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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科学数据经过仪器观测、实验、仿真等方式产生，具有重要参考、重用和研究价值。环境领域自然
科学数据获取成本巨大且具有唯一性，其共享对科研结论验证、数据再利用和节约成本意义明显。以英国环境
领域数据发布平台为调研对象，从平台概况、建设目标、数据来源及规模、服务方式及管理政策多方面介绍建设
现状，从基本模块、检索服务、浏览与导航服务、咨询/帮助服务角度分析平台内容，归纳平台特点，以期为我国平
台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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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数据平台是推动资源共享的基础

方式产生，其创建与获取大多需特定的研究对象、实验
试剂、仪器设备、实验环境和专人引导等因素支持。一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些自然科学领域的环境科学数据，如外太空的观察数

United States，NSF）在《面向21世纪探索的网络基础

据、深海的地质数据和大规模核辐射对环境危害的数

设施》报告中指出“科技研究和教育越来越朝向数据

据等，不仅获取成本巨大，且再获取性较低[6]。除国家

密集型转变，即以数字技术、仪器仪表和各种网络来收

保密因素外，环境科学数据的共享对于环境领域科研

集、生成、共享和分析数据，并进行扩散。每天通过实

结论的重复验证、数据的再利用和投入成本的节约意

验、观察和模拟进行生产、获取、分析、整合和存储的

义明显；而环境科学数据的发布平台是实现和推动自然

[1]

数据高达吉字节（G-bytes）” 。在数据密集型科研环

环境科学数据共享的基础与前提[7]。

境下，数据或事实是科研工作的根本，在缺乏数据佐证

英国自然科学研究水平居于世界前列，自然科学

或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人们无法进行科研成果的验证，

数据管理和服务工作亦起步较早，已有多项自然科学数

[2]

科学结果与论点无法成立 。

据发布平台和管理项目问世，内容涉及地球与环境科

科学数据是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通过科学

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等多个领域[8]。自2004年1月

实验、实际调查等方式产生和获得的数据资料[3]，伴随

OECD成员国签署《开放获取公共资助研究数据的宣

科研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真实记录科学研究的全过

言》，英国自然科学领域数据发布平台的建设随即提上

[4]

程，对科学研究成果具有直接的支撑和佐证作用 。自

日程。作为主要研究资助机构的英国七大研究理事会：

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

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atu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律的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

Council，NERC）、艺术与人文研究研究理事会、生物

[5]

基础科学和医学、农学、气象学、材料学等应用科学 ，

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

自然科学数据大多经过仪器观测、实验、探测、仿真等

事会、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医学研究理事会、科

* 本研究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5年度校级科研课题“学术机构知识库支持科研及优化策略研究”（编号：15YB0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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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技术设施研究理事会，成为科学数据发布平台建

学领域甚至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科学数据平台建设提供

设的主要机构。N ERC作为首轮加入OECD国家科学

参考。

[9]

数据共享计划的公共机构 ，目前在数据政策制定和
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方面，均较成熟和先进。由其建设
的5个环境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国家地球科学数据中心

2 英国自然环境科学数据发布平台建
设现状

（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NGDC）、环境
信息中心（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ata Centre，

2.1 平台概况

EIDC）、海洋数据中心（British Oceanographic Data
C e n t e r，B O D C）、环境信息分析中心（C e n t r e fo r

