会失效;(２)规定未用完资金可顺延到

合同期之后的年份,只有在合同结束时资金才会失

效;(３)规定最低数量的发表文章,如果达不到这个

数量,出版商应偿还实际出版文章费用与最低数量

文章出版成本之间的差额数;(４)规定在约定的额度

用完后只需支付额外的费用就可以继续出版开放获

取文章.协议中通常包括一些条款,要求出版商在

允许的出版物数量即将用尽时告知.

２．４．２　非开放获取相关条款

一般涉及到的内容包括:获授权查阅许可刊物

的人员、许可出版物列表和保证可提供访问的数量、
范围及发生变化的措施、永久访问、用户权限等.

２．４．３　一般性条款

一般涉及到的内容包括:签订协议的双方、服务

方面的约定及保障措施.

ESAC还提供了转换协议关于工作流的示例条

款供参考,包括合格作者的认定、出版商和客户的义

务、发票、报告和编辑独立性四个模块的内容[１６].

３　ESAC已登记转换协议的内容及特点分析

３．１　按国家及出版社签订数量统计

在ESAC登记转换协议的共有３０个国家,登记

数量为１０个及以上的国家如表１所示,其中以德国

的数量最多.
表１　不同国家在ESAC登记转换协议数量统计

国家 签订数量(个)

德国 ４６

荷兰 ３４
奥地利 ３２
英国 ２７

匈牙利 １７
美国 １４
挪威 １３
瑞典 １１

斯洛文尼亚、爱尔兰 １０

在ESAC登记转换协议的学术出版社共有４５
家,登记数量超过１０个的出版社如表２所示,其中

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数量最多.
表２　不同出版社在ESAC登记转换协议数量统计

出版社 签订数量(个)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２４

RoyalSocietyofChemistry ２１
Taylor&Francis、SpringerNature ２０
Elsevier １６
IOPPublishing １５
OxfordUniversityPress １４
Sage、AmericanChemicalSociety １２
Wiley、AssociationforComputingMachinery、WalterdeGruyter １１

从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签订开放获取转换协

议较多的为欧美国家和较为大型的学术出版商.

３．２　内容分析

３．２．１　转换协议的标签及全文发布

转换协议的标签绝大部分为阅读出版项目,较
少为订购抵消出版项目.转换协议的全文发布比例

约在６０％.

３．２．２　费用概况

转换协议的费用主要涉及到转换协议的总体费

用较之前的费用是否增减、开放出版费用的获得方

式以及访问费用的占比.
(１)总体费用.总体费用主要有三种情况,包括

费用增加、费用减少以及费用持平,其中,费用持平

的比例较高,费用减少的比例高于费用增加的比例,
费用增加的情况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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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放出版费用的获得方式.开放出版费用的

获得方式主要是从订阅费用转换而来,其中转换比例

各有不同,大多数为少于５０％,少部分为５０％－８０％
之间,有的甚至占到了９５％.

３．２．３　期刊概况

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期刊覆盖情况主要从两个

方面体现,分别是所有与机构附属作者相关的期刊

是否符合协议下 OA 出版的条件,以及协议是否涵

盖完全开放存取期刊.在费用持平的协议中,仅有

约一半协议两者都覆盖,另一半为没有完全覆盖或

仅有第一项覆盖,涵盖所有完全开放存取期刊的比

例相对较少;在费用增加的协议中,两项大多为全部

覆盖;费用减少的协议中,大部分为仅覆盖其中一

项,而且多为第一项.

３．２．４　风险概况

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风险情况主要是指在超过

或未达到 OA出版授权数量的情况下出版商是否提

供风险分担机制.绝大多数的协议中,出版商不提

供风险分担,OA 出版量的不足或超过的风险基本

都由机构方承担,在超过预订数量时机构需要交纳

额外的 APC费用,或者通知出版商不再希望发布开

放获取文章;而在数量不足的情况下,部分协议规定

在协议期内多余费用可以转到下一年度使用,但是

协议期结束后出版商不再提供费用结转服务,也有

协议规定费用在协议期内也无法结转,当年底即

作废.

