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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研数据服务实践进展及启示

□刘晓娟　于佳∗　林夏

　　摘要　基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瑞典６个国家科研数据服务的实践,从服务

概况、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数据的关联、发现、再利用及合作机构等方面总结了各国从国家层面提

供科研数据服务的经验.研究表明,国外在国家层面的科研数据服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相比之下,我国的科研数据服务目前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领域,并且主要提供以学科为导向

的数据资源集成服务.我国需要在借鉴学习国际成功经验基础上,加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
宏观规划国家科研数据服务支撑项目,有效整合各机构和各学科领域的科研数据资源和基础设

施,深化科研数据服务层次,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科研数据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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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大数据背景下,科学研究以数据为中心的特

征越来越突出,围绕数据展开的科研数据服务也应

运而生,如高校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向科研人员

提供科研数据管理计划(DMP)的撰写指导、科研数

据组织、归档、分析、长期保存、共享,以及提供相关

工具与资源推荐等.此外,在不同服务场景中也涌

现出了与科研数据服务相近的概念,如科研数据管

理(RDM)、数据监护 (DataCuration)、数据归档

(DataArchiving)等,它们都是针对科研数据开展的

相关服务,但各有侧重,如科研数据管理重点涵盖了

数据管理标准制定、元数据创建、语义注释、数据关

联、数据发现与共享等活动.相对来说,数据监护与

数据归档则更强调科研数据的长期存储、获取与再

利用等环节.然而这些服务多针对某个学科领域,
或由各机构或联盟分散进行,缺乏统一的政策指导

与标准规范,逐渐出现“数据孤岛”的问题.这种现

实的情况迫使科研数据管理工作必须进行变革,但
仅靠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单一力量难以快速推进,需
要有一个能够将各个利益群体统一协调管理的组

织,例如代表国家层面的相关机构.近年来,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已经提出了国家科研数据

服务的理念,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国家层面开展了科

研数据相关工作,致力于整合科研数据及基础设施,
为科研人员提供高效高质的科研数据服务.

经调研发现,目前科研数据服务的研究成果多

集中 于 科 研 院 校[１－３]、高 校 图 书 馆[４－５]、学 科 领

域[６]、出版机构[７－８]及科研资助机构[９－１０]等层面,而
从国家层面开展科研数据服务的研究尚不完善,目
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探讨开展国家科研数

据服务的必要性.利兹里昂(LizLyon)于２００７
年提出联邦数据存储模型的理念,并指出基金会对

所资助的项目实施有效的管理,实现更高层面的科

研数据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整合,对于应对数据洪流

有着重要的意义[１１].(２)探讨国家科研数据服务主

体的职责分工.樊俊豪从整个学术交流体系的角度

对科学数据服务中各相关主体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认为政府和基金会作为重要行为主体,可以从国家

层面部署科学数据管理的基础设施,制定相应的政

策等,最终构建新的数据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范

式[１２].(３)正在开展的国家科研数据服务项目的经

验分享.２０１１年加拿大国家科研数据峰会的会议

报告中分析了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科

研数据管理开展情况,并提出了加拿大开展国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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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数据服务的计划和步骤[１３].安德鲁特雷洛尔

(AndrewTreloar)多次在报告中对澳大利亚国家科

研数据服务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分享[１４].
虽然许多国家层面的科研数据服务已经投入使

用,却少有研究者对这些项目进行综合性的对比与

评述.文章参考科研数据联盟(RDA)及欧洲数据

基础设施项目(EUDAT)的成员名单,选取了具有

代表性和借鉴意义的６个对象加以研究,分别为美

国科研数据服务(NationalDataService,NDS)、英
国科研数据服务(UKdataService,UKDS)、加拿大

科研数据服务(ResearchDataCanada,RDC)、澳大

利亚科研数据服务(AustralianNationalDataServＧ
ice,ANDS)、荷兰科研数据服务 (DataArchiving
andNetworkedService,DANS)及瑞典科研数据服

务(SwedishNationalDataService,SND),通过对这

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对我国从国家层面开展科研数

据服务提供借鉴和参考.