如表1所示，5个平台管理和发布的科学数据数量

Environmental Data Analysis，CEDA）和英国极地数

众多，且分属不同的环境科学领域。其中，NGDC主要

据中心（UK Polar Data Centre，PDC），发布的数据涉

发布地球科学领域的数据和信息，EIDC侧重于陆地和

及陆地、淡水、海洋、冰川、气候、极地等多个自然环境

淡水科学领域，BODC发布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和地

领域，内容涵盖性强，其建设较成熟且极具代表性，是

球物理领域的海洋环境数据，CEDA主要提供气候、

环境科学领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科学数据发布平台建

太阳能和地球观测的卫星数据，PDC负责发布极地数

设的典范。

据。5个平台均受到NERC的资助，并得到各自领域国

本文选取上述5个平台作为调研对象，调研时间

家重点数据监管和调查机构的数据支持。如NGDC得

为2017年10月26日~11月25日。采用网络调研法和文献

到英国地质调查局（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BGS）

内容分析法在调研各平台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发

的数据支持，EIDC得到英国生态水文中心（Center for

布内容，并对其建设特点进行总结，以期为我国环境科

Ecology & Hydrology，CEH）的数据支持。

表1 5个平台基本情况统计
平台名称

数据范围

NGDC

地球科学数据

EIDC

BODC

CEDA

PDC

陆地和淡水环
境资源数据

海洋环境数据

平台概况

建设目标

由BGS主持、NERC资助搭建，管理地球科学领

收集、保存和管理地球科学领域有价值的数

域超过400个数据集

据和信息，并将其广泛提供给全球用户

由CEH主持、NERC资助搭建，负责管理和发布与
陆地和淡水科学有关的国家重要数据集

受NERC资助，存储管理和发布有关海洋环境数
据，维护和开发国家海洋学数据库

气候、地球观测、
太阳能系统数据

极地数据

NERC资助搭建，前身为科学技术设施研究理事会
Rutherford Appleto实验室，存档和管理各种形式
的气候、太阳能系统以及各种地球观测数据

广泛收集、长期保存和管理环境科学信息数
据，为研究人员和研究组织提供长期的数据
管理计划，保证数据的长期保存和公共传播
大 量收 集和整 理可公开获取的生物学、化
学、物理学领域的海洋数据，并将其广泛提
供给全球用户
长期收集、归档保存并管理气候、太阳能和
地球观测数据，并将其广泛提供给全球用户

NERC资助搭建，实地调查、收集、管理极地数据

长期致力于确保在极地地区采集的环境数据

等信息

的公共访问和广泛提供

2.2 平台建设目标

的环境数据平台现阶段目标侧重点有所区别。表1中
NGDC负责国家地球科学领域科学数据的收集、保存

5个平台的建设目标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特殊

和管理，主要目标是将收集的地球科学数据广泛提供

性。一致性体现在都是为收集、保存和管理各领域有

给全球用户，PDC则长期致力于确保在极地地区采集

价值的数据，方便公众对科学数据的发现、获取和使

的环境数据的公共获取和广泛提供，这两个平台的建

用，促进自然科学数据共享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提高

设目标在于保证数据的全球共享；而EIDC广泛收集、

科学研究的效率和社会价值；特殊性体现在不同类型

长期保存和管理环境科学信息数据，为研究人员和研
2018年第2期（总第1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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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组织提供长期的数据管理计划、保证数据的长期保
存，其主要目标为数据的长期管理与保存。

其中，开放数据、数据管理、数据检索和数据咨询
是5个平台均可提供的服务方式。
（1）开放数据服务。开放数据即面向公众的免费

2.3 平台数据来源及规模

数据服务，以开放数据目录的形式向公众提供科学数据
列表及内容。5个平台均采取部分数据开放的模式。如

平台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自行研究产生
[10]