３．２．５　许可概况

在已登记的开放获取转换协议中,较为常见的

是直接规定CCＧBY为默认的唯一许可项,或者协定

为CCＧBY的系列许可,个别协议中规定CCＧBYＧNC
为默认的唯一许可项.

３．２．６　访问概况

期刊访问权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协议

是否涵盖所有相关期刊和永久访问权.在已登记的

转换协议中,绝大多数是涵盖这两项的,只有少量协

议规定只提供可访问部分期刊的永久访问权.

３．３　全国性转换协议案例:ProjektDEAL与 Wiley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德国的 ProjektDEAL 与

Wiley签订的转换协议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全国性转

换协议案例,协议最终达成的总费用与之前的费用

持平,且其他各项条件对于机构来说都较为理想.
按照协议规定,订阅费用几乎完全转换为开放获取

出版费用,访问相关费用不超过５％.风险由出版

社和机构共同分担,协议规定了预期数量的出版文

章和相应的预付款,同时包含费用偿还机制,即出版

社每年会检查实际出版物的数量并且将多余的费用

予以偿还.所有与机构附属作者相关的期刊符合协

议下 OA 出版的条件且协议涵盖完全开放存取期

刊,CCＧBY为优先的许可项,其他许可项也被允许,
协议涵盖所有相关期刊及其永久访问权.

３．３．１　背景

德国与学术出版商的协议在历史上一直是由区

域财团各自协商的,机构可选择加入.随着开放获

取的发展,德国科学界逐步认识有必要采取一种统

一的、全方位的方法与主要出版社达成全国性转换

协议.因此,由德国大学校长会议(GermanRectors
Conference,GRC)提议组建了ProjektDEAL,代表所

有德国学术机构(包括大学、应用科学大学、研究机

构、州和地区图书馆)与Elsevier、Wiley和SpringerＧ
Nature进行全国性开放获取协议的谈判工作[１７],有

７００多家机构参与.

３．３．２　前期数据准备

为了了解本国的总体研究概况并评估出版的总

成本,德国对来自德国机构的作者的总文章产出进

行了分析,包括:德国作者的文章份额;每个出版商

的文章份额;每个机构的文章份额;在完全开放存取

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份额;在“混合”期刊上开放存取

发表的文章的份额;每个出版商的订阅成本;在完全

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 APC估值;在“混合”期
刊上发表开放获取文章的 APC 估值;根据当前

APC价格点与德国相应作者出版所有文章的预估

成本.基于数据分析得出德国作者最常在Elsevier、

SpringerNature、Wiley三家出版商发表文章,占德

国每年研究文章发表总量的４９％.同时,２０１７年对

德国学术机构电子资源订阅支出的一项调查显示,
每年三大出版商的订阅成本占德国机构集体订阅预

算的约三分之二,且订阅价格一直受到年度增长和

保密条款的约束.数据显示,德国研究人员在完全

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稳步增长,这表明

建立监督和控制订阅与开放存取出版成本的机制非

常重要,避免大量双重支付成本的产生.基于以上

情况,ProjektDEAL与三大商业出版商达成转换协

议有利于推进国家开放获取的进程、保障经济效益

及提高作者研究影响力.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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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人员组成及分工

ProjektDEAL项目组成员包括利益相关者群

体的代表、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图书馆、资助

者和科学家,根据其能力领域分别在项目指导委员

会、谈判团队以及支持团队中担任适当的角色和职

责,如文献计量和财务分析、合同内容、采购相关事

宜、出版商关系协调、出版工作流程和元数据标准、
专业谈判技能和沟通等.项目组在谈判进程启动之

前开展了大量工作,包括数据分析和潜在情景的成

本建模、风险评估、法律许可、确保项目交易框架下

的机构权利,谈判失败下的退出策略.项目组在

２０１３年就开始了对不同领域的初步探索,并于２０１６
年与 Elsevier、２０１７年与 SpringerNature和 Wiley
正式展开了谈判.

