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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种数据库——基于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全国性

土壤数据集

施建平 1*，宋歌 1

摘  要：来源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汇总成果的中国土种数据库是最全面的全国性的土壤数

据资料。它覆盖了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主要土种的分布、面积、主要性状、土地利用和生产性能，

具有 2473 个典型剖面、8751 个发生层及物理化学性质。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所开始建设中国土种数据库，构造了一个包括地点与土壤类型分布关系和中国土壤发

生分类的分类关系的 E-R 数据模型，形成了覆盖全国主要土种的数据产品。该数据库被广

泛用于土地退化评估、环境影响研究、土壤碳储量研究，或作为土壤基础数据指导农业生产。

关键词：土壤；土种数据库；中国；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数据集成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中国土种数据库——基于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全国性土壤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Soil Type Database of China: A nationwide soil dataset based on the 

Second National Soil Survey
通讯作者 施建平（jpshi@issas.ac.cn）
数据作者 施建平、宋歌

数据采集时间 1978 ～ 1984 年 地理区域 中国（台湾省除外）

数据格式 .xlsx 数据量 7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88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十一五、十二五信息化项目（XXH12504-1-0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一三五”计划和领域前沿项目

（ISSASIP1626）

数据库（集）组成

来源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汇总成果的中国土种数据库覆盖

了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主要土种的分布、面积、主要性状、土

地利用和生产性能，包括 2473 个典型剖面、8751 个发生层

及物理化学性质。该数据库由 9 张表组成：土种基本信息表、

典型剖面景观表、典型剖面理化性质表、统计剖面理化性质表、

省名表、县市名表、地点与土种关系表、土类表和亚类表

概   述

土壤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它是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受复杂

的自然条件和深刻的人为因素影响，我国土壤类型千差万别、种类繁多。在土壤

学中，将影响土壤形成的各种自然条件，归纳为地形、气候、成土母质、植被、

成土年龄 5 大因素，称为成土因素。在不同的地区，各因素的具体内容和特点不同，

还以不同强度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土壤。土种是由若干土壤特征相类似

的一组土壤个体组成的集合体，通常选择其中心概念与边缘概念十分清晰的土壤

个体为代表，作为比较土壤形状差异与划分土种的依据。

中国土种数据库的数据来源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汇总成果《中国土种志》[1]。

文献 DOI：
10.11922/csdata.170.2015.0033

文献分类：地球科学

收稿日期：2015-11-10
发表日期：201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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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种志》在整理、选择、总结省（市、区）级有关土种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全国性的土壤数据资料，它包括 2473 个土种典型剖面，覆盖

了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主要土种在土壤分类系统中的归属、分布、面积、主要性状、

典型剖面、生产性能和理化分析数据。

土壤数据具有时间、空间属性。在时间尺度，土壤性质随着自然条件和人类

活动影响而改变。在空间尺度，土壤具有水平分布特征和垂直分布特征，单个土

体中的不同层次，理化性质也不同。另一方面，同植物分类一样，对不同类型土

壤的定量和规范化分类描述是数据解译、模拟、对比的基础。由于全国性的土壤

普查进展不同，其数据采集跨度为 1978 ～ 1984 年，可以不考虑时间尺度的变化。

因此，中国土种数据库结构设计需同时考虑空间分布关系和分类关系。

中国土种数据库以土种为单位，提取了土种归属和分布、地形地貌、土地利

用、土壤主要性状、典型剖面理化性质和统计剖面理化性质数据。其中，典型剖

面土壤理化性质包括不同发生层的土壤养分（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碱解

氮、有效磷、速效钾、pH）、土壤物理特征（颗粒组成、质地、容重、空隙度）

和土壤化学特征（交换型阳离子、阳离子交换量、有效阳离子交换量、碳酸钙）

等 28 个参数。参考国外相关土壤数据库关系结构模型 [2 ～ 3]，建立地点与土种水平

分布关系，2473 个土种分布在全国除台湾省外 30 个省 1642 个县；建立土种与发

生层间垂直分布关系，2473 个土种典型剖面具有 8751 个发生层数据，平均每个剖

面约 3.5 个发生层；按照中国土壤发生分类（GB17296），建立土类、亚类、土种

的分类关系。依据建立的实体关系模型，用户可按地点和土壤分类进行查询检索。

该数据库可用于土地退化评估、环境影响研究、土壤碳储量研究，或作为土壤基

础数据指导农业生产。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1.1  土种的划分

土种是土壤发生分类系统中的基层分类单元，是土壤分类的基础。它是出于

相同或相似景观部位，及其类似的水热条件，具有相对一致的土壤剖面形态特征

和理化生物性质相似的一群土壤实体。土种划分应遵循以发生学理论为基础、以

土壤属性为依据的总原则：

1. 以整个土体相对稳定的属性为依据，同一土种的属性、量级指标相同，土

种间的性状指标具有量级差异；

2. 土种为一生态样块。具有一定的微域景观条件，近似的水热条件，相同的

母质以及相同的植被与利用方式；

3. 同一土种的剖面发生层或其他土层的层序排列及厚度是相似的；

4. 同一土种的土壤特征、土层的发育程度相同；

5. 同一土种的生产性能及生产潜力相似。

1.2  内容的规范化

《中国土种志》是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系列成果之一，它是在整理、选择、

总结省（市、区）级有关土种资料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全书以大区为单位，共分

六卷，分别介绍了各大区主要土种在土壤发生分类系统中的归属、分布、面积、

主要性状、典型剖面、生产性能和理化分析数据。其中规范化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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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种命名：各省土种命名，方法很不一致，有些省采用群众习用名称，也

有些省采用以土类为中心的连续命名法。中国土种志采用单名法。为了区别同土异

名或异土同名，在土种名称前加一个地名，作为土种名，如祁山橙泥土。我国有些

地方在水稻土的名字后面加一个田字，则仍然保留，如潮砂泥田、泥肉田、白粉田等。

2. 土种归属：对于山地薄层土壤，没有 B 层发育的，归属于石质土或粗骨土；B
层发育不好的，归属于相应土类的 XX 性土。南方在网纹红土层上耕种的土壤，是受

冲刷的土壤，仍然归属于红壤土类，而西北与东北地区耕种的红粘土，都归属于红粘

土亚类。我国南方石灰岩发育的 A-C 型土，分属于不同的石灰岩土，而北方石灰岩

发育的土壤，则归属于相应的自成型土。根据铁的晶胶率，把水稻土归属于不同的亚类。

3. 土层符号：各省（市、区）土种志中土层符号的应用是比较混乱的，参照

有关文献，对土层符号作出规定，见表 1。

表 1  土层符号的规定

水稻土 旱耕土 自型土

耕作层 Aa 旱耕层 A11 草根层或草毡层 As 凋落物有机质层 O
犁底层 Ap 亚耕层 A12 泥炭状有机质层 H 表层 A
渗育层 P 心土层 Cl 纤维状泥炭层 Hi 灰化层 A2

潴育层 W 底土层 C2 半分解泥炭层 He 母质特征消失的土层 B
脱潜层 GW 高分解泥炭层 Ha 受成土作用少的母质层 C
潜育层 G
腐泥层 M

4. 主要性状：土种的主要性状，描述发生性状与养分状况两部分。每个土种

都描述特定的剖面发生层构型，如棕壤类的土种为 A-B-C 构型，黑垆土类的土种

为 A-Ah-B-C 型，渗育性水稻土为 Aa-Ap-P-C 构型。各土种的养分状况，如有机质、

氮、磷、钾及微量元素样品测定数据，则进行耕层养分的统计性描述。

5. 典型剖面描述：土种的典型剖面体现该土种的中心概念，记录了剖面的采

样地点、地形部位、海拔高度、母质或母土、植被、利用方式和气象指标等生境

条件，规范化描述了剖面形态特征，并用门塞尔标准比色卡校正土壤颜色。根据

室内分析结果，按国际制粒级含量，订正质地名称。

6. 每个土种都列出典型剖面理化性质表和统计剖面理化性质表。少部分土种

只有典型剖面的理化分析表，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这些土种的中心

概念，予以保留。

1.3  分析方法

根据农业部颁发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要点（草案）[4 ～ 5]，土壤养分常规

分析见表 2。

表 2  土壤养分常规分析方法

测定项目 分析方法

pH pH 计或比色法

有机质 重铬酸钾消化法

全氮 凯氏法或高氯酸法（高氯酸 - 硫酸消化，蒸馏或扩散）

全磷 碱熔（NaOH）或酸溶（HClO4-H2SO4），钼锑抗比色法

全钾 碱熔（NaOH）或（NH4Cl-CaCO3）熔融，火焰光度法或四苯硼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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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项目 分析方法

碱解氮 碱扩散法

有效磷 盐酸 - 氟化铵浸提，比色法（酸性土壤）
碳酸氢钠浸提，比色法（中性 - 石灰性土壤）

速效钾 硝酸钠浸提 - 四苯硼钠比浊法

容重 环刀法

2   数据结构和样本

2.1  数据库结构

参照国内外有关土壤资源数据库的关系结构 [6 ～ 9]，建成一个具有空间分布关

系和分类层次关系的关系型数据库，可以根据地点和土壤发生分类进行查询检索。

数据存储和查询网址见：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88、http://www.soil.
csdb.cn/page/index.vpage（中国土种数据库 1.0）。

数据库由 5 部分组成：

1. 土种基本信息表 SOIL_TYPE。包括土种 ID、土种名称、一般性描述、母质、

剖面构型、主要特征、生产性能等。除此之外，为了与土壤分类信息连接，还收

录了对应的土类 ID、亚类 ID。

2. 典型剖面景观信息表 PROFILE_LANDSCAPE。一个土种有一个典型剖面，

典型剖面景观表通过土种 ID 与土种信息表关联。该表收录典型剖面的采集地点、

地形地貌、高程、母质、年均温和年降水、自然植被、土地利用等。

3. 典型剖面理化性质表 VALUM 1 和统计剖面理化性质表 VALUM_Stat。一个

土种的垂直剖面有多个不同深度的发生层，每个发生层有不同的理化性质。土种

与发生层是一对多的垂直分布关系。剖面理化性质表记录了土壤养分全量、速效

养分、物理特性、交换性能等。典型剖面理化性质表和统计剖面理化性质表均通

过土种 ID 与土种信息表关联。

4. 描述水平分布信息的 3 张表格：省名表 LOCATION_NAME、 县市名表

sublocation 及地点土种关系表 LOCATION_USAGE。一个省有多个县市，省名表

与县市名表是一对多关系。一个县市可能有多个土种，一个土种分布于多个县市。

县市名与土种之间是多对多关系，用地点土种关系表 LOCATION_USAGE 表描述，

该表包括土种 ID、土种名称、县市代码、县市 ID、县市名等字段。

5. 描述中国土壤发生分类与土壤类型关系的土壤分类信息的表格：土类表

SOIL_GROUP（土类名、土类英文名、土纲名、土纲英文名、土类描述等）和亚

类表 SOIL_SUBGROUP（亚类名、亚类英文名）。一个土类有多个亚类，土类与

亚类是一对多的关系。一个亚类有多个土种，亚类与土种也是一对多的关系。通

过土类 ID、亚类 ID 关联土类、亚类和土种基本信息三张表，形成了土壤分类的

层次关系。查询时可按照规范化的土类名称、亚类名称和土种名称的依次查询。

为了用户使用方便，生成按地点查询土种和按土壤分类查询土种的数据快照，

便于快速查询。

2.2  数据样本

中国土种数据库的数据量庞大，为了说明数据集的具体特征，以按地点查询

和按土壤分类查询为例，列出福建省漳州市赤红壤土类泥赤土土种数据集的典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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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以便使用者溯源定位、理解数据集内涵。

例如，福建省漳州（县市名 ID 为 1）分布有泥赤土、赤粘土、黄赤土、霞潭

赤粘土和青底灰泥田 5 个土种（土种 ID 分别为 10003、10005、10007、10009、
10503）。在地点与土种关系表格中分别填写县市名 ID 和土种 ID，建立一个县市

名与不同土种间分布关系（图 1，表 3）。同样，泥赤土（土种 ID 为 10003）分布

于漳州（县市名 ID 为 1）、泉州（县市名 ID 为 2）和华安（县市名 ID 为 23），

这需要在地点土种关系表格中分别填写土种 ID 和县市名 ID，建立一个土种分布

于不同地点的分布关系。

表 3  福建漳州查询结果

省名
县市

名
土类 亚类 土种 分布与地形地貌

面积

（hm2）

福建 漳州 水稻土 潴育水稻土 青底灰泥田

福建的漳州、三明、建阳三

地市的冲积平原，河谷盆地

低洼处，或山间垄口地段

40 680

福建 漳州 赤红壤 典型赤红壤 泥赤土

福建省漳州和泉州两市所属

县内的 300 m 以下低丘陵地

带

28 466.7

福建 漳州 赤红壤 典型赤红壤 赤粘土

福建省漳州和泉州两市所属

县内的 300 m 以下低丘陵地

带

57 000

福建 漳州 赤红壤 典型赤红壤 黄赤土

福建省漳州市各县，在 200 m
以下的低丘坡麓地带，或滨

海二级阶地上

28 293.3

福建 漳州 赤红壤 典型赤红壤 霞潭赤粘土 300 m 以下低丘陵地带 164 400

若选择赤红壤亚类泥赤土土种，可查询该土种的详细信息；通过土种 ID 的关

联，查询典型剖面景观（表 4）、典型剖面理化性质（表 5）。

图 1   地点 - 土种关系样例

县市名 ID 土种 ID
1 10003
2 10003
23 10003
1 10005
2 10005
7 10005
1 10007
7 10007
1 10009
2 10009
9 10009
1 10503
10 10503
13 10503
15 10503

土种 ID 土种名 土类 亚类

10003 泥赤土 赤红壤 典型赤红壤

10005 赤粘土 赤红壤 典型赤红壤

10007 黄赤土 赤红壤 典型赤红壤

10009 霞潭赤粘土 赤红壤 典型赤红壤

10503 青底灰泥田 水稻土 潴育水稻土

省名 县市名 ID 县市名

福建 1 漳州

福建 2 泉州

福建 7 诏安

福建 10 云霄

福建 13 三明

福建 15 建阳

福建 16 宁德

福建 17 建瓯

福建 23 华安

地点土中关系表 县市名表

土种基本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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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典型剖面景观

土种名 采集地点 地形地貌
高程

（m）
母质

年均温

（℃）

年降水

（mm）
植被

土地利

用

泥赤土
华安县城

关后山
低丘下坡 170

第三纪硅质粉

砂岩风化坡积

物

20.9 1618.1
石竹、桃

金娘、芒

箕

旱地、

林地

一个土种的典型剖面有多个发生层，每个发生层有不同的深度、不同的理化性质。

土种与发生层及发生层理化性质是一对多的关系。泥赤土的典型剖面理化性质如表5。

表 5  泥赤土典型剖面主要理化性质

土种 ID 10003
土种名称 泥赤土

发生层次名称 A AB B BC
层次相对厚度（cm） 8 15 19 58
层最上深度（cm） 0 8 23 42
层最下深度（cm） 8 23 42 100

>2 mm 石砾 – – – –

颗粒组成 2 ～ 0.02 mm（％） – – – –

颗粒组成 2 ～ 0.2 mm（％） 13.21 6.97 7.81 9.26
颗粒组成 0.2 ～ 0.02 mm（％） 26.39 19.17 20.64 23.56
颗粒组成 0.02 ～ 0.002 mm（％） 19.4 23.64 24.22 29.07

颗粒组成 <0.002 mm（％） 41.01 50.2 47.3 38.18
质地 LC C C LC

容重（g/cm3） – – – –

孔隙度（％） – – – –

有机质（g/kg） 39.8 18.9 15.3 9.1
全氮（g/kg） 1.78 0.97 0.89 0.44
全磷（g/kg） 0.25 0.19 0.25 0.17
全钾（g/kg） 2.6 2.9 2.9 3.9

碱解氮（mg/kg） – – – –

有效磷（mg/kg） – – – –

速效钾（mg/kg） – – – –

缓效钾（mg/kg） – – – –

交换性氢（cmol/kg(+)） 0.35 0.38 0.37 0.48
交换性铝（cmol/kg(+)） 4.95 4.42 4.02 3.98

交换性酸总量（cmol/kg(+)） 5.7 4.8 4.39 4.46

交换性钙（cmol/kg(+)） – – 0.82 –

交换性镁（cmol/kg(+)） 1.75 0.49 0 0.58
交换性钾（cmol/kg(+)） 0.13 0.13 0.13 0.12

交换性纳（cmol/kg(+)） – 0.06 – 0.19

交换性盐总量（cmol/kg(+)） 1.7 0.68 0.95 0.89

阳离子交换量（cmol/kg(+)） – – – –

有效阳离子交换量（cmol/kg（+）） 7.4 5.48 5.34 5.35

再如，按照中国土壤发生分类查询土种信息，一个土类有多个亚类，一个亚

类有多个土种，土类表、亚类表和土种基本信息表样例见图 2。由此，可按土类亚

类土种方式查询检索。选择赤红壤，亚类为典型赤红壤，并选择土种名为泥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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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按中国土壤发生分类查询结果