NGDC将开放数据服务命名为“Open Geoscience”，

的数据，二是收集其他机构或个人的科学数据 。自行

遵循开放政府许可[12]针对公众提供的免费数据服务；

研究产生的数据指研究机构将日常工作中得到的数据

CEDA将平台数据分为公共数据（即开放数据服务）、

建成结构化的数据集合，如PDC发布的数据全部都是

注册用户可访问数据、有限制数据和永久限制数据。

数据中心的自有数据，即极地数据中心在极地地区利

（2）数据管理服务。数据管理包括数据选择、组

用仪器、卫星等工具实地采集的环境数据。而其他4个

织、描述、保存、访问、使用和评估等工作过程和实践操

平台的数据来源既包含自行研究数据也包含收集的其

作，涵盖指定标准、元数据创建和文献链接等活动[13]。

他项目或人员的数据。如EIDC既要管理和发布CEH以

EIDC和CEDA均向用户提供科学数据管理计划，EIDC

及NERC环境科学领域研究产生的数据，也要承担其他

指出数据管理计划是确保项目成果价值实现的重要步

研究项目和人员的数据管理委托。

骤，EIDC配备专门的数据管理专员，在项目之初予以指

5个平台的数据量和类型均各具规模。根据平台的

导，并在之后的工作中将管理不断调整和细化。

统计数据，CEDA包含5 000多个数据集；NGDC拥有

（3）数据检索服务。作为常规服务项目，5个平台

地球科学领域400多种形式的数据集，包括环境监测数

均根据自身数据特点向用户提 供多种检索途径和方

据，在线电子数据库（如岩石收藏数据库），钻孔岩芯、

法（如主题组合检索、专业检索式检索以及地图检索

岩石、矿物和化石数据的纸质数字资料收藏，照片扫描

等），帮助用户定位目标数据。

本和地图数据等形式；BODC拥有海洋科学领域超过

（4）数据存储服务。平台除对自行研究产生的数

2.2万个测量变量的数据集，数据类别包含声学、测深

据进行存储外，还可提供将其他机构或个人所提交数

和地形、海平面、声像学、盐度、水柱化学等。

据的长期保存服务。除PDC外，其他4个数据平台均对
外提供数据存储服务。

2.4 平台服务方式

（5）数据咨询服务。以疑问解答为目的的数据咨
询服务是发布平台的必备服务，NGDC和BODC甚至专

自然科学数据发布平台是负责收集、处理、加工信
息的机构，也是对科学数据实施管理的机构

[11]

设咨询服务岗位。

。环境

（6）数据分析服务是面向用户的高级数据服务形

科学数据发布平台的服务内容包含科学数据的收集、

式，CEDA和PDC均提供专门的数据深层分析服务，可

处理、加工和管理，服务方式包括开放数据服务、数据

根据用户个人需求定制数据。

管理服务、数据检索服务、数据存储服务、数据咨询服

2.5 平台管理政策

务和数据分析服务（见表2）。
表2 5个平台的数据服务方式

5个平台的数据管理政策大致可分为数据质量监

服务方式
平台名称

数据
管理

数据
检索

数据
存储

数据
咨询

数据
分析

NGDC

√

√

√

√

√

-

理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数据管理指导与服务，数据存储

数据质量监管政策包括制定数据管理计划、对数据管

EIDC

√

√

√

√

√

-

政策包括数据标准、元数据标准、数据保存和数据范

BODC

√

√

√

√

√

-

围，数据传播政策包括数据共享、数据引用、数据版

CEDA

√

√

√

√

√

√

权、数据安全和数据访问。

PDC

√

√

√

-

√

√

注：“√”表示存在此项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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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政策、数据存储政策和数据传播政策。如表3所示，

开放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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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提交的数据，因此除PDC外（PDC只存储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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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5个平台的管理政策
数据质量监管政策

数据存储政策

平台名称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
执行情况 指导与 数据标准
计划
的监督
服务

元数据
标准

数据传播政策

数据保存 数据范围 数据共享 数据引用 数据版权 数据安全 数据访问

NGDC

-

-

√

√

√

√

√

√

√

√

-

√

EIDC

√

√

√

√

√

√

√

√

√

√

√

√

BODC

-

-

√

√

√

√

√

√

√

√

√

√

CEDA

√

-

√

√

√

√

√

√

√

√

-

√

PDC

-

-

-

√

√

√

√

√

√

√

√

√

注：“√”表示存在此项政策内容。

研究产生的数据），其他4个平台均制定了相关数据质

量；PDC在其隐私保护政策中明确说明PDC会第一时

量监管政策，对数据管理提供指导与服务。EI DC和

间保护用户安全和隐私，绝对不会出售、出租或与第三

CEDA均要求数据提交者提供数据管理计划，计划通

方共享用户个人信息，并从安全的角度指导用户进行浏

常包括数据采集、整理、分析、存储等，是保障数据质

览器、IP、服务器等的设置。

量的重要途径

[14]