３．３．４　谈判目标

(１)为德国机构的作者提供立即开放获取所有

新文章的机会,以提高学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２)
确保永久全文访问出版商的完整期刊组合;(３)给予

德国所有研究人员平等获取学术内容和开放获取出

版的机会;(４)建立一个基于文章发表数量的成本模

型,即 Projekt协议的出版和阅读(Publishingand
Reading,PAR)模型,为这些服务进行公平和合理的

定价.在PAR模型下,文章有固定的PAR费用,由
参与机构集中支付,减轻了作者发表开放获取论文

的财务和流程负担.PAR 费用涵盖了开放获取出

版费用和订阅费用,较之以前的订阅条款成本更为

透明,也较容易与其他出版商的费用进行比较,有利

于推动市场竞争.

３．３．５　谈判过程及结果

ProjektDEAL的第一份转换协议是在２０１９年

与 Wiley达成的,协议期是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
年可选择续期.协 议 规 定 参 与 机 构 可 永 久 访 问

Wiley出版的电子期刊,并可选择以折扣价购买印

刷期刊.在订阅期刊中每篇文章开放出版和阅读的

费用为２７５０欧元,在３年协议期内保持不变,完全

开放 获 取 期 刊 的 文 章 处 理 费 (APC)有 ２０％ 的

折扣[５].

ProjektDEAL与SpringerNature的转换协议

日期为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２２年,并可以选择延长至２０２３
年.参与机构可以永久访问SpringerNature的期刊

集,出版和阅读费用同样为每篇文章２７５０欧元.另

外,除获得与 Wiley协议中相同的权益外,此协议中

还规定了新的PAR支付时间表,即在三年协议的过

程中PAR款将逐步从预付改为后付[１８].按照德国

在此出版社一年出版文章的预期数量乘以PAR费,
费用与之前的订阅费用是持平的,但由于机构作者

不需要另外支付 APC,因此德国的总体支出成本是

降低的.

ProjektDEAL与Elsevier在２０１８年７月暂停

了正式谈判,随后德国各地近２００所大学和研究机

构取消了与Elsevier的协议,为了支持谈判,许多科

学家辞去了 Elsevier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目前尚未

达成转换协议[１９].

３．３．６　工作流

工作流是成功执行转换协议的关键方面之一,

ProjektDEAL参考了ESAC工作流的相关建议,在
协议中界定了与出版过程有关的工作流.根据协

议,出版商应按照需求定制页面,以便在文章发布过

程中尽早向作者提供开放获取发布权益的视觉和文

本提示.Wiley在网站上就专门设有“德国机构合

格作 者 的 开 放 出 版”页 面,其 中 详 细 介 绍 了 与

ProjektDEAL协定开放出版的情况、合格作者的条

件要求并提供了详细的步骤图解指导作者如何在完

全开放获取期刊和混合期刊上进行开放出版[２０].
另外,Wiley还设立了机构仪表盘,支持相关图书馆

的工作人员了解出版渠道,以便较快地确定有资格

的作者[２１].

Projekt协议引入的PAR模型是学术出版转型

的有力机制,它将订阅费用和相关成本分摊到实际

文章的输出中,确定了发表一篇开放获取文章的

PAR费 用.由 于 参 与 机 构 众 多,交 易 运 营 实 体

MPDLServices起草了“交易成本分配模型”,可以

根据机构的组织需求集中管理PAR费用,并在获得

德国校长会议和德国科学组织联盟的充分批准后,
在与 Wiley的转换协议中首次纳入协议中予以签署

和实施.参与机构的支付额度参考之前在此出版社

的订阅费用,称为年费,在年终,最终出版的文章发

票由交易实体发布给参与机构.“交易成本分配模

式”使所有机构能够按照所获得的服务支付公平份

额,非研究密集型机构的成本更低.开放获取的费

用都是由机构集中计算和处理的,作者发表开放获

取论文不需要再参与支付 APC的流程.
除上 述 协 议 外,JISC 与 牛 津 大 学 出 版 社

(OxfordUniversityPress,OUP)、加州大学与Spr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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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erNature签订的转换协议等都在各项条款、服务

及费用方面为机构取得了较好的权益.

