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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OA模式的典范:荷兰开放获取模式研究

□李国俊∗　邱小花

　　摘要　与绿色开放获取模式相比,金色开放获取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荷兰选择了金色

开放获取的道路.为了实现２０２４年荷兰所有出版物１００％开放获取的目标,荷兰积极与出版商

进行协商,促使出版商转向开放获取出版.在分析与出版商签订协议内容的基础上,总结了荷兰

金色开放获取模式的特点,最后提出了加快我国开放获取的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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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０２年 布 达 佩 斯 开 放 获 取 计 划 (Budapest
OpenAccessInitiative,BOAI)首次提出了开放获

取(OpenAccess,OA)的理念[１].２００３年两个相关

的开放获取宣言相继发布:关于开放获取出版的贝

塞斯达宣言(BethesdaStatementonOpenAccess
Publishing)[２]和开放获取柏林宣言(BerlinDeclaraＧ
tiononOpenAccesstoKnowledgeintheSciences
andHumanities)[３].开放获取运动在国外迅速发

展,开放获取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认同和

支持,国内外科研机构为推动开放获取运动的深入

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接受公共资金资

助研究的科学出版物应当开放获取已经成为全球学

术界的共识.
目前,开放获取运动进入了深入发展时期,许多

出台开放获取政策的机构更加关注开放获取政策的

实施效果.虽然各国已充分意识到开放获取对推动

学术研究和社会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由

于每个国家特点不同,所采取的开放获取政策也不

相同.荷兰选择了金色开放获取运动的路径,并且

荷兰政府、高校以及基金都认可金色开放获取道路,
纷纷采取相关措施来实施金色开放获取.在整个国

家范围内实施金色开放获取模式,荷兰走在了其他

国家的前面,具有较强的示范效益.

２　金色OA还是绿色OA
开放 获 取 的 模 式 有 两 种:一 种 为 绿 色 OA

(GreenOA)模式,另一种为金色 OA(GoldOA)模
式.绿色 OA是指作者将论文提交到机构知识库中

进行开放获取的方式,金色 OA 是指直接通过期刊

进行开放获取的方式[４].
绿色 OA的初衷,是在不改变现行学术期刊订

阅模式的前提下,通过作者自存储实现研究成果的

开放获取.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达成开放获取目标

的成本较低;同时,依然保持出版商为读者服务的商

业模式,避免出版商为赚 OA出版费而降低质量[５].
绿色 OA是在绕开出版商限制的情况下,实现开放

获取的有效途径.绿色 OA 一般存在禁锢期(EmＧ
bargoPeriods)的问题,出版商要求论文发表后一段

时间后作者才能公开其自存储版本的论文.禁锢期

根据学科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默认是

６个月,人文社科领域则是１２个月.
金色 OA的优势在于没有禁锢期的问题,当论

文发表时就立即开放,并且其开放的是出版商编辑

过的最终版本的论文,文献内容较为可靠,文献形式

多样,容易阅读,同时也有利于机器大规模进行文本

分析[６].由于金色 OA 支付了文献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Charge,APC),因此这种期刊出版模式

更加稳定和具有可持续性.荷兰大学联盟(AssociＧ
ationofUniversitiesintheNetherlands,VSNU)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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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绿色 OA模式在荷兰已经实施了,但是该模式没

有改变目前的出版模式,并且可持续性不好.在绿

色 OA模式下,荷兰仍然需要支付大量费用给出版

商,但是这些科研出版物不能立即向未订阅的用户

开放.因此荷兰选择了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金

色 OA模式的道路[７].选择金色 OA道路的国家还

有英国、瑞典和匈牙利等国家.而选择绿色 OA 模

式的国家包括美国、丹麦、比利时等国家.德国和法

国在支持这两种开放模式方面没有明显的倾向[８].
但是从欧盟 “地平线２０２０”(Horizon２０２０)科研创

新计划来看,欧盟更加倾向于绿色 OA 模式.在地

平线２０２０基金项目协议书中的第２９．２条款中明确

规定:所有的基金项目受益人必须将其资助的同行

评审出版物开放获取,让所有人能够免费访问下

载[９].当出版物发表时,应当存储最终出版商版本

或最终同行评审手稿到一个机构知识库中.如果该

出版物通过出版商网站能够免费获取,则存储在机

构知识库上的版本立即开放.否则,最多６个月后

必须开放,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最多延迟１２个月.