土类 亚类 土种 分布与地形地貌 面积（hm2） 县市名

赤红壤 典型赤红壤 泥赤土
福建省漳州和泉州两市所属

县内的 300 m 以下低丘陵地带
28 466.7

漳州

泉州

华安

3   数据质量控制措施

3.1  数据质量保证

数据库的建设由南京土壤所于 2010 年完成，数据完整性和一致性经人工抽查

基本无误。2011 ～ 2013 年对县市名进行了修正。建立了数据库设计文档，具备数

据字典和关系结构图等完整的文档资料。

每年根据用户使用意见，检查数据库内容，修正错误，建立土种数据库维护日志。

3.2  数据质量控制具体措施

1. 法定计量单位转换

典型剖面理化性质表和统计剖面理化性质表中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原

始数据单位为％，数据录入检查无误后，原始数据字段保留。同时按照法定计量

单位增添新的数据字段，单位更新为 g/kg。
土壤颗粒组成按国际制分级，单位为％；土壤容重单位为 g/cm3；阳离子交换

量和交换性阳离子单位均统一为 cmol/kg(+)。上述单位均为法定计量单位。

2. 采样的深度表示

原始数据发生层深度用相对厚度表示（如 20 cm），使用者不易区分其绝对深

度或深度范围。参照 ISO 28258，在数据录入检查无误后，增添发生层最上深度和

发生层最下深度（如 0 cm，20 cm）两个字段，分别计算录入。

3. 土壤分类的规范化

已有数据资源中土壤分类名称的规范化，是土壤学科领域数据整合的重要内

容之一。参照GB/T 17296-2009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对土类、亚类的命名进行规范。

GB/T17296 对与土类命名相同、且亚类中包括不止一种亚类的原亚类名称，均加“典

型”两字，以示与土类命名的区别。例如，原土类为“红壤”，亚类也为“红壤”

图 2  土类 - 土种关系样例

土种 ID 土类 ID 亚类 ID 土种名

10003 1 1 泥赤土

10005 1 1 赤粘土

10007 1 1 黄赤土

10009 1 1 霞潭赤粘土

10011 1 1 九峰赤粘土

10013 1 1 赤土

10015 1 1 金岗山赤土

10017 2 2 赤水黄红泥土

土类 ID 土类名

1 赤红壤

2 红壤

3 黄壤

土类 ID 亚类 ID 亚类名

1 1 典型赤红壤

1 100 黄色赤红壤

1 211 赤红壤性土

2 2 典型红壤

土种基本关系表 亚类表

土类表

查询该土种的性质。查询结果见表 6。
典型剖面景观同表 4，典型剖面理化性质同表 5。统计剖面理化性质表是多个

剖面样本理化性质的统计值，与典型剖面理化性质表数据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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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类名称，改为“典型红壤”。这类亚类名称的更改有 41 处，数据库在亚类表

SOIL_SUBGROUP 中增添了“国标亚类名”字段，老亚类名继续保留，以便与历

史资料对应。土壤分类和归属按照历史资料分类暂时不变。

在元数据中标识数据资源的土壤类型名称及其在中国土壤分类系统（GSCC）、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CST）之间的参比信息。

4. 行政地点的规范化和更新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行政地点名称和归属有较大变化。例如，原上海川沙县，

现已归属为浦东新区。重庆市为 1997 年成立，现在重庆市具有土壤普查资料的区

县，历史上归属于四川省。更新了 38 个县市的名称，并增添字段保留原始名称；

同时更新了 8 个县的归属。此外，为了查询方便，增添与土种分布相关的省、市、

县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07）和市、县近似经纬度。

5. 数据类型约定

数据的基本类型为文本、数字、备注等。依据原始数据，对数据精度进行了设置。

由于原始数据有缺失，空值在数据传输中数字型字段易人为形成“0”，故对于数

据缺失较多的字段，用文本型表示。

4   数据使用与建议

使用者在使用之前，应了解数据的适用范围、尺度和数据的分布情况。中国

土种数据库的数据是在《中国土种志》的基础上构建，其原始数据没有覆盖全国

所有的县市。2473 个土种典型剖面分布于 1642 个县市（区）或地理标识区（如太

行山、大兴安岭）。

首先，按水平分布（省）统计土种典型剖面数及主要性状数据分布。图 3 显

示了土种在各省的分布。其中最多是辽宁省，159个土种；最少是北京市，11个土种。

典型剖面密度最大的是上海市，36 个 / 万平方公里；密度最小的是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0.6 个 / 万平方公里，全国平均 2.6 个 / 万平方公里。

其次，分省统计土壤养分数据的分布。中国土种数据库提供了 2473 个土种典

型剖面 8751 个发生层的 28 个土壤养分和理化特性数据（表 7）。

典型剖面不同发生层土壤养分数据包括：有机质数据 8584 个，全氮数据 8345
个，全磷数据 8211 个，全钾数据 7023 个，pH 数据 8624 个。速效养分作为土壤

普查的速测项目，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新疆西北五省具有耕层速效养分

统计数据，无典型剖面不同层次的速效养分数据，河南、河北无碱解氮数据。其

图 3  土种在各省的分布数

122

84

159

77

102100

39

110

35

66

108

73

119

81
65 61 62

102 107

45

88

108
93

110
124

84 92

黑
龙
江

吉
林

辽
宁

北
京

河
北

河
南

内
蒙
古

山
西

安
徽

福
建

江
苏

江
西

山
东

上
海

浙
江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湖
北

湖
南

甘
肃

宁
夏

青
海

陕
西

新
疆

贵
州

四
川

西
藏

云
南

重
庆

（单位：个） 

11
23 23



中国土种数据库 —— 基于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全国性土壤数据集

9www.csdata.org《中国科学数据》2016 年第 2 期

他省碱解氮数据总数为 2330 个，有效磷数据总数为 3983 个，速效钾数据总数为

4129 个。表 7 显示了分省统计典型剖面土壤养分数据分布的情况。

表 7  按省统计典型剖面不同层次土壤养分数据的分布

省名
层次

数

有机质

总数

全氮总

数

全磷总

数

全钾总

数

碱解氮

总数

有效磷

总数

速效钾

总数
pH 总数

黑龙江 417 391 321 317 280 14 16 12 399
吉林 336 335 335 336 318 312 330 333 309
辽宁 607 597 594 599 547 22 340 334 599
北京 45 45 45 45 33 11 44 42 45
河北 275 275 275 271 258 0 252 257 272
河南 374 372 372 368 129 0 153 169 373
内蒙古 326 323 321 306 291 0 57 61 323
山西 151 150 150 142 1 3 11 17 151
安徽 384 379 371 372 352 2 156 154 384
福建 128 127 121 117 114 3 42 49 124
江苏 266 262 258 216 76 32 106 113 259
江西 357 354 353 354 314 34 37 38 357
山东 298 297 297 294 233 262 286 296 298
上海 100 94 95 95 95 14 75 58 100
浙江 406 357 276 225 141 83 86 101 400
广东 254 254 254 254 244 225 212 235 253
广西 233 232 233 233 233 40 202 200 229
海南 194 193 193 193 185 193 192 193 193
湖北 197 194 194 195 193 93 108 110 193
湖南 331 331 331 331 329 156 224 269 331
甘肃 402 399 400 395 358 0 0 0 400
宁夏 171 150 130 125 93 0 0 0 167
青海 312 310 310 309 304 0 0 0 310
陕西 413 412 412 412 391 0 0 0 409
新疆 394 381 369 367 328 0 0 0 392
贵州 340 339 312 314 186 8 240 259 331
四川 237 236 236 236 214 130 121 123 236
西藏 447 441 433 436 438 369 370 380 440
云南 292 291 291 292 292 289 286 289 283
重庆 64 63 63 62 53 35 37 37 64
总计 8751 8584 8345 8211 7023 2330 3983 4129 8624

再次，分省统计土壤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数据的分布。土壤颗粒组成按照国

际制分级，辽宁省颗粒组成的数据最多，北京市的数据最少（图 4）。根据第二次

土壤普查的技术规定，不是所有土壤特征都必须测定，因此，土壤容重的测定数

据较少，且分布不一（图 5），西北、西南等的 11 个省市无容重测定数据。

图 6显示了按省统计的典型剖面不同层次土壤阳离子交换量数据的分布情况。

阳离子交换量（CEC）数据总数为 5826 个，其中数据量最多为辽宁省，518 个；

最少为海南省，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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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Type Database of China: A nationwide 
soil dataset based on the Second National Soil 

Survey

Shi Jianping, Song Ge

ABSTRACT  Derived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Soil Survey, Soil Type Database of China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oil data resource on the national scale. It embodies the distribution, 
area, characters, land use and 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most soil typ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the 1980s. The database contains 2,473 typical profiles, 8,751 soil genetic horiz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The database was initiat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in 2000. Up to now, an entity-relationship (E-
R) data model has been built which contains soil type-location relationships and stratified 
classifications based on Genetic Soil Classification of China (GSCC), and the data product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cover most of soil types in China. The database can be widely used in land 
degradation assessments, environmental impact studies, and soil carbon reserves studies. It may 
also be used as basic data to guide agriculture production. 
 
KEYWORDS   soil; Soil Type Database; the Second National Soil Survey; data integration

引文格式 ：施建平 , 宋歌 . 中国土种数据库——基于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全国性土壤数据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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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 2006 年太湖水体物理及水体化学监测数据集

许金朵 1，马荣华 1*，王贞 1，胡佳俊 1

摘  要：2001 ～ 2006 年太湖水体物理及水体化学监测数据集是对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

泊研究所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提供的 8 个常规监测站点 2001 ～ 2006 年常规水质监测

数据进行整理而得。长序列的水质监测数据，可以准确、全面地反映水质变化发展趋势，

为湖泊水环境富营养化研究、水环境保护、污染源控制与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基础数据支撑。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数据，采用国际规范的数据处理方法和质量控制体系，对观测的水质

数据进行整理和质量控制，并已经公开出版、共享和提供下载。

关键词：太湖；水质；水化学；监测数据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2001 ～ 2006 年太湖水体物理及水体化学监测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Water physical and chemical data of Taihu laboratory (2001 – 

2006)
通讯作者 马荣华（rhma@niglas.ac.cn）
数据作者 许金朵、马荣华

基金项目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中国科学院科技数据资源整合

与共享工程、中国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

数据时间范围 2001 ～ 2006 年

地理区域 太湖

数据格式 .xlsx 数据量 0.16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13

数据库（集）组成

本数据集包含太湖站水质观测站点经纬度数据以及太湖站

2001 ～ 2006 年水体物理和水体化学观测数据，其中水体物

理要素与水体化学要素指标包括水温、透明度、pH、悬浮物、

电导率、碱度、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

总氮、氨氮、磷酸盐、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等

引   言

太湖，古名震泽，又名具区、笠泽 [1]，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是中国五大

淡水湖之一，湖泊面积 2427.8 km2，水域面积为 2338 km2，在区域和社会经济发

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由于流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导致太湖水质恶化，富营养化趋势明显，生态系统急剧退化 [3]。为了便于对以太

湖为代表的大型浅水湖泊进行长期、系统和稳定的野外定位观测试验及研究，中

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建立了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简称“太湖站”），

以湖泊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长期积累大型湖泊资料 [4]。长时间

序列的湖泊观测数据可为研究富营养化湖泊物质转换与能量流动，湖泊物理、化

学和生物过程对蓝藻水华暴发的作用机理，探索湖泊富营养化和水环境污染机理，

揭示湖泊富营养化、沼泽化和生态灾变等关键科学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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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分类：地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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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  210008
* 通讯作者（Email: rhma@niglas.ac.cn）



China Scientific Data
中国科学数据2001 ～ 2006 年太湖水体物理及水体化学监测数据集

14 www.csdata.org 《中国科学数据》2016 年第 2 期

太湖站（图 1）由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的太湖梅梁湖之滨的本部（31°24′N，

120°13′E）和位于苏州市东太湖之滨的东太湖水体农业试验站两部分组成 [4]。自

1991 年建站以来，一直连续收集太湖的水体物理和化学指标。1991 ～ 1995 年，

在太湖北部近 1000 km2 的湖面上布设了 8 个采样点；1995 ～ 2004 年，在原点位

逐月监测的前提下，将监测点位拓展到了全太湖。本数据集为太湖站其中 8 个常

规监测站点 2001 ～ 2006 年观测的水体物理和水体化学数据资料。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太湖站 2001 ～ 2006 年水体物理和水体化学观测数据，涉及太湖站 8 个常规监

测站点，分别为 THL00（太湖站 0 号观测站，120.22°E，31.54°N）、THL01（太

湖站 1 号观测站，120.19°E，31.51°N）、THL03（太湖站 3 号观测站，120.19°E，
31.48°N）、THL04（太湖站 4 号观测站，120.19°E，31.44°N）、THL05（太湖

站 5 号观测站，120.19°E，31.41°N）、THL06（太湖站 6 号观测站，120.13°E，
31.50°N）、THL07（太湖站 7 号观测站，120.18°E，31.34°N）和 THL08（太湖站

8 号观测站，120.17°E，31.25°N），定点长期观测太湖水体物理和水体化学数据，

观测频率为 1 次 / 月。太湖水质水体物理数据包括透明度、水深、水位等指标；水

体化学数据包括总磷、总氮、磷酸盐、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溶解氧、生

化需氧量等指标。

1.1  太湖水体物理数据

湖泊水体物理要素是湖泊生态系统的重要参数 [5]，太湖 2001 ～ 2006 年水体

物理和水体化学观测数据中的水体物理要素，包含太湖水深、水温、透明度、悬

浮物、电导率在内逐月观测的数据。水温采用水温计，水温计每年校核使用；透

明度采用塞氏圆盘，每个点测定 3 次，取均值；悬浮物采用烘箱经过 2 次烘干称重，

使误差小于 1/10000 g；电导率使用电导率仪进行监测，对电导率仪每 3 个月进行

一次标定（表 1）。

图 1  太湖站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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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站

（无锡本部）

太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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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00 8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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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太湖站水质监测用仪器及质量控制表 [4]

项目 分析方法 仪器 质量控制

水温 水温计法 表层水温计 水温计每年校核

透明度 塞氏盘法 塞氏圆盘
塞氏圆盘每年重新油漆，每个点

测定 3 次，取平均值

悬浮物 烘干法 烘箱，1/100000 电子天平

烘 3 小时后在干燥器内冷却，称
重；再烘半小时后，再在干燥
器内冷却，再称重；误差小于

1/10000 g
电导率 电导率仪法 DDS-11C 电导率仪 定期标定

1.2  太湖水体化学数据

太湖 2001 ～ 2006 年水体物理和水体化学观测数据中的水体化学要素，包含

总磷、总氮、磷酸盐、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

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氮、pH、4 种阳离子、氯化物、硫酸盐、水温、透明度、

电导率等指标的逐月观测数据。其中，碱度、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

量要素使用 10 ml 微量滴定管进行测定，使用前对浓度进行标定；总磷、磷酸盐、

总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使用紫外分光光度计进行测定；硫酸盐、氯化物、

钾、钠、钙、镁采用离子色谱法进行测定（表 2）。

表 2  太湖站水质监测使用仪器及质量控制表 [4]

项目 分析方法 使用仪器 质量控制

pH pH 复合电极法 PHS-3TC 每年更换电极，每次使用前
用标准缓冲液校准

碱度 酸碱指示剂滴定法 10 ml 微量滴定管 每季标定 HCl 标液浓度

溶解氧 碘量法 10 ml 微量滴定管
每次标定硫代硫酸钠使用液

浓度

高锰酸盐指数 酸性法 10 ml 微量滴定管 每次标定高锰酸钾使用液浓度

生化需氧量 稀释接种法 10 ml 微量滴定管
每次标定硫代硫酸钠使用液
浓度，准确控制时间与温度

总磷 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UV-240lPC 紫外分光光度计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磷酸盐 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UV-240lPC 紫外分光光度计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总氮 紫外分光光度法 UV-240lPC 紫外分光光度计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硝酸盐氮 酚二磺酸光度法 UV-240lPC 紫外分光光度计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亚硝酸盐氮
N-(1- 萘基 )- 乙二胺