２　国家科研数据服务概况

国家科研数据服务是指充分发挥全国范围内的

政府机构、基金会、计算中心、数据仓储库、科研机

构、信息服务机构等利益群体的协作效果,在数据存

储的基础上,为科研人员提供跨领域的数据发现、共
享与再利用等服务,使得科研数据具备更准确的描

述性、更好的发现性、更紧密的关联性、更强的集成

性和更便捷的获取性等特点.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瑞典等国

家非常重视科研数据所具有的科学价值、经济价值

和社会价值,如图１所示,各国逐步开展大量的数据

管理实践,并尝试从国家层面提供科研数据服务.
在国家科研数据服务的产生背景方面,各国根

据实践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美国和英国的科研资

助机构陆续颁布了相应政策,要求研究者提交数据

管理计划[１５],并且已经成功开展了很多数据服务相

关的项目.如２００７年美国的数据长期保存项目

(DataConservancy)采用 OAIＧORE标准,建立了发

布、管理和维护跨学科观测数据的模型架构[１７];英
国也已经在很多学科领域建设了比较完善的数据中

心及仓储库[１８].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国家科研数

据服务主要是作为政府构建科研基础设施和网络的

重要组成部分,用于提升国家科研竞争力,如 ANDS
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合作研究基础设施(NCRI)项

目[１６]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与 高 性 能 计 算 设 施 项 目

(NCI)、科研无缝链接项目(AREN & AAF)等共同

建构了面向科研人员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科研基

础设施.瑞典与荷兰主要是依托于人文社科、医学

等特定领域的科研数据服务实践,逐步完善面向全

国层面的科研数据服务,改善科研数据的应用大

环境.

图１　国家科研数据服务的典型案例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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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务目标方面,各国都致力于通过全国范围

内的科研数据整合,优化国内的数据环境,促进科研

创新.其中 ANDS更将科研数据提升到了国家战

略资源的高度进行管理,RDC则强调要实现从广泛

的公共投资的科研项目中获得更大更长远的效益.

SND、UKDS和DANS关注支持国家层面的特定学

科领域的数据,通过对该学科领域现有的科研数据

库的整合,促进标准规范、文档管理的相关方法和工

具技术的发展,最终提升科研数据再利用的效率.
在服务对象方面,各国国家科研数据服务对象

都普遍包括国内的科研机构及研究人员,同时由于

自身的服务定位不同,各国在服务对象的群体上也

有些细微的区别.NDS特别指明服务对象中包括

大规模科研项目和科研团队.UKDS则提到可以为

政策分析人士、慈善组织和基金会、企业顾问和数据

分析师、独立研究中心等提供相应的科研数据服务.
由于 DANS的服务目标之一是促进荷兰人文社科

领域的高质量的研究与教育,因此高校学生是其主

要服务对象之一.

３　基础设施

国家科研数据服务的有效开展需要有完善的基

础设施作为支撑.根据科研数据联盟(RDA)的划

分标准,科研数据基础设施可分为技术基础设施和

社会基础设施,前者是指实现科研数据获取、存储、
处理、发布与共享所需要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平台、
硬件、软件、工具组成的基本架构以及相关技术标准

