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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的出版与意义

Part 1



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下，科研本身对数据质量提出
更高的要求

Tony Hey, Stewart Tansley, and Kristin Tolle. 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

背景：科学数据的出版与意义

• 数据驱动的知识发现成为第四种科学研究范式[1] ；
• 科学数据是科研工作的重要产出，也是战略资源
• 科学数据已成为科技界的“一等公民”
• 科研中的验证、重用和创新要求科学数据应具有一

定的科学意义
• 应提供有效的数据开放享和重用机制 Difficult to discover

Difficult to access

Being lost



研究机构加强制定Data Policy  鼓励/要求对数据开放共享

背景：科学数据的出版与意义

This indicator covers the types of mandates established by research funders concerning data 

archiving, as displayed in the Sherpa-Juliet database

http://v2.sherpa.ac.uk/view/funder_visualisations/1.html


迫切需要科学数据进入学术交流

英国皇家学会: 科学是开放事业.[OL].[2012-06-21]. 
http://royalsociety.org/policy/projects/science-public-enterprise/report/..

背景：科学数据的出版与意义

• 数据是检验科学研究价值的天然试金石
• 可以支持科学研究的可重复验证，提高可性度，保持

科研活动“自我纠正”（Self-correction）特性
• 支持对科学数据的共享与重用
• 有效促进科学数据管理

Responsibilities
1-2 Scientists
3.Research institutions & Universities
4.Publishers
5.Funding agencies
6. Scholarly societies and academies
7. Libraries & Repositories
8. Boundaries of openness
Enabling practices
9.Citation and provenance
10. Interoperability
11. Non-restrictive re-use
12. Linkability

v. Publisher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make data 

available to reviewers during the review process, 

to require intelligently open access to the data 

concurrently with the publication which uses them, 

and to require the full referencing and citation of 

these data. Publishers als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make the scientific record available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through the open provision of metadata 

and open access for text and data mining.

http://royalsociety.org/policy/projects/science-public-enterprise/report/


科学数据纳入到学术出版体系中，需健全数据质量控制和评议标准

背景：科学数据的出版与意义

• 数据出版与发布是数据生命周期中的重要一环、数据应在其生命

周期中得到有效管理，从而保证完整可靠，包括数据本身和所有

涉及数据管理的各种步骤

• 期刊论文作为科研活动的主要成果，一直是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

的主要方式

• 科学数据作为重要的科研成果已被纳入学术出版体系，加快了

科学数据的传播利用

✓ 期刊提出了明确的数据政策,要求作者发表论文时提供支撑数

据，以增强研究成果的可验证、可重复性

✓ 专门出版科学数据的期刊形态出现



Journals' policies on open data

https://ec.europa.eu/info/research-and-innovation/strategy/goals-research-and-innovation-
policy/open-science/open-science-monitor/facts-and-figures-open-research-data_en

数据共享
政策级别

主要策略

弱 鼓励作者共享

次强 支持作者共享，并提供
可用声明，可提供评审

强 (强制)要求提交数据并需
经过同评

(Vasilevsky，2017年)

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制定期刊数据政策，鼓励提交科学数据
一些权威期刊还将数据开放与共享作为论文发表的前提

背景：科学数据的出版与意义

https://ec.europa.eu/info/research-and-innovation/strategy/goals-research-and-innovation-policy/open-science/open-science-monitor/facts-and-figures-open-research-data_en
https://peerj.com/articles/3208/


https://www.cos.io/blog/the-landscape-of-open-data-policies

传统学术期刊中的数据政策要点 TOP Guidelines

https://www.cos.io/blog/the-landscape-of-open-data-policies


TOP Factor:反映研究透明度和可重复性的期刊政策指标

• 开放科学中心（COS）推出了TOP Factor，对期刊政策进行评估，以

评估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透明性和可复制性这一核心学术规范。

• TOP Factor主要基于透明度和开放性促进（TOP）指南 ，这是一个

由八个标准组成的框架，该框架总结了可以提高研究透明度和可重

复性的行为，例如数据，材料，代码以及研究设计，预注册和复制

的透明度。例如，对于数据透明性标准：

• 0：表示期刊策略不符合该标准

• 1：表示该策略要求作者公开数据是否可公开访问

• 2：表示该策略要求作者公开数据。除非它符合例外条件（例如

敏感的健康数据，专有数据），否则可以访问。

• 3：表示该政策同时包括数据与论文中报告的发现的对应性的要

求和验证过程。

https://www.cos.io/about/news/new-measure-rates-quality-research-journals-policies-promote-transparency-and-reproducibility