３．３．７　后续影响

近期德国学者的一项研究«德国 “DEAL”对学

术出版市场竞争的影响»[２２]表明,这些国家级转换

型协议将促使学者更倾向于将他们的文章通过开放

获取的方式发表在这两家大型出版商的期刊上以获

得更多的引用和关注度.数据显示,自这些协议生

效以来,德国作者的化学论文在出版商的期刊上出

现的比例上升了５个百分点以上,超过三分之一.
之所以选择研究化学,是因为该领域的出版周转时

间相对较快,这意味着转移出现得更快.因此,国家

级的 OA 框架协议很可能会提高出版市场的集中

度,所以各国学术界也应警惕在此背景下大型学术

期刊出版商形成进一步的垄断格局及出现学术不公

平的现象.

３．４　单一机构转换协议案例:加州大学与 Elsevier
出版集团

与欧洲国家一般采取与学术出版商开展国家级

开放获取谈判并签订转换协议不同,在美国是以高

校为单位开展开放获取协议的谈判,这与美国高校

的高发文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关,而加州大学与

Elsevier签订的转换协议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加

州大学的科研产出占美国所有产出近１０％,且加州

大学近１７％的科研产出都是通过 Elsevier出版的,
从历史上看,加州大学每年向 Elsevier期刊提供约

４７００篇论文[２３],自２０１８年起,由加州数字图书馆

(CaliforniaDigitalLibrary,CDL)发起和召集,教师

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参与组成的共同体与全球最大

的学术出版商Elsevier开始了长达２年多的转换协

议谈判.

３．４．１　谈判团队和谈判主张

共分为四个团队,分别是谈判团队、宣传团队、
数据分析团队和替代访问团队.谈判团队主要负责

与出版商进行谈判;宣传团队主要负责制定宣传策

略,以及与大学行政部门、教员、学生、媒体和公众等

进行沟通的策略;数据分析团队负责各种数据的分

析以支持谈判目标和建议的制定;替代访问团队负

责在谈判破裂情况下提供Elsevier出版内容的替代

访问策略.
谈判主张除了订阅费转化为开放出版费用、控

制整体成本等相似内容外,加州大学提出一种由作

者所在的图书馆、大学、提供研究资助的基金会等多

方联合付费出版的模式(MultiＧPayerPayToPubＧ
lish/MultiＧPayerPTP)[２４],工作流程为:对于获得资

助的作者,图书馆提供一部分的出版费(如每篇文章

１０００美元),作者通过资助基金支付剩余费用;对于

无法获得资助的作者(如一些人文社科类的作者),
图书馆全额支付出版费.所有图书馆资助的费用会

定期批量支付给出版商,包括图书馆补助金在内的

文章出版费用会在出版商界面上显示给作者.

３．４．２　谈判结果

２０２１年３月,在与Elsevier经过谈判、谈判未能

达成一致、再次启动谈判等长达２年多的历程,加州

大学宣布与 Elsevier签署为期４年的开放获取协

议,这是与加州大学达成开放获取协议的第９家出

版商.该协议基本满足了加州大学的谈判诉求,是
迄今为止北美地区最大的同类协议,也是北美第一

份将CellPress和Lancet系列期刊纳入OA出版范

围的转换型协议,所有由加州大学的主要作者在

Elsevier的混合和 OA期刊中发表的研究成果都将

默认为开放获取,预计该协议将使加州大学的开放

获取论文数量增加一倍.协议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

生效,转换费用约为１３００万美元,这与加州大学

２０１８年续订费用持平(２０１８年,加州大学的订阅费

用约为１１００万美元,大学及其作者每年向 Elsevier
支付约１００万美元的出版费).但加州大学估算,考
虑到这两年的通货膨胀率,转换费用使支出成本实

际降低７％,平均每篇论文的文章处理费约３０００
美元[２５].