(如数字标识符、共享的元数据框架等),后者主要指

促进不同机构间协作的措施和手段,如公共政策和

组织实践、统一的标准、通用的数据获取和保存方

法等[１９].
虽然近年来才开始有国家科研数据服务的提出

和建设,但针对科研数据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和实

践进展,所以国家科研数据的建设并不是从零开始,
而是需要充分利用各机构、各领域现有的基础设施,
其中重点是如何将适用于特定机构和领域的基础设

施,通过平移、包装、映射等操作增强其通用性,从而

适应跨机构和跨领域的科研数据服务需求.因此在

国家科研数据服务的建设中,不论是技术基础设施,
还是社会基础设施,都存在着从局部适用到全局适

用的转换.
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平

台和软件工具,在保留其原有优势的同时克服存在

的问题,从而提升其服务的性能.此外为了跨越空

间的限制,需要利用通用的元数据框架及收割协议

等技术标准,扩大服务范围,实现从机构层面科研数

据服务向国家层面的过渡.以澳大利亚 ANDS为

例,在其与莫纳什大学合作的“多媒体科研数据集监

护及发布工具”项目中充分利用了图书馆已有的数

据仓储库“箭头”(ARROW)的各项功能,同时整合

了新的图像管理工具 Picasa,可以实现创建图像数

据集合、增加描述性元数据、处理原始图像等高级功

能,提升了莫纳什图书馆对影像数据集合的监管服

务.与此同时,数据仓储库中的图像数据集可以通

过RIFＧCS元数据框架、以及 OAIＧPMH 等收割协

议最终被 ANDS收割,通过澳大利亚科研数据发现

系统(ResearchDataAustralia)从国家层面实现对

这些数据集的发现和获取.
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借鉴传统的数字对象处

理经验,在政策框架和通用方法等方面达成共识,构
建有利于科 研 数 据 共 享 与 再 利 用 的 大 环 境.如

ANDS利用已经在政府部门得到广泛应用的政府信

息许可框架(AuaGOAL),通过与科研社区和基金

组织合作,将该框架的适用性延伸到澳大利亚所有

科研及创新领域,澳大利亚各部门和机构的数据拥

有者可以参考 AuaGOAL选择适当的许可协议,在
发布相关信息时可以更好的保护数据的版权、隐私

或商业机密.此外,UKDS、DANS等也纷纷围绕科

研数据生命周期推荐了众多“最佳实践”服务案例,
尝试建立能被各机构认同和接受的通用标准及

方法.

４　科研数据的关联

科研数据的关联是指在基础设施的支持下,通
过特定策略使资源贡献者在描述科研数据、添加数

据之间的关系时使用标准用语或唯一标识符,实现

科研数据之间以及科研数据与相关科研人员、科研

机构、科研项目、研究领域、学术出版物及空间位置

等各实体间建立丰富的关联关系,从而提升科研数

据被发现、被获取和再利用的效果.

４．１　科研数据与科研人员及机构

通过科研数据创建者的背景和影响力来辅助衡

量数据的相关性及评价数据质量是一种常用方法,
但科研人员的名字及机构名称有多种拼写形式,并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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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重名现象也不断加剧[２０],即使在组织描述数据时

使用了本地标识符,但由于各机构的命名规则不同,
或者人员和机构存在多种从属关系,都可能会导致

不同标识符同时指向同一个科研人员或机构.因此

利用通用的唯一标识符来构建科研数据与相关人员

及机构的关联就变得至关重要.ANDS通过与澳大

利亚国家图书馆合作,拓展已有的人员与机构标识

符系统(NLAPartyIdentifier),改善自动和人工的

身份匹配服务,从科研部门收割人员和机构信息自

动添加到注册系统中,从而更好地支持数据发现.
此外 ANDS也成为了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认

证机构(ORCID)的成员,促进了对科研人员信息的

获取和识别.

４．２　科研数据与科研项目

科研项目会产生大量数据,建立二者之间的关

联可以提升数据的发现和再利用的效率.由于大型

的科研项目可能是跨机构、跨学科、长期的科研活

动,需要使用一个通用的唯一的标识符对这些项目

产生的数据进行描述.UKDS、SND等为每个科研

项目分配唯一项目编号,实现了对人口普查等系列

调研数据和统计数据的集成和关联.ANDS在这方

面也进行了探索,通过与科研资助机构澳大利亚科

研委员会(ARC)以及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

(NH&MRC)的合作,为其所有资助项目提供持续

的、唯一的、可引用的标识符 URI服务,并且可以在

数据发现平台中实现科研数据与科研项目的关联.

