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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豐富的資料與多功能研究資訊
系統提升世界級圖書館研究服務
撰文者： Scott Taylor，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

本文將探討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研究資訊管理與 Pure 系統的運作方式，以及
這樣的方式如何有助於圖書館進一步提供世界級的研究服務。

最早的系統狀態
在五年之前計畫建立研究服務時，我們是透過開放原始碼 Fedora 數位物件
模型 ( Fedora digital object model )，管理研究成果產出資料庫和重要校方
紀錄 ( 其名稱為曼徹斯特 eScholar )。由圖書館人員開發瀏覽器端管理與使
用者界面。
該系統自 2008 年開始運作，但其缺乏功能性，以致於無法達成我們的策略
目標。雖然我們希望繼續使用開放原始碼技術，但分析顯示，我們無法透
過內部自行開發，建立類似 Pure 這樣符合大型研究資訊管理的系統 ( 如同
歐洲的 CRIS 系統 )。

透過招標流程選擇 Pure 後，我們必須將 200,000 筆陳年資料送存至 Pure
中，比對所有欄位至 Pure 相對應欄位。這些資料大部分是元數據；只有
10,000 條資料是全文資料。我們的舊資料庫中沒有驗證步驟，因此遷移
過程是進行資料整理的好機會。透過比對文獻標題和 DOI，我們在原有
資料庫刪除重複的 30,000 多筆數據。我們亦透過將本校資料與 Scopus
的相對應資料進行比對，增加了超過 70,000 條資料，而且是具有完整元
數據的資料。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但我們透過 Pure 執行管理者獲得寶貴的協助，
讓我們獲得具有更精確研究出版資料的完整系統，得以繼續進行下一階段
工作：以原始資料與複雜數據模式為基礎開發各項服務。

開放取用
我們在 2016 年 4 月開始引進 Pure，在同一個月之內，英國開始實施「
研究卓越架構 ( REF ) 開放取用政策」( 迄今為止一項最重要且影響深遠
的開放取用政策 )。該政策規定所有隸屬於英國的研究作者，必須將獲得
同儕審核接受的研究手稿，存在該機構典藏中，以便納入國家級重要研究
評估，英國在每六至七年會進行一次評估。REF 的結果有助審查研究經
費補助，因此大多會傾向確保數據資料收集的完整性與準確性。

為了降低曼徹斯特大學研究作者未能遵守 REF 政策的風險 ( 因為我們在
該政策發布的同月開始引進 Pure，擔心系統轉換期的風險 )，我們推出了
一項名為 Open Access Gateway 的中介服務。我們引導作者在手稿獲得接
受後，立即送存手稿，然後再透過我們的團隊代為將文稿送存至 Pure。
有些作者會直接送存 Pure ( 我們將會在驗證階段辨識 )，有些作者則沒有
進行動作。為了確認作者未透過 Gateway 服務送存手稿，我們每週透過
Scopus 搜尋，並透過電子郵件向作者進行追蹤。
自從推出 Open Access Gateway 服務以來，我們協助論文作者送存超過
6,000 篇論文，並管理每篇論文的相關禁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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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產出能見度

圖書館逐漸協助擴大研究成果的影響力與範疇。為了協助確認論文的宣傳
影響力，我們在 Gateway 服務新增一項問題，詢問作者已獲得接受的手稿
是否會引起新聞媒體關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們便將這篇論文轉發給
本校媒體關係管理者，由其轉發給教職員新聞辦公室。這有助在論文發表
流程的早期階段，發現具有新聞價值的論文，我們希望最終能夠在 Pure 的
新聞媒體模組，記錄論文所獲得的新聞媒體關注。
2017 年 12 月，我們透過自己設計的倒數月曆，推出了一項社群媒體活動。
我們從 12 月 1 日開始，自聖誕節開始倒數的前 24 天，推出了資料庫中的
24 篇「獲得最多討論」的論文。我們使用 Pure 過濾器來搜尋不再禁用的已
受接受手稿，並透過 Altmetric Explorer 進行交叉檢查，並根據各項指標進
行排名，例如社群媒體引用或引用管理下載情形。我們每天以
#OpenAdvent 標記一篇論文，並在推特上發送。

