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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引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黄国彬 郑 霞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摘  要   数据导引是一种介绍、描述科学数据的说明性文档，该出版物的出现与发展在推动科学

数据的规范化管理、引用和重用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学术界对此新兴出版物是否

受著作权保护的问题尚未做出清晰解释，明确这一问题有助于数据导引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使

用。综合应用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数据导引的概念、属性及其与学术论文、技术文件

的区别，并以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概念界定和构成要件为理论依据，探索数据导引能否构成著

作权保护的对象及其是否具有被保护的基本属性。数据导引是科研领域的智力成果的具体表达，

具有可复制性和独创性等受著作权保护的基本特点，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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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Data Paper
Huang Guobin, Zheng Xia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ata paper is an illustrative document that introduces and describes scientific data.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publi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citation and reuse of scientific data. However, the current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ot yet 
made a clear explanation on whether this emerging public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Clarifying this 
issue will help the data paper to be further promoted and used. By way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attributes of data paper and its differences from academic papers 
and technical documents, and explores whether it can constitute the object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or whether 
it has the basic attributes to be protected based on the concept definition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copyright-
protected works. Data paper is a concrete expression of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t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such as reproducibility and originality, and 
should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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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据导引（data paper）是在数据密集型科

研范式形成下产生的，一种用于对原始科学数

据进行介绍、描述、展示的说明性文档。近年

来随着以数据为主力驱动的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旨在促进科学数据使用、重用和共享的数

据导引已成为极其重要的科研资源，其数量正

在迅速增长。如截至 2019 年 5 月末，专门提

供了数据导引检索入口且收录该出版物最多的

Elsevier 大型数据库汇集的数据导引数量已达到

4 335 篇 [1]。与此同时，当前出版数据导引的数

据期刊已达到上百种。可见，数据导引已在学

术界、出版界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应用。然

而，从当前数据期刊提供的关于数据导引著作

权问题的相关规定来看，多数数据期刊仅简单

将数据导引界定为一种文章类型，并赋予其与

传统学术出版物相一致的著作权声明及相关著

作权许可说明。但是，当前世界各国著作权法

并未对数据导引的合法保护给予明确规定，相

关学术研究也少有涉及这一话题。本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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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问题即是在分析数据导引的本质特征及

其与学术论文、技术文件之区别的基础上，探

讨其是否符合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构成要

件，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为数据导引的著作权保

护提供学术解 释。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当前有关数据导引研究的相关论文并不

多。国内多数学者将其称为“数据论文”，而

国外学者在有关研究中多使用“data paper”这

一表达。本文以“数据论文”“数据期刊”“data 

paper”“data journal”为关键词在 CNKI、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同

时，对数据导引所描述和指引的对象——科学

数据、在性质与用途上与数据导引具有同质性

的说明书，涉及的著作权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

了梳 理。

1.1  数据导引著作权的研究现状

调研发现，当前国内外仅有少数学者在其

研究中提及数据导引的著作权问题。如国外学

者 Candela L[2] 等 人 在 调 研 116 种 数 据 期 刊 的

基础上，分析了其提供的有关数据导引著作权

问题的相关说明，发现多数数据期刊对于数据

导引的著作权及著作权许可问题的处理与学术

论文一致。其中，可开放获取的数据导引要求

在作者保留原始著作权的基础上，允许出版商

或第三方机构对其进行出版或使用。同时，作

者可采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方式作为数

据导引所描述科学数据的许可协议；而非开

放获取的数据导引则仅将其使用权授予特定用

户。此外，数据导引所描述和说明的科学数据

遵循 CC0 或开放数据共享署名许可（Open Data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但 Candela L 也

指出，当前尚未出台关于“数据集使用者在重

用特定数据导引时，应当引用数据导引本身、

其附带的科学数据，或者是共同引用这两者”

这一问题的指导规范。在此研究视野下，国内

学者欧阳峥峥等 [3] 人同样采用网络调研法和案

例分析法，简要分析了 15 种正式出版数据导

引的数据期刊，并发现除《Ecology》外，所调

研的数据期刊均提出作者保留对其数据导引的

著作权合法权 利。

1.2  科学数据著作权保护的研究现状

考虑到科学数据是数据导引所描述和说明

的具体对象，笔者进一步对当前国内外有关科

学数据的著作权问题进行了文献调研和整理，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科学数据的授权与