光度法
UV-240lPC 紫外分光光度计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氨氮 纳氏试剂光度法 UV-240lPC 紫外分光光度计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硫酸盐 离子色谱法 DX-100 离子色谱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氯化物 离子色谱法 DX-100 离子色谱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钾 离子色谱法 DX-100 离子色谱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钠 离子色谱法 DX-100 离子色谱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钙 离子色谱法 DX-100 离子色谱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镁 离子色谱法 DX-100 离子色谱 分析时带标样控制分析结果

2   数据样本描述

2001 ～ 2006 年太湖水体物理及水体化学监测数据集，为 Excel 表格型数据，

包含两个 Excel 数据文件，分别为“太湖站水质观测站点数据 .xlsx”和“200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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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太湖水体物理及水体化学监测数据 .xlsx”。其中“太湖站水质观测站点数据 .xlsx”
数据文件，描述太湖站 8个水质常规监测站点的空间点位信息（表 3）；“2001–2006
年太湖水体物理及水体化学监测数据 .xlsx”数据文件，包含 2 个表单文件，分别

为“2001–2006 年太湖水体物理监测数据”和“2001–2006 年太湖水体化学监测数

据”。“2001–2006 年太湖水体物理监测数据”表单中包含了 2001 ～ 2006 年太湖

站 8 个水质常规监测站点逐月的水体物理要素观测数据（表 4），“2001–2006 年

太湖水体化学监测数据”表单中包含了 2001 ～ 2006 年太湖站 8 个水质常规监测

站点逐月的水体化学要素观测数据（表 5）。在 2001 ～ 2006 年太湖水体化学监测

数据中，个别站点的部分指标如溶解性总氮、溶解性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硅酸盐、

碱度因人工采样差异和仪器故障等原因存在数据项缺失情况；个别指标如五日生

化需氧量在 2006 年才纳入常规监测指标体系，出于数据完整性考虑，该指标也被

整合进来，但从 2006 年起开始有数据。

表 3  太湖站水质观测站点数据表内容

字段名称 量纲 数据类型 实例

观测站序号 字符型 1
观测站代码 字符型 THL00
观测站名称 字符型 太湖站 0 号观测站

东经 ° 浮点型 120.219 44
北纬 ° 浮点型 31.539 68

表 4  2001 ～ 2006 年太湖水体物理监测数据表内容

字段名称 量纲 数据类型 实例

编号 字符型 1
站点 字符型 THL00
年 短整型 2006
月 短整型 1
水深 m 浮点型 1.4
水温 ℃ 浮点型 7.8

透明度 m 浮点型 0.5
悬浮物 mg/L 浮点型 29.88
电导率 µS/cm 浮点型 775

表 5  2001 ～ 2006 年太湖水体化学监测数据表内容

字段名称 量纲 数据类型 实例

编号 字符型 1
站点 字符型 THL00
年 短整型 2003
月 短整型 1
pH 浮点型 8.31
总氮 mg/L 浮点型 5.58
总磷 mg/L 浮点型 0.114

叶绿素 a μg/L 浮点型 14.28
脱镁叶绿素 μg/L 浮点型 3.21
高锰酸盐指数 mg/L 浮点型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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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量纲 数据类型 实例

溶解氧 mg/L 浮点型 11.88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浮点型 3.87

氨氮 mg/L 浮点型 2.45
亚硝酸盐氮 mg/L 浮点型 0.041
硝酸盐氮 mg/L 浮点型 1.198
溶解性总氮 mg/L 浮点型 5.09

磷酸盐 mg/L 浮点型 0.011
溶解性总磷 mg/L 浮点型 0.039

碱度 mmol/L 浮点型 2.51
钾离子 mg/L 浮点型 7.63
钠离子 mg/L 浮点型 69.3
钙离子 mg/L 浮点型 54.9
镁离子 mg/L 浮点型 12.31
氟离子 mg/L 浮点型 0.49
氯化物 mg/L 浮点型 61.2
硫酸盐 mg/L 浮点型 90.2
硅酸盐 µmol/L 浮点型 63.5

碱度（以 CaCO3 计） mg/L 浮点型 140.8
硅酸盐（以 Si 计） mg/L 浮点型 3.81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针对原始观测数据和实验室分析的数据，数据质量控制过程包括对源数据的

检查整理、单个数据点的检查、数据转换和入库，以及元数据的编写、检查和入库。

对源数据的检查包括文件格式化错误、存储损坏等明显的数据问题以及文件格式、

字段标准化命名、字段量纲、数据完整性等。单个数据点的检查中，主要针对异

常数据进行修正、剔除。

针对太湖站开展的常规观测项目，在数据入库阶段建立了完善的质量控制过程

（图 2），保证已入库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观测阶段，由长期工作在太湖站的专

图 2   数据质量控制

原始观测数据 实验室分析数据

整理数据 制作元数据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

数据转换 元数据文件

数据入库

不合格不合格

异常值等质量检查

（续表）

合格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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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进行观测和观测仪器维护工作。数据整理和入库过程的质量控制方面，主要

分为两个步骤：（1）进行了各种源数据的集成、整理、转换、格式统一；（2）通

过一系列质量控制方法，去除随机及系统误差。使用的质量控制方法，包括极值检查、

内部一致性检查，以保障数据的质量。元数据由太湖站数据观测人员和数据整编人

员根据太湖站制定的元数据标准格式（包含数据名称、时间范围、字段说明、观测

方法、知识产权等）进行填写，并聘请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对元数据描述进行审核。

4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太湖站长期监测、累积的水质观测资料，表征了太湖水体中污染物的变化趋势，

为太湖蓝藻监测以及预测预警提供基础分析资料，为太湖水环境管理、水质评价

和水质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 [6]。

本 数 据 集 除 了 储 存 在 Science Data Bank（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
handle/13）网站上，也已在湖泊 – 流域科学数据中心（http://lake.geodata.cn）和中

国湖泊数据库（http://www.lakesci.csdb.cn）同步发布并提供数据查询下载服务和数

据可视化工具（http://lake.geodata.cn/LakeDB）。平台提供基于空间点位（图 3）
和数据集属性字段的数据查询功能。在数据集浏览页面，首先选择要查询的观测

点位，在查询条件中选择要查询的时间范围，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检索出相应

的数据记录；在“表格”选项卡的水质要素复选框中，可同时选取多个指标（图 4）；
单击“导出数据”即可将查询结果导出为 Excel 文件格式，下载到本地；点击“曲

线图”选项卡，选择相应的水质要素，点击“绘图”按钮，可绘制出该要素的曲

线变化趋势图（图 5）。

图 3   太湖水质数据查询（点位选择）

图 4   太湖水质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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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physical and chemical data of Taihu 
laboratory (2001 – 2006)

Jinduo Xu, Ronghua Ma, Zhen Wang, Jiajun Hu

ABSTRACT  This dataset is provided by TaiLLER (Taihu Laboratory for Lake Ecosystem 
Research)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 Lim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t contains 8 routine monitoring sites data which were sampled from 2001 to 2006. The long 
sequence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can response exactl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ater 
quality change and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study on eutrophication of lake water environment,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ollut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We tak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data processing method and quality control system to ensure the observation data quality. We 
publish these data publicly and provide online access service for them. These data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limnological research. 
 
KEYWORDS   Taihu Lake; water quality; water chemistry; observa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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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道近红外太阳光谱仪观测数据集（2001～2015年）

杨哲睿 1 ，杜秋生 1 ，黎辉 1 ，高娜 1，刘梁 1*

摘  要：太阳光谱的观测与研究能够得到太阳大气中与观测谱线对应层次的等离子体物质

的视向速度、温度、密度等物理参数，不同波段的光谱对应太阳大气的不同层次、多个

波段太阳光谱的同步观测，对太阳大气模型的建立和对已有模型的验证有重要意义。紫

金山天文台多通道近红外太阳光谱仪，在三个波段，即 Hα（6563Å）、CaII 8542Å 和 HeI 
10830Å，同时对太阳及其活动现象进行光谱观测，并获得缝前的 Hα 单色像。通过该光谱

仪的观测，我们可以得到三条谱线的中心、线翼及附近连续谱的强度、谱线轮廓、速度等

信息。目前已积累了从 2001 年到现在的 Hα、CaII 8542Å 和 HeI 10830Å 三个波段的光谱数

据和光谱仪缝前 Hα 单色像数据。

关键词：多通道近红外太阳光谱仪；Hα 单色像；光谱数据；IDL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多通道近红外太阳光谱仪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Data Archive of the Multi-channel Infrared Solar Spectrograph 

(DAMISS)
通讯作者 刘梁（LiangLiu@pmo.ac.cn）
数据作者 杨哲睿、杜秋生、黎辉、高娜、刘梁

数据时间范围 2001 ～ 2015 年

空间区域 太阳的全日面区域

空间分辨率 太阳坐标 0.375 角秒 数据量 199 000 MB
数据格式 .fit, .raw, .img, .tif, .png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pmo.csdb.cn/spectrum/index.php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天文委员会或天文财政专项支持项目（2015），

“紫金山天文台太阳光谱仪的观测与维护”

数据库（集）组成

数据集中包含缝前 Hα 单色像和 Hα（6563Å）、CaII 8542Å
和 HeI 10830Å 三个波段太阳光谱数据。缝前 Hα 单色像时

间范围从 2001 ～ 2005 年、2010 ～ 2015 年；Hα（6563Å）

波段数据为 2001 ～ 2015 年；CaII 8542Å 波段数据为

2001 ～ 2004 年、2006 ～ 2015 年；HeI 10830Å 波段数据为

2001 ～ 2004 年、2012 ～ 2014 年。所有数据分日存放

引   言

太阳活动的辐射会激发大气中原子的能级跃迁，发出许多特定波段的光子。

多波段的太阳光谱研究，能够得到不同层次的太阳大气的各项物理参数。观测太

阳活动，对太阳上的日饵、暗条和太阳活动区中的耀斑爆发进行连续跟踪观测，

这对研究太阳活动的爆发机制有重要意义 [1]。

紫金山天文台的多通道光谱仪始建于 1976 年。从 1986 年开始经过逐步的更

新和改进，从而建成了现在的多通道近红外太阳光谱仪（MISS），在 Hα（6563Å）、

CaII 8542Å 和 HeI 10830Å 三个波段，同时对太阳及其活动现象进行光谱观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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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观测时间持续进行太阳Hα缝前单色像的观测，通过其图像监控太阳的主要活动。

一旦有太阳耀斑发生，就开始对三个波段进行同步观测。将观测到的原始数据进

行平场和暗场的扣除之后即得到太阳光谱数据，用 fit 格式进行保存。数据集已经

积累了从 2001 年至 2015 年所发生耀斑时段的三条谱线的光谱数据和缝前 Hα 单色

像数据 [2]。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紫金山天文台使用 Apogee 公司的 AP7p 科学 CCD（2010 年改用 XenICs 红外

相机观测）进行多波段太阳光谱的观测，同时，我们用 TM-860 商用 CCD（2010
年改用 ImperX CCD，2014年改用CoolSnap CCD）进行缝前Hα单色像的照相观测，

实现了光谱的全面数字化 [3]。在观测中，通过缝前单色像来监控太阳耀斑等运动。

继而进行 Hα（6563Å）、CaII 8542 Å 和 HeI 10830Å 三个波段的同步观测，并得

到原始数据。在正常数据观测后进行暗场观测，得到观测时的环境影响。而太阳

光谱仪定期采集一次平场数据，得到 CCD 靶面不均匀性对图像的影响。最后将正

常观测的原始数据进行暗场数据的扣除和平场数据的校正，即得到最终的光谱数据。

1.1  太阳缝前 Hα 单色像数据

太阳光为全色光，包含了各种波段的光线，其中波长 6563Å 的是 Hα 波段。

经由 Hα 滤光器滤光后形成的太阳像即为太阳的 Hα 单色像。

多通道近红外太阳光谱仪在光谱观测中由一条缝取光。由一面具有中缝的反

射镜面对太阳光，镜面可以反射太阳的 Hα 波段光。镜后放置光栅，利用单缝衍射

原理进行光谱采集，而镜前有 CCD 相机直接记录反射镜反射的完整镜头的 Hα 波

段太阳表面图像，这个完整镜头图像仅为太阳整个表面的一部分。在缝前由 CCD
相机直接拍摄的缝前太阳像就是缝前Hα单色像。在观测中单缝光谱观测先不执行，

由观测员对缝前 Hα 单色像进行持续的观测，并缓慢调节镜头的方向观测太阳表面

各处。当缝前 Hα 单色像图像出现明显亮点时，说明很可能有耀斑等太阳活动发生，

开始进行太阳光谱的观测，数据的记录频率约为 0.5s 一次至 3s 一次，数据格式为

img、raw、tif。缝前 Hα 单色像主要用于确定太阳光谱观测数据的太阳坐标。由于

缝前像只是太阳的局部像，其确切的位置坐标需要通过跟校正过的其他望远镜当

日的全日面太阳白光像或者全日面太阳 Hα 单色像叠加、比对来确定。

太阳缝前 Hα 单色像数据为图像文件，时间范围是 2001 ～ 2005 年、

2010 ～ 2015 年，2006 ～ 2009 年因设备原因没有保存数据。2001 ～ 2005 年

文件名的组成为：Ha+yyyymmdd_hhmmss.img，其中 yyyy 代表年份，mmdd
代表日期的月和日，hhmmss 表示时分秒。2011 ～ 2013 年文件名的组成为：

Ha+yyyymmdd_hhmmss.raw。2014 年至今的文件名的组成为 yyyymmdd_hhmmss.
tif。例如 Ha20130514_004110.raw 即为 2013 年 5 月 14 日 0 点 41 分 10 秒观测

到的图像文件。缝前 Hα 单色像的清晰度在 2002 年 3 月 20 日（不含）之后为

192×143 个像元；在 2002 年 3 月 20 日（含）之前为 143×143 个像元。

1.2  多波段光谱数据

开始光谱观测时，通过调整定天镜的第二镜移动太阳像在狭缝上的位置，使

得缝前单色像的亮点移至观测缝上，此处多为太阳耀斑等太阳活动发生处。通过

狭缝的光经过准直镜准直和光栅色散后，不同波长的光被分光形成一条水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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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波长渐变的光谱带。而太阳活动容易激发 Hα 谱线（波长 6563 Å），以及激发

Ca、He 离子跃迁分别产生波长 8542 Å、10830Å 的谱线（1Å=1×10-10 m）。因此，

在光谱带 6563 Å、8542 Å、10830Å 处放置 CCD 相机观测，得到 Hα、CaII 8542Å
和 HeI 10830Å 三个波段的原始数据，格式为 fit。2012 年之后 HeI 10830Å 波段的

观测由于置换了设备，将谱线直接拍摄为 png 格式的文件。

光谱观测的原始数据还包含有平场、暗场的影响，分别代表观测用的 CCD、

环境对观测结果的影响。平场数据反映了观测用的 CCD 的靶面的不均匀性，一般

隔一段时间采集一次。而暗场跟观测时的条件有关，如观测时的环境温度、湿度、

观测暗房的亮度等，因此正常观测和平场观测时都会伴随相对应的暗场观测。光

谱数据的处理需要经过平场校正和暗场的扣除。校正平场和扣除暗场用到的处理

软件是由黎辉研究员编写的基于交互式数据语言（IDL）应用程序 Flaten.pro[4]，其

源代码链接：http://www.pmo.csdb.cn/spectrum/program/Flaten.pro。程序包含了暗场

数据扣除和 CCD 的平场校正，并扣除观测数据中的散射光成分等。正常观测数据、

平场观测数据命名为字母 F 后跟谱线名称和观测时间，两者用观测时间区分，暗

场观测数据的命名为字母 D 后跟谱线名称和观测时间。大部分数据为 fit 格式。小

部分正常观测数据为 png 格式，不用进行平暗场处理。Flaten.pro 程序能处理 fit 格
式数据，程序由 IDL 命令行“程序名 + 谱线名”启动，依次输入正常观测数据、

正常观测的暗场数据、平场观测数据、平场观测的暗场数据。程序先将正常观测

数据、平场观测数据分别减去其对应的暗场数据，将两者结果作比，再与扣除暗

场后的平均平场相乘，即得到矫正后的光谱数据。

处理完成的光谱数据中包含了 2001 ～ 2015 年的 Hα 光谱数据；2001 ～ 2004
年、2006 ～ 2015 年 CaII 8542Å 的光谱数据；2001 ～ 2004 年、2012 ～ 2014 年的