４．３　科研数据与研究领域

通过提供科研数据与其所属研究领域的关联,
可以实现对数据的精确检索,不仅有利于同领域科

研人员的数据共享,同时也为跨学科领域的科研数

据发现和利用提供了基础.在调研对象中,澳大利

亚、英国、荷兰、瑞典四个国家科研数据服务中都提

供了科研数据与研究领域的关联服务,虽然根据所

拥有数据的不同,对于研究领域的分类标准并不完

全一致,但是基本可以满足用户通过研究领域角度

对科研数据的浏览和检索需求.ANDS为了实现对

科研数据更精确的检索,研发了 RIFＧCS受控词表,
与澳大利亚统计局和新西兰统计局合作开发了“澳
大利亚与新西兰科研领域分类表(ANZSRC)”来描

述科研活动中的不同研究领域,该分类标准建立了

数据与研究领域的紧密关联,提供了以科研领域为

切入点的数据检索和浏览.

４．４　科研数据与学术出版物

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类似于期刊文献的引

用,论文中正式引用科研数据或者数据发布时提供

与之相关的出版物等方法,可以有效建立数据与论

文之间的关联.通过数据与出版物的互操作,一方

面读者可以通过文献快速定位以及获取数据,增加

了数据的重用性和共享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数据

出发找到与之相关的文献,提升科研活动的创新能

力.数据引用机构(DataCite)在推进数据引用规范

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使用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系统实现对科研数据的发布和引用,得到很

多国际机构的认可,目前 ANDS、SND、DCC 等３０
多个机构成为 DataCite的成员,可以独立为数据集

分配DOI,对促进科研数据的规范引用以及实现科

研数据与出版物的关联具有重要推动作用.NDS
联合国际化多媒体出版集团爱思唯尔(Elsevier)、自
然(Nature)以及高校图书馆和数据中心等机构,开
展了探索科研数据与出版物关联项目(OLDRAＧ
DA),积极寻求以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方式实现不同

数据仓储库中数据与出版物的关联问题.

４．５　科研数据与空间位置

将科研数据作为公共资源,并从国家层面提供

科研数据服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跨学科的知识

发现,其中数据的空间位置是一个重要的关联机制.
如果数据集的描述包括空间范围数据,并且是以地

理图示而非文本格式描述,数据资源的价值将大幅

提升.ANDS与澳大利亚地球科学组织合作开发了

在线本地地名服务项目.该项目通过公开接口提供

权威的国家地名辞典和其他有效的空间位置信息,
可以协助科研人员、机构或数据存储库生成更多的

与数据相关的空间信息,有助于发现新的数据关联

及数据融合的机会,进一步促进新型的科研创新

活动.

５　科研数据的发现

科研数据的发现是指通过对全国范围内海量

的、分布式的科研数据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管理,
从国家层面建立一个经过整合的科研数据发现平

台,使得用户可以克服不同机构、不同学科领域的分

散性和差异性,高效便捷地查找到感兴趣的科研

数据.
在本文的调研对象中,澳大利亚的科研数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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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家科研数据发现服务

国家科研数据

服务平台
发现系统 数据量

科研数据发现入口

主题 人员 机构 时间 空间 标识符 获取程度 其他

ANDS
ResearchData

Australia

１１０８８７个

数据集
√ √ √ √ √ √ √ 许可协议类型

SND
SNDs

Collection
１６０２个研究项目 √ √ √ √ × √ √

数据类型

分析单元

研究类型

DANS EASY ３０６１９个数据集 √ √ × √ √ √ √ 格式语言

UKDS
UKDataService

Discovery
６５００个数据集 √ √ × √ √ √ √

数据类型

分析单元

获取工具

注:科研数据的数量统计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７日.其中SND的数据是以研究项目为基本单位进行管理的,每个项目下有数目不同的数

据集,无法精确统计全部数据集的数量,因此使用研究项目的数量代替数据量.

