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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llenges 挑战性问题

• In China: 
国务院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第22条：数据出版

Data Publishing was one of the articles in the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Law of China 

• In the world
FAIR DATA Principles 

Question: how to implement from principles to actions?
问题是如何在行动上去落实和实施



1 Challenges 挑战性问题

There are two major challenges: 
有二个主要的挑战性问题

（1）operational infrastructure for data publishing
（2）capacity building 

一个是数据出版的新型可持续运行的基础设施问题

一个是数据出版管理的能力建设问题



2 Operational infrastructure for data 
publishing

Data: metadata, dataset and data paper
Each of them plays different role but united as one. 

一个完整的数据包括元数据、实体数据和数据论
文，三者作用不同，关联不可分割



Journals for publishing data 
papers and datasets 

出版数据论文和实体数据的二个不同的期刊



1.全球变化科学数据与知识资源
1.2 数据与知识资源服务基础设施：一网二刊、四通八达 http://www.geodoi.ac.cn

-- 元数据、实体数据、数据论文关联一体出版与服务系统

全球变化科
学研究数据
出版系统

DOI:10.3974/



1.全球变化科学数据与知识资源
1.3 数据与知识资源存量（截止2018年8月）

期刊统计:

2014年专刊

2017年新刊创刊

发表论文: 137篇



1.全球变化科学数据与知识资源

1.3 无形资产存量



2. 数据及其知识服务的分类管理办法

2.1 对用户的服务类型与管理办法

四种用户类型服务管理办法

基本原则：

保护知识产权、开放共享、可持续运转



2. 数据及其知识服务的分类管理办法

2.1 对用户的服务类型与管理办法
四种用户类型服务管理办法：
（1）“数据”以最便利的方式通过互联网系统免费向全社会开放，
用户免费浏览、免费下载；

（2）最终用户使用“数据”需要按照引用格式在参考文献或适当的
位置标注数据来源；

（3）增值服务用户或以任何形式散发和传播（包括通过计算机服务

器）“数据”的用户需要与《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
签署书面协议，获得许可；

（4）摘取“数据”中的部分记录创作新数据的作者需要遵循10%引用
原则，即从本数据集中摘取的数据记录少于新数据集总记录量的10%，
同时需要对摘取的数据记录标注数据来源



2. 数据及其知识服务的分类管理办法

2.2 对作者的服务类型与管理办法

2.2.1 作者投稿管理办法：

(1) 申请者（个人或团队）确认对该数据集（库）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作者同
意将该数据著作权中的编辑权、不同介质复制权、印刷权、依注册中数据公
开范围内的数据散发权、网络传播权、多语种翻译权和上述产权的转让权与
数据出版者共同所有；该数据集（库）出版权由数据出版者所有；
(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规、保护个人隐私和遵循相关科学研究项目的
相关政策规定；
(3) 保证科学数据集（库）的真实性，即没有任何作假数据（部分或全部，包
括数据产生过程）包含其中；
(4) 首次出版（即每个数据集、数据库只能出版一次，已经出版的数据不可以
重复出版，更新数据集、数据库不包括在内）。



2. 数据及其知识服务的分类管理办法

2.2 对作者的服务类型与管理办法

2.2.2：对作者数据成果和科学影响力积分统计和排行榜服务管
理办法

（1）数据下载量、浏览量、数据科学影响力积分
排行榜报告
（2）数据成果被引用状况报告
（3）数据作者科学影响力积分统计和排行
（4）数据作者所在单位数据出版统计排行榜



2. 数据及其知识服务的分类管理办法

2.3 对投资者和合作者的服务管理办法

2.3.1 对基金资助项目出版的数据统计排行
榜

2.3.2 对学术期刊关联原创数据出版统计排
行榜



2. 数据及其知识服务的分类管理办法

2.4 大数据计算环境优秀实用案例评选

2.5 数据和知识服务队伍建设
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大数据工作委员会，设立全国