３．５　中国已登记转换协议概况

中国已登记的转换协议有３个(见表３),机构

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和香港的８所大

学图书馆联盟 JULAC(TheJointUniversityLiＧ
brariansAdvisoryCommittee).其中,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图书馆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UＧ
niversityPress,OUP)达成的是中国国内首个开放

出版转换协议[２６],协议期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３．５．１　主要内容

基于该转换协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

２６家研究所原用于采购 OUP订阅期刊的费用直接

转换为资助开放出版的费用,研究所及其科研人员

可访问 OUP旗下科技类订阅期刊或论文,提供一

定数量的开放出版论文,作者发表开放获取论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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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自行支付论文处理费(APC).

３．５．２　发文资助条件

(１)在 OUP的复合 OA 期刊发表 OA 论文(不
包括完全 OA 期刊);(２)通讯作者是中科院参与

OUP开放出版转换的２６家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或研

究生;(３)有剩余资助名额(资助名额先到先得);(４)
资助范围仅限 APC.

３．５．３　转换实施效果

２０２０年中国科学院２６家研究所科研人员以通讯

作者身份在 OUP期刊供发表论文３０５篇,学科集中

在天文学和植物学领域.其中发表 OA论文７９篇,
较去年提升４．４倍.受资助转换 OA论文６１篇,实际

资助覆盖率高达８７％.一方面从总体上节省了经费,
另一方面还为作者省去了复杂的付费流程,加快了论

文的在线发表速度,扩大了成果的传播范围①.
表３　中国在ESAC已登记的转换协议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OxfordUniversityPress

JULACＧ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JULACＧKarger

协议全文 未发布 未发布 未发布

协议期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

总费用

与之前的订阅费用持平,合同期

内的年增长率高于订阅模式下

的年增长率

与之前的订阅费用持平 与之前的订阅费用持平

开放出版费用比例
５０％－８０％,第一年的资源访问

费约占总费用的５０％,逐年下降
不到５０％ 不到５０％

与机构附属作者相关的期

刊是否都符合 协 议 下 OA
出版的条件

否 否 是

协议是否涵盖完全开放存

取期刊
否 是 是

风险概况

协议规定了固定的出版费用,每

年的额度都有所增长,在订购期

内的每年年底,本年度账户中的

剩余金额将会归零,无法延续到

下一年度使用

OA文章的数量未作限制 OA文章的数量未作限制

许可概况 未规定文章许可的类型 CCＧBY 系列许可 CCＧBYＧNC

访问概况
协议涵盖了所有相关期刊的访

问权和永久访问权

协议涵盖了所有相关期刊的访

问权和永久访问权

协议涵盖了所有相关期刊的访问权和

永久访问权

３．６　特点分析

３．６．１　国家级或联盟转换协议通常会获得更多权益

以德国的ProjektDEAL、英国的JISC[２７]、瑞典

的Bibsam[２８]等为代表的机构都与学术出版社达成

了国家级的转换协议,并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权益,这
与前期清晰的数据分析、良好的谈判准备如制定目

标、人员组成、合同条款等以及明确的工作流程支持

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掌握本国科研人员主要发表

论文的领域、期刊分布及开放获取论文的数量、核算

整体成本是基础,其次明确的谈判目标是指导,最后

完善的谈判团队是核心,大学高级管理人员的参与

有利于促使出版商高层决策者参与谈判,也有利于

提高大学对图书馆向开放获取过渡过程中面临的关

键问题的认识.

３．６．２　访问费用向出版费用平稳过渡

在ESAC已登记的转换协议中,总体费用较之

订阅费用持平和减少是主流,且资源访问费用也在

向出版费用平稳过渡.可见,在S计划的倡导和推

动下,转换协议是推动全面开放获取的一种有益尝

试,也满足了图书馆费用中立(CostNeutrality)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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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即在不增加费用支出的同时解决控制期刊费用

的问题.