。此外，EIDC还对数据管理执行情况

3 数据发布平台内容分析

提供监督。
（2）数据存储政策。数据存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平台自有数据的存储，另一类是其他机构或个人的数

5个环境科学数据发布平台已建设得较为成熟，网

据存储。PDC仅支持本单位实地勘测和研究整理的数

站模块齐备，内容丰富。下面从基本模块、检索服务、

据存储，其他4个平台既支持本单位也支持其他机构或

浏览与导航服务、咨询/帮助服务四个角度对平台内容

个人的相关领域数据存储。5个平台均对其平台数据标

进行分析，如表4所示。

准、元数据标准和数据范围作出明确说明。如EIDC数据
标准包括数据格式，数据是否被用在同行评审出版物，

3.1 基本模块

数据是否符合收录主题，数据是否可重复利用，数据范
围不受地理位置和时间的限制，数据类型包含表格、图

5个平台在基本模块的设置上特点鲜明，可归纳

像、数据库、软件、模型等多种形式。同时，EIDC提供

为共有模块和个性模块两类。其中数据检索和数据引

专门的元数据标准指导，指明其元数据标准高于英国位

用为5个平台网站共有的模块设置。通过检索服务，用

[15]

置计划“the UK Location Programme” 的界定标准；

户可直接利用数据关键词的简单检索或高级检索功能

BODC数据存储总则对数据提交机制、数据文件格式和

直接定位所需数字资源。科学数据引用具有体现已有

文件命名、参数说明、附带元数据等均作出明确界定，

工作价值、显示已有数据价值、保证数据的可用性等

并针对其包含的11种元数据（如电流表数据、海平面数

重要意义 [16]。5个平台引用模块包含被引数据目录（标

据、水样数据、浮标数据等）存储给予专门说明。

题、作者和DOI）、引用数据集、数据引用的过程描述

（3）数据传播政策。包括数据共享、数据引用、数

等内容。除PDC以外的其他4个平台均提供数据存储

据版权、数据安全和数据访问政策，5个平台均对数据

服务。在存储模块中，各平台均发布数据存储指南，如

传播政策进行说明，其中BODC、EIDC和PDC对数据

《NGDC数据存储指南》[17]对存储数据的范围、格式、

安全作了规定。BODC规定数据所有权不受存储管理的

原则等问题进行详细说明，按照存储步骤为用户提供

影响，即数据所有权归属于数据发起人或与研究机构

网站存储导引，或通过提供存储数据模板指导用户完

保持一致；EIDC要求项目数据由管理专员负责数据的

成数据存储。

定期备份，以防止软硬件故障、病毒感染或数据丢失。

此外，不同平台也按照自身特色设置了个性化模

备份程序取决于当地情况、数据的感知价值和风险水

块。如NGDC包含数据管理和开放数据模块，数据管理

平。如果数据包含个人信息，应注意创建副本的最小数

模块对平台数据管理给予指导，开放数据模块是平台
2018年第2期（总第1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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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5个平台网站内容分析
平台名称