HeI 10830Å 的光谱数据。2005 年的 CaII 8542Å、2005 ～ 2011 年的 HeI 10830Å 数

据因设备原因中断。文件名直接反应观测的基本信息，文件的命名采用了“DF”+“谱

线名称”+“年月日”+“时分秒（世界时）”+“.”+“文件名后缀”的格式。

例如 DFHa20031012_034040.fit 文件是 2003 年 10 月 12 日世界时 3 点 40 分 40
秒生成的 Hα 光谱观测数据。“DF”表示已做平场暗场处理。Hα（6563Å）、

CaII 8542Å 数据为 fit 格式。HeI 10830Å 数据在 2001 ～ 2004 年为 fit 格式，在

2012 ～ 2014 年为 png 格式。

2   数据样本描述

2.1  太阳缝前 Hα 单色像数据样本

缝前 Hα 单色像数据为图像文件，格式包含 raw、img、tif。2002 年之后的图

片含有 192×143 个像元，之前为 143×143 个像元。命名规则主要为“Ha”+“yy
yymmdd”+“_”+“hhmmss”+“.”+“后缀名”，“yyyymmdd”为日期，“hhmmss”
为世界时，“Ha”有时会去掉。部分图片命名用“siltA|slitB|slitC|Image”+“序号”

的形式。图 1 为 2014 年 12 月 22 日缝前 Hα 单色像图片 20141222_043751.tif。

2.2  多波段光谱数据样本

多波段光谱数据中 Hα （6563 Å）、CaII 8542 Å 波段的全部数据和 HeI 
10830Å 波段在 2005 年之前的数据是分别将三个波段的临近谱线数据转化而成的

图像数据，格式为 fit。文件名的命名采用了“谱线代称”+“年月日”+“_”+“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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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世界时）”+“.”+“文件名后缀”的格式。Hα（6563 Å）线的谱线代称为

“Ha”，CaII 8542 Å 线和 HeI 10830Å 线的谱线代称分别为“Ca”“He”。文件

分成头文件和图像数据两部分，文件的头部信息记录观测的状态参数，数据部分

为 512×127 的二维数组，记录 512×127 像素的光谱图片的像元亮度值。多通道

近红外太阳光谱仪（MISS）对 HeI 10830Å、CaII 8542 Å 和 Hα（6563Å）的谱线

在波长方向的像元色散分别为 0.04776Å、0.05113Å 和 0.05453Å，即为图像上代表

波长的横坐标每个单位的波长跨度为 0.04776Å、0.05113Å 和 0.05453Å。每个像元

在狭缝方向的空间分辨率为 0.375 角秒，也就是频谱图纵坐标每个像元长度是太阳

坐标的 0.375 角秒。

以 2002 年 11 月 10 日的数据 Ha20021110_031135.fit 为例，该数据为 2002 年

11 月 10 日，世界时间 3 时 11 分 35 秒，Hα 谱线的图像数据。其头文件信息如下：

SIMPLE                 = T / Written by IDL:  Mon Oct 06 11:38:39 2003      
BITPIX                 = 16 /8 unsigned int, 16 & 32 int, -32 & -64 real     
NAXIS                  = 2                                                  
NAXIS1                 = 512 /fastest changing axis                           
NAXIS2                 = 127 /slowest changing axis                           
OBJECT                 = '        '                                                            
TELESCOP            = 'Solar Spectrograph'                                                  
INSTRUME           = 'Apogee CCD (AP7p) '                                                  
OBSERVER           = 'Purple Mountain Observatory'                                         
NOTES                  = '        '                                                            
BSCALE                = 1.0000000000000000 /physical = BZERO + BSCALE*array_value           
DATE-OBS            = '2002-11-10'                                                          
TIME-OBS             = '03:11:35'                                                            
EXPTIME              = 6.000000000000E-002 /Exposure time in seconds                        
SET-TEMP             = -30.000000000000000 /CCD temperature setpoint in C                   
CCD-TEMP           = -29.955357142857142 /CCD temperature at start of exposure in C       
BZERO                  = 32768 /physical = BZERO + BSCALE*array_value           
O_BZERO              = 32768.0 /Original Data is unsigned Integer               
CALIB.                 = 2 /0: raw data; 1: dark correct; 2: Dark & flat cor
SCATTER              = 1412.00 /scatter light subtracted       

 图 1  2014 年 12 月 22 日世界时 4:37:51 的缝前 Hα单色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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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头左侧是参数，右侧是参数值。该文件头信息代表数据处理时间为

2003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 11:38:39；数据为整型数据组成的 2 维方阵，第一维大小

为 512，第二维大小为 127；观测设备为太阳光谱仪，拍摄设备为 CCD 相机，观

测站为紫金山观测站，观测日期为 2003 年 10 月 6 日，时间为世界时间（比北京

时间晚 8 小时）3 点 11 分 35 秒。

图像数据为 127 行、512 列的整型二维数据，代表 CCD 相机在 Hα 谱线处拍

摄的光谱图像元为512×127，元素值代表在相应像素位置的光强度。由于数据过大，

不全部列举，表 1 仅列举第 10 行、前 100 列的数据。

表 1  Ha20021110_031135.fit 第 10 行前 100 列的数据

4435 4482 4553 4648 4583 4597 4651 4567 4663 4756
4676 4688 4746 4554 4499 4546 4474 4564 4578 4581
4675 4657 4681 4630 4721 4653 4726 4693 4689 4755
4674 4681 4704 4697 4679 4704 4724 4752 4764 4668
4799 4728 4639 4809 4656 4695 4628 4534 4561 4637
4707 4681 4684 4547 4512 4584 4656 4714 4633 4631
4642 4587 4526 4119 3503 3235 3656 4114 4400 4492
4560 4581 4698 4726 4655 4794 4825 4790 4678 4819
4743 4681 4715 4680 4596 4308 4052 4191 4518 4591
4607 4640 4595 4544 4269 4226 4524 4657 4711 4746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缝前 Hα 单色像观测数据需要明锐清晰，因此对相机有一定的要求。在验证的

时候，调整 Hα 缝前单色像位置和角度，将其和当日太阳观测卫星观测到的太阳全

日面白光像（如 SOHO 卫星的迈克耳孙多普勒成像仪﹝ MDI ﹞的观测）进行重叠。

如果单色像上的黑子等特征和 MDI 太阳全日面白光像上对应部分的明显特征块能

重合，则判断缝前 Hα 单色像有效。

观测设备的故障可能导致光谱数据的失效。因此，我们通过 IDL 程序

DISPLAY_OBS 将光谱数据绘图成为光谱图像，由观测员观察清晰度判断观测设备

的正常与否和光谱数据的有效性。

4   数据价值

太阳近红外多波段光谱仪能进行 Hα（6563 Å）、CaII 8542Å 和 HeI 10830Å
三条谱线的同步观测，观测时段内平均 9 s 记录一次光谱图像数据。HeI 10830Å
是太阳色球顶部过渡区下层的近红外谱线 [5]，红外观测严重受限于红外 CCD 技术，

国际上相应的观测比较少。国外尚无上述三个波段同步进行的光谱观测，而国内

也只有南京大学的太阳塔能进行这三个波段同步观测 [6]。紫金山天文台的太阳近

红外光谱仪和南京大学太阳塔的光谱观测各有所长，前者为定点观测，观测范围小，

但时间分辨率高，能够用于研究太阳活动的短时标演化等；而后者时间分辨率低，

但观测的空间范围大，能够研究大范围的太阳活动；两者可相互补充。

不同波段的谱线形成于太阳大气的不同层次、多波段太阳光谱的同步观测数

据，能够得出同一时间不同层次太阳大气的物理状态，对太阳大气模型的建立和

对已有模型的验证都有重要意义 [7]。

5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采集的多波段太阳光谱数据可以通过 IDL 程序或其他语言编写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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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来进行谱线的显示和研究 [8]。例如 IDL 程序 DISPLAY_OBS[9]，程序的

源 代 码 链 接 为 http://www.pmo.csdb.cn/spectrum/program/display_obs.pro，
可绘图显示 fit 和 img 格式数据。png 格式数据可作为图片直接打开显示。

Hα （6563 Å） 线 数 据 DFHa20031012_031116.fit 图 像 显 示 如 图 2。CaII 8542 
Å 线 数 据 DFCa20031012_031145.fit 图 像 显 示 如 图 3。HeI 10830Å 线 数 据

DFHe20031012_031146.fit 图像显示如图 4。

图 2  2003 年 10 月 12 日世界时 03:11:16 的 Hα（6563 Å）谱线图

图 3  2003 年 10 月 12 日世界时 03:14:45 的 CaII 8542 Å 谱线图

图 4  2003 年 10 月 12 日世界时 03:11:46 的 HeI 10830Å 谱线图

在太阳活动的研究中需要了解采集的光谱数据的太阳坐标位置。太阳坐标位

置的确定主要是用我们观测到的缝前 Hα 单色像与太阳观测卫星观测到的相近时刻

的太阳全日面白光像比对，通过黑子等特征物把我们的缝前单色像叠加到白光像

的对应区域，由于全日面白光像是经过校正的，两者叠加后就能得到缝前单色像

对应的具体坐标。两者的叠加通过缝前单色像的平移和旋转来实现。缝前单色像

和 MDI 全日面白光像的叠加程序 mdi_slit[10] 的源代码链接：http://www.pmo.csdb.
cn/spectrum/program/mdi_slit.pro。缝前单色像 Ha20021109_191236.img 图像见图 5，
坐标为像素。MDI 全日面白光像见图 6，横竖坐标为太阳坐标。

调整程序中的参数，进行移动、旋转，将单色像图像在全日面白光像上定位、

重叠。结果如图 7 所示。白线为全日面白光像的等值线。单色像的暗处（黑子）

和全日面像的黑子的等值线重叠，完成了单色像的坐标定位。X 轴和 Y 轴即为光

谱数据的太阳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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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2 年 11 月 9 日 19:12:36 的 Hα 缝前单色像

图 6  太阳观测卫星观测到的全日面白光像

图 7  利用全日面上的黑子对缝前 Hα单色像进行定位，确定当日观测点的太阳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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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rchive of the Multi-channel Infrared 
Solar Spectrograph (2001–2015)

Yang Zherui, Du Qiusheng, Li Hui, Gao Na, Liu Liang

ABSTRACT  The observation and study of solar spectrum can help us to know the physical pa-
rameters, such as the plasma velocity, electron temperatures, electron density, etc., of the line for-
mation layers of solar atmosphere, because different spectral lines are formed in different layers of 
the solar atmosphere. Simultaneous observations in multiple lines are important for us to establish 
and testify atmospheric models. The Multi-channel Infrared Solar Spectrograph (MISS) at Purple 
Mountain Observatory records slit-jaw Hα monochromatic images and obtains spectral data in the 
three spectral lines, namely, the Hα (6563Å) line, the CaII 8542Å line and the HeI 10830Å line. 
From MISS observation data, we can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nsity at the line center, line 
wings and nearby continuum of the three lines, as well as line profiles and plasma velocity. We 
have collected the observation data of MISS in the period from 2001 up to now. 
 
KEYWORDS   MISS; slit-jaw Hα image;spectraldata;IDL

引文格式 ：杨哲睿 , 杜秋生 , 黎辉 , 高娜 , 刘梁 . 多通道近红外太阳光谱仪观测数据集

（2001 ～ 2015 年）[J/OL]. 中国科学数据 , 2016,1(2). DOI: 10.11922/csdata.590.2015.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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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7.5 GHz 太阳射电频谱观测数据集

（2002 ～ 2013 年）

杨哲睿 1，宁宗军 1，卢磊 1，孟璇 1，高娜 1，刘梁 1*

摘  要：太阳是离地球最近的恒星，观测和认识太阳一直是基础天文研究的重要部分。观测

发现，太阳自身有大气层，这个大气层由于高温而几乎全部电离成等离子体，加上自生磁

场的变化而存在复杂多变的太阳爆发现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太阳耀斑爆发和日冕物质抛

射。观测和研究太阳爆发现象的基本规律和理解其中的物理过程是太阳物理的研究前沿。

太阳爆发现象的同时伴随着各波段射电强度的显著变化，对太阳进行不同频率光的射电强

度的观测，获取其频谱数据，对太阳爆发现象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太阳射电望远镜可实

现宽带多频率同时观测，工作频率在 4.5 ～ 7.5 GHz，共 300 个通道，采集速度 10 M/s，观

测的是这些频率上的太阳射电流量随时间变化的数据。观测得到了 2002 ～ 2013 年的射电

频谱数据，已经积累 200 多个太阳耀斑爆发时期的频谱数据。

关键词：太阳射电；多通道；频谱图片；IDL；fits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4.5 ～ 7.5 GHz 太阳射电频谱观测数据集（2002 ～ 2013 年）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A dataset observed by solar radio spectrometer at 4.50 – 7.50GHz 

(2002 – 2013)
通讯作者 刘梁（Liangliu@pmo.ac.cn）
数据作者 宁宗军、卢磊、孟璇、杨哲睿、高娜、刘梁

数据时间范围 2002 ～ 2007 年，2010 ～ 2013 年

观测对象 太阳大气辐射

数据格式 .fits 数据量 40 000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pmo.csdb.cn/index1.php,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2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4），“太阳活动的高分辨观测

与研究”，11333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5），“太

阳耀斑和亮点中双向出流的成像观测研究”，11573072；中

国科学院天文专项支持项目（1998–2012 年），“紫金山天

文台太阳射电望远镜的观测与维护”

数据库（集）组成

数据集包含 2002 ～ 2007 年，2010 ～ 2013 年紫金山天文台

太阳射电频谱观测数据。每日的数据包含观测时段内每 10 s
一个的 fits 格式文件

概   述 

太阳射电辐射是基础物理辐射理论的试金石。太阳大气层中的射电辐射主要

来自于等离子体辐射、同步辐射和 MASER 辐射，这些辐射主要是由于太阳爆发

时加速产生的高能电子在等离子体和强磁场中运动而导致。因此，观测和研究射

电辐射是理解和认识太阳耀斑加速的基本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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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南京  210008
*  通讯作者（Email: Liangliu@pmo.ac.cn）



China Scientific Data
中国科学数据4.5 ～ 7.5 GHz 太阳射电频谱观测数据集（2002 ～ 2013 年）

31www.csdata.org《中国科学数据》2016 年第 2 期

紫金山天文台（下文简称“紫台”）太阳射电望远镜（即太阳射电频谱仪）

是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采用的专业设备，记录太阳活动产生的射电辐射。

该仪器从低频到高频每隔 10 MHz 进行采样观测，采样的频率范围从 4.5 ～ 7.49 
GHz，共 300 个通道，完成一次采样的时间为 5 ms。该数据集包含从 2002 ～ 2007
年、2010 ～ 2013 年的紫台太阳射电频谱数据，2008 ～ 2009 年由于设备故障数据

未存档。存档数据在被具体用于科学研究之前，通常要被定标成太阳标准流量 [1]。

频谱图上记录的微波辐射时间精细结构与太阳耀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研

究耀斑爆发过程中的粒子加速和辐射机制等物理过程有重要的意义 [2-7]。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紫台太阳射电望远镜位于紫金山观测站上，观测白天的太阳活动，具体观测

时间为北京时间 9:00 ～ 16:00，格林尼治时间 1:00 ～ 8:00。设备输入电压范围

在 -1 ～ 0 V，在 4.5 ～ 7.5 GHz 范围内每隔 10 MHz 为一个通道，共 300 个通道，

观测的是这些频率上的太阳射电辐射流量随时间变化的数据。数据采集的时间精

度为 1 ms，采用 5 路时分复用方法采集 300 路数据，每组 60 通道，则每 5 ms 内
300 通道都能采集 1 次数据。设备使用 GPS 提供的秒脉冲作为数据采集的基准脉