性领衔人才队伍 （政策与咨询组、标准组、教材

与能力建设组、出版与传播组、数据质量-安全-

科学影响力组、数据计算环境组）



2. 数据及其知识服务的分类管理办法

2.6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与共享百校
传播活动
自2017年6月起， 举办了13场，6场计划在9月
举行。



3. 数据及其知识资源分类服务实践
3.1 对用户的服务统计 （截止2018年9月5日）
• 访问人数:1,123,371 数据用户数（IP）：39,665 用户来自：74个国家

• 数据下载次数：162,973 数据下载量: 3,358.71 GB



3. 数据及其知识资源分类服务实践

 数据集作者单位排行榜（前10名）

 数据出版资助基金项数排行榜（前10名）

 学术期刊论文关联原创实体数据出版期刊排行榜
（前10名）

 热点数据集网络浏览量排行榜（前10名）

 热点数据集网络下载次数排行榜（前10名）

3.2 2017年起发布数据业绩排行榜



单位名称 地点 出版数据集 名次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238 1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北京 84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32 3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23 4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日本 12 5

河南大学 河南 10 6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北京 9 7

吉林大学 吉林 6 8（并列）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上海 6 8（并列）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6 8（并列）

数据集作者单位排行榜（前10名）
2018年排行榜（2014.06.01-2018.05.31）



基金项目来源 基金数量（项） 名次

科技部 173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51 2

地方、企业等 147 3
中国科学院 134 4
教育部 23 5
国家海洋局 10 6
国外 8 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6 8

环保部 4 9
国土资源部 3 10

数据出版资助基金项数排行榜（前10名）

2018年排行榜（2014.06.01-2018.05.31）



学术期刊名称
论文关联原创数据集

名次
出版个数

《自然资源学报》 13 1
《地理科学进展》 11 2（并列）

《地理研究》 11 2（并列）

《地理学报》 9 4（并列）

《资源科学》 9 4（并列）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7 6

《地理科学》 6 7（并列）

《生态学报》 6 7（并列）

《植物生态学报》 5 9（并列）

《地球物理学报》 5 9（并列）

学术期刊论文关联原创实体数据出版期刊排行榜（前10名）

2018年排行榜（2014.06.01-2018.05.31）



序号 数据集名称 第一作者 浏览次数 名次

1 中国公里网格人口分布数据集 付晶莹 20541 1

2 中国公里网格GDP分布数据集 黄耀欢 13071 2

3 青藏高原范围与界线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张镱锂 11410 3

4 全球30 m分辨率人造地表覆盖数据集（2010） 陈 军 11112 4

5 中国5年间隔陆地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数据集
（1990-2010） 徐新良 10152 5

6 全球30 m分辨率陆表水域数据集（2010） 陈 军 10086 6

7 中国1 km栅格月平均气温数据集 荆文龙 9609 7

8 世界屋脊生态地理区区域界线地理信息系统数
据集

刘 闯 8657 8

9 中国农田熟制资源地理分布数据 徐新良 6942 9

10 中国东北森林遥感监测物候期分布数据 于信芳 6931 10

热点数据集网络浏览次数排行榜（前10名）

2018年排行榜（2014.06.01-2018.05.31）



数据集名称 第一作者 下载次数 名次

中国5年间隔陆地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数据集（1990-
2010） 徐新良 9687 1

中国1 km栅格月平均气温数据集 荆文龙 9071 2
中国与东盟1 km分辨率、5天频率地表反射率数据集
（2013） 仲 波 6457 3

中国与东盟1 km分辨率NDVI数据集（2013） 李 静 5589 4

中国与东盟1 km分辨率地表蒸散发数据集（2013） 贾 立 5499 5

全球30 m分辨率陆表水域数据集（2010） 陈 军 5266 6

中国公里网格GDP分布数据集 黄耀欢 4809 7

中国公里网格人口分布数据集 付晶莹 4170 8

全球30 m分辨率人造地表覆盖数据集（2010） 陈 军 3816 9

东南亚地区2010年MODIS-NDVI再分析（加密、去
噪、重建）数据集

王正兴 3313 10

热点数据集网络下载次数排行榜（前10名）

2018年排行榜（2014.06.01-2018.05.31）



在定量评价数据成果、数据作者和数据
中心（科学数据出版期刊）对科学的贡献的
时候，除了统计数据浏览量、下载次数、数
据下载量等定量化指标外，最核心的还应该
是数据被应用的情况，特别是他人应用的情
况。如何计量数据成果、数据作者、数据中
心（数据出版单位）的影响力和对科学贡献，
是目前界术挑战性问题之一。