http://cos.io/top/
http://cos.io/top/
http://cos.io/top
http://cos.io/top/
https://www.cos.io/about/news/new-measure-rates-quality-research-journals-policies-promote-transparency-and-reproducibility


• 激励研究人员共享数据

• 告知内容已可用，并在永久位置证明其可访问性。

• 当前，有 67 种期刊提供了开放式科学徽章协议服务

开放科学徽章：Open Science Badges

对这部分内容也会进行单独的Peer Review

开放数据：作者为每个开放数据徽章应用程序完成两个公开项目：

1.提供URL，DOI或其他永久路径，以访问公共，开放访问存储库中

的数据。

2.是否有足够的信息供独立研究人员重现报告的结果？如果否，请

解释。

https://www.cos.io/badges
https://osf.io/tvyxz/wiki/2.%20Awarding%20Badges/

https://www.cos.io/badges
https://osf.io/tvyxz/wiki/2.%20Awarding%20Badges/


科技论文出版与科学数据共享
国内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日益向好，助力中国科技期刊卓越前行

2018.04.02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国办发〔2018〕17号

第十九条 政府预算资金资助形成的科学数据应
当按照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的原则…

第二十二条 主管部门和法人单位应积极推动科
学数据出版和传播工作，支持科研人员整理发表
产权清晰、准确完整、共享价值高的科学数据。

第二十三条 科学数据使用者应遵守知识产权相
关规定，在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专著出版等工
作中注明所使用和参考引用的科学数据。

2020.02.17

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
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

科技部印发

强化分类考核评价导向…
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动，注重评
价…科学数据、科技报告、软件等标志性成果
的质量、贡献和影响，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
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十二) … 论文等科研成果发表后1个
月内，要将所涉及的实验记录、实验
数据等原始数据资料交所在单位统一
管理、留存备查 … 

2019.06

国科发基〔2019〕194 号

国家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名单
国家基础学科公共科学数据中心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2019.07

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
与开放共享办法（试行）

2019.02

中科院
科研人员：支持学术论文的数据应提交到DR并开放共享
院署期刊：建立论文数据汇交机制
院署法人：确保论文关联数据的汇交及管理
国外期刊发表论文：国家资助的科学数据完成的论文，发
表前需将数据提交法人单位或中科院数据中心统一管理。

2018.7 国标委正式实施

《科学数据引用》国家标准



科技论文关联数据仓储及应用服务建设

主要涉及：

⚫ 制定我国科技期刊支持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与标准规范。

⚫ 构建面向科技期刊的科学数据仓储及应用服务平台，为科技期刊提供

科学数据存储管理和开放共享服务

✓ 支持为科技期刊出版提交多种数据格式的科学数据集

✓ 支持数据集的审核；

✓ 支持数据集的规范化引用；

✓ 支持数据集与期刊论文的关联；

✓ 提供对数据集揭示发现、使用计量等；

⚫ 优先选择中国科协主管期刊和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支持期刊开

展应用示范

服务我国科技期刊论文发表中的科学数据提交、仓储
提升科研的可检验、可重复性，促进科研数据的共享

中国科协，2020-04-20

http://www.cast.org.cn/art/2020/4/20/art_91_119106.html

http://www.cast.org.cn/art/2020/4/20/art_91_119106.html


科学数据的共享、出版与质量要求

Part 2



2.1 数据出版模式

数据
Publishing

BY

作为论文的
辅助材料出版

独立数据出版 数据论文
数据作为出版物本身

张晓林, 沈志宏, 刘峰. 科学数据与文献的互操作[M]// 
CODATA中国全国委员会编著.大数据时代的科研活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149～158
Lawrence, B, Jones, C., Matthews, B., Pepler, S., Callaghan, S. 
(2011). "Citation and Peer Review of Data: Moving Towards 
Formal Data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uration6 (2): 4–37. doi:10.2218/ijdc.v6i2.205.