冲，M-GPS 秒脉冲误差小于 0.1 us，每次秒脉冲到来开始采集该秒的数据，使用

50 MHz 晶振作为每 ms 的数据采集基准，保证了原始数据的准确度。最终做到每

个通道（单个频率）每 5 ms 采集到一次数据。来自太阳的射电信号经过天线和接

收机两次传输才最终转换成可供存储的电子信号。

连续观测得到的太阳射电频谱数据存储在以 num 为扩展名的文件中。它们的

文件名由 8 位数字 ddhhmmss 构成，数字表示首组观测数据对应的日、时、分和秒。

平均每10 s生成一个num文件，前面64个字节是文件的头部信息，接着是每次采样、

每通道 2 个字节（整型）的采样对象强度值。

每个文件的信息都在数据文件的头文件中，头文件信息如下：

struct Filehead{
 struct{
  short year;       //2 字节压缩 BCD 码，年

  char month;       //1 字节压缩 BCD 码，月

  char day;       //1 字节压缩 BCD 码，日

 }date;
 struct{
  char system;       // 字符 'B'，表示系统时间为北京时间

  char hour;       //1 字节压缩 BCD 码，时

  char minute;       //1 字节压缩 BCD 码，分

  char second;       //1 字节压缩 BCD 码，秒

  short milisec;       //2 字节压缩 BCD 码，ms，数据从整秒保存，2 字节为 0
 }time;

 char location;        // 字符 'U'，代表观测站名称

 char datatype;        // 字符 'N'，代表数据类型，Normal
 char Polariz;        // 字符 'P'，表示包含左右极化数据

 char PackMod;        //0 表示数据未压缩

 short BandTime;                         // 不用

 short BandWidth;       // 数字 4000，低字节在前，表示设备带宽

 short BandChnNum;       // 数字 40，低字节在前，表示设备通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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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 BandTotal;        // 不用

 short BandFreqs;       // 不用

 char Note;          // 不用

 struct{                                                 // 用于积分归并及以后的绘图，原始数据中为 0
  char hour;        // 数字，表示按时间顺序前一数据文件的时

  char minute;       // 数字，表示按时间顺序前一数据文件的分

  char second;       // 数字，表示按时间顺序前一数据文件的秒

 }left;
 struct{// 用于积分归并及以后的绘图，原始数据中为 0
  char hour;        // 数字，表示按时间顺序后一数据文件的时

  char minute;       // 数字，表示按时间顺序后一数据文件的分

  char second;       // 数字，表示按时间顺序后一数据文件的秒

 }right;
 struct{// 用于积分归并及以后的绘图，原始数据中为 0
  char hour;        // 数字，表示上一级积分数据文件的时

  char minute;       // 数字，表示上一级积分数据文件的分

  char second;       // 数字，表示上一级积分数据文件的秒

 }parent;
 struct{// 用于积分归并及以后的绘图，原始数据中为 0
  char hour;        // 数字，表示下一级积分数据文件的时

  char minute;       // 数字，表示下一级积分数据文件的分

  char second;       // 数字，表示下一级积分数据文件的秒

 }child[10];
};

生成的 num 格式原始观测数据保存在磁盘中，由科研人员从观测站用移动存

储携带至研究所做进一步处理。为了使我们的数据对每个科研人员可读，我们用

IDL 程序 NUM_to_fits.pro[8] 统一将原始观测数据转化为 fits 格式，其源代码链接：

http://www.pmo.csdb.cn/spectrum/program/NUM_to_fits.pro。

2   数据样本描述

4.5 ～ 7.5 GHz 太阳射电频谱数据的文件名由 8 位数字 ddhhmmss 构成，表示

首组观测数据对应的日、时、分和秒，后缀名为 fits。观测时间段中每 10 ms 有一

个数据文件，文件分为头文件和射电数据两部分。文件的头部信息记录观测的参数，

接着是每次采样、每通道的采样对象强度值。

以 2005 年 8 月 25 日数据 25123549.fits 为例，该数据为 2005 年 8 月 25 日 12
点 35 分 39 秒至 49 秒内，4.5 ～ 7.5 GHz 的 300 个通道（带宽 10 MHz）每 5 ms
采样一次的太阳射电强度。其头文件信息如表 1。

中间一栏是观测的参数名称，右栏是参数值。参数值代表 fits 文件生成于

2013 年 11 月 23 日 12:52:35；数据为二维浮点型数组，第一维有 2000 个元素，代

表当地时间（北京时间），比世界时间早 8 小时，第二维有 300 个元素，代表光

的频率；观测时间是 2005 年 8 月 25 日 12:35:39，观测站是紫台太阳射电观测站；

射电数据中最低为 57，最高为 4095；光频率范围从 4.5 ～ 7.5 GHz，光的频率分

辨率为 10 MHz，时间分辨率为 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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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5123549.fits 头文件信息

序号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单位 注释

1 SIMPLE Sat Nov 23 12:52:35 2013 T / Written by IDL

2 BITPIX -32 - IEEE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3 NAXIS 2

4 NAXIS1 2000 Number of positions along 
axis 1

5 NAXIS2 300 Number of positions along 
axis 2

6 CTYPE1 Local Time title of axis 1(eight hours 
earlier than UT)

7 CTYPE2 Frequency GHz title of axis 2

8 MIN 57.0000 the minimum value of the 
data

9 MAX 4095.00 the maximum value of the 
data

10 obs_time 2005/08/25 12:35:39
11 obs_station PMO Solar Radio Observatory
12 Spectural RANGE 4.5 ～ 7.5 GHz

13 spectral resolution 10 MHz
14 time resolution 5 ms

射电强度为 300 行、2000 列的二维浮点型数据，其中 300 行代表 300 个通道，

2000 列代表每个通道在 10 s 内采样的 2000 次射电强度值，单位为 AU（Arbitrary 
Unit）。由于数据过大，此处仅列举第 100 行、前 50 列的数据，IDL 命令为

print,data[0:49,99]，数据显示如下：

                    346.000      338.000      342.000      338.000      355.000      347.000

                         346.000      354.000      339.000      349.000      348.000      344.000
                         345.000      355.000      342.000      332.000      359.000      360.000
                         390.000      347.000      346.000      341.000      359.000      343.000
                         351.000      351.000      343.000      372.000      341.000      344.000
                         350.000      343.000      354.000      340.000      364.000      351.000
                         358.000      346.000      349.000      334.000      368.000      369.000
                         339.000      360.000      337.000      356.000      354.000      355.000
                         344.000      339.000

数据代表在 2005 年 8 月 25 日 12 点 35 分 39 秒至 49 秒第 100 个通道（光频

率 4.95 GHz）在 0 ms、5 ms、10 ms、…、245 ms 的射电强度分别为 346、338、
342、…、339。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太阳射电频谱数据包含 300 个通道的频谱强度，由于观测设备的通道故障以及

环境干扰，可能有的通道数据无效。选取观测时间内某一时刻的射电强度，设该时

刻 300 个通道的射电强度依次为 x1、x2、x3、…、x300，求其平均值 x 和标准差 s：

X=
x1 x2+ + + x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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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求 x1、x2、x3、…、x300 和 x 之差的绝对值 d1、d2、d3、…、d300。将其与

3s 进行对比，如果 dn>3s，则判断该日第 n 通道数据无效。将该日的频谱强度数据

中无效通道的值改为左右相邻有效值的平均值。无效通道数一般在 15～ 30个左右，

占总数据的 5％～ 10％左右。

4   数据价值

4.7 ～ 7.5 GHz 太阳射电频谱观测数据可呈现不同频率太阳光在不同时间的强

度的多角度变化曲线，观察太阳耀斑产生的微波辐射精细结构，分析其中的物理

过程。自紫台太阳射电望远镜 1999 年 8 月投入工作以来，已经利用观测数据发现

并分析了大量的射电爆发事件以及一些该波段特有的频谱精细结构 [9-12]。

太阳射电频谱观测数据集所处波段为 4.5 ～ 7.5 GHz，其时间分辨率（5 ms）、

频率分辨率（5 MHz）精度很高。云南天文台的射电频谱数据仅包含 0.6 ～ 1.2 GHz
频段。国家天文台的射电频谱数据的频段为 5.2 ～ 7.6 GHz，时间分辨率为 5 ms，
但是其频率分辨率只有 20 MHz。

我们举例对比 4.5 ～ 7.5 GHz 太阳射电频谱观测数据和其他数据对同样太阳事

件的观测效果。共同事件的观测往往可用来检验和证明望远镜的观测特点。图 1
是 2003 年 3 月 18 日太阳耀斑的观测数据生成的频谱图片。该图共分 5 层，为国

内外不同观测设备的观测数据的频谱图片。第 4 层图案是用紫台射电频谱仪数据

绘制的 4.5 GHz 通道的频谱图片，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射电强度。紫台太阳

图 1  各大射电频谱仪对 2003 年 3 月 18 日太阳耀斑观测生成的频谱图片

S =
x1 x 2（ ） x2 x 2（ ） ... x 300 x 2（ ）

300

GOES 卫星

RHESSI 卫星

Nobeyama

PMO 频谱仪

PMO 频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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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电频谱仪凭借自身的高时间和高频率分布率观测到在 4.5 ～ 7.5GHz 频带范围内大

量的时间精细结构，如第 5 层所示，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光频率（通道），象

限中的亮度即为坐标对应的通道和时间的射电强度，整个精细构持续时间只有 6 s，
其观测到 4 组脉动漂移结构。和低频率的这类结构类似，它是由许多短时标、窄带

脉冲结构组成。这些脉冲结构的强度、持续时间有一定的规律，频率服从幂律分布，

和耀斑的分布类似，但是组成的整体有频率漂移。与此前观测到的脉动结构向低频

率方向漂移的结果相反，我们首次观测到向高频率方向漂移的脉动结构 [11]。同时，

这个耀斑也被其他空间或者地面望远镜观测到。第 1 ～ 3 层中有 GOES 和 RHESSI
卫星 [13] 的软 X 射线和硬 X 射线观测曲线，也有日本野边山太阳射电偏振计 [14] 的

观测，特别是野边山在 2 GHz 上的观测曲线，和紫台射电频谱仪的观测结果一样，

同时出现一个峰。这个爆发峰就是我们望远镜观测到的时间精细结构。因此，在

高分辨率的观测下复杂多样的时间精细结构，在低时间分辨率只能看到是一个简

单的突起或者爆发峰，没有其他信息。这也就体现出紫台射电频谱仪数据高时间、

高频率分辨率的优点。因为这些快速、窄带的爆发现象是对应太阳耀斑中粒子加速、

特别是电子加速的过程，这些精细结构的研究对于理解耀斑中短时间内电子加速

过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5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太阳射电频谱数据在使用中将其处理转化为频谱图片进行太阳活动的研究。

利用 IDL 标准程序 readfits.pro[15] 进行相关处理和数据的输出，其源代码链接：

http://www.pmo.csdb.cn/program/readfits.pro。读取数据“25123539.fits”的执行命令

为：data=readfits('/home/yangzr/20050825/25123539.fits',h)。
数据读取后进行 IDL 作图，可以图示某一个通道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也可以

同时展示每一个通道的射电强度随时间的变化，时间坐标上相邻点间隔仅为数据

采集间隔 5 ms，高时间分辨度的频谱图片反映通道频谱在微小范围内的变化，利

于研究短时标内太阳耀斑爆发产生的微波辐射时间精细结构。

用 IDL 程序对 25123549.fits 数据作图，可得到某一个通道的光在该段时间内

的强度变化，如观察第 201 个通道（光频率 6.5 GHz）的变化（图 2），横坐标为

记录时间，单位为 5 ms，持续时间为 10 s，纵坐标为射电强度。作图程序执行的

命令为：plot,data[*,200]。

图 2  第 200 个通道（6.5 GHz）光在 2005 年 8 月 25 日 12:35:49 到 12:35:59 的射电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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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作图得到该段时间内所有通道的射电强度（图 3），横坐标为记录时间，

单位为 5 ms，持续时间为 10 s；纵坐标为 300 个通道；象限内色彩的明暗代表射

电强度的大小。执行的命令为：plot_image,data。

图 3  所有通道（4.5 ～ 7.5 GHz）内光在 2005 年 8 月 25 日 12:35:49 到 12:35:59 的频谱图

可将长时间范围或全天的 10 s 时间数据（单个 fit 文件）进行累加，得到

长时间或单日的数据。例如 da1、da2、…为 10 s 数据，将其拼接为连续的数据

daydata。命令为：daydata=[da1,da2,…]
再用命令 plot,daydata[*,x] 显示第 x 个通道的光在长时间范围或一天内的强度

变化。用命令 plot_image,daydata 显示长时间范围或一天内所有频率（通道）光的

强度变化。图 4 中左上图为 2005 年 8 月 25 日 4:36:51.5 所有通道的射电强度，右

上图为一天观测时间内所有通道的射电强度变化，右下图为 6.31 GHz 通道在该日

观测时间内的射电强度变化。

图 4  2005 年 8 月 25 日在观测时间（世界时）内的频谱图片

也可将长时间范围或全天观测的射电频谱数据进行积分归并，再整体作图。

将连续的 40 组观察间隔 5 ms 数据，累加平均，便能得到积分时间为 0.2 s 的数据。

将连续的 200 组 5 ms 数据累加平均，便能得到积分时间为 1 s 的数据。可将一批

或全天的射电频谱数据中的 5 ms 数据，积分成 0.2 s 或 1 s 的数据。在此基础上进

行频谱制图，将其时间分辨率降低为 0.2 s 或 1 s，有利于提高图片显示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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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taset observed by solar radio spectrometer 
at 4.50 – 7.50 GHz (2002 – 2015)

Yang Zherui, Ning Zongjun, Lu Lei, Meng Xuan, Gao Na, Liu Liang

ABSTRACT  The sun is the nearest star to  Earth. For long, solar observations have been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fundamental astronomy researches. Earlier researches show that the 
sun has its own atmosphere which has been almost entirely ionized to plasma due to its high 
temperature. Changes of its built-in magnetic fields could result in spontaneous and complex solar 
eruption phenomena, such as the solar flare and the coronal mass ejections(CMEs). Observations 
on these erup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of their physical processes have been the frontiers of 
solar physics. Since solar eruption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radiation 
intensities of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s, multi-band observa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of solar eruption phenomena. The spectrometer at Purple Mountain Observatory could carry out 
multi-channel solar observations in radio frequency band. Its working frequency ranges from 4.5 
GHz to 7.5 GHz, which was divided into 300 channels. It has a temporal resolution of 5 ms and 
its sampling rate reaches 10 M/s. The spectrometer  observed more than 200 solar flares, and our 
online database stores the data observed from 2002 to 2015. 
 
KEYWORDS   solar radio; multi-channel; frequency spectrogram; IDL; FITS

引文格式 ：杨哲睿 , 宁宗军 , 卢磊 , 孟璇 , 高娜 , 刘梁 . 4.5 ～ 7.5 GHz 太阳射电频

谱 观 测 数 据 集（2002 ～ 2013 年）[J/OL]. 中 国 科 学 数 据 , 2016, 1(2). DOI: 10.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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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热四膜虫功能基因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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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嗜热四膜虫是一种单细胞真核生物，因其可在实验室纯培养、具有成熟的分子操作

技术和清晰的遗传背景，而成为一种广泛研究的模式生物。高通量技术的发展和生物信息分

析方法的建立，使得四膜虫功能基因组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在此背景之下，基于四膜

虫 3 个主要生理和发育时期（生长、饥饿及接合生殖）的基因芯片和转录组测序（RNA-seq）
数据及基因网络的分析结果，构建了嗜热四膜虫功能基因组数据库，为四膜虫研究提供了

重要资源。

关键词：嗜热四膜虫； 功能基因组；基因芯片；转录组测序；基因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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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嗜热四膜虫功能基因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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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嗜热四膜虫，功能基因组，RNA-seq，基因芯片，基因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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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者 杨文涛、王光营、田苗、袁冬霞、缪炜、曾宏辉、熊杰

数据格式 SQL、BAM 数据量 6.12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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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集）组成

包含了嗜热四膜虫对数生长期、饥饿处理 3 小时、饥饿处理 15
小时、接合后 2 小时和接合后 8 小时的 RNA-seq 数据，3 个生

理时期（生长、饥饿和接合生殖）20个时间点的基因芯片数据集，

基于基因芯片的分析结果构建的基因网络数据集

引   言

嗜热四膜虫是一种单细胞真核生物，在分类地位上隶属于原生动物门纤毛纲，

因其可在实验室条件下纯培养、具有成熟的分子操作技术和清晰的遗传背景而成为

一种广泛研究的模式生物。它与大多数纤毛虫一样，具有一大一小两个核。小核

是生殖核，二倍体，具有 5 对染色体，在营养生长阶段不表达，其功能类似于多

细胞生物中的生殖细胞；大核由小核发育而来，也称营养核，多倍体，大约有 225
条染色体，具有转录活性 [1]。尽管嗜热四膜虫大核基因组在 2006年就测序完成了 [2]，

并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但是嗜热四膜虫功能基因组方面研究的数据相对匮乏。

随着基因芯片平台的建立和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 [1,3]，这些技术为四膜虫功

能基因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嗜热四膜虫基因芯片的建立有利于在全基因组

水平对不同生理条件下的四膜虫基因表达情况进行研究。而高通量 RNA-seq 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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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一方面可以获得某一生理条件下基因更全面、更详细的转录信息，另一方面

也可以极大地提高预测基因模型的精度。

本研究通过整合嗜热四膜虫 3个主要生理和发育时期（生长、饥饿及接合生殖）

6 个样品的 RNA-seq 数据和 20 个时间点的基因芯片数据以及根据不同基因的表达

谱构建的基因网络数据，构建了四膜虫功能基因组数据库。

1   数据采集和处理办法

嗜热四膜虫功能基因组数据库可以通过 http://tfgd.ihb.ac.cn 和 http://www. 
sciencedb.cn/dataSet/handle/10 在线访问和查询，主要包括 3 个数据集：RNA-seq、
基因芯片数据集、基因网络。该数据库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主要包含以下流程，