数据科学影响力排行榜
（2018年新增内容）



数据成果科学影响力计量原则

数据成果被应用的计量原则：以引文为基础的计
量方法是科学研究成果影响力度量的切入点

以著录在参考文献中的数据成果作为计量基础原
则：促进数据的汇交、长期保藏和服务，促进数
据公开发表

在不同期刊引用数据成果有所区别原则

数据发表后，3-5年是该数据集被他人应用高峰
期，但是，数据有一个特殊的长尾效应，特别是
在科学现象模拟、科学规律探索过程中，历史数
据更有价值。因此，在计量数据成果科学影响力
的时候，采取数据发表计量一年科学影响力和历
年累计影响力两种计量方式



数据成果科学影响力排行榜

科学影响力评分（Science Impact Score, 
SIS）是数据对科学发现影响度或数据被
应用、被再应用的表现的一种定量评估方
法。

SIS计量依据：数据引用状况及期刊影响因子

 数据成果国际科学影响力计量依据

Web of Science 

 数据成果国内科学影响力计量依据
中国知网(CNKI)、中国科学院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CSCD]、

重庆维普数据库等



数据集名称 第一作者 出版年
数据成果
科学影响力

排名

青藏高原范围与界线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张镱锂 2014 67.8443 1

中国公里网格人口分布数据集 付晶莹 2014 63.1321 2

中国公里网格GDP分布数据集 黄耀欢 2014 31.5758 3
中国-东盟1 km分辨率5 d频率地表反射率
数据集（2013） 仲 波 2015 6.6570 4

中国农田熟制资源地理分布数据 徐新良 2014 6.5145 5
中国5年间隔陆地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数据
集（1990-2010） 徐新良 2015 5.4000 6
全球30m分辨率人造地表覆盖数据集
(2010) 陈 军 2014 3.1220 7

青藏高原草地退化类型空间分布数据集 王 靓 2014 2.8224 8

数据成果科学影响力排行榜



数据作者科学影响力计量方法：在数据成果
科学影响力积分基础上，分配给数据作者的
积分分别为：

 只有1位作者，系数为1.0；
 有2位作者，系数分别为0.5；
 有3位作者，系数分别为0.5、0.25、0.25；
 有4位作者，系数分别为0.5、0.25、0.125、

0.125
 …

数据作者科学影响力排行榜



数据作者科学影响力排行榜（前10名）

数据作者 英文 中文
数据作者

科学影响力
排名

付晶莹 32.9375 6.5225 39.4600 1
张镱锂 30.1200 3.8022 33.9222 2
黄耀欢 26.4108 5.1602 31.5709 3
江 东 19.7828 3.8942 23.6770 4
李炳元 15.0600 1.9011 16.9611 5
郑 度 15.0600 1.9011 16.9611 6
徐新良 0.4050 7.4079 7.8129 7
刘 闯 0.7000 5.7500 6.4500 8
石瑞香 0.2500 4.0250 4.2750 9
刘 洛 3.9629 3.9629 10



 浙江大学：服务于海洋碳通量研究的海洋时空
分布式存算一体化架构项目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基于大数据
的城市人地关系分析与应用项目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多源协同
定量遥感产品生产系统项目

数据计算环境优秀实用案例



4. 对知识服务国家平台建设的二点建议

4.1 从案例入手根据知识资源类型、用户服务

类型、运行机制等不同情况将国家知识服务
平台分类、精细、有的放矢建设子平台

4.2  中国学术期刊“造船出海”需要放在战
略位置考虑和布局，“造船出海”启动时间
不能再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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