现平台(ResearchDataAustralia)是覆盖学科范围

最全面、功能最完善的平台.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１月

份,已经囊括了来自于１００多个澳大利亚的高校、科
研机构及政府机构的１１０８８７个数据集.该平台是

在数据集合注册表的基础上,利用 RIFＧCS的元数

据框架、唯一标识符(DOI、PURL、ORCID等),通过

丰富的关联策略实现了科研数据与人员、机构、主题

领域等各实体间的关联,帮助用户扩大科研数据发

现的范围,增加了科学数据被再次利用的可能性.
此外,ANDS将在未来发现平台中逐步提供数据关

系网络图、数据地图接口、云标签等功能,使得用户

可以找到意料之外的数据集[２１].ANDS还积极寻

求与某些特定学科的数据检索发现服务的互操作,
通过链接跳转到具有不同学科特点的服务接口,如
化学分子式的发现工具,使用户可以更加便捷、深
入、全面地获取所需数据.SND、DANS、UKDS也

通过特定的平台提供科研数据的发现服务,能够有

效帮助用户更好地查找和获取感兴趣的数据资源.
如表１所示,除普遍提供主题、人员、机构、时间、空
间、标识符及获取程度等发现入口外,有的平台还提

供许可协议类型、分析单元、语种等入口.

NDS和RDC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帮助用户跨越学

科界限进行科研数据的获取.虽然目前尚未建设一

个统一的发现平台,但是 NDS在其年度报告中指出

单纯的跨学科检索会非常局限,将深入开发针对特定

联盟或仓储库的发现工具作为今后的重要工作内容.

６　科研数据的再利用

科研数据的再利用也称为“数据重用”,通常是

指数据被创建及共享后,科研人员可能出于新的研

究目的或以不同方式对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和利用的

行为.这种方式一方面有助于再次验证研究成果的

科学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最大程度发挥数据的价值.
科研数据的创建、收集及整理往往需要耗费大量人

力、物力和时间,如果缺乏成熟完善的数据再利用的

意识和环境,会使得这些来之不易的数据的重用率

非常低.国家科研数据服务通过对基础设施和数据

资源的集成,可以提供相对完善的数据发现和关联

服务,同时也在数据的质量评价、获取权限及知识挖

掘等数据的再利用方面提供了相应的指导和支持.

６．１　数据的质量评价

科研数据的质量对于整个科研活动是至关重要

的,甚至决定了科研的成败,然而如何对科研数据的

质量进行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为了帮助科

研人员在利用数据时进行准确筛选和评判,ANDS
发布了指导手册,建议科研人员充分了解数据集本

身的信息,包括数据收集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及软件、
样本数据的特点、数据是如何从原始数据演变而来

的(例如是否经过加权处理、缺失值的处理方法)、数
据集中的变量及变量的结构等等.此外,与传统的

论文质量评估方法类似,科研数据的质量评价也包

括对信度和效度等因素的评价,如来源的可信性、数
据收集的时间跨度和响应率是否合理、数据收集方

法在所属研究领域的合理性和可接受程度、数据收

集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等.NDS的服务目标之一

是“帮助科研人员使用数据”,其中也明确指出获取

原始数据以及处理和分析数据时使用的软件、或者

数据集的注释信息等内容,可以帮助研究人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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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SND的数据获取级别

级别 说明 具体情况

１

无 需 与 数 据 提 供 者 或

SND取得联系即可以获

取数据

１a:无需在SND上注册即可获取

１b:在SND上注册后即可获取

１c:通过提交申请,说明姓名、邮箱地址及使用目的等,即可获取;申请并不直接传递给数

据提供者,而主要是用于使用情况统计

２
需要一定的限制条件才

能获取数据

２a:在特定条件下(如学生、校外人员等)向数据提供者提交申请,得到许可后才可以获取;

２b: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向数据提供者提交申请,得到许可后才可以获取;

３
SND只存储元数据信息,

并不包括数据本身

３a:需要到其他数据仓储库进行获取

３b:需要与数据提供者直接联系进行获取

及评价数据集包含的内容,对正确使用数据具有重

要意义.