管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Kansa E C [4] 等人

提出了基础性公益领域科学数据的“部分权利

保留”的无偿共享，认为由于此类数据具有一

定的公共属性或公益属性，且获取来源较为有

限，因此可以保留科学数据的使用时间限制、

标注引用等部分的使用权利；刘润达 [5] 等人从

共享政策文本分析的角度探讨了科学数据权益

保护的问题，提出可通过制定协调和授权方案

解决数据开放共享的问题；②科学数据著作权

保护存在的问题。Campbell J [6] 调研了 40 项开

放获取科学数据试点项目，认为当前对科学数

据的版权限制和法律权限尚不明确，且这一问

题为科学数据的公开共享带来一定障碍；司莉

等 [7] 人指出，科学数据受著作权保护已成为

共识，但目前在科学数据授权方式、出版及引

用、技术措施、制度法规等方面存在问题，因

此需要依据数据来源、类型制定不同的数据授

权方式，并制定科学数据著作权保护的相关法

规等。

1.3  说明书著作权的研究现状

进一步从数据导引所发挥的指导、介绍和

说明科学数据等功能的角度来看，此新兴出版

物的性质和特征与说明书或技术文档更为接

近，如专利说明书、药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

等。不过，当前国内学术界和法律界对上述三

类文档是否应受著作权保护的问题尚未形成统

一定论。一部分学者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即

认为说明书类文档应当受到著作权保护，如华

鹰 [8]、陈兵等 [9]、郭鹏鹏 [10] 等人提出，此类

文档是由特定工程技术人员独立创作完成，需

在相关产品或对象制作过程中投入一系列科研

活动形成的创造性文档，尽管描述的部分内容

（如产品性能、使用方法等）并不是唯一表达，

但同样能够体现一定的创作性，因此说明类文

档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

说明书类文档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畴，如

江镇华等 [11]、王东海 [12] 等人提出，特定产品



或对象的描述说明文档主要由通用信息构成，

其在表达风格、内容构成方面仅表现为客观陈

述，或不具有唯一性，不符合作品独创性特

点，不应当受著作权保 护。

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数据导引及其相关概

念著作权保护问题的研究现状可知，目前尚未

出现专门探讨数据导引著作权问题的研究成

果，现有研究仅采用案例分析法简要提及数据

期刊提出的有关数据导引著作权声明。但是，

数据导引并非学术论文的一种类型，其内容构

成和格式标准具有自身的规范化体例，可供创

作者自由论证的空间较小，而对于这种新型出

版物是否可以受著作权保护的问题尚未引起学

者关注。同时，与数据导引存在内容或功能关

联的科学数据和说明书类文档的著作权保护问

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实践。鉴于此，本文试

图以数据导引的概念、属性及其与学术论文、

技术文件的区别为切入点，论证数据导引受著

作权保护的焦点问题和特殊性，并以著作权保

护作品的构成要件为理论基础，采用内容分析

法和比较研究法剖析数据导引的可著作权 性。

2  数据导引概述
2.1  数据导引的概念

目前学界对数据导引的概念并未形成定

论，但从其内容和功能上看，数据导引是对科

学数据的获得方式、内容构成、应用场景和使

用方法等进行介绍和描述以方便科学数据阅读

和使用的说明性文档。在一定程度上，数据导

引可以为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科研成果发表

机构等在核查科研论文等科研成果的研究过

程、核心论据和主要结论等时，更为方便地阅

读和理解作者所使用的科学数据，也可促进科

研成果集成出版平台更为高效地描述、揭示、

存储、组织、检索和传播科学数据和以科学数

据作为核心支撑的其他各类科研成果，也有利

于科学数据使用主体更为准确全面地确定拟引

用、重用的科学数据的质量与价 值。

2.2  数据导引的属性

（1）科学性。作为一种科研智力成果，数

据导引应当客观、真实、精准、确切地描述科

学数据，相关原理、概念、定义、论证等内容

必须符合特定科学数据的真实特征，而不能掺

杂科研人员的主观臆断或个人偏 见。

（2）创新性。数据导引的创新性指的是介

绍和描述科学数据的产生背景、处理方法、应

用场景等内容都是由创作者独立思考而产生，

且所阐述的科学数据也必须有足够的新颖性和

原创性，能够体现其在同领域科研和实际应用

中的重用价 值。

（3）逻辑性。与传统学术论文一致，数据

导引的体例结构和模块构成也必须遵循一定的

逻辑和规则，即保证整篇数据导引的逻辑清

晰、层次分明，符合逻辑体系、恪守逻辑规

则，形成句子之间、段落之间清晰且必要的关

联和顺 序。

（4）规范性。数据导引的规范性体现为内

容的规范性和格式的规范性两个方面。从内容

上来看，数据导引所介绍的科学数据的产生背

景、处理方法、试剂工具、技术验证到质量控

制、结果分析等模块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一

定的标准和规范，并遵照行业标准和权威规

范；从格式上来看，与传统学术论文一致，数

据导引也具有标准的格式规则，包括对文字、

图表、公式的合理布局和结构安排，从而提高

数据导引的格式规范和可读 性。

（5）严谨性。即数据导引的提交、发表均

需要通过一定的质量把控机制。比如，数据期

刊《BMC Research Note》[13] 强调，编辑在评审

过程中要对科学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进行评

估；而对数据期刊《Ecology》[14] 而言，无论是

编辑部内审，还是由同行专家进行外审，其都

强调数据导引必须满足“所描述的科学数据对

科研人员具有重要性和吸引力”，同时该数据

导引所包含的元数据应能够“描述科学数据的

内容、文本、质量、数据库结构”等。

2.3  数据导引与学术论文、技术文件

2.3.1 数据导引并非一种新的论文类型

虽然同为科研交流的对象，数据导引与学

术论文有一些共同之处，如：二者都是由研究

者创建、表述、交流及传递的科研成果；主要

以学术期刊为载体完成出版和共享。但进一步

分析可知，数据导引并非一种新的论文类 型。

（1）内涵不同：学术论文是科学交流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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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媒介，汇集了科研人员的研究发现和研究

结论。其核心特征在于“论”，即需要提供充

足翔实的论据，经过严密的论证，以形成可靠

的结论；数据导引则重在发挥“导”（说明）和

“引”（指导）科学数据的作用，是描述大规模、

可扩展的数据集结构、内容、背景和质量的说

明性文 档。

（2）内容构成不同：总的来说，学术论文

的通用内容构成主要包括题名、作者及其单

位、摘要、关键词、分类号、引言、正文、结

论、参考文献和致谢等，且需要在正文中详细

阐述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综述、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等内容；而数据导引

