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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管理、共享与应用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同

Finl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Reusable

Position Statement: 
 ENABLING FAIR DATA IN THE EARTH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RINCIPLES TOWARDS A DATA CULTURE OF 

USE, SHARING, CURATION, AND 
ATTRIBUTION

发展新的数据评价准则
与科研社区联合建设良性科学创新生态国际

一、国内外数据管理与共享的趋势

Enabling FAIR Data Project： http://aims.fao.org/activity/blog/enabling-fair-data-
across-earth-space-and-environmental-sciences-eses

http://aims.fao.org/activity/blog/enabling-fair-data-across-earth-space-and-environmental-sciences-eses


《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成立我国

开放vs安全

智能化分析挖掘技术

跨领域数据发现与应用

可持续发展生态

新的挑战

一、国内外数据管理与共享的趋势

序号 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名称

1 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

2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3 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

4 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

5 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

6 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

7 国家极地科学数据中心

8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9 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

… ......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网站截图

二、当前联合观测项目数据共享方式

https://eventhorizontelescope.org/ https://lco.global/

Las Cumbres Observatory‘s global 
network of telescopes 网站截图

The Gamma-ray Coordinates 
Network 网站截图

https://gcn.gsfc.nasa.gov/

从科学提案提出到科学观测计划的组织、联合观测等方面相对成熟

https://eventhorizontelescope.org/
https://lco.global/
https://gcn.gsfc.nasa.gov/


二、当前联合观测项目数据共享方式
数据共享方式相对传统，按照卫星任务型号、数据产品类型等分类查找方式进行数据发现和共享。

Legacy Archive for Microwave Background Data Analysis数据共享页面截图



二、当前联合观测项目数据共享平台现状

发布在了
DATA 
COMMONS
开放式的仓储
中心

公共领域专用许可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数据共享页面截图



三、面向联合观测的数据发布与服务探讨

针对国内外数据共享发展新趋势，面向“多信使、多波段、多设备”联合观测数据发布与服务需求，

进一步完善服务方式，建立新型的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以解决：

① 国内多科天文卫星数据资源互连互通；

② 数据资源共享方面兼顾领域专业性，同时拓展共享范围广度；

③ 数据溯源和应用效益追踪。



三、联合观测的数据发布与服务探讨

GECAM 卫星数据发布系统HXMT卫星数据发布系统

1. 国内多科天文卫星数据资源互通

• 基于平台实现覆盖各卫星数据和联合观测产生的数据资源的检索发现

• 基于统一的协议实现底层数据互访， 用户一站式获取数据实体资源。

当前GECAM、SVOM 、EP等卫星数据发布共享系统以满足任务需求为主，系统间相互独立。



三、联合观测的数据发布与服务探讨
2. 数据资源共享方面兼顾领域专业性，同时拓展共享范围广度。

• 采用VO的元数据规范进行资源描述。

IVOA 框架内数据模型关联关系图ＶＯ架构图

经过多年迭代发展，VO元数据规范覆盖了数据组织与描述、服务协议接口，框架体系成熟。



三、联合观测的数据发布与服务探讨
2. 数据资源共享方面兼顾领域专业性，同时拓展共享范围广度。

• 配置唯一标识符，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共享。

• 采用通用元数据规范，通过元数据收割等方式，拓展资源发现渠道。

Open Access Infrastructure Research for 
Europe 欧洲开放获取基础设施研究项目，提
供研究成果记录的开放获取,以及由研究成果
到作者、数据、软件、出版信息和资助信息
等的可靠链接。

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是我国跨部门、
跨地区、跨领域的数据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平台拥有自然科技资源、科学
数据、科学文献等海量信息资源，提
供资源导航与检索、搜索引擎、绩效
评估监测等服务。

DataCite 为研究数据（research data）提
供 DOI 。它收集每个有 DOI 的元数据，这
些元数据用于大量研究数据索引，可直接
查询和规范引用、获取统计数据并建立相
关联系。所有元数据都可自由访问和查看。



CNKI

ISTIC & Wanfang Data

DataCit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an eight-digit 
number assigned to many serial publications such as 
newspapers, magazines, annuals, and series of books.

A persistent digital identifier 
that distinguishes one 
researcher from other 
researchers and a record that 
supports automatic links among 
all his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 well-known digital 
identifier for objects 
of any type.

三、联合观测的数据发布与服务设想探讨

A persistent identifier（PID）is a long-lasting reference to a digital resource.
数字资源包括：数字对象、数据集、数据论文、学术论文、研究人员等。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 identifier (CSTR)

覆盖20余类科技资源类型

http://eng.oversea.cnki.net/
http://www.chinadoi.cn/
http://www.datacite.org/


三、联合观测的数据发布与服务探讨

PIDs and FAIR Data

Finl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Reusable

Persistent 
identifiers

Data publication

Data citation

Author tracking

Results tracking

…

3.数据溯源和应用效益追踪。



三、联合观测的数据发布与服务探讨
3.数据溯源和应用效益追踪。

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的论文关联数据出版系统（SADR）截图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xuqi@nssc.ac.cn

huxiaoyan@nssc.ac.cn

mzou@nssc.ac.cn

tongjz@nss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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