６．２　数据的获取权限

同其他科研产出一样,科研数据也存在着权利

归属问题,为了保证数据利用的高效性和合理性,必
须明确数据获取时潜在的限制条件.通常情况下,
科研数据的元数据中会包含获取权限,有时也会提

供产生该数据的项目主页链接或数据管理者的具体

联系方式等,方便使用者了解及查询数据获取的具

体限制.

ANDS将科研数据的获取层级分为开放获取

(OpenAccess)、条件获取(ConditionAccess)、受限

获取(RestrictAccess)、其他(Others)、不清楚(UnＧ
known)５种情况.其中条件获取是指数据在满足特

定的前提条件下可以实现获取和再利用,如支付一

定的费用或与数据监护者直接联系等.受限获取是

指数据在某些限定情况下才可以获取,如只有特定

团队的成员或者特定的地理位置等.

SND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数据获取级别,如表２
所示.

６．３　数据的分析挖掘

科研数据中蕴含巨大的价值,随着数据分析挖

掘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潜在价值可以被充分发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科研人员都具备相应的技术和能

力,这就需要国家科研数据服务提供更高质量和更

深层次的增值服务内容.比如推荐或集成科研数据

分析、挖掘和可视化呈现的工具软件.NDS开展的

数据展示与分析项目(ytＧHub)对相关服务内容进

行了积极探索,该项目可以提供强大的可视化分析

工具包,为科研团体提供了个性化、多样化的科研数

据展示方案,还利用云计算技术提供了先进的访问

接口,特别是可以利用Python实现对远程数据的自

定义分析.UKDS在 ESRC 的资助下开展了二次

数据分析项目(SDAI),旨在通过对科研数据深层次

的知识挖掘来开展一些创新性研究,从而推进科研

数据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共享.SND 提供了对科研

数据的在线分析功能[２２],目前可以实现对国际社会

调查项目(ISSP)、欧洲社会调查项目(ESSＧsurvey)
等数据的在线分析.

７　合作机构

为了实现跨机构、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数据共

享和再利用,国家科研数据服务需要吸引政府机构、
数据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机构、科研机构、出版机构

等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如图２所示),充分发挥各自

在政策、技术、资源、服务方面的优势,实现数据、系
统、标准、管理的多维度协同,从而推动科研创新活

动的发展.
政府部门是数据资源的最大持有者,发达国家

已经认识到政府数据本身具有的战略价值,并从政

策、立法、技术、产业等各层面对于政府开放数据共

享进行引导[２３].国家科研数据服务也在争取通过

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使得科研人员可以最大程度的

获取相关数据,实现政府开放数据的价值最大化.

ANDS开展了公共机构数据项目(PublicSectorDaＧ
ta),旨在更好地提升公共部门数据的可发现性,促
进科研社区与联邦政府、地方政府的合作.目前已

与澳大利亚工业部、统计局、气象局等多个国家政府

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此外瑞典国家统计局、荷兰国

家统计局、加拿大工业部及国家统计局等都纷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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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国家科研数据服务合作机构

各国国家科研数据服务合作.基金会作为政府资助

科研活动的重要组织,有权对项目所产生数据的提

交和共享制定约束政策[２４].通过与基金会建立合

作,可以更好地整合已有的服务资源,并从国家层面

对数据的管理与共享政策产生影响.目前澳大利

亚、加拿大、荷兰、英国等都与本国的基金会建立了

密切的联系.
作为国家重要的数据基础设施,数据仓储库已

经保存了大量政府资助的重大课题、专题研究的数

据成果.国家计算中心所具备的高性能计算、大数

据处理等能力是实现国家科研数据服务的必要保

证.其中澳大利亚数据存储中心(AustralianData
Archive)、英国数据存储中心(UK DataArchive)、
荷兰数据存储中心(CentERdata)、瑞典国家计算中