基本模块

数据检索、数据存
NGDC

储、数据引用、数
据管理

检索服务
数据目录检索：数据关键词简单
检索。
地图检索：利用地图中地理位置，
检索此位置相关数据信息

浏览与导航服务

咨询/帮助服务

浏览：关键词浏览（按字母字顺
A~Z）、数据集浏览（按字母字顺

邮件咨询、人 工咨询服务岗（图

A~Z）、按关键词类别浏览元数

形与数据显示咨询、数据请求和

据、按地理位置浏览数据集、按

传递咨询）

主题浏览以及目的浏览数据

数据目录检索：数据关键词简单

EIDC

数据检索、数据存

检索、高级检索（利用不同选项

储、数据引用、数

关键词和逻辑算符及其他位置算

据支持

符等构造专业的检索式）、地图

邮件咨询、现场人工咨询、网站
资源导航

帮助页 面（视 频 与 文 本 教 程 、
FAQs）

检索

BODC

数据检索、数据存
储、数据引用
数据检索、数据存

CEDA

储、数据引用、数
据 分析（数 据 模
型、定制数据）

数据目录检索：关键词简单检索、
组合检索（时间、数据类型等组合

资源导航、项目导航

现场人工咨询

选项）
数据目录检索：简单检索、高级检索。
元数据检索：关键词简单检索。
分类检索：项目、仪器、平台、计算

邮件咨询、电话咨询、传真咨询、

浏览：按照数 据集、元数 据、项

邮件咨询、电话咨询、传真咨询、

目、仪器、平台、计算等进行浏览

帮助文档

按主题浏览数据，研究项目导航

邮件咨询、电话咨询、传真咨询

数据目录检索：简单检索。

PDC

数据检索、数据管

多类型数据库系统检索：简单检

理、发现元数据、

索、组合检索。

数据引用和出版

元数据检索：关键词简单检索和
高级检索

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数据的集合；EIDC专门设立数据支

国家、文件格式等多个选项，供读者组合检索；PDC将

持模块对平台的科学数据管理计划及其监督机制给予

数据搭建为不同的数据系统，如发现元数据系统、南极

详细指导和说明。

数据系统、大气数据系统、极光边界图像数据库和极地
航空地球物理数据门户等，分别提供检索服务。

3.2 检索服务

除数据检索外，NGDC、CEDA、PDC还提供发现
元数据的简单或高级检索服务。对于检索结果，5个平

检索服务是用户定位目标数据的直接手段。数据

台均要求访问者注册为系统用户方可下载数据，并且存

目录检索是5个自然数据平台均可提供的检索服务。在

在一部分受限和须付费购买的数据，用户可通过有效

数据目录中，利用数据关键词进行搜索，以确定目标数

身份认证对限制数据提出申请，申请通过后才可访问

据。除目录检索外，由于平台数据类型、数据开放形式

数据。

等因素不同，各平台可提供的其他检索方式相差较大，
有些平台仅提供简单检索，有些平台则提供多种复杂

3.3 浏览与导航服务

检索方式（多主题检索、检索式检索等）。
NGDC的目录检索只有一个简单检索的检索框，检

数据浏览和资源导航功能是用户快速了解平台资

索精准度不高；而EIDC提供不同选项（主题、机构、作

源和服务的有效途径。5个平台结合自身数据类型、数

者、日期等）和逻辑算符（与、或、非）及其他位置算符

据开放形式等因素，提供不同程度的资源浏览和导航

等高级检索方式；BODC的检索界面包含时间范围、数

服务。如NGDC提供数据关键词字母字顺浏览、数据集

据类型、参数选择、项目、平台、仪器、水深、仪器深度、

字母字顺浏览、元数据关键词归属类别浏览、数据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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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浏览、主题（如3D建模、土地利用规划、地震、