还需描述数据（集）权属信息、数据（集）完

整性、数据（集）优劣程度、数据可用性、数

据价值、数据（集）存储位置、数据使用说

明、数据产生背景和目的，以及实验设计、数

据采集和处理方法和数据样本描述等专门用来

描述科学数据而不适宜在传统学术论文中出现

的内容模 块。

（3）内在属性不同：首先，学术论文具有

独立性，也就是说无须依附补充内容即可让读

者获得作者的全部思想和意图。而数据导引不

具有独立性，必须通过与其所描述科学数据相

关联，并作为该数据集的“附件”出现；其

次，学术论文强调理论性，要求围绕特定研究

课题进行详细、精确、完整的论述和分析。而

数据导引则更强调介绍性和说明性，主要依据

其所描述科学数据来反映数据质量、获取方

法、应用场景等内容，不能出现添加研究者个

人观点的论述性表述；最后，学术论文所描述

对象具有结论性，即基于已有研究发现论述研

究结论。而数据导引所描述和介绍的科学数据

则是一种尚未经过加工的研究材料，并对此研

究材料的处理方法、试验手段、技术验证及质

量控制等一系列过程进行说明和阐述，因而具

有更为广阔的潜在重用价 值。

（4）功能定位不同：学术论文是在特定研

究课题的基础上，运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

形成可靠的论据以支持研究结论的一种学术出

版物，因而其主要功能是反映研究者的思想、

态度、判断或认知等交流信息。而数据导引则

是对科学数据过程性的描述及揭示，旨在促进

该科研资源更易于被发现、引用和重用，以解

决开展科研工作缺乏必要原始材料及方法指导

的问 题。

2.3.2 数据导引与技术文件的描述对象及表现

形式不同

技术文件指的是反映技术思想的相关文件

的总称。该文件是在科技试验、工业生产、地

质勘探、建筑物设计以及机器试制等过程中产

生的 [15]。总的来说，技术文件所描述的对象

主要包括产品、工程和工艺三种类型，如安装

图、技术说明书、产品说明书或技术文档等，

旨在通过图形、表格、文字等形式更为直观地

展现设计对象的外形、构造、安装方式、制造

方法及加工材料等情况。可见，从功能定位的

角度来看，技术文件与数据导引更为接近，即

均发挥着指导、展示或说明大规模特定对象的

外部特征或内容特征等信息，以帮助使用者更

好地挖掘、处理或利用其衍生功 能。

不过，数据导引与技术文档仍存在不同之

处，主要体现在描述对象和表现形式的差别：

①从描述对象上来看，技术文档主要用以介绍

和说明特定对象的技术参数，既包括为尚未投

入生产的产品提供设计指导方案，又包括为已

研制产品的外形结构、功能特性、工作原理及

技术设施等内容提供说明介绍。而数据导引所

描述的对象是在已有大型数据资料库的基础

上，或由研究者在科研活动中自行创建的关于

科学数据使用方法、内容构成、试验工具等方

面的内容；②从表现形式来看，技术文件最基

本的形式是图样，通过更直观的方式将描述对

象绘制在平面图中，并添加一些说明性文字帮

助使用者理解和掌握设计对象的基本构造。数

据导引则主要通过模块化的文字性说明介绍科

学数据的基本信息，而将其所描述的科学数据

通过有效链接封装在数据导引的补充材料 中。

3  数据导引著作权保护的焦点问题
3.1  数据导引能否构成作品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数据导引与享有著作

权保护的学术论文并非同一出版物类型。进一

步从数据导引的功能定位进行分析可知，其更



接近于一种适用于科研领域的科学数据使用说

明书或技术文档。然而，由于说明性文档本身

具有特殊性，创作空间有限，加之当前法律界

并未出台关于此类文档著作权保护问题的司法

解释，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也缺乏

统一评判标准，因此学术界对于说明书或技术

文档能否构成作品的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而

同样发挥介绍或说明功能、用以描述科学数据

内容构成的出版物类型，数据导引是否符合受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并不能一概而 论。

清晰界定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构成要

件，是判断数据导引能否得到著作权保护的核

心依据。对于著作权中作品的界定，各国给出

了不同的表述。笔者列举了几个较有代表性的

国家在其著作权法中提及的作品概念界定，参

见表 1。

由表 1 可知，尽管上述各国在其著作权法

中对作品概念的具体表述和阐述深度方面有所

不同，但对于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要件的界定

比较类似。参照各国对作品的法律规定及相关

学者的归纳总结，笔者认为受著作权保护的作

品应当具有以下 3 项构成要 件：

（1）作品是智力创作成果。受著作权保护

的作品应当是智力创作成果，该构成要素体现

了作品的两个本质要素，第一是智力创作的行

为和过程；第二是该行为和过程产生了一定的

结果。因此，智力创作是一种可判断作品相对

完整性的创造性活动。只有在经过阶段性或全

部创作活动的基础上完成并获得一定成果才能

称之为作 品。

（2）作品能以有形形式复制。作品构成的

另一个要件是能够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指的

是作品能够离开作者本人而被他人感知和获

得，又称为可重现性或可复制性。需要指出的

是，著作权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而不是思想

本身。因为只有思想活动而没有通过一定形

式表达出来，并没有保护的必要。因此，构

成作品并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之一就是可复

制 性。

（3）作品应当具有独创性。独创性是作品

的实质要件。不过，不同国家对作品独创性的

界定并不完全一致。如前所述，独创性是判断

一件“作品”是否为著作权法所保护作品的实

质性要件。当前受历史基础、立法哲学等因素

的影响，各国法律中对作品独创性含义的界定

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学术界或司法实践对作品

认定存在争议。因此，明确作品独创性的含义

是确定数据导引是否构成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的关键所在。我国在《著作权法》中虽然界定