如图 1 所示。

1.1  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主要包括两个步骤：

1. 样品准备

嗜热四膜虫野生型细胞株B2086和CU428由康奈尔大学的P. J. Bruns博士提供。

这两株细胞系都有近交系 B 型遗传背景，与用于基因芯片分析中设计探针所采用的

大核基因组序列 SB210 株系的遗传背景一样。生长条件下，将细胞培养在 1XSPP
培养基中，放置在 30 ℃、150 rpm的恒温摇床中；饥饿条件下，将细胞置于 pH为 7.5、
浓度为 10 mM 的 Tris 溶液中静置；接合生殖条件下，将两种饥饿 18 小时后的不同

交配型的细胞进行等细胞数混合，最终保持细胞密度为 2×105 cells/ml[2]。

对于生长时期进行基因芯片分析的细胞，我们采用了 3 种不同密度下的

CU428 型细胞株，分别编号为低（L-l）、中（L-m）、高（L-h）。低（L-l）浓度

下的细胞密度约为 1×105 cells/ml，对应培养条件下的对数生长期；中（L-m）浓

度下的细胞密度约为 3.5×105 cells/ml，对应培养条件下的缓慢生长期；高（L-h）
密度下的细胞密度约为 1×106 cells/ml，对应培养条件下的稳定期。对于饥饿时

期的细胞，我们收集细胞密度约为 2×105 cells/ml 的 CU428 型细胞，用 pH 为 7.5
的 10 mM Tris 溶液清洗和处理细胞，分别收集饥饿 0、3、6、9、12、15 和 24 小

时后的细胞，对应编号为 S-0、S-3、S-6、S-9、S-12、S-15 和 S-24。对于接合生

殖时期的细胞，我们将密度为 2×105 cells/ml 经 Tris 溶液饥饿处理 18 小时后的

图 1   数据集生成与分析流程图

样品准备

RNA 提取

文库构建 样品标记

上机测序 芯片合成，杂交

基因表达谱

基因网络构建

数据提取与分析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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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428 型细胞和 B2086 型细胞等细胞数混合，分别收集混合后 0、2、4、6、8、
10、12、14、16、18 小时后的细胞，对应编号为 C-0、C-2、C-4、C-6、C-8、C-10、
C-12、C-14、C-16 和 C-18[1]。

对于进行 RNA-seq 的细胞，选取了 SB4217（交配型Ⅴ）和 SB4220（交配型Ⅵ）

两种细胞株进行分析。生长条件下，收集对数生长期（3.5×106 cell/ml）的细胞株

SB4220；饥饿条件下，分别收集饥饿 3 小时的细胞株 SB4217（交配型Ⅴ）和细胞

株 SB422015（交配型Ⅵ）以及饥饿 15 小时的细胞株 SB422015（交配型Ⅵ）；接

合生殖条件下，收集等细胞数混合后 2 小时和 8 小时的细胞 [3]。

2. RNA 提取

对于进行 RNA-seq 和基因芯片分析的样品而言，RNA 的提取方法一样，均

采用从 Qiagen 公司购买的 RNA 试剂盒，并根据试剂盒中提供的方法对样本中的

RNA 进行提取。

1.2  RNA-seq 数据采集与处理

RNA-seq 数据采集和处理主要包含两个步骤：

1. 文库准备与测序

使用 Dynal 磁珠分离含有 ployA 尾巴的 mRNA，并加热到 94℃使其片段化。

以 mRNA 为模版，加入随机六聚体引物和反转录酶合成 cDNA；以 cDNA 为模版，

加入 DNA 聚合酶和随机六聚体引物，合成双链 DNA。对双链 DNA 进行末端修复，

并在 3’端加上腺苷酸，然后连接上 Illumina 接头序列，并通过凝胶电泳分离大小

为 200 ～ 250 bp 的 DNA 片段。文库使用 Phusion 聚合酶进行 PCR 扩增。测序文库

经 NaOH 变性后，在杂交缓冲液中稀释并上样到 Illumina GA 流动槽的一个单道上。

根据 Illumina 公司推荐的方法，选取专用试剂进行簇形成、引物杂交和双端测序 [3]。

2. 数据分析

测序图像的分析使用 Firecrest、Bustard 和 GERALD 程序（Illumina），读段

末端低质量碱基（测序质量值小于 5）被剪掉。嗜热四膜虫大核基因组序列可以从

网站 http://ciliate.org/index.php/home/downloads 下载，其中包含了 1148 条骨架序列

（Scaffolds）。使用 Tophat 程序（https://ccb.jhu.edu/software/tophat/index.shtml）将测

序的读段比对到参考基因组上，以寻找外显子 -外显子的连接点，Tophat版本为1.1.4，
使用的参数为 -I 10、-I 10000、-coverage-search、-microexon-search、-m 2。对于

Tophat 未比对上的读段，通过 Mummer3.0 程序包（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
mummer/files）中的 Nucmer 程序，选取的参数为 -c 25、-l 15、-g 10000，将此部

分读段比对到参考基因组上以寻找跨越了两个或多个的外显子 - 外显子连接点。

转录本的拼接使用 Cufflink 软件（http://cole-trapnell-lab.github.io/cufflinks），软件

版本为 0.9.2，使用的参数为 -l 10000、-min-intron-length 10。拼接好的转录本使用

Cufflinks 程序包中的 cuffcompare 与预测的基因结构进行比较，以确定并提高基因

结构。对于新发现的转录本可以通过 EMBOSS 程序包（http://emboss.sourceforge.
net/download）中的 Getorf 程序进行读码框的寻找，帮助发现新的基因 [3]。

对于 RNA-seq 数据中基因表达水平分析，可以通过每百万读段中来自某一个

基因外显子区域每千碱基长度的读段数目（RPKM）来表示基因的表达水平。每

一条转录本读段数目可以通过 HTSeq 软件（http://www-huber.embl.de/users/anders/
HTSeq/doc/overview.html）计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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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因芯片数据采集与处理

基因芯片数据采集与处理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步骤：

1. 样品标记和探针设计

采用罗氏 NimbleGen 系统进行 cDNA 合成和 Cy3 荧光标签的添加，即对每

个样品取等量的总 RNA，使用 SuperScript II cDNA 合成试剂盒（Invitrogen， 
Carlsbad，CA）合成双链 cDNA[1]。

根据从 J. Craig Venter Institute（http://www.tigr.org/tdb/e2k1/ttg）获得的 SB210
基因组序列以及注释信息，构建了包含 28 064 条嗜热四膜虫序列的全基因组高密

度寡核苷酸 DNA 芯片，其中包含 2006 版预测的 27 055 条蛋白编码基因。对每一

条蛋白编码序列，采用罗氏 NimbleGen 系统设计 13 或 14 个长度为 60 的寡核苷酸

探针，探针与靶序列之间不允许有错配 [1]。

2. 芯片合成、杂交

通过罗氏 NimbleGen 系统，采用无膜光蚀刻方法合成嗜热四膜虫全基因组范

围的寡核苷酸 DNA 芯片。利用 NimbleGen 系统将芯片与不同条件下样本的 cDNA
进行杂交。对于生长条件和饥饿条件下的样品，分别进行 3 次重复；接合生殖条

件下的样品进行 2 次重复 [1]。

3. 数据提取和分析

采用罗氏NimbleGen系统的GenePix4000B芯片扫描仪对杂交后芯片进行扫描，

并用 NimbleScan 软件提取扫描后的结果。每一个蛋白编码基因探针表达值的标准

化采用 RMA（Robust Multi-array Average）方法 [1]。

1.4  基因网络数据采集和处理

基因网络构建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步骤：

1. 芯片数据与基因过滤

用于构建基因网络的数据主要包括了嗜热四膜虫生长、饥饿和接合生殖 3 个主

要生理时期全基因组水平基因表达芯片的数据集，共67个NimbleGen单通道芯片 [4]。

为了去除低信息量的基因，基于样品间的差异和最小的基因表达信号，过滤

掉的基因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标准 [4]：

1）平行样品间某一个基因表达值差异（Exphighest-lowest）小于每一个基因

计算的样品间所有表达值差异的中值（median Exphighest-lowest）；

2）样品间某一个基因平均表达信号小于每一个基因计算的样品间所有基因平

均表达信号的中值。

经过此标准过滤后，共有 15 091 个基因用于构建基因网络 [4]。

2. 网络构建

将 15 901 个基因的表达值进行以 2 为底的对数转换，采用 CLR 算法（http://
omictools.com/clr-s2342.html）构建基因网络 [4 ～ 5]。

2   数据样本描述

2.1  数据库结构

基于嗜热四膜虫基因组及其注释信息，构建了一个以基因为核心的关系型数

据库，可以根据基因名对基因不同时期的表达值及其与其他基因相互作用的关系

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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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由 3 部分组成：

1.RNA-seq 数据库。包含了每个基因在对数生长期、饥饿处理 3 小时、饥饿处

理 15小时、接合后 2小时和接合后 8小时的转录情况，并给出了每个基因的表达值。

2. 基因芯片数据库。包含了每个基因在 3 种不同生长密度下，饥饿 0、3、6、
9、12、15、24 小时后和接合生殖后 0、2、4、6、8、10、12、14、16、18 小时，

这 3 个主要生理时期共 20 个时间点的基因表达值。

3.基因网络数据库。包含了根据基因表达水平构建的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为了便于用户使用，3 个数据库均可以直接通过基因名进行查询。

2.2   数据样本

RNA-seq 数据库的数据量较大，为了说明数据集的具体特征，通过以基因

TTHERM_00360310 为例搜索 RNA-seq 数据库，可以得到不同条件下转录的读段

在基因组上面的位置以及基因的表达值（RPKM），如图 2 所示。

 图 2   以 TTHERM_00360310 为例搜索的 RNA-seq 数据 GBrowse 可视化

基因芯片数据主要描述了蛋白编码基因在 3 个主要生理时期不同时间点下基

因的表达值，同样以基因 TTHERM_00360310 为例搜索 Microarray 数据库，如图

3 所示，红线和蓝线分别表示两种不同标准化方法得到的表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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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网络数据描述了基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以 TTHERM_00360310 为例搜

索基因网络数据库，如表 1 所示，一列为目的基因；另外一列为与目的基因有相

互作用的基因；第三列为经 CLR 算法得到的 Z-score，Z-score 越大表示两个基因

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越高。

表 1  以 TTHERM_00360310 搜索得到基因网络信息

Gene_ID Gene_ID Z-score

TTHERM_00360310 TTHERM_01332060 14.51
TTHERM_00360280 TTHERM_00360310 13.73
TTHERM_00360310 TTHERM_00360320 13.45
TTHERM_00360300 TTHERM_00360310 12.92

… … …

… … …

TTHERM_00360310 TTHERM_00752040 11.45
TTHERM_00360310 TTHERM_01153620 11.37
TTHERM_00360250 TTHERM_00360310 11.35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样品制备过程中，提取的 RNA 的浓度可以通过 NanoDrop ND-1000 分光光度

计进行测定，260/280 的比率应该在 1.8 ～ 2.1 范围内。为了保证实验所用 RNA 的

质量，通常可以通过 Bioanalyzer1000 检查 RNA 的完整性 [1]。

对 于 RNA-seq 得 到 的 原 始 读 段， 可 以 通 过 软 件 FASTX-Toolkit（http://
hannonlab.cshl.edu/fastx_toolkit）对数据质量进行控制。

基因芯片杂交过程中，由于样品准备、芯片合成和加工过程中，会导致探针

与靶序列之间非特异性的结合，所以需要考虑背景噪声对实验的影响。为了测定

背景杂交水平，设计了 4308 个随机生成的长度和 GC 含量与嗜热四膜虫基因芯片

探针类似的寡核苷酸探针。当背景杂交信号强度确定后，通过消减每一个嗜热四

膜虫芯片探针的背景值，得到最终的杂交信号强度。通过对杂交信号采用 RMA
（Robust Multi-array Average）方法进行标准化，得到每一个基因在 3 个主要生理

时期不同时间点的表达值，从而绘制四膜虫全基因组水平的表达谱 [1]。

基因网络构建中，需要对不同方法构建的基因网络进行评价，我们采用了 3
种方法用于构建基因网络  ：CLR（context likelihood of relatedness）算法；PCC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CC（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对于

图 3  以 TTHERM_00360310 为例搜索 Microarray 数据得到的基因表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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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C 和 SCC 两种方法，选用相关系数作为相应的阈值；而对于 CLR 方法，通过

Z-score 确定其阈值 [4]。

为了确定最优的构建基因网络的方法，我们采用酵母蛋白复合物的数据去

证实和评价构建的基因网络。酵母蛋白复合物的数据可以通过网站 http://www.
inetbio.org/yeastnet/downloadnetwork.php 下载，该网站提供了最新的经实验证实和

计算识别到的酵母蛋白复合物。选取了酵母中最大的 4 个蛋白复合物（核糖体大

亚基、核糖体小亚基、20S 蛋白水解酶体核心颗粒和 19S 蛋白水解酶体调节颗粒）

的相互作用为标准去评价 3种网络构建方法的效果。评价的指标主要包括 3个参数：

准确度（p），覆盖度（r）和整体的效果（F-score）。准确度（p）表示预测的相

互作用中为正确的所占的百分比，计算公式如下：

覆盖度（r）表示每种方法中构建的网络中预测正确的相互作用占所有预测正

确的相互作用的百分比，计算公式如下：

整体的效果（F-score）考虑了准确度（p）和覆盖度（r）两个方面，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在不同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或 Z 分值置信水平（CLR 方法）下计算 p 值、r
值和 F-score 值，确定了 CLR 整体表现最优 [4]。

4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本数据库通过 Mysql 进行数据存储，使用时可以通过关键词，如基因编号或

者是转录本编号直接查看相关数据库中的内容。此外，本数据库整合了在线 Blast
搜索工具，可以通过比对寻找嗜热四膜虫 RNA-seq 数据库中对应的转录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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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hymena thermophila Functional Genomics 
Database

Yang Wentao, Wang Guangying, Tian Miao, Yuan Dongxia, Miao 
Wei, Zeng Honghui, Xiong Jie

ABSTRACT  Tetrahymena thermophila is an excellent unicellular eukaryote. Since T. thermophila 
could be purely cultured in the lab, well established molecular and genetic techniques and 
clear genetic background, it has been used as a good model organism for a long time. A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hroughput technolo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methods, Tetrahymena functional genomics studies have achieved great advancement. Based on 
this, we analyzed the microarray and RNA-Seq data in T. thermophila, construct the gene network, 
and established the T. thermophila functional genomics databas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RNA-
seq, the data of microarray and gene network, we constructed T. thermophila Functional genomics 
database to provid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the research of Tetrahymena. 
 