識別碼與資料檔案
我們主要使用 Pure 儲存教職員 ORCID ( 一種永久使用的數字識別編碼，
研究人員可在其職業生涯終生使用 )，並控管本校內部所有資料檔案。曼
徹斯特大學每年會進行一次小型評估，以便後續進行國家級評估時，確保
本校處於運作良好狀態。2015 年，我們以此為契機，為所有符合 REF 政
策的教職員收集 ORCID。次頁第一張圖表顯示，大多數人員在 2015 年 9
月未具有 ORCID，而第二張圖表顯示，兩個月後，具有 ORCID 的教職員
明顯增加。我們收集了超過 2,000 筆 ORCID 並送存至 Pure。從那時起，
我們發現在 Pure 自然增加了 600 多筆 ORCID。自 2016 年 10 月起，我
們在系統中擷取了研究所學生的近 4,000 筆 ORCID，我們也在探索使用
Pure 同步 ORCID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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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REF 政策且擁有 ORCID 帳號的學者

我們非常積極地鼓勵教師和學生建立 ORCID 帳號。我們的研究服務團隊推
出了一項「升級研究資料檔案七步驟」的培訓活動，並建議選擇一項主要
的資料檔案。Pure 資料檔案可說是具有最完整與最新的資訊，因圖書館可
以確保輸入發表出版數據資料 ( 包括已獲得接受的手稿 )，並能將其聯結至
ORCID，進而通知許多第三方系統。研究人員可以在建立履歷、更新各種
資料檔案，以及確保遵守開放取用政策等相關事務上節省時間。

數據資料管理
我們認為數據資料應進行永久性的搜集、管理與策展使用 ( curation )，包括
下列過程：
• 更新論文禁用
• 進行編輯工作，例如驗證
• 策展使用 ( curating ) 出版商的期刊資料或新增 DOI
因此在時間急迫的時候，我們可以具備高品質數據，提供強大的查詢功能。
有一些例子可以證明這項價值：
• 當 Emerald Publishing 宣布更新作者自我歸檔政策，而不再需要禁用論
文時，我們可以使用 Pure 來識別曼徹斯特大學在 Emerald 期刊發表且
處於禁用期限的所有論文，並可以立即開放。我們在一小時內便完成了
這項工作。
• 我們可以在 Pure 轉換研究成果產出封面。我們需要確認已獲得接受的
手稿是以非 PDF 的內容類型送存的，以便追溯轉換。這項工作在以往
是非常複雜的查詢工作，但使用 Pure 後，我們只花了不到一小時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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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2010 年，我們開發了論文管理系統，並實施一項政策，要求碩博士生必須
提交所有考試和最終論文。每年有超過 1,000 名學生將這些論文送存系統
，而在 2017 年時，他們必須在考試後的 12 個月內提供論文開放取用。我
們也將這些論文送存 Pure，讓他們可以收到相同益處，如同其他任何在
Pure 的研究成果產出，包括連結關係和使用統計。

研究數據資料管理
本校圖書館目前與 Mendeley Data 合作，讓數據出現在研究人員資料檔案
中，簡化研究人員與圖書館工作。研究人員的數據資料會在 Mendeley
Data 與 Pure 之間自動同步，由圖書館驗證並於校方入口網站顯示。
我們也建議研究人員使用學科數據資料庫，我們透過開發類似研究論文所
提供的 gateway 服務，讓這些數據更容易送存至 Pure。研究人員輸入
DOI 後，我們便可從學科資料庫獲得資訊，並代為送存至 Pure。

分析和指標
Pure 亦幫助我們提供分析與指標服務。我們透過已授權的 API，將 Altmetric Explorer 連結至 Pure。研究人員便可透過校內層級單位進行瀏覽，以獲
得 Altmetric 匯集摘要，因為 Pure 提供了組織結構和人員與產出成果相關
的高品質資訊。透過這些豐富的資訊，我們的 Altmetric Explorer 在英國使
用率最高，且在全球排名第三。
我們每個月都會用半天的時間，專注於 Pure 數據資料的分析與資訊，因為
這些數據資料具有完整性與準確性，我們可以加以運用來建立各項服務發
展。

結論
雖然 Pure 讓本校圖書館更容易實現我們的策略目標，以支持曼徹斯特大學
的世界級研究，但我們也注意不要專注於系統本身，而是著重於高品質數
據資料連結，幫助我們以多元方式增加價值，不論是研究評估的進行，或
是研究人員資料檔案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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