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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出版是推动科学数据共享的重要手段，对中美地理科学数据出版平台进行调查研究，可为我国科
学数据出版平台建设提出具有借鉴意义的发展建议。本文选取中美8个具有代表性的地理科学数据出版平台作为
研究对象，从数据出版的数据提交、同行评审、数据发布和永久存储、数据引用以及影响评价这5个基本环节展开
调研，提出我国地理科学数据出版平台发展建议：制定“全流程”政策、建立详细提交流程、完善数据评审体系、
构建规范数据发布标准、保障科学数据知识产权、扩大数据质量反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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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是科研活动重要内容和主要产物 [1]，对

数据出版模式有很多种，但仍可归为3种模式，即

科学数据进行出版，在有效避免重复劳动、防止学术造

独立数据出版模式、作为论文关联和辅助资料的出版

假、提高数据发表者知名度的同时，能够促进数据共享

模式以及数据论文出版模式[6]。这些出版模式主要借助

和重用，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的发展。数据出版也是解

于数据仓储、机构库以及期刊自行发表3种方式对外公

决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和推动数据广泛共享难题的有效

布，其中以数据仓储和机构库为数据出版形式的数据

[2]

机制 。因此，科学数据出版逐渐引起各个国家的高度

质量、数据规范性最强。相关学者对数据出版平台进行

重视。2018年，一批国家科研资助机构推出cOAlition

了研究，段青玉等 [7] 根据FAIR原则调研了人文社科的

S计划；2019年5月31日，cOAlition S发布了修订的开放

平台，总结出数据出版平台需要从5个方面实现数据的

获取Plan S和实施指南，并指出自2021年起，所有由地

利用；王丹丹[8]对数据管理的技术平台进行调研，总结

区、国家、国际研究理事会和资助机构提供的公共或

出平台的基本功能和用户体验要求；秦顺等[9]对欧美14

私人资助的学术出版物，必须在开放获取期刊、开放获

个数据出版平台的5个方面展开调研，并针对各方面要

取平台上出版，或通过开放获取知识库立即提供，而不

素归纳其服务特点。但我国还没有对某一学科领域的

[3]

受封禁 。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科学数据出版平台

数据出版平台建设情况进行针对性研究。随着地理信

建设，如2014年我国创建了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

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的不断发展[10]，关于地理数据的

版系统，被科学技术部称赞为“中国科技数据共享新

出版平台建设也在不断完善。因此，本文就中美地理科

[4]

的里程碑” ；2017年我国创建了地质科学数据出版中

学领域的数据出版平台情况展开调研分析，以期为我

心，它是集元数据、实体数据、论文关联一体化出版的

国科学数据出版平台服务建设提供启示。

数据平台；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科学数据管理
办法》，其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科学数据出版和传播
工作[5]。我国的科学数据出版和传播活动开始逐渐步入
正轨。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美国科学数据出版平台服务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本研究得到黑龙江大学校级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服务体系构建”（编号：YJSCX2020-128HLJU）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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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丰富，因此本文以美国创建的地理数据出版平

（网络通用数据表单）为另一种数据提交格式，该格式

台为对比研究对象。为了使选取的数据出版平台具有代

具有自我描述性、随身携带性、可扩展性、可追加性、可

表性，以已在科研数据知识库注册目录系统（re3data.

分享性等特点，支持创建、访问和共享面向阵列的科学

org）注册的平台为样本，以平台创立时间、合作机构、

数据。而我国地理科学数据出版平台对数据描述内容、

存储数据量、数据更新速度为主要依据，选取以下平

数据格式要求较为单一。

台。主要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USGS）、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2.1.2 数据提交方式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美
国地热数据系统（National Geothermal Data System，

为了保证数据的严谨性，8家地理科学数据出版平

NGDS）和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National Snow and

台在数据提交之前，都需要完成平台的注册登录。在

Ice Data Center，NSIDC）四大典型性代表平台。国内方

数据提交过程中，USGS要求提交者根据相关调查表

面，经过文献阅读和网络调研，选取我国的全球变化科

收集元数据内容，或者根据元数据创建工具收集元数

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

据，收集的数据通过USGS元数据解析器或Microsoft

平台、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及中国南北极数据中心进行调

XML记事本验证元数据是否创建正确，创建正确方可

研分析。

提交。NOAA对数据集提交的大小有一定规范，数据集
小于20GB，要求使用Send2NCEI（S2N）在线工具记录

2 调查结果分析

并提交数据；数据集大于20GB，要求提交至用于档案
馆藏的高级跟踪和资源工具（Advanced Tracking and

数据出版不是简单的数据发布，而是包括数据提

Resource Tool for Archive Collections，ATRAC）中。

交、同行评审、数据发布和永久存储、数据引用、影响

NGDS要求数据提交者根据给定信息交换方案的标准

评价5个基本环节

[11]