附属于出版物的数据发布

不依赖出版物的数据发布
在数据存储库存储发布

http://www.ijdc.net/index.php/ijdc/article/view/181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object_identifier
http://dx.doi.org/10.2218/ijdc.v6i2.205


Publications with 
data

数据出版物

Processed Data and data 
representations

处理过的数据和数据表示

Data collections and structured datasets 

数据收集和结构化数据集

Raw data and data sets 

原始数据

Data in drawers and on researcher 

harddrives

研究人员自行存储的数据

Data referenced in research articles and available in 

repositories

存储库中可用的数据，可被引用
Data publications，describing available datasets

数据出版(的数据集)

Data published in research article

研究文章发表的数据

Enhanced data explanation in supplementary files

附加文件中的数据说明

2.2  科学数据与出版

Tony Hey, Stewart Tansley, and Kristin Tolle. 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
Source: Eefke Smit, Opportunities for Data Exchange, Data Enters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October 2011, adapted from Jim Grey

More Info，More Detail



2.3 FAIR Data Principles

数据溯源

数据引证 动态关联

GUIDING PRINCIPLES FOR FIND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AND RE-USABLE DATA PUBLISHING VERSION B1.0
[EB/OL].https://www.force11.org/node/6062

智能开放



不同模式下
科学数据的出版评议现状分析

Part 3



数据出版模式实践案例

作为论文的
辅助材料出版

独立数据出版 数据论文



3.1 科学数据存储库

This indicator includes the research data repositories included in Re3data （Oct.21 2019）

https://ec.europa.eu/info/research-and-innovation/strategy/goals-research-and-innovation-policy/open-science/open-science-monitor/facts-and-figures-open-research-data_en

http://www.re3data.org/
https://ec.europa.eu/info/research-and-innovation/strategy/goals-research-and-innovation-policy/open-science/open-science-monitor/facts-and-figures-open-research-data_en


Bruce, T.R., Hillmann, D.: Metadata in Practice, chap. The continuum of metadata quality: defining, expressing, 

exploiting, pp. 238–256. ALA Editions, Chicago, IL (2004)

Quadt F，Düsterhus A, H02ck H, et al. Atarrabi - A Workflow System for the Pub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Data[J]. 

Data Sci J, 2012(11):89-109.

3.1  独立数据出版中的数据质量评议

主要形式包括:

• 政府数据中心

• 国家研究机构数据中心、

• 学科领域专业数据中心

• 公共数据存储库等。

一般对所存储的数据质量评议由数据存储库

管理员执行，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审查。

可访问

可查找

可重用

可理解



https://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wp-content/uploads/2019/04/Author-Services-Data-sharing-policies.pdf

3.2  传统学术期刊的数据共享政策和评议

可访问

可查找

可重用

可理解

https://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wp-content/uploads/2019/04/Author-Services-Data-sharing-policies.pdf


https://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wp-content/uploads/2019/11/Basic.pdf

https://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wp-content/uploads/2019/11/Basic.pdf


3.3  数据论文

• 数据论文（Data Paper）是一种开放访问并经过同行评议的出版物，对具

有科学价值的数据集进行描述，结合传统期刊论文内容和结构化描述模式，

使数据更具发现性、引用性、解释性和重用性。

• 数据论文应当提供论文描述的数据集细节，包括：

• 数据集收集、加工处理方法

• 数据质量评估和验证的方法

• 便于理解和使用数据的相关信息等

但，

• 不包含新的科学假设。

发现性

引用性

解释性

重用性



3.3.1  数据论文 vs 传统学术研究论文

• 形式

• 规范出版

• 同行评议

• 可被引用

• 内容

• 原创原则

• ...

• 目标

• 科学交流传播

• 研究积累

• ...