３．６．３　学术出版商的活跃度有一定差别

笔者在调研ESAC已登记的转换协议时,发现

学术出版商的活跃度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与各出版

社对于完全开放获取的态度和政策密切相关.其

中,剑桥大学出版社签订的转换协议最多,对于S计

划的支持态度也非常明确.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剑桥大

学出版社宣布计划将２０９种期刊转换为符合S计划

的转换型期刊.这些期刊包括其所有的１１８种混合

期刊,以及９１种全部或部分由其他合作学会拥有的

混合期刊.２０９种期刊将根据cOAlitionS制定的

开放获取增长目标,逐步增加其开放获取内容.随

着非开放获取内容数量的减少,出版社将逐步降低

这些期刊和其他期刊的订阅价格,最终转为开放获

取 期 刊[２９]. 另 外,Taylor & Francis、SpringerＧ
Nature作为较大的学术出版社在签订数量上也紧

随其后.Elsevier的签订数量虽然也有１０余个,但
是一般是与市场份额较小的国家如丹麦、芬兰、匈牙

利、荷兰、波兰、南非等,但是在与德国等科研大国的

谈判中仍保持着强硬的立场,未达成相应的转换协

议.少量的学/协会和小型出版社也签订了转换协

议,如英国的JISCCollection就与一些以英国为基

地的学/协会如IOP、微生物学会、波特兰出版社、

IWA出版社、生物学家联盟和欧洲呼吸学会等达成

了协议.如果国家都是首先与较大的出版商达成开

放获取协议,可能会在无意中使较小的出版商处于

不利地位,使学术界的文章相对集中在大型出版商,
并使图书馆的资金集中在大型出版商而没有额外的

经费考虑小型出版商.

３．６．４　欧美国家的签订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在ESAC已登记的转换协议中,欧美国家的签

订数量明显高于亚非国家,亚非国家中仅有中国、日
本、韩国、卡塔尔、南非等少数几个国家签订了少量

的转换协议.随着欧美开放获取协议的规模逐渐形

成以及 S计划的逐步推广和落实,可能会一定程度

上影响其他国家的科研成果发表和传播.

３．６．５　图书馆发挥了明确的作用

在开放转换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各国的图书馆

人员由于对学术出版资源、销售策略及发文流程较

为了解,所以在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主要包括:参与调查国家科研人员的期刊发表

领域和主要期刊分布,参与发文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参与谈判并提供策略,协助科研人员进行期刊选择

及在合作工作流中确认合格作者.

３．７　签订转换协议的重点和难点分析

综上所述,签订转换协议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包

括:(１)前期的数据分析、条款准备和提出谈判主张,
机构需要清楚掌握自身的各项数据,并根据需求设

计条款内容,确立谈判主张;(２)谈判团队的人员组

成和职责安排是转换协议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要

素;(３)控制总体支出以及工作流设计,如付款模式、
实际发文量与预估发文量差距较大的处理方式等是

谈判主张中的核心内容;(４)APC定价机制和依据

不清晰是转换协议谈判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４　启示

４．１　充分认识转换协议中学术成果出版和使用新

模式的意义

根据全球科技出版业统计报告,每年该行业的市

场金额约为１００亿美元,大部分 流 向 了 Elsevier、

SpringerNature和Clarivate等少数出版商.美国研究

图书馆协会 (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ies,ARL)
的数据显示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协会中大学成员馆每