３　荷兰开放获取过程

３．１　荷兰开放获取目标

荷兰早在２００２年就积极参与开放获取行动,参
与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同时荷兰也积极加入欧

盟以及国际的开放获取组织,参与全球的开放获取

行动.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荷兰教育文化科学部的

国务秘书桑德德克尔(SanderDekker)向众议院

发表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科学出版物开放获取”的信

函.其在信中明确表示,到２０２４年荷兰科学出版物

将全部开放获取[１０].也就是说,到 ２０１９ 年将近

６０％的科学出版物应当开放获取.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５
日荷兰大学联盟发表了“将出版物开放获取”的宣

言[１１],要求荷兰的高校积极参与到开放获取过程中

来,实现荷兰金色 OA 道路的目标.同时在开放获

取方面,荷兰与欧盟积极保持联系,确保荷兰到

２０２０年满足欧盟关于开放科学的要求.

３．２　与出版商达成协议

要实现金色 OA 模式,必须要与出版商进行合

作,要求出版商在论文发表时就立即免费开放.荷

兰大学联盟(VSNU)是由荷兰地区１４所高校组成

的工作联盟[１２],共同促进荷兰高等教育的发展,并
代表荷兰高校与其他地区高校进行联系和沟通.荷

兰高校图书馆联盟(UniversiteitsBibliotheken &
KoninklijkeBibliotheek,UKB)是由荷兰１３家高校

图书馆与荷兰国家图书馆组成的组织[１３],带领并促

进荷兰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荷兰大学联盟与荷兰高

校图书馆联盟代表荷兰与出版商进行谈判,要求出

版商转向开放获取出版,逐步实现２０２４年荷兰出版

物１００％开放获取的目标.荷兰高校每年需要和出

版商签署期刊订购合同,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版商都

是以“打包销售”(PackageDeals)的方式和图书馆签

订协议,图书馆对期刊进行挑选的范围十分有限.
荷兰则以图书馆与出版商签订合同为契机[１４],与出

版商进行协商,促进出版商转向开放获取.
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与施普林格(Springer)达成开

放获取出版协议开始,至今已有４０多个出版商与荷

兰大学联盟签订了相关的开放获取协议[１５].其中

比较 大 的 和 有 影 响 力 的 出 版 商 包 括 爱 思 唯 尔

(Elsevier)、SAGE、Springer、威力(Wiley)、美国化

学学会(ACS)、剑桥出版社(CUP)、泰勒－弗朗西斯

(Taylor & Francis)、德 古 意 特 (Walter de
Gruyter)、爱墨瑞得(Emerald)等.表１列出了荷兰

大学联盟与 ９ 家出版商签订的开放获取出版协

议[１６],这些出版商占据了全世界出版市场的绝大部

分份额,也同时是荷兰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主要出

版商,占领荷兰出版市场的７０％－８０％的份额.与

这些出版商协议的达成标志着荷兰的金色开放获取

取得了重要进展.
与出版商签订开放获取协议保证作者在发表开

放获取论文时无须支付 APC费用,促使更多作者选

择开放获取模式来发表论文,同时避免了出版商的

“双重收费”.对于发表在复合开放获取期刊上的开

放获取论文,不需要再次支付费用即可阅读和下载.
截至到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荷兰通过

该模式已经让超过 １ 万篇的论文转为开放获取

论文[１７].

２０１４年底,Springer与荷兰大学联盟签订了第

一个以达成１００％开放获取为目标的协议.该协议

的达成具有标志性和示范性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

与其他出版商协议的达成.另一个关键的协议是与

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Elsevier达成的开放获取出版

协议[８].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０日与 Elsevier达成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荷兰的大学在 Elsevier期刊上发表

开放获取论文的比例每年提高１０％.也就是说,到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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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底,荷兰的大学在 Elsevier期刊上发表论文

总数的３０％应为开放获取论文.从与Elsevier接触

到达成协议,谈判共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是谈判时

间最长的.２０１５年６月谈判几乎停顿,荷兰大学联

盟则号召科研人员共同抵制,抵制的措施之一是要

求在Elsevier所属期刊担任主编的科研人员辞去编

辑 职 务,直 到 Elsevier 接 受 开 放 获 取 出 版 的

协议[１８].
表１　荷兰大学联盟与９大出版商签订的开放获取出版协议

序号 出版商名称 协议生效年 协议内容

１

美国化学学会

AmericanChemical

Society(ACS)[１９][２０]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作者发表在 ACS所有期刊上的论文均自动转为开放获取论文,作者无需支付 APC费用,

