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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时代下科技期刊版权问题分析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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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期刊出版界各个环节发生了巨变。早期，科技期刊互联网版权大多属于免

费获取模式。但是随着近几年科技期刊版权管理的逐渐完善以及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期刊版权免费模式
逐渐被取代。由于我国相关版权管理条例亟待完善，导致科技期刊版权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文章以知识
付费时代为背景，对我国科技期刊版权管理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其版权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由
此提出针对性策略，促进整个科技期刊版权管理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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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模式曾经是科技期刊版权管理领域的主

新媒体及知识付费时代的发展，科技期刊版权问

要模式之一，它虽然扩大了科技期刊的覆盖面积

题越来越复杂，版权保护对象也呈增加趋势，因

以及受众范围，降低了科技期刊的门槛，但也影

此，在知识付费时代下保护科技期刊版权问题十

响到了科技期刊的有序发展。免费模式会影响到

分重要及必要。

人们对科技期刊的重视程度，同时也不利于期刊

1. 1

版权的维护以及出版体系化的成立。随着互联网

线上及线下科技期刊版权管理方式
传统线下科技期刊版权的管理更为健全，整

的发展，这种模式被不同形式的知识平台所打破，

个版权管理较为系统化，细分为作者自身持有和

比如喜马拉雅、付费社区、在线课程、音频问答

出版社持有两种形式[3]。我国期刊版权管理多数为

等知识付费平台都对这种知识免费模式造成了较

出版社垄断的形式，但这种形式会限制科技期刊

大的冲击，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付费时代逐渐

内容的传递，同时也会降低科技期刊作者的写作

形成[1]。这一变化极大地增加了科技期刊的出版收

积极性；另一种则是线上的科技期刊版权管理，

入，例如我国的科技期刊数字出版总营收在“十

目前我国线上期刊版权管理仍然采用传统版权管

二五”时期已经增加到 300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

都会增长 34% 。由此可以看出，知识付费时代对
[2]

理条例。虽然也有相关的条例来对这类版权管理
秩序进行维护，比如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科技期刊的出版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知识付费

等，但此类条例不仅应用于科技期刊线上版权管

时代下人们对于科技期刊的版权重视程度有所提

理范畴，还应用于所有线下著作类版权的维护工

升。如何利用知识付费时代的大潮，推动科技期

作。另外，作者重复投稿、数字媒体盗取文献等

刊出版界进步，加强社会对科技期刊版权的保护

现象时有发生[4]-[5]。总的来讲，这些不良版权管理

程度尤为重要。

现象在互联网高速发展期间尤为突出，这不仅影

1

响到了线上科技期刊版权的有效管理，还损害了

科技期刊版权管理现状
根据我国目前科技期刊行业情况来看，科技

线下科技期刊版权效益。
1. 2

科技期刊版权管理的机遇与挑战

期刊版权管理主要分为两种形式，即线上模式和

随着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以上损害版权的

线下模式。随着科技期刊数字化进程的加快以及

情况得以缓解。知识付费时代给科技期刊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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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传播渠道，例如 《三联生活周刊》 旗下的

中读 APP 于 2017 年进入知识付费领域，以一种全

新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人文知识，开启了传统媒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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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难度；其次，我国期刊版权管理相关法案不
够健全，且缺乏一定的执行力。从上文可知，我
国当前的版权管理条例多针对线下版权管理，而

转型与知识升级之路 。知识付费不仅可以增加期

线上平台的版权管理条例较少，且较难进行版权

刊版权收益，而且扩大了科技期刊的传播范围，

权益维护。另外，数字技术在促进科技期刊传播

有利于科技期刊进行版权维护。知识付费时代下，

的同时，也为版权侵权创造了便利条件，使科技

数字媒体的版权意识有所加强，各大平台“拿来

期刊版权的保护遇到许多新的法律难题，其中最

[7]

主义”的现象相对减少 。但是知识付费也有弊

为突出的是管辖权问题和证据问题[12]。这会减弱科

端，例如付费价格大幅度且持续性增高，科技期

技期刊版权管理工作的力度，从而影响到整个科

[8]