英国环境领域数据发布平台发展现状与内容剖析

据来源可靠且稳定。

能源等）浏览以及目的（施工、挖掘、引流、农业、栖息
地分析等）浏览；PDC将南极数据系统的数据按照冰

4.2 服务内容丰富多样

雪、臭氧、气候、地图和地名等主题排列，用户可按主题
浏览数据。

平台数据服务的内容不仅代表平台当前服务现状，
也代表平台今后的服务发展方向。经过不断的动态调

3.4 咨询/帮助服务

整和完善，5个平台可提供的数据服务内容已涵盖数据
生命周期的多个环节，不仅包括数据存储咨询、数据发

咨询/帮助服务是5个数据服务平台共有的服务项

现支持、数据标准指南等咨询型服务，还包含开放数

目，能够及时解答用户在获取数据、存储数据和使用

据、数据处理、数据搜索（数据定制）、数据分析和数

数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目前5个平台提供的咨询服

据管理等技术型服务。同时，5个平台还根据自身特点，

务多样，包含邮箱咨询、电话咨询、人工现场答疑、网

提供特色服务。如CEDA考虑到用户对不同层次数据

页FAQs、各类入门和使用视频教程、用户手册等。如

需求，为注册用户提供深层次数据检索、分析和定制服

NGDC在数据部门下设专职人工咨询服务岗位，专门解

务；EIDC在提供帮助用户制定科学数据管理计划服务

答用户在图形与数据显示与数据请求传递等方面的问

的同时，还对计划的实施提供监督和指导。

题，并在每一个具体服务页面下方提供不同咨询邮箱；

科学数据的管理政策涉及数据存储、数据质量监

EIDC在提供邮箱咨询的同时，配以专门的网站帮助页

管和数据传播等多个方面，5个平台科学数据管理政

面，页面中包含不同问题的回答集锦、存储数据的使用视

策制定得较为齐备，从数据存储标准、元数据标准、数

频、数据教程下载、扩展功能介绍和用户注册流程等。

据类型范围到数据管理计划和监督，以及数据共享、
发布和出版，均作了详细的政策文件导引。如EIDC的

4 数据发布平台建设内容总结及启示
5个英国自然科学数据发布平台是国际上相对成熟
的建设范例，无论是服务方式、管理政策还是网站内容

《EIDC数据管理计划指导手册》[22] 和《EIDC元数据
指导手册》[23]，BODC的《BODC数据存储总则》[24]，以
及CEDA的《CEDA数据存储步骤》[25]等，有效地保证
了发布平台各环节工作的开展。

配置方面均具有借鉴价值，可以为我国科学数据平台

4.3 具备明确的权利责任机制

建设提供经验参考。

4.1 数据来源与经费来源渠道稳定且可持续

数据发布平台涉及数据的收集、保存、管理、发布
等一系列环节，明确的权利责任机制将有助于各环节的

平台的数据来源渠道主要有政府部门或基金会的
[18]

实施和完善。明确权利责任机制不仅包括对用户和机构

资助、高校或研究机构的资助以及私营部门的捐赠 。

的权利责任限制和说明，也包括数据服务机构对其内部

相比而言，前两种资助渠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高。

职位权利责任的部署。

本文调研的数据平台均受NERC资助。很多受到政府

对用户和机构的权利责任限制和说明如B O D C

部门、基金会、科研机构等资助的数据平台都是基于

要求用户存储数据前，同意其权利义务条款，具体包

该基金会或科研机构所资助的研究项目数据搭建起来

括：①确认本人是数据发起人或获得数据发起人的许

的

[19]

。如作为科研资助机构，NERC于2011年发布科学

数据政策

[20]

可，同意BODC数据存储条款；②数据所有权归属与

，要求受NERC资助的科研项目，其科学数

数据发起人或研究机构保持一致；③通过授予BODC

据必须得到长期保存，在数据中心的说明页面明确规

许可以存储数据，保证数据永久存储于BODC，并满足

定NERC资助的自然科学类项目的数据必须存储到由

BODC数据政策规定的数据使用和重复使用条款；④授

其资助搭建的相关类别的自然数据发布平台中

[21]

；同

予BODC将数据格式转换为其他便于保存和访问的格

时，数据发布平台的数据支持单位也是数据来源的重

式。对其内部职位权利责任的部署如NGDC设置专门

要保障，如BGS和CEH均是平台的数据支持机构，数

的数据服务部门，提供数据服务经理岗位，并详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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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内容，包括管理BGS提供和传递的数据项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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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natural science data were produced by instrumental observation, experiment, exploration and simulation, and which has great valu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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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论坛》在2016年度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中喜获佳绩
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联合书报资料中心研制的2016年度复印报刊
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于2017年3月28日正式发布。
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期刊”全文转载排名中，
《数字图书馆论坛》转载率位列第15名，
综合指数位列第20名。
该排名根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近100种学术系列期刊在2015年度转载的学术论文数据，从转载量、
转载率、综合指数三个维度对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和教学科研机构进行统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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