KEYWORDS   Tetrahymena thermophila; functional genomics; RNA-seq; microarray; gen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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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鲸类搁浅记录数据库（1993 ～ 2015 年）

张培君 1，李松海 1*，林明利 1，邢露如 1，陈孝明 1，姜晓虹 1

摘  要：我国是鲸类动物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国家之一，每年沿海各地均有大量鲸类搁浅的报

道。一直以来没有专门的数据库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大量珍贵的搁浅信息得不到有效利

用。本数据库收集了 1993 年以来海南岛及其周边海域鲸类搁浅案例信息，内容包括搁浅时

间、地点、种类鉴定、性别、体长体重、搁浅原因、搁浅信息来源途径等，为鲸类动物区系、

时空分布、生物学、生态学和人类活动影响评估等研究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本数据集将

为我国鲸类动物科研人员、环境保护人士和政府机构提供数据服务，并为进一步建立全国

鲸类动物搁浅专业数据库积累经验。

关键词：海南岛；海洋哺乳动物；搁浅记录；保护；鲸类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海南岛鲸类搁浅记录数据库（1993 ～ 2015 年）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Database of Cetacean Stranding Records around Hainan Island 

(1993–2015)
通讯作者 李松海（lish@sidsse.ac.cn）
数据作者 张培君、李松海、林明利、邢露如、陈孝明、姜晓虹

数据时间范围 1993 ～ 2015 年

地理区域 海南岛沿海城市及附近海域

数据格式 .xls 数据量 143K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37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信息化专项科技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工程专业数

据库课题：海南岛鲸类搁浅记录专业数据库（XXH12504-3-20）

数据库（集）组成

数据集由三部分组成，其一为鲸类搁浅数据，其二是鲸类分

类数据库，其三是中国鲸类物种信息数据库。数据集包括 3
个数据文件，即：1. 鲸类搁浅数据 .zip，数据量 32 KB；2. 
鲸类分类数据 .zip，数据量 51 KB；3. 中国鲸类物种信息数

据 .zip，数据量 41 KB。

引   言

鲸类是海洋中最高等的动物，具有发达的生物声呐，在生物学、环境监测和

仿生学方面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然而鲸类生活在广袤的大洋中，其生存环境

决定了科研人员要接近它们、了解它们并开展对它们的研究会面临很多困难。要

对鲸类进行有目的的、较为系统的研究，一些非直接手段和基础性资料的积累就

显得非常重要。我国是鲸类动物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国家之一，每年沿海各地均有

大量鲸类搁浅的报道，然而一直以来没有专门的数据库收集相关数据，大量珍贵

的搁浅信息得不到有效利用。

我国几大海洋区域中，南海是我国海洋哺乳动物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海域。以

鲸目动物为例，搁浅和捕鲸记录表明，中国现有鲸类动物 37 种，其中须鲸类 9 种、

文献 DOI：
10.11922/csdata.170.2015.0029

文献分类：生物学

收稿日期：2015-10-25
发表日期：2016-09-07

1.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南省三亚市  572000
*  通讯作者（Email: lish@sidsse.ac.cn）



China Scientific Data
中国科学数据海南岛鲸类搁浅记录数据库（1993 ～ 2015 年）

48 www.csdata.org 《中国科学数据》2016 年第 2 期

齿鲸类 28 种，而分布于南海的鲸类就多达 30 余种。海南岛是我国鲸类搁浅事件

发生较为频繁的区域，如 2014 年 4 月文昌市沿海就发生过一次 12 头热带斑海豚

（Stenella attenuata）集体搁浅的事件。本研究以海南岛及其周边沿海为重点关注

区域，建立鲸类搁浅记录数据库。本数据库将为鲸类动物区系、时空分布、生物学、

生态学和人类活动影响评估等研究工作提供数据支撑，为我国鲸类动物科研人员、

环境保护人士和政府机构提供数据服务，并为进一步建立全国鲸类动物搁浅专业

数据库积累经验。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1.1  数据采集原则和途径

鲸类搁浅事件是随机、不可控事件，受极端天气、海况、洋流等因素影响严重，

科研界目前尚未有预测鲸类搁浅的任何理论。本数据库通过案例收集的方法收集

数据，找到一例收集一例。为了保证尽可能全面、详尽地获取搁浅案例，项目承

担单位对海南岛周边各渔业局、渔政监测站每年进行一次鲸类搁浅救助的科普宣

传活动。主要包括发放宣传册，向相关技术人员讲解鲸类搁浅的处理方法，介绍

本数据库的网址及职能，依靠社会力量获取鲸类搁浅案例信息。数据库信息由专

业固定人员录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一致性。

历史数据通过阅读专业文献、专著、媒体报道获取。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数据库同时提供数据来源或参考文献出处，以保证记录有据可查，便于后续的查阅、

核实。无法确定的数据留空。

实时数据如果来自网络媒体，则按照历史数据的处理方法处理。如果由数据

库承担单位参与处理搁浅案例从而获得搁浅数据，则会严格按照数据库发布的各

项内容提供准确数据，并标明搁浅案例处理单位。

另外，本数据库为开放型数据库，提供用户注册服务，并允许网站注册用户

自行提交鲸类搁浅记录信息到 http://www.cetacean.csdb.cn。站外用户提交的数据经

过网站管理员确认核实无误后发布。

1.2  数据采集内容

数据采集内容及精度见表 1。

表 1   鲸类搁浅记录内容及精度描述

内容 精度描述 内容 精度描述

时间 （具体到天） 填写人 （照实填写）

发现人 （照实填写） 联系电话 （照实填写）

所属物种 （由专业人员鉴定，精确到种） 拉丁名 （由专业人员填写）

背鳍 有 / 无 喙 有 / 无
体长 cm 体重 kg
性别 雌 / 雄 年龄 （由专业人员根据体长估算）

数量 （照实填写） 人类活动
（搁浅是否跟人类活动有关，填

是或否）

发现城市 （具体到县级市） 发现地点 （具体到村镇）

搁浅原因 （由专业人员推测） 地形描述 （动物搁浅地点地形介绍）

地图定位
（通过百度地图定位经纬度坐标

或者直接给出 GPS 坐标）
行为

（分为周围地形、动物行为、可
接近程度 3 个下拉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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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样本描述

数据库主要有 3 方面的内容：鲸类分类数据库、中国鲸类物种信息数据库、

鲸类搁浅数据库，同时存储在 Science Data Bank（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
handle/37）和海南岛鲸类搁浅记录专业数据库（http://www.cetacean.csdb.cn）中。

鲸类分类数据库和中国鲸类物种信息数据库为资料性数据库，以分类树（目

order—科 family—种 species）的形式描述各物种分类地位并对物种作简单介绍，两个数

据库样本展示方式相同。以中国鲸类物种信息数据库为例，物种分类地位样本见表 2，
物种信息资料样本见表 3。其中图片信息可参见 http://www.cetacean.csdb.cn/cetacea.html。

表 2   中国鲸类物种信息数据库物种分类示例

目 order 科 family 种 species

须鲸亚目
（Mysticeti）

露脊鲸科（Balaenidae） 北太平洋露脊鲸（Eubalaena japonica）
灰鲸科（Eschrichtiidae） 灰鲸（Eschrichtius robustus）

须鲸科（鳁鲸科）
（Balaenopteridae）

小须鲸（Balaenoptera acutorostrata）
鳁鲸（Balaenoptera borealis）
布氏鲸（Balaenoptera brydei）
鳀鲸（Balaenoptera edeni）

蓝鲸（Balaenoptera musculus）
大村鲸（Balaenoptera omurai）

长须鲸（Balaenoptera physalus）

大翅鲸（Megaptera novaeangliae）

齿鲸亚目
（Odontoceti）

抹香鲸科（Physeteridae） 抹香鲸（Physeter macrocephalus）

小抹香鲸科（Kogiidae）
小抹香鲸（Kogia breviceps）
侏儒抹香鲸（Kogia sima）

白鱀豚科（Lipotidae） 白鱀豚（Lipotes vexillifer）

鼠海豚科（Phocoenidae）
印太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窄脊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海豚科（Delphinidae）

糙齿海豚（Steno bredanensis）
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

太平洋斑纹海豚（Lagenorhynchus obliquidens）
瑞氏海豚（Grampus griseus）
瓶鼻海豚（Tursiops truncatus）

印太瓶鼻海豚（Tursiops aduncus）
热带斑海豚（Stenella attenuata）

长吻飞旋海豚（Stenella longirostris）
条纹海豚（Stenella coeruleoalba）

真海豚（Delphinus delphis）
长吻真海豚（Delphinus capensis）
弗氏海豚（Lagenodelphis hosei）
瓜头鲸（Peponocephala electra）

小虎鲸（Feresa attenuate）
伪虎鲸（Pseudorca crassidens）

海豚科（Delphinidae）
虎鲸（Orcinus orca）

短肢领航鲸（Globicephala macrorhynchus）
喙鲸科（Ziphiidae） 贝氏喙鲸（Berardius bair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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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order 科 family 种 species

齿鲸亚目
（Odontoceti） 喙鲸科（Ziphiidae） 

朗氏喙鲸（Mesoplodon pacificus）

柏氏中喙鲸（Mesoplodon densirostris）

银杏齿中喙鲸（Mesoplodon ginkgodens）

柯氏喙鲸（Ziphius cavirostris）

表 3   中国鲸类物种信息数据库物种信息资料示例

字段名 实例

中文名 抹香鲸

英文名 Sperm whale
拉丁名 Physeter macrocephalus

图片 图片展示（见图 1）

个体大小 成体：15 ～ 18.3 米；初生幼体：3.5 ～ 4.5 米

群体大小 20 ～ 30，最多可达 50 头

背鳍 圆润，三角形隆起（见图 2）

形态行为特征
头大，如箱形；喜好安静，常悠闲地在水面漫游；下潜之前尾巴往

往露出水面

食物组成 章鱼、乌贼、鱿鱼、底栖鱼类

图片来源 新加坡国立大学热带海洋科学研究所，东南亚海洋哺乳动物调查资料

鲸类搁浅数据库每条记录由种类、学名、时间、地点、数量和详情 6 部分内

容组成（表 4），点击详情可以查看详细的记录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4   搁浅列表信息展示示例

记录项目 内容

种类 长吻飞旋海豚

学名 Stenella longirostris

搁浅时间 2015-03-03
搁浅地点 陵水市清水湾

搁浅数量 1
详情 细节介绍（见表 1 所示）

图 1   抹香鲸

图 2   抹香鲸背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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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3.1  基础知识质量控制

海南岛鲸类搁浅记录专业数据库的建设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

数据库的建设离不开社会各界环保人士的参与，因此数据库允许网站注册用户自

行上传搁浅数据。但鲸类研究是一个较冷门的专业，并非所有的人都具备相关专

业知识。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鲸类动物，更准确地将“鲸”跟“鱼”（尤其

是大型鲨鱼，如鲸鲨）区别开来，具备基础的鲸类动物专业知识，本数据库网站

花费了大量的版面介绍关于鲸类动物的基础知识、科普知识和建库单位在鲸类研

究中的工作进展和成果产出，保证愿意为鲸类保护贡献一份力量的社会各界人士

能在数据库网站查阅到关于鲸类保护相关的资料，并学习到鲸类简单分类知识。

确保网站注册用户上传的是鲸类搁浅数据，并保证他们根据网站介绍的知识有能

力辨别鲸类动物，并能顺利完成搁浅数据的填写和上传工作。

3.2  搁浅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库允许所有的网站注册用户提供搁浅数据。建库单位安排固定的专业人

员负责数据的录入和发布，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站外用户提交数据时按照网站

要求通过选择选项的方式进行填写，以保证内容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另外站外注

册用户提供的数据需经网站管理员审核确认后才能发布。

本数据库数据来源可分为两部分：1. 由建库单位直接参与处理的搁浅案例；

2. 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搁浅案例。第 1 种情况会获得详尽的数据，由专业人员按

照 SC/T9409-2012《水生哺乳动物谱系记录规范》的要求处理 [1]。除了数据库公开

的较为基础的资料外，建库单位还会保存动物的尸检档案，但该档案是建库单位

的科研成果，未发表前不对外公开。第 2 种情况获得的数据往往不太详细，很多

情况下无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数据库对这类搁浅案例只发布能够确定的信息，

不确定的信息备注说明，同时建库单位会保留这些信息的来源途径（如参考文献、

媒体报道链接等），但这些信息的来源数据库暂无法对外公开。

值得说明的是本数据库核心数据均为大众化的离散数据（表 1），容易出现分

歧的地方通过“下拉菜单选项”的方式供数据上传者进行选择，以保证录入数据

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数据库重点关注哪些搁浅内容需要记录，哪些内容不需要

记录，数据误差和精度并非本数据库的核心问题，对本数据库数据质量影响大不。

4   数据价值

数据库主要分为 3 方面的内容：鲸类分类数据库、中国鲸类物种信息数据库、

鲸类搁浅数据库。前两个数据库为资料性数据库，意在方便科研人员和鲸类保护相

关人员查找和学习鲸类基本资料。鲸类搁浅数据库发布海南岛周边鲸类搁浅信息。

鲸类分类虽然大致相同，但仍存在较多分歧。较权威的参考资料有 IUCN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http://www.iucn.org）、生命目

录（Category of Life，http://www.catalogueoflife.org）和 Jefferson 的著作《Marine 
Mammals of the World》[2]。对于中国的科研人员来说，鲸类动物的中文名称叫法

差异较大，国内较权威的书为王丕烈著作的《中国鲸类》[3]，但大陆、香港、台湾

的叫法又各不相同。基于此，大陆、香港、台湾的权威鲸类研究专家共同商定确

立了世界鲸类的中文名称，该结果是行业内协商拟定的，并没有对外发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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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尚不知晓。本数据库将这一结果对外公开，便于鲸类保护人员查阅核对。

对于鲸类搁浅方面的相关数据，大陆尚未建立任何类似的数据库。国际上已

知的案例有台湾从 1994 年开始建立的鲸类搁浅记录数据库（http://tcsn.whale.org.
tw），但台湾的数据库只提供简单的搁浅记录统计信息，具体搁浅细节并不对外

公开。海南岛鲸类搁浅记录专业数据库则将所有的搁浅信息对外公开。本数据库

的建设将为我国鲸类动物科研人员、环境保护人士和政府机构提供数据服务，并

为进一步建立全国鲸类动物搁浅专业数据库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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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of Cetacean Stranding Records 
around Hainan Island (1993–2015)

Zhang Peijun, Li Songhai, Lin Mingli, Xing Luru, Chen Xiaoming, 
Jiang Xiaohong

ABSTRACT  The cetacean biodiversity in China is high. Every year, lots of cetacean stranding 
cases are reported at different coastal cities in China. However, till now, no database for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cetacean stranding inform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so these information, which 
are important for cetacean study and conservation, are wasted as a consequence. The Database of 
Cetacean Stranding Records around Hainan Island (DCSRHI) is established now for collecting 
cetacean stranding information around Hainan Island. The data collection time scope is from 
1993; and the collection content includes stranding time, stranding site, scientific name, gender, 
body length, body mass, stranding reason, and information source, etc. The DCSRHI is a basic 
support for the study of cetacean flora,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biology, ecology, and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cetaceans. The DCSHI will service to marine mammal scientists, 
environmentalists and the governments; furthermore, DCSH is helpfu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cetacean stranding database of China. 
 
KEYWORDS   Hainan Island; marine mammal; stranding record; conservation; ceta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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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 2003 年工程塑料数据库

李英勇 1*，赵英莉 1

摘  要：工程塑料数据库收集整理了 1990 ～ 2003 年世界上常见的 170 余种工程塑料，近 2
万个牌号，分别来源于 50 个国家、地区的 4000 多个生产厂家，共分为 15 个大类。为了提

高数据的可使用性，数据库中对原始数据进行了规范化加工，将同一性质的不同单位数据

项换算成相同单位。此数据库基本反映了工程塑料领域的知识全貌，便于合成树脂领域的

研发与生产人员了解工程塑料树脂的特性、正确选用、合理成型。

关键词：工程塑料；树脂；牌号；性能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1990 ～ 2003 年工程塑料数据库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Database for engineering plastics 1990–2003
通讯作者 李英勇（liyingyong@sioc.ac.cn）
数据作者 李英勇、赵英莉

数据时间范围 1990 ～ 2003 年

地理区域 世界各国

数据格式 .xls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44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建设专项项目（INFO_115-C01-

SDB1-01）;
上海市科委项目（07DZ22904、11DZ2292000）

数据库（集）组成

该数据集为一个 Excel 文件，包括两个表单：工程
塑料牌号信息和工程塑料性能信息。其中，工程塑料牌号信
息共有 15 197 条数据，工程塑料性能信息共有 42 244 条数

据

引   言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塑料工业蓬勃发展，合成树脂年产约 800 万吨，居世界

第五位，塑料产量连续 4 年超过 1500 万吨，居世界第二位 [1]，尤其是工程塑料的

应用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工程塑料是指一类可以作为结构材料的塑料产品，它

能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承受机械应力，并能在较为苛刻的化学物理环境中使用。

近年来随着工程塑料需求面的扩大和高分子材料研发能力的提高，具有各种

特定性能、面向不同需求的工程塑料不断出现，形成不同类型和品牌的工程塑料

层出不穷的局面。如果将塑料数据整理成数据库，将极大地方便塑料行业的研发

人员查询使用。因此建设工程塑料数据库对于塑料行业和使用工程塑料的相关行

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际上，塑料数据库种类比较多，影响力较大的有：PLASPEC 和

CAMPUS[2]。其中，PLASPEC 是美国已申请专利并第一个在国际互联网上开辟网

站（www.plaspec.com）的塑料材料数据库，收录了美国近 12 800 种不同品牌、牌

号和供应商的资料，根据 90 多种性能和 150 种特征可以免费进行某一使用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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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智能选择。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通过供应商、材料物理性能、机械性能、

光学性能、电性能方面的数据进行检索，实用性强。CAMPUS 是 1987 年，德国

的 4 家主要的塑料生产商（BASF、Bayer、Hoechst 和 Huls）联合构建的塑料性能

数据库，其中的塑料性能数据由各个塑料生产商各自录入，并免费提供给用户，

这种发行方式使得 CAMPUS 的影响迅速扩大，并不断有新的塑料生产商加入这个

协议体系。现在，加入 CAMPUS 的塑料生产商达到 50 多家，遍布欧洲、亚洲和

北美，包括了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塑料生产商。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生产商加