相似 不同
 形式

⚫ 关联实体数据、评审

 内容

⚫ 不强调观点创新

⚫ 不做推演分析

⚫ e.g.数据分析——论文；数据描述—

—数据论文

 目标

⚫ 数据共享与重用

⚫ 学术认定与验证

⚫ 评价机制



Scientific Data

实验严格性和技术数据质量
数据是否以严格且方法合理的方式生成？
是否根据需要通过技术验证实验以及对数据质量或错误的统计分析
这些数据的深度，覆盖范围，大小和/或完整性是否符合作者所描述的研究问题？
说明的完整性
是否充分详细地描述了方法和任何数据处理步骤，以允许其他人重现这些步骤？
作者是否提供了其他人重用此数据集或将其与其他数据集成所需的所有信息？
该数据描述符与任何存储库元数据结合在一起，是否与相关的最低限度信息或报告标准一致？
数据文件和存储库记录的完整性
数据文件是否完整，是否与数据论文中的描述匹配？
这些数据文件是否已存放在最合适的可用数据存储库中？

https://www.nature.com/sdata/policies/for-referees#writing-review

3.3.2  典型数据期刊中的数据评议要点

在Scientific Data 发表的标准，基于生成数据的过程的技术严谨性，数据的重
用价值以及数据描述的完整性。同行评审过程不应基于与数据集相关的发现的
感知影响或新颖性，而始终专注于数据质量和可重用性。通过发布，将使数据
集与现有社区标准保持一致，并且在发布数据描述符后需要完全发布研究数据。

https://www.nature.com/sdata/policies/for-referees#writing-review


GigaScience

• GigaScience对数据可用性，许可，文档和测试有严格的要求

• 编辑政策和报告标准指南 Minimum Standards of Reporting Checklist

• 在GigaScience发表的标准，主要取决于数据质量和实用性以及所有数据

分析得出的生物学结论的正确性，而不是对其直接影响的主观评估：

https://academic.oup.com/gigascience/pages/reviewer_guidelines

• 研究背景
• 收集和整理数据
• 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及工具声明及可用性
• 提供行业公认标准说明（如提供登记号 fairsharing或

链接）
• 数据、软件等的许可及使用
• 数据完整且质量可控并验证
• 结果的相关性

• 方法的适用性和描述详尽
• 方法的优缺点
• 论文格式（遵循期刊要求 包括代码等其

他平台的管理系统）
• 论文书写质量
• 论文修改情况
• 道德伦理批准或其他竞争利益

3.3.3  典型数据期刊中的数据评议要点

https://academic.oup.com/gigascience/pages/editorial_policies_and_reporting_standards
https://academic.oup.com/gigascience/pages/reviewer_guidelines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ESSD)

https://www.earth-system-science-data.net/peer_review/interactive_review_process.html

1.论文内容审读：提供的数据和方法是否新？数据将来有用吗？方法和材料
是否详细描述？是否有对其他数据集或文章的引用/引用缺失或不合适？
2.检查数据质量：是否可以通过给定的标识符访问数据集？数据集是否完整
？是否给出了错误估计和错误来源（并在本文中进行了讨论）？准确性，
校准，处理等是否处于最新状态？是否使用通用标准进行比较？
3.考察文章和数据集：是否存在任何不一致之处，或者存在明显的问题。如
果可能，进行测试（例如统计）。
4.检查元数据质量：数据集是否可以以当前格式和大小使用？元数据是否合
适？
5.论文格式审读：文章的长度合适？文章的整体结构是否合理，清晰？语言
是否一致且精确？数学公式，符号，缩写和单位是否正确定义和使用？图
表是否正确且具有高质量？
最后：通过阅读文章并下载数据集，您将来是否能够理解和（重新）使用
数据集？

3.3.4  典型数据期刊中的数据评议要点

https://www.earth-system-science-data.net/peer_review/interactive_review_process.html