。下文据此对中美8家地理科学数

据出版平台的发展情况展开网络调研。

文件填写信息，并在指定网页对文件进行验证方可提
交。我国四大地理科学数据出版平台中数据提交方式
都是以网页形式填写数据集相关信息并进行提交。

2.1 数据提交

2.2 同行评审

2.1.1 描述数据

同行评审主要是对数据内容进行评审，科学数据
为提高科学数据的利用价值，数据提交者在提交

出版中的数据评审主要包括科学性、技术性以及监护

数据时对数据进行规范性、完整性描述。其中，全球变

性3种评审维度[13]。科学性评审主要体现在对数据内容

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和NSI DC做出了很好的规

的准确性、真实性等进行评审，技术性评审主要体现在

范，数据描述包括标题、关键词、摘要、相关图表、文件

对数据及元数据的质量进行技术评审，监护性评审主

格式、资料收集方法等要素，并进行了字符长度规范，

要体现在对数据以外的相关文档进行管理和评估。美

如数据集标题不可超过85个ASCII字符等。为使数据

国数据出版平台在这3种数据评审维度中有较好的体

使用者了解数据存在的价值，平台要求填写数据的可用

现。其中NOAA规定了信息质量和传播前的审查标准，

性说明，包括数据提供的内容、背景、潜在应用程序和

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效用、完整性和客观性。信息质量是

参数等的概述。地理科学学科的数据格式有很多种，如

传播前审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是NOAA收集信息

GIF、JPG、TIFF等，但这些格式结构简单，无法存放更

的组成部分，并已纳入《减少文书工作法》（PR A）要

多有用信息。NOAA和NSIDC选择HDF作为数据提交

求的审批流程中，以帮助提高NOAA向公众传播信息

格式之一，它具有的异构性、跨平台性、简单分享性等

的质量。为了更加准确收集信息，NOAA采用数据收集

特点，使存储不同类型的图像和数码数据的文件格式，

和相关培训等方法对数据进行有效监管，并使用一级

可以在不同类型的机器上传输，同时还有统一处理这

或二级标准、基础工程和科学方法对仪器进行校准，

种文件格式的函数库
68

[12]

。USGS和NOAA选择net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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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满足目标用户的要求。为了避免数据存储过程中存

中美地理科学数据出版平台研究

张玲玲，陈媛媛

在丢失，NOAA会对标准操作程序（SOP）进行定期审

据都必须经过审查和批准，从而确保数据的完整性、真

查和修改。为了保证数据的规范性，NOAA提供了DMP

实性、准确性和有用性；⑥可接受的数据存储库，发布

Tool、DMP Editor等工具，对如何获取或收集数据、数

的数据的位置应该是USGS“受信任的数字存储库”的

据收集的时间以及预算、如何对数据进行质量检查、数

组成部分；⑦数据提交者发布的数据必须通过USGS

据如何存储，以及访问和保护等问题进行详细的管理

科学数据目录向公众和科研社区共享。为了使数据利

规划。在同行评审相关政策中，USGS和NOAA皆采用

用者快速了解并获取平台信息，8家数据出版平台中有5

了美国管理和预算局（OMB）所发布的同行评审信息

家选择以API的形式进行科学数据交互（见表1），其中

质量公报（Final Information Quality Bulletin for Peer

USGS选择REST风格（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14]

Review） ，该公报规定了科学信息何时需要同行评审

表述性状态传递）进行数据描述和数据交互。RESTful

的最低标准，以及各机构在不同情况下应考虑的同行评

API具有统一接口URL，能够基于HTTP协议实现多种

审类型，提出同行评审计划应建立一个透明的过程，包

格式的数据调用，极大地扩展了科学数据出版的覆盖

括对同行评审计划的网络可访问描述。在决定何种类

面，有助于科学数据的永久存储[9]。我国的全球变化科

型的同行审查机制适用于特定的信息产品时，该公报要

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

求机构应考虑个人审查还是小组审查，同行评审时间，

务平台、国家气象信息中心选择了自主研发框架进行科

审查范围，审稿人的选择，信息披露和归因，公众参与

学数据交互，这为数据交互和共享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评论，审稿人意见的处理，以及事先的同行审查是否充