刊的订阅成本持续上升，订阅者权利受到侵蚀 ；

技期刊版权管理水平。

虚高的价格影响了科技期刊的传播范围，即部分

2. 2

行业外人员会因为收费而减少其对科技期刊的阅

信息平台管理不到位，收费不合理
因相关管理部门对数字信息平台管理不到位，

读[9]；不良平台借机提高科技期刊下载价格等[10]。

从而对科技期刊的版权造成侵害。主要表现在以

由此可见，知识付费是一种必然趋势，它为科技

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中，有

期刊出版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同时也存在一定问

许多的信息平台为了获取更高的点击率以及影响

题，而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期刊版权管理上，所

力，在没有获取相应科技期刊版权的基础上，并

以只有改善当前科技期刊版权管理现状，才能使

且在没有向科技期刊出版单位以及相应作者支付

科技期刊在知识付费时代下做大做强。

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将科技期刊文献进行上传，

2

以此供其他人免费查阅，部分信息平台还对科技

科技期刊版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期刊文献进行不良的改编。这不仅侵害了科技期

我国科技期刊承担着生产精神产品，传播科

刊文献作者的版权权益，同时也侵害了科技期刊

学思想，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责任，科技期刊在

自身的版权权益[13]；第二，文献获取过程中收费不

发展过程中有责任保护自身权益和著作权人权益。

合理，查阅文献费用高昂，作者下载自己论文还

科技期刊所拥有的印刷版、电子版与网络版的汇

需收费[14]。数据平台本应是将“知识付费”执行地

编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是科

最有利的地方，但这种不合理的收费现象存在于

技期刊学术经营的重要资源。但受管理体制影响，

我国各大数据平台之中，“知识付费”并没有起到

我国科技期刊在版权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例

良好的作用。这种行为属于利用科技期刊作者以

如版权管理力度较弱、平台管理不到位、消费者

及期刊本身来获取不良收益，且没有给予科技期

维权困难以及版权售卖不畅等。

刊作者以及期刊正常的版权报酬。这不仅侵害了

2. 1

版权管理力度较弱，容易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科技期刊以及作者的版权权益，同时这也阻碍了

虽然我国期刊出版已经进入了知识付费时代，

科技期刊信息的有效传播，对科技期刊行业的发

但是科技期刊在开放存取过程中，由于版权管理

展较为不利。

力度较弱，出现了一些学术不端行为，这使得作

2. 3

[11]

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

消费者维权困难，影响版权管理
如何对科技期刊版权买卖后的情况进行管理，

首先，因少数用户道德素质不高和相关技术

即有效维护消费者权益，已经成为科技期刊融入

防制等原因，容易造成学术不端现象。当用户下

知识付费时代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调查

载科技期刊文献之后，对文献进行再次编撰，并
投递到不同期刊和媒体，或者上传到其他数据平
台上，从而出现学术不端行为。而当前的文献审

显示，51. 3% 的受访者觉得付费的科技期刊内容
维权不易[15]。导致以上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缺少专门的科技期刊版权维护渠道。

核只能通过几大查重软件进行简单的文字对比，

科技期刊消费者想要维权时，不知如何维权和去

不能检测出深层次学术不端内容，从而增加版权

哪维权。目前多数想要进行维权的消费者只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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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法院上诉来进行[16]。这不仅降低了维权效率，同

意识，合理开发和利用版权。

时也增加了维权成本，再加上这种维权渠道并不

3. 1

2021 年

加强版权管理力度，减少学术不端行为

是针对科技期刊的版权的维权渠道，更是加大了

在知识付费时代下，我国的科技期刊版权存

整个维权的难度；其次，多数科技期刊的线上购

在管理力度较弱，学术不端行为较多的问题，针

买费用不高，价格多数为几块到几十，而因文字

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改善。

型版权的维权耗时长，花费高，多数人都会选择

首先，建立全网性质的科技期刊文献数据库，

放弃维权，这样更会加大版权的管理难度，降低

并以此作为前提设计权威的查重软件，同时设立

民众的版权维权意愿，不利于知识付费时代的发展。

定期评估更新体系，对整个数据库以及相关审查

2. 4

标准进行及时更新。还需定期评估整套系统的实

期刊内容与购买者期望不符
调查显示，74. 7% 的受访者认为购买的科技

用性，以此来保证整套系统的工作效率。除此之

期刊内容并不符合预期情况，这将会影响到这些

外，还要针对特殊的文献进行人工核对，以此来

读者对科技期刊的信任程度，同时也会影响到科

减少文献的重复投递，同时减少学术不端行为；

技期刊版权的售卖。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

依托传统版权管理法案，制定以线上科技期刊为

点。第一，科技期刊的审稿水平参差不齐，除了

对象的版权管理条例。在该条例中要明确科技期

部分核心科技期刊，多数科技期刊在审稿时只看

刊数字版权概念，版权审核标准、版权维权途径

其内容是否符合期刊主题以及重复率是否达到要

以及方式等。

求，而对内容的新颖程度、内容的主题是否突出、

3. 2

信息平台进行规范管理

内容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等方面都没有进行严格

在知识付费时代下，信息平台的行为将直接

把控，从而导致科技期刊的整体质量无法得到保

影响科技期刊的版权管理工作，如果不能对其进

证；第二，科技期刊为购买版权者提供的参考内

行有效管理，科技期刊的版权将极易受到侵害。

容存在重点不突出的问题。多数科技期刊在数据

第一，制定具有全面性和针对性的信息平台

信息平台以及各自官网上进行文献展示时，大多

管理条例，并加大各大信息平台科技文献使用情

数呈现的是摘要式内容，而这部分内容无法让版

况的监督。在对信息平台的科技期刊文献使用情

权消费者知道文献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只有版权

况进行监督时，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督力度，

消费者获取文献后，才清楚该文献是否符合自身

提高监督的技术水平，同时也应该引入第三方来

期望。这种半盲式的版权购买方式会影响到科技

进行监督。其中可包括社会媒体以及公众监督。

期刊售卖，降低科技期刊的版权购买率，阻碍科

针对第三方的监督成员，相关部门应设立专门的

[17]