3.3   数据期刊中的数据评议要点

可访问 可查找 可重用 可理解



3.4 数据期刊的出版流程与评议方法

作者 需按要求提交数据

编辑部/存储库 数据审核

评审专家 数据评审

依据审稿意见接收或退稿
出版论文需关联数据

作者依据评
审意见修订
数据集

数据论文提交质量要求
尊照撰写指南及标准
提交内容：数据论文 +
数据集（数据存储库）+
其他

技术审核
元数据、数据一致性（数据与论文）
数据可访问性
数据论文格式等

质量审核
数据本身的质量、标准、
价值、效用等



3.5 评审专家的选取

• 评审专家的选择应基于许多因素，包括专业知识，具体建议和以往的经验，除了遵循以往专家选

择要求外，对评审人员提出更高要求

• 专业知识更广：数据集一般都是非常具体的数据类型、在一定的实验设计和系统中产生，所以

对应的评估过程也更具有针对性。往往还会涉及到跨学科的领域，参评专家需要有适用于数据

同行评议的不同专业知识，比传统论文的同行评议要求更高。

• 时间投入更多：数据集需要下载，并根据作者提供的说明文档、研究背景和方法说明等进行审

读，甚至需要和相关研究成果结果考评，所以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

• 对评审内容、要求的了解和适应（经验）

• 数据评审专家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伦理道德

• 评审专家应遵守数据评审的相关要求

• 评审专家要严格遵循相关的伦理指南和行为准则。



《中国科学数据》的实践

Part 4



《中国科学数据》的数据出版实践

CHINA SCIENTIFIC DATA
CN11-6035/N，ISSN 2096-2223

主管：中国科学院
指导：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
主办：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协办： CODATA中国全国委员会

国家网络连续型出版物的首批试点之一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2017-2018、2019-2020）
JST中文数据库来源期刊（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2016）
2016年北京市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奖励
《2016国家科学数据资源发展报告》收录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8)》收录



科研数据的共享及出版

战略资源
积累与发展

践行国家政策

Azure HOT

2015 国家网络期刊试点
2018《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2019  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建设

服务科研与社会

•数据访问与重用
•论文关联数据汇交
•数据引用与评价
•数据工作者评价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中国国家数据标识

CSTR的应用
•网络出版模式探索

•首份数据期刊
•唯一面向多学科
•数据出版新型态
•数据出版标准规范
•数据质量评审

•无缝对接科学院数
据中心-科学数据云
•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数据出版服务

填补数据期刊空白

同行

评议 期刊
提交

政策

存储

策略
存储库

数据

引用

控制

策略
数据

权益

政策



编委和专家

• 编委会：由44位国内外顶级的科学家和数据工作者共同筹建
• 专家库 ：审稿专家 （自建+云平台）1500++8W

作者队伍 1300+ 来自 330+个机构
• 编辑部：由4位专职中英文编辑组成、 此外，还建有数据审核团队及技术团队

办刊学术水平的保障

郭华东（主编）
中科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院士，研究员，
地球科学学家
CODATA 主席 2010-2014

郭毅可（顾问）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数据
科学研究所所长

黎建辉（常务副主编）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研究员
CODATA 副主席 2018-2022



出版情况《中国科学数据》

重大科研项目产生/汇聚的基础性数据/数据集

大科学装置、大型仪器设备和各类野外台站等产生的数据集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组织机构长期积累的优质科学数据资源

对分散的、碎片化的数据进行系统加工整编形成的衍生数据集

在学术期刊已发表的重要学术论文相关联的基础数据、实验数据等

网络在线出版：数据论文 + 数据集（在线存储）

何洪林(研究员,CERN主要负责人）：
“数据集的出版作为我们数据共享
服务的一种新方式，促进数据共享
的同时保护数据的知识产权，数据
服务量也有所增加。目前数据专刊
共下载1900多人次。……”



国际化、中国特色 数据集—支撑国家宏观决策与重大科学发现

地球大数据

 中科院“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A类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资源环境、海洋、三极、生物多样性
及生态安全领域等方面的重大突破和
成果产出

 有力提升了中国科学院乃至国家层面
地球科学领域数据资源的集成共享与
挖掘分析能力

专题数据论文包括：
 “一带一路”公路和桥梁项目名录和定位

数据集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目录
 一带一路矿山项目名录和定位数据集
 30米分辨率全球一张图（1990、2000、