心(SNIC)、美国国家计算中心(NCSA)、加拿大计算

中心(ComputeCanada)、以及荷兰计算中心(NethＧ
erlandseScienceCenter)等都是目前各国国家科研

数据服务的重要参与者.
国家科研数据服务也积极寻求与图书馆、档案

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其海量

的数字资源及资料组织、保存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和

优势,为科研数据提供支持和服务.瑞典国家图书

馆、档案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

已经成为国家科研数据服务的合作机构.
科研机构是科研数据的主要创建者和使用者,

也是国家科研数据服务的主要服务对象.国家科研

数据服务希望通过与更多科研院所、科研项目及学

科联盟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更好地提升服务覆盖

度及影响力.ANDS与全国四十多所高校保持合作

关系,目前 NDS的合作对象中包括了康奈尔大学、
普渡大学等七所高校.

作为科研数据传播交流的媒介之一,诸多国外

学术出版社及期刊纷纷对科研数据的存储以及传播

提出明确的政策[９].数据出版作为一种新型的出版

模式,是将科研数据整合进学术记录,使得科研人员

的劳动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认可的重要环节.

DNAS与出版社合作,发布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科研

数据期刊EＧdata &Research,为研究人员和学生提

供关于科研数据存储与再利用的相关信息.目前

Elsevier、IEEE、Nature、PLOS等出版机构已经确

定与 NDS建立合作关系,在科研数据与科研论文的

关联出版、数据论文的出版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

探索.
随着科研数据逐渐成为人类共同的知识资产,

解决日趋复杂的问题不仅需要充分整合国内各学科

和领域的资源,有时甚至需要跨国界的协同工作.
各国也非常重视与其他国家科研数据服务的联系与

合作,ANDS、DANS、RDC等纷纷建立了合作关系,
同时还与数据引用机构(DataCite)、科研数据知识

库(re３data)等国际组织加强合作.科研数据联盟

(RDA)的成立也为全球的数据共享奠定了基础.

８　结论

通过调研的６个国家科研数据服务可以看出,
这些国家在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特别是在国家层面整合数据资源,提供更

高质、更精准、更智能的服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和实践,对于该领域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相比之下,当前我国的科研数据服务主要集中

在基础科学领域,并且主要提供以学科为导向的数

据资源集成服务.最有影响力的项目是国家科学技

术部于２００２年实施的科学数据共享工程,作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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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组成部分,该项目在整合

分散的科学数据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探索,目前已经

在环境、农业、人口与健康等共２４个领域开展了科

学数据共享工作[２５].在这十多年中,科学数据共享

工程的推进在构建国家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体

系、增强科研数据资源积累、促进科研数据增值等方

面具有重要贡献.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及北京大学

等也开展了高校层面的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机制的

实践与探索.但总体来说,我国已有的科研数据服

务普遍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善、缺乏规范的元数据标

准、数据可获取性较低、提供的服务形式较少、各个

平台的科研效能差距较大等诸多问题[２６],缺乏多个

平台之间的集成和整合,不利于研究人员跨机构、跨
学科、跨领域的科研数据发现与共享.

鉴于国外已有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开展国家科

研数据服务提出如下建议:
(１)政府加大引导和支持力度,保障科研数据的

共享利用.
政策是实施数据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推动力,国

外经验表明,政府为支持和促进数据的广泛共享,逐
步将科研数据管理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制定了相

应的计划、法律法规和政策.我国政府虽然也先后

制定了«科学数据共享条例»、«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

学数据汇交办法»等一系列数据共享的政策条例,但
缺少相应的法律效力,限制了科研数据的有效共享

利用,因而需要我国政府加大对科研数据服务的引

导和支持,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科研数据服

务做到有法可依.
(２)出台相应的数据管理政策,增强科研人员的

管理与共享意识.
国外越来越多的科研资助机构要求受资助者在

申请科研资助时提交相应的数据管理计划,并阐述

将如何对科研过程中产生的科研数据进行管理.目

前我国的主要科研资助机构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都没有强制

要求申请者提交科研数据管理计划,这使得我国科

研人员缺乏数据保存和管理的意识.我国应借鉴国

外的成功经验,出台相应的数据管理政策,将科研人

员对数据的管理与共享作为强制性的要求纳入考核

范围,这将更好地增强科研人员的科研数据管理与

共享意识,保证数据保存的规范化与长期化,保证科

研投入效益最大化.