技期刊融入知识付费时代 。

热线和举报渠道，同时也允许信息平台对文献使

3

用情况进行解释。以上监督工作要秉持公考公正

科技期刊提高版权管理水平的对策

的原则来进行；第二，对信息平台的收费进行管

在知识付费时代下，版权在促进科技期刊科

控，以当前科技期刊市场中的版权行情设立收费

技知识创新、繁荣学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若科

范围，并且杜绝额外收费条款以及强制性充费行

技期刊版权归属不明确，从而导致违法现象及法

为，一经发现，就要对相应的信息平台进行惩罚

律纠纷屡次出现，则会限制科技期刊的良性发展。

处理，同时要公开整个管控过程。这不仅有助于

因此，社会各界力量，包括政府、相关信息网络

减少信息平台对科技期刊及其作者的版权侵害，

平台以及期刊编辑部要充分发挥力量，在行政管

还有助于促进知识付费时代下科技期刊行业的

理、网络平台监管、出版质量审查及完善版权服

发展。

务方面改革我国科技期刊版权管理现状。随着数

3. 3

字化时代的到来，科技期刊版权管理刻不容缓，

提供多种维权渠道，缩减维权流程
科技期刊的版权消费者存在维权困难的问题，

政府应为科技期刊版权管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会影响到版权管理，同时也会降低消费者的版

科技期刊自身也应积极加强质量建设，树立版权

权意识。针对这一情况，可以通过提供多种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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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缩减维权流程，提高维权效率等方式来进

的质量，提高科技期刊审稿标准无疑是重要的办

行改善。

法。科技期刊应该对编辑进行定期考察，以此来

首先，相关部门要为版权消费者提供多种维

保证编辑的专业能力。同时还需增加审稿层次

权渠道，并设立专门的科技期刊维权渠道，并配

（初步审稿、中期审稿、最终审稿），每一个层次会设

以专业人员，以此来提高维权的成功率和水平。

立不同水平的编辑，以此来提高整个科技期刊的

同时，还需要在知识产权等相关网站上添加维权

编辑质量。除此之外，还应将一定期间内通过稿

链接，并在政府部门设立热线，这两个渠道均由

件的平均质量作为编辑绩效的标准之一，从而提

专门的期刊版权维权部门进行管理。

高编辑严格审稿的主动性；其次，精准提炼文献

其次，相关部门需缩减版权消费者的维权流

内容，摒弃原有的摘要式展示方式。科技期刊在

程，提高整个维权的效率。以上所提的专业科技

信息平台以及各自官网进行文献展示时，应提炼

期刊维权部门在进行维权过程中，一经确定科技

文章重点和关键词，从而让版权消费者更直观的

期刊版权侵权行为的可能性超过 65%，就开始进

了解到文献的研究方向，这样可以提高版权消费

入下一步取证和确定环节，最后根据结果对相关

者的购买准确率，即购买到符合自己预期的文献。

人员进行处理。除此之外，还应尽快研发取证技

4

术，并制定针对性较强的维权管理条例。
通过以上方式可以提高科技期刊版权的维权

结语
随着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原有的科技期刊

效率，提升民众的维权意识和维权主动性。

版权管理模式已经不足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3. 4

如果不能及时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将会阻碍科

期刊内容进行规范管理
科技期刊在版权购买过程中，存在科技期刊

技期刊行业的发展。由此可知，科技期刊版权管

内容与版权消费者购买者期望不符，进而影响版

理的改革刻不容缓[18]。知识付费时代下科技期刊版

权的售卖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可以通过规范

权的有效管理将有助于改善科技期刊的出版环境，

管理科技期刊内容来进行改善。

提高科技期刊的质量以及权威性，切实发挥科技

首先，制定严格的科技期刊审稿标准，提高
对科技期刊内容的审核力度。想要提高科技期刊

期刊这一知识平台的中介作用，使得科技期刊更
好地为大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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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changes every part of publishing. In the early years, the copy right of

scientific periodicals was free mode. With the perfection of copyright management and the coming of knowledge

payment era in China, the free mode had been replaced. However, due to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copyright management regulations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opyright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periodicals. In the knowledge payment era, th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in China is analyzed, and then som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scientific periodicals in
China.

knowledge payment；digital platform；scientific periodicals；copyright

Keywords









上接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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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Jiangsu,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is the key link

in building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talent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evaluation system is still lack of a scientific

and perfect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that combines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in China.
Taking 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the design principles,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four kind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sonnel was built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xpert

opinion method. Then, the weight of the index was calculated b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in the management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was emphasized. To summary, this study has a strong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mo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lso
enrich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evaluation in the regional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Keywords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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