2005、2010、2013、2018）
 16米分辨率全国一张图（2015年）
 “一带一路”海外重大机场名录和定位
 ……

中巴经济走廊专题数据

 为全面了解中巴经济走廊的自然环境
现状，充分评估灾害风险，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等方面提供了基础数据

 有力支撑了中巴经济走廊生态环境综
合研究，支撑当地基础设施与重大工
程布局与建设、自然灾害监测、评估
及生态安全评价

专题数据论文包括：
 1961-2017年中巴经济走廊北端东帕米尔高

原极端升温过程数据集
 2014-2018年中巴经济走廊地表变形数据集
 2017年中巴经济走廊冻土分布数据集
 中巴经济走廊（喀什至伊斯兰堡段）高分

正射影像数据集
 ……

 陆上丝绸之路大通道为代表的重要地
区的生态环境、水安全、基础数据

 推动冰冻圈数据的发布和共享，扩大
数据应用；推动高亚洲冰雪变化及其
影响的研究

 提升对于本地区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
支撑了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及服务于陆
上丝绸之路大通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专题数据论文包括：
 1971–2014年慕士塔格–公格尔地区冰川

高程变化数据集
 三地区的冰川冰量变化数据集
 东帕米尔高原克拉牙依拉克冰川2015年跃

动前后表面运动速度和高程变化数据集
2015–2017年中巴公路沿线山地冰川表面
运动速度数据集

 ……

高亚洲冰、雪和环境数据



《中国科学数据》出版流程

SUBMISSION

data paper

datasets

Author

EDITOR REVIEW

paper review

data curation

Editor & Data curator

REPEER
REVIEW

Experts

VOTING

Editorial board

OTHER PROCESS 
BEFORE
PUBLISHING

DATA PAPERS

DATASETS

DOI/Metrics

DOI/Metadata

Editorial office

www.csdata.org

www.sciencedb.cn

To make data findable, accessible, intelligible and reusable



版权协议

• 数据论文和数据集遵循CC 

BY 4.0协议（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署名共享）

• 元数据遵循CC0协议

• data paper

• metadata

• full-text

• dataset

• metadata

• data files or a valid DOI 

Item License

Data paper CC BY 4.0

Dataset CC BY 4.0

Metadata CC0



数据论文与数据实体的关联



《中国科学数据》数据论文的基本原则

1. 可开放共享（分级分类保护处理）

2. 数据存储在认定、可靠的数据库中（数据组织得当、符合行业领域通用规范、可公开访问、
提供长期稳定服务等）

3. 原创且未在其他出版物发表

4. 明晰的数据产权关系

5. 不涉及敏感或不适出版的信息（特殊情况下，需提供相关声(证)明材料）

6. 地图信息需按自然资源部（http://bzdt.ch.mnr.gov.cn/）最新标准底图绘制，由有地图绘制
资质的单位制作或提供审图证明。

7. 数据对于科学研究有意义

8. 数据组织清晰易懂，具有较高的质量（符合行业规范）

9. 方便重复使用（数据论文所描述的数据集应遵循严谨的数据生产与加工方法，采取有效的质
量控制措施，并能在数据论文中将上述信息及关于数据集生产背景、内容组成、大小和数据
格式等方面的信息做充分介绍。包括研究背景、数据质量与控制等）

http://bzdt.ch.mnr.gov.cn/


数据论文结构

 标题/作者/摘要/关键词 (中英文)

 正文

⚫ 数据集简表

⚫ 引言/概述

⚫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 数据样本描述

⚫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 数据价值（可选）

⚫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可选）

⚫ 致谢（可选）

⚫ 作者分工职责

 参考文献

 引用数据

• 简述数据集基本信息、科学意义、研究背景、潜在价值

• DOI和访问方式
引言

• 详细描述获得目标数据所进行的全部处理步骤，以及处理

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软件工具、程序、算法与分析等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 具体给出数据集的典型样本，描述来源、数据结构等，帮