(３)积极推进数据仓储库的建设,为实现全国范

围数据资源共享奠定基础.
经调研发现,国外许多高校为响应科研资助机

构关于数据管理政策的规定,纷纷建设了本机构的

数据仓储库,并制定了相应的高校数据管理政策,在
帮助科研人员申请科研资助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本

机构海量科研数据的有效保存与共享.中国科学院

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建设科学数据库的设想,并建设

了多个专业数据库,此外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北京

大学也建设了具有本校特色的科研数据共享平台,
但是相较于国外的发展情况,国内机构数据仓储库

的数量和质量还远远不够,各科研机构应利用各自

特色数据资源建设机构数据仓储库,开发科研数据

服务的相关软件工具,积累科研数据服务实践经验,
同时注重遵循统一的标准,充分利用国际化的开源

软件,为实现全国范围数据资源共享服务奠定基础.
(４)深化科研数据服务层次,提升科研数据服务

质量.
科研数据来源于科学研究,同时也服务于科学

研究,是未来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当前已有的国

家科研数据服务都非常重视对跨机构、跨学科、跨领

域的科研数据的发现、关联及知识挖掘,并取得了显

著的进展.我国的科研数据服务也应借鉴国外的成

功经验,实现对全国范围内不同科研机构、学科领域

的分布式数据资源的整合与统一访问,同时可以集

成科研数据分析、挖掘和可视化呈现的工具软件,面
向特定学科领域与应用提供特色增值服务,逐步深

化科研数据的服务层次,增强科研数据的被发现、被
获取和再利用的效果,提升科研数据服务质量.

(５)积极寻求国内外相关利益群体的合作,增强

科研数据服务能力.
随着科研数据逐渐成为科研协同创新的重要资

源,解决日趋复杂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吸引政府机构、
数据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机构、科研机构、出版机构

等相关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促进国内各学科和领

域的资源的充分整合,另一方面要与其他国家科研

数据服务建立紧密的联系,学习和借鉴其成功经验,
避免走错路、走弯路.此外,还要积极参与到科研数

据联盟(RDA)、科研数据引用(DataCite)、科研数据

知识库(re３data)等国际组织中,提升自身服务优势,
开发新型的数据服务项目,增强科研数据服务能力.

２０１５年的科技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工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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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要推动国家科学大数据中心建设,突出

“应用牵引,统筹兼顾”的思路,加强科研数据服务体

系的顶层设计,推动科研数据共享.我国需要在借

鉴学习国际成功经验基础上,宏观规划国家科研数

据服务支撑项目,有效整合各机构和各学科领域的

科研数据资源和基础设施,深化科研数据服务层次,
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科研数据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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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ogressandEnlightenmentofNationalResearchDataServices
LiuXiaojuan　YuJia　LinXia

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sthebackgroundandpresentsituationofNationalResearchDataServＧ
icesofseveralcountriesincludingtheUnitedStates,UnitedKingdom,Canada,Australia,Netherlandsand
Sweden．Itsummarizessystematicallythepracticalexperienceoftheseservicesintermsof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dataconnection,datadiscovery,datareuseandcooperativeagency．Researchshowsthat
thesecountrieshavemadesomeprogressinnationaldataservice．Incontrast,ChinasresearchdataservＧ
icesaremainlyconcentratedinthefieldoffoundationsubjects,andmainlyprovideasubjectorienteddata
resourcesintegrationservice．Weneedtoincreasethegovernmentsguidanceandsupport,plannationalreＧ
searchdataserviceprojects,effectivelyintegratescientificdataresourcesandinfrastructureofvariousinstiＧ
tutionsanddisciplines,deepenthedataservicelevel,andfinallybuildupanationaldataservicesystem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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