所有出版费用已经包含在期刊订购费用中

•开放获取论文采用CCＧBYＧNCＧND许可协议

•论文的通讯作者须为荷兰的大学或研究机构

•参与的机构包括荷兰所有大学(除 ErasmusUniversityandTilburgUniversity以外)以及

FOMＧInsituteAMOLF和 NetherlandsInstituteofEcology(NIOOＧKNAW)两家研究机构

•通讯作者需用机构email进行投稿,通过机构email来识别所在机构

２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CUP)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作者发表在CUP的开放获取期刊和复合开放获取期刊上的论文均为开放获取论文,作者

无需支付 APC费用,所有出版费用已经包含在期刊订购费用中

•作者可以从三种许可协议中选择一种:CCＧBY,CCＧBYＧNCＧSA,CCＧBYＧNCＧND

•论文的通讯作者须为荷兰的大学

•通讯作者必须使用机构email进行投稿

•参与的机构包括荷兰所有的大学(除EindhovenUniversityofTechnologyandWAgeningen

University以外)

３
爱思唯尔

Elsevier[２１][２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通讯作者在Elsevier的４００余种期刊上发表论文均为开放获取论文,无需支付 APC费用,

所有费用已经包含在订购费中了

•论文通讯作者须为荷兰的大学

•到２０１８年底,通过这种方式出版的开放获取论文数量要占荷兰的大学在 Elsevier上发表

论文总量的３０％

•论文推荐使用CCＧBY协议

４
爱墨瑞得

Emerald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Emerald为荷兰的大学提供一定数量的开放获取抵用券(Vouchers),用于抵扣作者出版开

放获取论文所支付的 APC费用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抵用券的数量分别为３０和４５

５ SAGE[２３][２４]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通讯作者在SAGE复合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作者不收取 APC费用就可以将论文

转为开放获取论文

•通讯作者在金色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需要支付 APC费用,不过有２０％的折扣

•参与的机构为荷兰大学联盟的成员

•通讯作者在投稿过程中须使用机构email地址

６
施普林格

Springer[２５][２６]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通讯作者发表在复合开放获取期刊上的论文,作者无须支付 APC,论文即可转为开放获取

论文

•来自learnedsocieties,BioMedCentralandSpringerOpen出版社的期刊除外

•参与的机构包括荷兰的大学和 KNAW

•通过该协议免除 APC费用的论文每年有数量限定,２０１７年是最多２２００篇

•论文发表时需要作者所在机构确认作者的机构信息

７
泰勒－弗朗西斯

Taylor&Francis[２７][２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通讯作者发表在 Taylor&Francis的复合开放获取期刊上的论文,作者不用支付 APC费用

就可以将论文转为开放获取论文

•Talor&Francis的完全 OA期刊则除外

•参与的机构包括荷兰大学联盟成员和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MedicalHospital)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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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版商名称 协议生效年 协议内容

８
威力

Wiley[２９][３０]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通讯作者发表在 Wiley复合开放获取期刊上的论文,论文自动转为开放获取论文,作者无

须支付 APC费用,所有的开放获取出版费用都包含在订购费中

•Wiley的完全开放获取期刊则不包含在该协议中

•参与的机构为荷兰的大学

•通讯作者投稿时须使用机构email

９
德古意特

WalterdeGruyter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通讯作者发表在 WalterdeGruyter复合开放获取期刊上的论文享受APC费用９０％的折扣