而选取作为统一规范路径的API接口对数据进行标识、

分等问题，关于审稿人在审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冲

关联与交互可有效避免这一障碍。

突进行了详细的规避措施阐述。
我国4家地理科学数据出版平台中，只有全球变化
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对同行评审内容进行了阐述，且

表1 数据出版平台数据交互、数据标识、许可协议调查表
平 台

于2014年起草了《科学数据DOI注册与发表同行评议
规定和评议表》[13]，评审的内容包括数据集的产权是否
清晰，实体数据内容与数据论文阐述是否一致，实体数

数据交
互方式

数据标
识符

许可协议

-

DOI

CC BY 4.0

-

DOI

-

-

-

-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
数据出版系统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

据在内容或格式上是否具有智力投入，实体数据的质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量是否符合误差小于10%原则，以及引用他人数据记录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是否符合小于10%原则等，在诸多方面确保了数据的质

中国南北极数据中心

SOAP

-

CC、CC BY 3.0

量 。但在管理员对数据技术性评审和监护性评审方面

USGS

REST、APIS

DOI

Public domain

缺乏相关审核制度。其他3个出版平台都采用内部评估

NOAA

FTP

DOI

Public domain

的方式进行同行评审，并未给予对外公布。

NGDS

other

URL

[2]

2.3 数据发布与永久存储

NSIDC

FTP

DOI

CC、ODC、
OGL、other
CCO、other、
Copyrights

美国地理科研数据出版平台建设时间较长，平台
数据服务较为成熟。其中USGS要求需满足7个要素
方可发布数据：①数据管理计划（Data Management

2.4 科学数据引用

Plan，DMP），USGS要求对于每个项目都需要制定数

数据引用是数据出版的关键环节，是保障数据作

据管理计划，该计划应在开始项目工作之前编写，并在

者与管理者数据权益的有效方式 [15]。截至目前，应用

整个项目中进行更新；②科学数据格式确定，通过确保

最多的数字标识符有DOI、URL、OpenURL等。从表1

数据提交者的数据采用开放格式，以保证数据使用寿

可以看出，大部分数据平台的数据引用方式选择DOI，

命；③符合FGDC的元数据标准；④USGS数据对象标

DOI具有唯一且永久命名、解释链接、多重解析、唯一

识符（DOI），在USGS中发布的所有数据都必须具有

标识符、点击即链接、元数据和链接地址可更新、元数

DOI；⑤数据和元数据审查，USGS要求发布的任何数

据/DOI可查询等特点，数据标识贯穿数据出版整个过
2020年第10期（总第1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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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数据出版过程中可做到版权保护，对数据资源的
可信度和质量做到有效保障，因此，DOI的应用和研究
也是最为广泛的[16]。

3 我国科学数据出版平台发展建议
我国的科学数据出版平台建设较晚，但随着人们

阻碍数据出版主要体现在数据共享与知识产权保

的数据共享意识不断提升，该领域的发展引起国家和

护这一矛盾，建立共享协议有助于解决这一突出问题。

科研机构的高度重视，并在数据出版领域做出了有益

由表1可知，除了USGS和NOAA放弃版权将数据完全

探索。例如，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在联合国

公布到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以外，大部分平台采

大会中得到了一致肯定，并一致认为其是发展中国家实

取CC BY、CCO共享协议，十分重视科学数据在出版过

现科学数据共享可借鉴的实践案例，其通过互联网实

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同共享协议有不同的优点，若

现科学传播和公益性共享的机制为科学数据知识产权

原始数据采用的是CCO和CC BY许可协议，其数据可

保护和数据共享这一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

采用CC家族的任意类型许可协议，其中CC BY4.0版本

用。但从整体而言，我国数据出版平台实践较为薄弱，

具有较好的兼容性，这将极大地促进了数据的利用、重

需要进一步吸取美国等国家数据出版平台建设所积累

[17]