年在数字资源上的平均开支增长了１０８．３６％,但同

期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总开支只增加了２５．８２％,而图

书馆总预算仅增加了１３．０５％[３０].图书馆没有与电

子资源期刊年涨幅相匹配的经费增幅,传统订阅模

式确实存在不可持续性.开放获取不仅仅是理念,
更是学术界把知识交给世界的共同愿景,对于全球

生态系统的变革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OA 论

文数据 显 示,全 球 和 中 国 已 经 处 于 开 放 出 版 环

境[３１].开放获取的成果可以快速传播并提高影响

力,保证全社会可以及时免费获取,而资助机构的公

共科研资金使用效益也能大幅提高,同时也缓解了

图书馆的订购价格危机和减少了许可限制,S计划

和转换协议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图书馆

在新的出版模式中是一个出版合作者的角色,不是

被动的采购商业资源,而是参与到了学术出版的工

作流中,因此我国图书馆界要提升认识,对此给予充

分关注.

４．２　形 成 我 国 学 术 出 版 的 调 研 分 析 报 告 以 支 持

决策

欧盟的部分国家对于开放获取协议的研究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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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工作开展较早,德国、荷兰、法国等国家负责国家

级开放获取协议的机构每年都会推出相应的分析报

告,分析本国的学术出版状况及国际趋势,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开放获取协议的相关建

议,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撑.ESAC已登记的转换协

议数量仍在不断增长中,截止到２０２１年６月初已达

到３１０个,较之４月底的２８３个增长了１０％,增长速

度之快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发展的趋势,需要国内

图书馆界给予充分重视.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在第１４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１４th
BerlinOpenAccessConference,B１４)上发布立场声

明,明确表示支持国际科技界提出的 OA２０２０倡议

和欧洲１１国资助机构联合提出的开放获取S计划,
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立即开放获取[３２].因

此,建议我国相关部门牵头开展转换协议的战略研

判工作,包括了解科研人员的学术发表需求与态势,
整理我国科研论文的收录期刊和现有引进出版物的

构成,掌握作者最喜爱的特定期刊、作者对开放获取

的偏好、用法和引用情况,出版商在特定市场的份

额、向特定出版商支付的款项记录,形成学术出版态

势的分析报告,支持我国政府深入考虑在S计划背

景下的资源出版和引进策略,积极应对其他国家转

换协议达成后可能造成的学术发表和传播的不平

等,为本国科研人员研究对策.

４．３　持续跟踪和研究国内外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

签订动态和要点

在S计划的推动下,学术出版社和学术机构都

推出了较大力度的实践措施.２０２０年底,Elsevier、

SpringerNature以及 AAAS等学术出版社都为其

品牌系列期刊如 Nature、Cell及Science 等提供了

开放出版的选项.而德国、美国加州大学等通过协

商和争取,也突破了品牌期刊难以纳入转换协议的

壁垒,在签订的转换协议中包含了 Nature、Cell、

Lancet等系列期刊.因此,持续跟踪和研究国内外

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签订动态和要点,对 ESAC已

登记并发布全文的转换协议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支持

相关决策是非常必要的.

４．４　尝试在我国建立开放出版利益相关者的协同

机制

２０１８年度,我国“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高校

图书馆的电子资源购置费平均占文献资源购置费的

６７％,而外文电子期刊的购置费约占电子资源购置

费的４２％,经费投入极大[３３].与此同时,我国图书

馆近年来也面临经费增长缓慢甚至经费削减的现实

状况.随着越来越多欧美国家开放获取协议的签

订,国外出版社有可能更倾向于发表这些国家的成

果,这将打破现有的学术发表平衡,对我国科研发展

不利.另外,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科研机构及拥有创

新潜力的社会团体目前也无法方便可靠地获取国际

最新的科技信息.实施开放出版转换有利于保障我

国科研成果的发表权益、传播性和可见度,同时支持

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和公众免费快速地获取最新的

科研成果和知识,解决我国知识获取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继而推动我国开放科学和开放基础设施的