•所有荷兰的大学享有 WalterdeGruyter开放获取机构会员的资格,通讯作者发表在其完全

开放获取期刊上的论文享受 APC费用２０％的折扣

•作者投稿时须使用机构email,同时出版商要求所在机构确认作者的机构信息

３．３　协议内容的特点

从荷兰大学联盟与出版商签订的协议中可以看

出,出版商在与荷兰的大学签订订购合同时必须接

受荷兰的作者无须支付 APC费用就可以在其期刊

上发表开放获取论文.由于每个出版商期刊的不同

以及荷兰在出版商发表文献的情况不相同,与出版

商签订的包含开放获取出版协议也各不相同.总的

来说,荷兰大学联盟与出版商签订的开放获取出版

协议具有如下特点:
(１)作者个人无须支付 APC费用.作者发表开

放获取论文无须支付 APC费用是与出版商谈判的

核心.从谈判的结果来看,除了 WalterdeGruyter
等极个别出版商以外,大部分出版商在接受荷兰作

者的开 放 获 取 论 文 时,不 用 再 支 付 APC.尽 管

WalterdeGruyter需要支付APC,但是能享受９０％
的折扣,这也极大地降低了 APC的费用.荷兰之所

以不支持作者个人支付 APC费用也是为了控制总

的 APC费用的增长.
(２)总的订购费用不大幅度地增加.开放获取

出版是有额外成本的,因此在要求出版商免费将论

文转为开放获取论文时,出版商会提高总的订购费.
为了避免出版商将整个转为开放获取论文的成本直

接转嫁到总的订购费中,荷兰大学联盟要求总的订

购费不能跟随开放获取论文数量成相同比例的增

长.根据荷兰大学联盟的估计,与２０１４年相比,到

２０１８年荷兰开放获取出版物的比例增加了５７％,而
总的订购费(包含开放获取出版费用)仅仅增加

了１４％[３１].
(３)将开放获取出版纳入期刊订购协议中.通

过将期刊订购协议与开放获取协议一起谈判,将开

放获取出版费用纳入订购费中,一方面有利于给出

版商施压,加大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控制

开放获取出版的成本,从而使荷兰在不大幅度增加

成本的基础上,完成开放获取的目标.
(４)期刊范围的要求.由于出版商期刊政策的

不同,协议中对发表期刊的要求也不相同.ACS和

CUP等出版商对期刊没有要求,对通过协议方式发

表的开放获取论文数量也没有限制.Elsevier则要

求在所选择的期刊范围之内,并且约定了开放获取

论文的比例.SAGE、Springer、Taylor& Francis、

Wiley、WalterdeGruyter等出版商将期刊范围限定

在复合开放获取期刊中,如果荷兰作者在这些出版

商的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论文还需要作者额外支付

APC费用.此外,Springer则对每年免费发表开放

获取论文的数量做了限制.

４　荷兰开放获取模式的特点

４．１　统一的联盟和授权

荷兰１４所研究型大学在荷兰大学联盟的带领

下,统一了目标和立场,并充分授权给荷兰大学联盟

与出版商进行谈判.荷兰大学联盟代表了荷兰所有

的研究型大学、所有的大学图书馆和荷兰国家图书

馆与出版商进行谈判.这种协调一致、强有力的、团
结统一的联盟大大提高了谈判的筹码,特别是当与

Elsevier等出版商谈判破裂时,号召荷兰大学共同

抵制Elsevier,为最终与Elsevier达成谈判创造了有

利条件.当与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University
Press,OUP)谈判失败时,由于 OUP以医学期刊为

主,对荷兰医学文献的访问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荷

兰大学医学中心联盟对荷兰大学联盟不与 OUP续

签合同的决定表示支持.

４．２　统一的目标和政府的支持

政府的支持是荷兰开放获取行动取得成功的必

要条件.荷兰的开放获取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政府

的支持,并为开放获取行动设置了统一的目标和路

径.２０１３年荷兰教育文化科学部的秘书向议会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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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荷兰开放获取行动的目标:到２０２４年,荷兰的

科学出版物应当实行１００％的开放获取,并选择了

具有可持续性的金色开放获取之路.荷兰政府不仅

在国内推广其开放获取模式,而且积极向欧盟委员

会宣传其开放获取途径,并与欧盟发布联合声明,允
许欧盟资金资助的项目可以采用金色的开放获取出

版模式.

４．３　坚持原则不动摇

荷兰大学联盟在与出版商谈判时坚持在不大幅

度增加开放获取成本的基础上实现１００％开放获取

的原则.２０１７年５月,荷兰大学联盟在与 OUP谈

判时,OUP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订购费来覆盖开放获

取成本的方案,但是荷兰大学联盟坚决不同意,于是

谈判被迫中止.当时负责荷兰大学联盟谈判的阿姆

斯特丹自由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杰普温特(Jaap
Winter)认为虽然与 OUP没有达成协议,但是荷兰

实现１００％开放获取的目标不会因为某些出版商的

不合作而改变[３２].由于荷兰方面的坚持不懈,２０１８
年３月１５日荷兰大学联盟与 OUP达成为期３年的

协议(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３３],将荷兰的通讯作者发表在

OUP复合开放获取期刊上论文全部进行开放获取,
作者个人无须支付 APC费用.