助读者溯源定位，理解数据集内涵
数据描述和分析

• 提供证明数据的可靠性，包括数据质量控制方法和验证过

程，以及数据缺失情况说明
数据验证和评估

• 包括支持数据利用的推荐软件说明，数据的深加工方法与

步骤，以及数据集成或比较说明等
使用方法和建议

• 需关联并提供可访问可下载的实体数据集数据集



审稿关注什么？

我们
关注 我们

不
关注

数据的复用价值

数据的生产方法

数据对相关研究
结果的支持性

研究的创新性

不对与数据集相关联的
结果进行主观判断

数据的质量



《中国科学数据》数据论文出版及评审流程

数据审核专员
+

专家评审
+

开放公众评议



编辑部审稿

（Paper+Data）

Editing Reviewing

单篇I区论文首发

Online publishing 

同行评议+公众评议

Peer Review

& Open Review

终审

Final review

自排版定稿

II区论文网络发布

Finalizing type setting 

and publishing on line

整期定稿网络发布

Final publishing of the 

entire issue on line

35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0~15Days 25~60Days

180 Days

加快发布与引用：“两阶段审稿”

初审
确认责任编辑
返回修订

开放访问
责任编辑邀请专家同评（2+）
网上公开讨论
返回修订
终审

稿件润色
校对排版
正式发表



数据引用分析服务 DataPid



FAQ 常见问题

• 投稿前必须将数据上传到国内外均可访问的数据库上，有唯一标识符且必须

完全、长期开放共享

• 注意检查您的资助者是否有政策

• 如果已有DOI，则最好保留，不要生成新的DOI

• 引用问题(注意引用)

• 更新型数据集的处理

• 短论文（同类型 不同数据集）

http://v2.sherpa.ac.uk/juliet/


ScienceDB支持中英双语服务，已被FAIRsharing和re3data收录

⚫ 数据的国际互联，分配DOI，PID

⚫ 论文与数据的关联出版

⚫ 数据的支持：提供API，不限格式和大小

科学数据存储库



服务于学术期刊的数据出版

期刊管理

• 基础信息维护

• 元数据模板定制

• 许可协议配置

• 人员/角色/权限

• 审核流程配置

• 版权策略配置

数据集提交

• 元数据信息录入

• 关联论文信息

• 数据文件上传

• 数据许可协议

• 共享方式

• 私有访问链接

• 数据质量审核

• 版本控制

• 数据发布

• 数据专辑管理

• 唯一标识符管理

• 数据更新管理

• 数据统计与报表

• 邮件订阅推送

数据管理 数据出版

• 期刊数据主页

• 数据集出版页

• 数据专辑出版

• 关联论文出版

• 检索与推荐

• 引用评价

• 影响力评价

• 访问申请

• 数据使用反馈

系统管理员

初始化

期刊管理员

维护管理

数据作者
提交数据

数据编辑 发布人员
审核 发布

公众用户

访问/检索/评价/引用更新

配合期刊编辑部论文采编发流程



欢迎合作投稿

开放获取
数据论文与数据集开放获取

高效迅速
全在线流水作业，最快可半月内开放同评、

三个月内正式出版

方便重用
用户友好，全生命周期数据管护

质量保障
严格的学术出版评审全流程

（同行评议/大众评议/编委会投票/主编负责制）

✓数据集在线提交数据集入口
✓刊内数据集检索
✓最新出版数据集 /热门访问数
据集 /按学科分类浏览数据集
✓数据专题发表
✓数据量统计



编辑部联系方式

孔丽华

（期刊编辑部主任）
010-58812761
klh@cnic.cn

习妍
（责任编辑）
010-58812762
xiyan@cnic.cn

编辑部

csdata@cnic.cn

投稿网站

中国科学数据在线工作平台
（http://www.csdata.org）

科学数据存储库
（http://www.sciencedb.cn）

http://www.csdata.org/
http://www.sciencedb.cn/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中国科学数据》编辑部
010-58812761/2
csdata@cnic.cn



同行评议卓越计划 培训系列

“Excellence in Peer Review” Training Webinars

中国高校期刊研究会,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
Society of China University Journals, Taylor & Francis Group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选育高水平办刊人才子项目”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