了作品的内涵，但并未对其独创性做出清晰

的解释和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作品独创

性的判定标准存在争议。但是，综合国内外相

关学者观点、法律规定和著作权纠纷判决的实

践，可以认为，著作权法中对作品要件规定的

独创性中的“独”，表示作品由作者本人独立

构思并完成，必须经历从无到有的创作或在已

有作品基础上的创作；而独创性中的“创”是

要求作品必须达到一定高度的创作水平，即从

内容构成或表达形式上体现作者个人的智力 

成 果。

表1  不同国家对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阐述及界定

出        处 对作品的阐述与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2010 年修订）[16]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
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

日本《著作权法》（Copyright Act） 
（2018 年修订）[17]

著作物指用创作来表现思想或情感并属于文艺、学术、美术
或音乐领域的原作

德国《著作权与邻接权法》（Act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2017 年修订）[18]

在列举了一系列（共 7 类）作品后，另用一款强调“本法所
称作品只指个人的智力创作”

美国《著作权法》（U. S. Copyright Act of 1976） 
（2011 年修订）[19]

由作者创作并固定于现有的或者是今后发明的有形媒体中，
从而使之能够直接或者借助机械装置被感知、复制或以其他
方式传播的作品，依本法予以保护

英国《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1988 年制定）[20]

“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权利，该种财产权利依本编存在于下列各
种作品”，共列举了 3 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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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导引著作权保护的特殊性 