用和创造性使用 。

的经验。

2.5 科学数据影响评价

3.1 制定“全流程”政策

对科学数据进行影响评价具有两种目的：一是让

数据出版过程面临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知

数据使用者直观评判数据质量；二是将评价指标纳入

识产权是否能得到有效保护直接影响科研工作者数据

科研成效评价指标中，激励科研人员主动参与数据出

共享意识。因此，为使数据出版流程更加顺利，制定贯

[11]

。NOAA可允许数据访问者对发

穿科学数据出版流程的规范化科学化政策尤为重要。

布的数据进行星级评价，用户可通过星级分数来了解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的颁布，打破了我国科学数据

数据发布的质量。值得关注的是，为了使平台建设更加

无法可依的局面，为我国数据共享的出版和引用提供了

完善，NOAA提供了平台反馈，点击反馈链接可进行填

方向，但其对具微观的层面还有待加以完善和优化[19]。

写网站客户满意度调查问卷 [18]，内容为对网站整体印

无论国内、国外，数据出版都处于尚在探索的阶段，建

象、信息组织、寻找特定信息难易程度、改善网站意见

立一个多样互补的数据出版模式，并对数据出版模式

等相关问题进行调查。NOAA、USGS、NGDS、NSIDC

流程中数据提交、同行评审、数据发布和永久存储、数

4个平台都与社会媒体进行合作，其中USGS合作的社

据引用及影响评价各个环节制定详细细则，明确规范

会媒体较多，如Google、github、Facebook、youtube、

化、标准化的多方主体合作机制，推动科学技术与服务

TWTTER、FLICHR、instagram等，使科学数据可进行

理念持续为科学数据出版平台服务。

版与数据共享过程

广泛地分享，这不仅可以使更多数据得到重用，还可以
加快数据影响评价速度，从而识别优质数据，增强科

3.2 建立详细提交流程

研人员知名度，进而提高科研人员的共享意识。
我国地理科学数据出版平台除了全球变化科学研

规范数据提交格式是实现科学数据出版的前提条

究数据出版系统以外，其他出版平台对发布的科学数

件。不同学科的数据存储格式不同，因此在设置在线提

据可进行星级评 价（共分为5个等级，依次为非常满

交系统中需要设有合适的样例来完成此项工作 [20]。在

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其中，国家气象

数据提交流程中要十分注重以下环节：①数据的描述，

信息中心和中国南北极数据中心的数据可分享到微信、

清晰地数据描述有助于数据利用者对数据的理解和重

微博等社交媒体上。4个出版平台都可通过数据访问次

用，因此对数据的描述应详细包括数据的标题、关键

数、下载次数、引用次数了解数据质量。国家地球系统

词、摘要、相关图表、文件格式、资料收集方法等，对于

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皆建立了

相关描述信息可进行适当的字符限制以免过于冗长，

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地分享最新的地理科学数据，以供

NSIDC对数据描述做出了很好的规范；②可用性说明，

数据使用者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包括介绍数据提供的内容、背景、潜在应用程序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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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概述；③数据提交验证，可通过创建元数据解析

量控制，数据发布之后进行影响评价可扩大数据发布

器对提交的数据进行验证，数据验证成功方可提交，

者影响力及数据的重用。美国为了使科研数据得到广

这样将减少大量人力物力，提高数据出版流程速度。

泛的推广，与各大社会媒体合作，如Google、github、
Facebook、youtube等，使数据可随时转发到各大媒体

3.3 完善数据评审体系

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以供更多专业人士参考和评价。为
了提高数据出版平台的用户体验，NOAA提供了反馈链

我国在数据评审过程中，在学习借鉴全球变化科

接并对用户进行网站满意度调查。我国也应积极与各大

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平台的科学性评审的同时，也应该

媒体合作，实现与百度、微信、微博、QQ等各大媒体平

加强技术性评审及监护性评审。科学数据的同行评审

台合作，不断提高数据的影响价值，并将科学数据列入

是产生科学性数据的重要保障，一些工具和过程可能

科技成果体系，使科学数据成果列入科研人员对科学

有助于快速、便捷地开展数据同行评审

[21]

，如USGS创

贡献的评价体系，提高科研人员数据共享意识，促进更

建了DMP Tool、DMPEditor、ezDMP、Microsoft Word

多优质数据得到共享，如此循环，推动科学数据出版持

Templates、Google Forms等工具，极大地简化了同行

续健康发展。

评审过程

[22]

。我国科学数据出版平台也应根据数据本

身性质创建审核工具，提高评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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