４．４　图书馆的统一配合和支持

虽然荷兰大学联盟负责与出版商进行谈判,图
书馆不用再和出版商进行协商,但是当荷兰大学联

盟与出版商协议达成时,各高校图书馆仍需要和出

版商更新合同,并且根据最新的协议来执行相关开

放获取出版的活动.当与出版商协商失败时,荷兰

各高校图书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来帮助用户尽可能

获取到文献,以降低读者不能访问该数据库所造成

的影响[３４].例如荷兰高校图书馆积极向读者推荐

与出版商相关的其他资源,积极寻找相关的开放获

取资源,利用文献传递服务帮助读者获取文献,
等等.

５　荷兰开放获取模式对我国开放获取行动的启示

在荷兰大学联盟等相关组织的努力推动下,荷
兰的开放获取迎来关键时刻.截至到２０１６年,荷兰

的大学所发表同行评议论文中的４２％已经开放获

取了.自从荷兰与出版商达成相关开放获取出版协

议后,澳大利亚、英国等高校也纷纷与出版商进行协

商,要求出版商转向开放获取出版,以提高本地区的

开放获取水平.荷兰每年的出版物仅占全世界的

３％左右[３５],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考虑到荷兰人口

的总量,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荷兰政府通过开放

获取政策来提高荷兰学术论文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保持荷兰在学术研究中的竞争力.

５．１　政府层面出台相关开放获取措施

开放获取运动的深入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荷兰开放获取运动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效果,与荷

兰政府层面制定的开放获取政策密切相关.国内虽

然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对公

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论文的强制性开放获取政

策[３６],但是仍存在１２个月的时滞期.作为大陆科

研主力的高等院校则还没有出台相关强制性开放获

取政策,这给国内开放获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障碍.
政府应该积极出台相关措施,促使高校认识到开放

获取对于整个社会创新的意义,让高校承担相应的

社会责任,提高中国学术论文的影响力,从而促进中

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５．２　高校制定相关开放获取政策

２０１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出台了

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开启了国内开放获取强制性

政策的先河,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开放获取运动的进

程.但是目前,绝大部分大陆高校没有出台相关的

开放获取政策,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和具有示范效应

的“９８５工程”高校也没有实施相应的开放获取政

策.尽管各个高校图书馆在推动本校开放获取政策

的实施,但是普遍没有得到学校领导层面的重视,导
致进展缓慢.这也许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高校的财政资金较为充裕,能够覆盖不断增长的数

据库订购费.高校图书馆一方面争取学校层面的支

持,另一方面可以在开放获取支持度高的学院开展

试点,逐步引导学者接受开放获取模式,从而推动全

校范围内的开放获取政策的出台.

５．３　高校图书馆联盟应与出版商积极协商

荷兰在与出版商谈判时组建了强有力的、团结

统一的联盟组织:荷兰大学联盟.荷兰所有的研究

型大学、高校图书馆和荷兰国家图书馆都充分授权

给荷兰大学联盟,荷兰大学联盟则代表这些组织的

利益与出版商进行了谈判,这为谈判的成功增添了

筹码.国内高校图书馆也有非常多的联盟组织,如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中国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高校图书馆数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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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采购联盟(DRAA)等,这些联盟组织为国内高校

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促进了国内高校图

书馆的共同发展,加强了高校图书馆的联系和团结.
由于国内高校差异较大,学科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

可以先让部分特点和需求相近的高校图书馆统一联

合起来,组成一个团结统一的组织与出版商进行谈

判,从而增加谈判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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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mandforbookpurchasesandahugemarket,thelibraryanddistributionmarkethasalsoformeda
marketpatterndominatedbylargeＧscalewellＧknownbooksuppliers．Theabsenceandweakeningoflibrary
bookpurchasingautonomyhaveledtoasharpeningofthelowestbidwinningphenomenon．Booksuppliers
“goodmoneyselfＧdeteriorating”typecompetitionhasledtoacontinuousdeclineinbookdiscountrates．
Bothsupplyanddemandhavefallenintothedilemmaofwinningthelowestbid．ThestudybelievesthatgoＧ
ingoutofthedilemmaofwinningthelowestpriceneedstosimultaneouslyrevisetheregulationsandpoliＧ
ciesonbiddingatbothendsofdemandandsupply,focusingongivingthelibrarymoreautonomyinproＧ
curement,supplementedbythenecessaryrestrictionsongivingbiddersaminimumqu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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