与传统学术论文不同，数据导引的功能定

位、内容构成、内在属性等方面的特征都使其

在受著作权保护过程中具有特殊性。一方面，

数据导引是一种特殊的应用型文档，由数据

（集）权属信息、数据可用性、数据价值、数

据存储位置、数据使用说明和数据样本描述等

部分组成，这些部分中有些需要采取固定的表

述或标准的术语来表达，不具备独创性，即此

类内容不属受著作权保护的范畴。但是，通过

存放至数据中心并与数据导引建立有效链接的

科学数据，以及关于科学数据使用价值、数据

处理方法、使用注意事项等内容都凝聚着科研

人员的智力劳动，均符合著作权法中对作品独

创性的判断标准，理应受到著作权保护。另一

方面，与传统学术性论文相比，数据导引的著

作权保护受到更多限制。由于该出版物的意义

重在对其依附的科学数据进行详细阐述，因此

必须运用精准、详细且科学的信息指导科学数

据使用者正确使用科学数据。除了需要为科学

数据使用者提供可重现的使用方法之外，还需

要秉持为科学研究负责的态度，详细描述研究

内容、流程、方法、技术、试剂、注意事项、

误差分析等内容，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科研浪费

和成本消耗，提高科研成果的安全性、可靠性

和稳定 性。

4  数据导引的可著作权性分析
4.1  数据导引是科研成果

从定义上及产生背景来看，数据导引是由

科研人员撰写或服务于科研人员的一种说明性

文档。其所描述的科学数据应具有真实性，而

对这些科学数据的介绍、描述与使用指导，必

须符合科学数据的特性。在介绍的过程中不应

掺杂创作者的个人偏见或主观臆断，确保客观

性、准确性和真实性。毋庸置疑，数据导引是

一种凝聚了科研人员科研活动的智力成果，即

属于“科学领域”的科研产 物。

4.2  数据导引是具体表达且可复制

数据导引需要使用平实、客观的表达风

格，揭示特定科学数据的主题相关性、数据质

量、数据产生及获取方法、应用场景和重用方

法等。其中，在有关科学数据的产生与获取方

法方面，通常数据导引需要介绍：①科学数据

的产生背景和研究目标等；②实验设计、科学

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方法，描述和介绍采集、生

成和处理科学数据的各类方法和工具；③数据

样本的描述，包括说明数据样本的来源、数据

结构的总体性特征等，因此该出版物属于作者

思想和逻辑的具体表达。而作为一种出版物类

型，数据导引同样允许科研人员规范引用其内

容，即属于可复制的学术成果范畴并无争 议。

4.3  数据导引具有独创性

数据导引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之所以值得探

讨和分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作品的独创性

标准尚不明确，加之数据导引本身具有特殊

性，可供撰写者创作和发挥的空间较小，因此

除上述关于数据导引的领域属性、有形复制等

构成要件的分析论证之外，还需从著作权所保

护的作品具有独创性这一本质特征出发，明晰

该出版物是否符合著作权保护对象的核心属 性。

如前所述，作品独创性的两个基本构成要

素是由作者独立创作并达到一定高度的创作水

平。数据导引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 面。

（1）数据导引内容的客观性不影响其独创性

首先，数据导引的内容构成体现了科研过

程的创造性。相较于传统学术论文，数据导引

在内容表达方面较为有限，强调客观、全面地

说明、介绍其描述的科学数据的获取、收集、

处理和分析等内容，不允许撰写者附加个人思

想和推断。不过，尽管数据导引在内容格式上

有固定要求，限制了其内容表达的延伸性，但

并不代表数据导引丧失了独创性。其内容模块

需要包含数据使用说明、实验设计、数据采集

和处理方法等科学信息的文字材料，此类材料

的撰写必须依靠一系列科学数据收集和分析过

程。而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即是一个富有创造性

的活动，数据导引所描述内容正是对科研工作