建设.
然而,由于订购经费原始水平的差距,我国目前

高校、科研机构对国外资源的订购费用尚难以支持

国际水平的 APC费用,且社会对于开放获取的共识

度和参与度不高,同时也缺少国家和管理部门的政

策指导和统筹协调[３４],国外开放出版转换协议的经

验可以借鉴但不可套用,我国实施开放出版还面临

着较大的挑战.总的来说,我国开放出版的实施需

要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并采取行动,目前我国部

分有影响的机构在积极支持开放出版的工作,如国

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就已代表中国加入高

能物理开放出版资助联盟(SCOAP３),支持高能物

理领域的文章实现开放出版,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

采购联盟(DRAA)在２０２１年也与剑桥大学出版社

初次尝试了开放出版的协议转换[３５],在S计划推进

及全球开放获取的大背景下,这些举措的示范作用

和实施效果将有利于带动各界逐步参与;科技管理

部门可考虑发挥好政策协调的统筹作用,建立相关

的 OA政策和基础设施,协调推进公共科研资助机

构实行基金资助论文的开放出版政策,积极参与国

际 OA的规划、规则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中国

的影响力,维护我国的科研发表利益;我国出版业也

可尝试探索如基金资助等其他收入来源渠道,争取

高校的人力、物力支持等,探索可持续的开放出版模

式;科研机构可以充分利用体制优势,对出版商资源

订购费用、APC以及资助情况进行统计和核算,重
组科研和文献资源经费;图书馆界长期负责文献资

源的订购、谈判和宣传,了解资源的组织和揭示规

律,一是可考虑由DRAA等图书馆联盟召集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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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版经济学及其市场规则的分析研究和数据分

析,探索制定符合我国文献订阅现实状况的转换策

略,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二是培养专业

人才,增强谈判博弈能力,并通过宣传提升普通大众

和科研团体对于 OA的认知、参与感和获得感;三是

积极参与支持业务流和平台建设,充分发挥数据管

理和挖掘的能力,提升对 OA 内容的深度挖掘和关

联利用能力,优化开放获取的效益.从国内外的实

践可以看到,图书馆不仅可以参与到开放出版的工

作流中,还能协助制定国家开放协议谈判的策略,为
师生出版学术成果提供指导、咨询和宣传.正所谓

“有为才能有位”,机遇总是和挑战相生相伴,我国图

书馆在这期间发挥的作用将有利于增强图书馆资源

建设对高校科研的影响力,从而大大提升自身的存

在价值、话语权及地位.

５　结语

学术机构通过转换协议控制“混合”成本和调整

订阅资金,支持机构和国家的研究成果以开放获取

的形式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并可立即、永久地免

费阅读,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影响,充分说明了转

换协议在推动开放获取进程中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个别协定可能无法实现谈判实体确定的所有目标,
也不完全符合共同体的每一个愿望,但随着转换协

议的迭代发展、传播和扩散以及新基准的实现,转换

协议的总和在不断推动订阅期刊投资组合的衍变和

发展,因此,对其予以关注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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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theOpenAccessmovementandPlanS,moreandmoreOpenAcＧ
cesstransformativeagreementshavebeensignedintheworld．Throughthestudyoftheguidelines,conＧ
tentsandcharacteristicsofthetransformativeagreement,thecorrespondingsuggestionsareputforward．
Throughthemethodsofliteratureresearchandcontentanalysis,thispaperintroducestheguidelines,preＧ
liminarydatapreparation,recommendedworkflowandrelatedcontenttermsofsigningtheOpenAccess
transformativeagreement,andthensummarizesthegeneralsituation,content,typicalcasesoftheregisＧ
teredtransformativeagreementandthesigningsituationinChina,andanalyzesitsmaincharacteristicsand
influenceonthisbasis．Transformativeagreementsplay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thereformanddeＧ
velopmentofglobalscientificresearchecosystem．Chinaneedstocontinuouslytrackandstudythetrends
andkeypointsofOpenAccesstransformativeagreementsathomeandabroad,andonthisbasis,formreＧ
searchandanalysisreportsofacademicpublicationsinChinaassoonaspossibletosupportrelevantdeciＧ
sions,andtoestablishacollaborativemechanismforopenpublishing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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