的描述和体 现。

其次，数据导引的描述对象具有原创性和

新颖性。从当前已发表的数据导引具体内容来

看，其特点之一即是所描述与揭示的科学数据

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即与同领域现有的同类科



学数据相比具有足够的新颖性。同时，作为一

种书面形式进行传播的出版物，数据导引同样

需要在介绍与描述科学数据时遵循逻辑规律与

规则，确保脉络清楚、层次分明，尽可能体现

出作者个性的安排和设计，故具有区别于其所

描述的未经加工的科学数据的独创性。因此，

数据导引的内容体现了创造 性。

最后，数据导引的表达风格具有独创性。

作为一种描述科学数据使用方法的应用型说明

文档，数据导引在表述和介绍研究方法、实验

手段及工具仪器等内容时，必须与科研过程和

研究结论完全匹配，即要求数据导引撰写者合

理构思、精准表述，不断进行信息的汇总、筛

选、调整、总结和归纳等一系列操作。而在此

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表述也具有创造性，因此

最终呈现出的数据导引内容本身就是一项创造

性极高的劳动成 果。

（2）数据导引由科研人员独立完成

每一篇数据导引都是依附特定科学数据而

存在的，主要用于介绍和描述科学数据。科研

人员需要根据科学数据的具体情况创作与之相

匹配的数据导引，而不可能直接照搬照抄已有

数据导引的内容。通常，不同类型的科学数据

需要由不同的数据导引对其加以描述，可体现

其原创性无疑。而如果是针对同一数据集创建

的数据导引就需要进一步考察其是否具有原

创 性。

第一，若从不同维度处理或分析同一数据

集并撰写数据导引。如前所述，当前科研人员

积极探索和挖掘科学数据新的应用场景和使用

途径。因此，即便是针对同一数据集生成的数

据导引，由于科研人员对其思考的维度和深度

不同，最终完成的数据导引所反映的科学数据

的信息也具有明显区别，即证明数据导引系由

撰写者独立完成；第二，若从同一维度处理或

分析同一数据集并撰写数据导引。数据导引中

有很多内容具有专业性和客观性，但相关内容

都是基于对科学数据加工、处理和分析后得到

的结论，尤其是这些内容的表述和语言在该领

域并非唯一表达时，有关数据使用价值、注意

事项等内容的描述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能体

现出数据导引撰写者的自身劳动投入和个人表

达风格。即是说，对科学数据的内容价值和使

用方法的介绍，只要是由不同数据导引撰写者

独立完成的，就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表达，

即说明数据导引具有独创 性。

5  结语
基于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构成要件，对数

据导引的可著作权性进行分析可知，数据导引

是在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形成下产生的，一种

用于对学术论文所使用到的原始科学数据进行

介绍、描述、展示的说明性文档，因此它是科

研领域的学术成果；数据导引主要是对科学数

据的获取方法、实验设计、样本处理、软件应

用等进行介绍性描述，是展现科学数据的创建

背景、介绍科学数据的获取方法、说明科学数

据的使用步骤、指导科学数据的重用共享等内

容的具体表达，具有可复制性；数据导引凝聚

科研人员思想精髓和艰辛付出，其所描述的内

容正是富有创造力的科学研究活动，具有很高

的独创性。

综上所述，数据导引不仅为科学数据的使

用和重用提供了规范化指导说明，还助力实现

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其本身也是富有独创性的作品，应当受到著作

权保护以促进数据导引的创作、传播、交流和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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