入 CAMPUS。另外，生产商免费提供的程序和数据只能在同一个生产商内部进行

塑料的选择，显然，生产商本身并不愿意让用户进行不同生产商之间的选择。

与国外相比，我国塑料数据库的建设一直处在起步阶段，仅有少数文献 [3 ～ 4]

报道了初步建设的数据库，数据的规模和实用性都非常有限。同济大学根据

ISO10350 开发了一个 Windows 版的数据库程序 [2]，同时还集成了一个流动模拟模

块和一个注射缺陷分析模块，主要作为计算机应用课程的教学使用。四川大学和

原中国轻工总会塑料加工和应用研究所联合承担并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注塑物料性能

数据库的开发，于 1996 年通过鉴定并已投入实际应用，但并没有提供网上公开服务。

《塑料科技》杂志介绍了顾正朝等提出的一种基于建立塑料选择事实库的方

法来实现塑料品种的优化选择 [5]，其方法是通过塑料性能的透明性、流动性、冲

击强度、载荷类型、耐热性、刚度、导电性、湿度及使用环境等 8 个分类标准将

不同品种的塑料区分开以实现塑料选材，该开发是由 UGII 的 GRIP 语言实现的。

1998 年，吴崇锋等首次提出开发基于塑料材料选择的专家系统 [6]，并以

FoxPro、TURBO C 语言为工具开发全汉化选择系统，该系统汇集了收录的近 60
种塑料材料，2000 条国内外不同品种、牌号的塑料性能数据，该系统当时较国内

其他已开发的系统更完善。

综上所述，相对于国际上塑料材料数据库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塑料数据库存

在以下几个问题：（1）检索入口少，数据库无法提供较完备的属性检索，或者没有

网络服务功能；（2）数据库规模小；（3）数据库的共享程度差。

参考国内外塑料数据库的开发经验，我们组织开发了中外工程塑料数据库，

并开发了基于 Web 的数据库查询功能。此数据库共收集、整理了约 50 个国家、地

区 4000 多个生产厂家生产的 170 余种（类）树脂（工程塑料），有近 2 万个牌号，

共分为 15 个大类：共混合金、功能塑料、工程用特种聚乙烯及其共聚物、工程用

丙烯类共聚物、工程用特种聚氯乙烯及其共聚物、中高抗冲聚苯乙烯、苯乙烯共

聚物、尼龙及其共聚物、氟树脂、酯类树脂、醚类树脂、聚砜类树脂、聚酰亚胺

及其共聚物、热塑性弹性体和特殊性能树脂。着重介绍了国产和美、日、德等国

家的树脂牌号，并对发展速度极快而其他数据集中尚属少见的共混合金、功能塑料、

专用料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中外工程塑料数据集主要整理收录了 1990 ～ 2003 年的工程塑料牌号信息。

之后工程塑料行业仍在快速发展，目前工程塑料主要应用于电子电器、机械、汽车、

建材、轻工等领域。特别是汽车行业，与全球 42％的工程塑料用于汽车行业相比，

我国仅为 10％左右，近几年汽车行业成为工程塑料消费量增速最快的领域。这些

新的需求特点促使生产商研发适应新行业应用的牌号与产品。今后我们会在维护

工程塑料数据库的基础上，根据工程塑料行业发展趋势，继续收录新的工程塑料

数据，不断更新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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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1.1  数据来源说明

工程塑料数据库从《中外工程塑料牌号大全》[1] 手册中采集数据，并对数据

进行规范化加工处理，最终建成数据集。

1.2  数据采集的过程控制

由于数据库涉及的数据类型众多，数据来源不同，以及按照原始描述建立数

据间相互关系的需要，数据采集过程分成原始数据录入、数据分析两部分。考虑

到多个输入员同时录入和后继数据处理的方便，数据录入使用 MS Access 数据库。

经过分析处理后生成的标准格式数据上传到 SQL Server 数据库进行建库。为了解

决数据资源的可追溯性的问题，收集的所有数据和作为实体入库的数据记录都保

留一个称为 chapter 的数据项以标识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录入阶段主要解决数据资料的选择和将自由风格表述的数据转化成

符合后续处理格式要求的电子化数据。输入员根据标引结果将各种数据输入 MS 
Access 特定表单的相应数据项，并根据输入要求在规定的位置插入标识符。对于

同一种数据，按照不同的数据来源采用不同的输入表单，但是这些不同的数据表

单都对应同样的 MS Access 数据表，保证后续处理的相似性。

图 1  原始数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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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阶段首先进行数据完整性处理，将输入时的省略、缩写和参照用完

整信息替换，然后根据标识符和数据描述中的原有规律，按照入库数据规范从描

述性表述中分离出需要的数据，分门别类地加入到数据库中。入库算法将根据数据

项和引导符确定数据意义和处理方法。数据分析算法将充分利用形式语言语法分析

方法从描述性数据中分析特定的内容，并检查和定位数据标引和录入中的错误。

比如，图 1 是原始数据示例，采集到工程塑料数据表中的数据示例如图 2 所示。

2   数据样本描述

工程塑料数据库的内容涉及工程塑料的牌号、产品名称、产地、公司和性能

参数，其中性能参数包括拉伸屈服强度、断裂伸长率、冲击强度、热变形温度、

维卡软化点、线膨胀系数、介电常数、弯曲弹性模量、相对密度等，还介绍了工

程塑料的特性和主要用途。为了提高数据的可用性，该数据库对原始数据进行规

范化和使用便利化处理。比如工程塑料的拉伸强度性能，不同国家（公司）使用

的单位有可能不同，有千克力每平方厘米，千克力每平方米，千磅力每平方英寸等，

本数据集统一规范化为以 Mpa 为拉伸强度单位。这样便于不同牌号工程塑料拉伸

强度的横向比较。

表 1 是工程塑料的牌号数据集，包括此牌号工程塑料的来源国家和出口公司

信息；表 2 是工程塑料的性能数据集，包括此性能数据对应的牌号标识号，以及

具体的性能数据项。

表 1  工程塑料牌号数据集

字段名称 字段解释 示例

id 牌号标识号 1
paihao 牌号名 N300
guojia 国家中文名 美国

guojia_eng 国家英文名 USA
CNTitle 公司中文名称 美国阿谢力聚合物公司

ENTitle 公司英文名称 Ashley Polymers Inc.

图 2  原始数据采集到工程塑料数据表中的数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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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程塑料性能数据集

字段名称 字段解释 示例

id 属性标识号 1
paihaoid 性能对应的牌号标识号 30800
shuxing 性能名称 拉伸强度

shuxingzhi 性能值 250.0
danwei 性能单位 Mpa

biaozhun 测试标准 ASTM D790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本数据库内容主要来源于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工程塑料牌号大

全》[1]。作者是浙江省慈溪市科委的高级工程师，有 30 多年的塑料加工、应用

工作经验，数据的可靠性有较高保证。工程塑料性能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化学技术

公司，我们通过抽查的方式与各来源公司联系，确认数据的可靠性。比如，来

源文献中牌号“ZytelST811HS”的工程塑料来源于美国杜邦公司，其拉伸屈服

强度是 44 Mpa。抽查人员在美国杜邦公司的官方网站相关页面上（http://dupont.
materialdatacenter.com/profiler/vgMwW/standard/main/ds/17221/4097）查询到此牌号

的 Stress at Break（3℃，50 mm/min）是 44 Mpa，验证了来源数据的正确性。

在数据输入的过程中，我们通过抽检的方式控制数据质量 [7]，人工随机抽选

了 500 条记录，进行人工核对，错误率为 2‰。另外，我们也通过一些技术方式来

控制来源数据的质量。比如，工程塑料作为高分子材料，其热变形温度不会很高，

如果发现热变形温度高达 400℃，此数据就很可疑，要通过其他数据来源核对此数

据的真实性，如果无法得到验证，就将这样的可疑数据删除。

由于数据来自《中外工程塑料牌号大全》手册，手册中存在空缺的数据项，

所以工程塑料数据库也有相应空缺。另外，有少部分空缺是由于质量审核时删除

了可疑数据。

4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本数据库开发了基于 Web 的数据访问，使用者除了可以登录数据存储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44）下载完整数据，还可以登录数据库网

址（http://www.organchem.nsdc.cn/nsdc/main/gcsl_introduce.asp）进行查询、访问。

Web 网站主要提供了 6 种检索方式：按产品名称 / 牌号查询、按产地查询、按公

司查询、按类别查询、按属性查询和组合查询。

1. 按产品名称 / 牌号查询，并且把它作为工程塑料数据库检索系统的首页面。

在关键字文本框里面输入用户要查询的产品名称或牌号信息，即可查询出产品名

称或牌号中包含此关键字的所有信息。如图 3 所示，在产品名称 / 牌号查询页面中

输入“超韧尼龙”，点击“查询”；即出现图 4 所示的查询结果列表；点击列表

中任一牌号名称，即可出现此牌号的详情页面，如图 5 是牌号 N50 的详情页面。

图 3  在产品名称 / 牌号查询中查询“超韧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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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产地查询，这里的产地指该产品的生产国家。选择产地的下拉列表框，

选择合适的产地，就可以查询出来自此产地的所有工程塑料牌号记录。

3. 按公司查询，选择公司的下拉列表框，选择某一个公司，可以列出这个公

图 4  查询结果列表

图 5  牌号 N50 详情页面

司生产的所有工程塑料牌号信息。

4. 按类别查询。单击“选择材料目

录”，进入材料目录选择页面，如图6所示。

根据材料目录间的关系，材料目录按照

树形的方式组织起来，单击树型目录前

的图标，可以展开或关闭相应的目录。

5. 按属性查询。在属性类表里选择

合适的属性，然后选择合适的关系符号，

在参考值里填写数字，就可以查询出具有

此属性、并且属性值符合检索时所设定关

系的牌号信息。

6. 组合检索，包括牌号的分类，产地，

公司，包含某些关键字，属性符合某种数

值关系等，填写或选择适当的条件（不改

动的条件将被忽略），只有满足所有选定 图 6  工程塑料按材料分类的树型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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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牌号信息才会被查询出来。

例如，输入图 7所示的组合查询条件：材料类别选择“共混合金”，产地选择“中

国”，设置弯曲强度小于 70 和相对密度小于 5，点击“查询”，即得到图 8 所示

的查询结果页面。

从事塑料加工和应用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通过简单的材料性能特征描述，

查询此工程塑料数据库，得出满足设计人员诸项要求的最合理的塑料品种和牌号。

也可以研究、比较多种塑料品种与牌号之间的性能差异与相似性，拓宽材料的选

型思路与范围。

另外，作为公司商品，化学技术公司会通过技术研发不断提高工程塑料的性能，

文献中的数据只能代表当时公司产品的具体性能，可能与产品的最新性能数据稍

有差异。因此，针对某一具体材料，比如导电塑料，使用者可以以此数据集的数

据为基础，进一步优化处理，得到性能更优异的导电塑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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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for engineering plastics 1990–2003

Li Yingyong, Zhao Yingli

ABSTRACT  The engineering plastics database collected over 170 types of common engineering 
plastics during 1990 – 2003, covering 20,000 brands and 15 categories manufactured by 4,000 
chemical companies from 50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optimize data usability, all the raw data 
have been standardized, in which items of the same nature were converted into the same units. 
The database presents a holistic view of the engineering plastics field. It informs the R&D and 
production staff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ing plastics, thereby facilitating proper selection 
and molding of synthetic r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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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蒙藏维言语录音数据集

韦向峰 1*，袁毅 1，张全 1，池哲洁 1,2

摘  要：本文介绍了 2015 年采集的来自内蒙古、青海、西藏和新疆的蒙古语、藏语和维吾

尔语言语数据集，使用客户端 / 服务器架构的言语数据远程采集系统，实现了蒙藏维少数民

族言语数据的低成本高效采集，公开共享的言语数据集大小为 136 MB 近 800 句。该数据集

对于少数民族言语分析研究与教学、语音识别与合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本

文的言语数据采集系统仅需少许改动也可以应用于其他语种或者方言的言语数据采集，具

有操作简单、部署方便、成本低等特点。

关键词：言语数据；少数民族；蒙藏维；录音；远程采集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2015 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蒙藏维言语录音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Mongolian, Tibetan, and Uyghur speech data from Chinese minority 

regions in 2015
通讯作者 韦向峰（wxf@mail.ioa.ac.cn）
数据作者 韦向峰、袁毅、张全、池哲洁

数据时间范围 2015 年

地理区域 中国内蒙古、青海、西藏、新疆

数据格式 .mp3, .txt 数据量 136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30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信息化专项科技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工程重点数据库

项目之“民族信息处理学科领域基础科学数据整合与集成应用”

数据库（集）组成

数据集共包括 3 个数据文件，它们分别为：mp3-example-meng.
zip，mp3-example-zang.zip，mp3-example-wei.zip。 其中：

1. mp3-example-meng.zip 是蒙古语言语数据，数据量 70 MB；
2. mp3-example-zang.zip 是藏语言语数据，数据量 26 MB；

3. mp3-example-wei.zip 是维吾尔语言语数据，数据量 40 MB

引   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言语方面有其独特性。收集和保护少数民

族的言语数据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的言语特征、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少数民族的

言语信息化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少数民族言语数据的采集方式有以下几种

常见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田野调查语言学，如对口耳相传的故事、诗歌等进行现

场言语采集或者视频记录；第二种方式是在录音室进行言语采集，在专业的录音环

境中使用专业录音设备针对特定的文字内容进行特定人的言语录音；第三种方式是

真实环境录音，即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下记录人们的言语，如会议录音、电话信道录

音等。在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言语检测等领域，使用较多的是第二种方式。

飞龙 [1] 为了语音识别系统的需要，对 200 名持有较标准蒙古语口音的录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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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了录音，通过 16 KHz 采样和 16 位 PCM 量化后得到了语音识别所使用的语

音语料库 69 136 句。山丹 [2] 在专用的语音录音室，以 44.1 KHz 采样速率、16 bit
采样精度、单声道对用于机器测评的蒙古语孤立音标和单词的发音进行了语音录

制。陈小莹 [3] 根据藏语拉萨话语音合成系统语音合成语料库的需要，用外置声卡、

麦克风、调音台和 Audition 软件在专业的录音室录制了 3000 句藏语言语数据，并

对录音人的音质、语速、发音风格的一致性进行了控制。热依曼 · 吐尔逊等 [4] 在

一般录音环境下采用 IBM 笔记本电脑、全双工卡、高灵敏度内置麦克风和高宝

立式话筒（阻抗 250 Ω 、灵敏度 -56±3dB、频响范围 100 Hz ～ 16 KHz），以及

WavRecode 录音软件进行录音，录音内容为广播、电视、文艺作品和词典例句中

具有代表性的维吾尔语语句（尽可能覆盖维吾尔语种所有的三音子），语句长度

为 10 ～ 20 个音节。杨雅婷等 [5] 为建立维吾尔语口语语音语料库，分麦克风信道

和电话信道进行采集，以 8 KHz采样率直接进行采样，麦克风信道用CoolEdit录制，

电话信道采用声音采集软硬件同时对 2 路电话录音。

为降低在专业的录音室环境中采集少数民族言语数据的成本，本文主要研究

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言语数据的远程采集，所依托的项目是中国科学院信息

化专项科技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工程重点数据库项目之“民族信息处理学科领域

基础科学数据整合与集成应用”。该项目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牵头

负责，联合在民族语言信息处理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具有丰富积累的中国科学院

软件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承担。项目目标是整合中国科学院院内民族

信息处理学科领域内相关研究单位的民族语言数据资源（汉 / 蒙 / 藏 / 维），为中

国科学院各类信息化工作及科普提供多民族语言信息处理支撑，为我国少数民族

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公共数据和服务支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在

蒙古语的汉蒙双语词典、汉蒙句对齐语料以及维吾尔语的汉维双语词典、汉维双

语句对齐语料上都积累了丰富的文本语料资源 [6]，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在藏语

的汉藏词典、句子级对齐的汉藏双语平行语料上积累了丰富的文本语料资源 [7]。

因此，本文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提供

的汉蒙、汉藏、汉维平行语料的文本语句的基础上，对来自内蒙古、青海、西藏

和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发音人进行远程言语录音，采用客户端 / 服务器的（C/S）
架构实现多客户端多用户言语数据的采集。在客户端，用户使用统一的专业麦克

风和目前主流的笔记本电脑，运行专门的客户端软件，对照少数民族文字文本语

料进行朗读录音。录音完成后，通过客户端软件和 Internet 直接上传到服务器。在

服务器端，需要接收各客户端传过来的言语数据，并在 MySQL 数据库中记录言语

数据对应的用户 ID、任务 ID、对应文字文本等信息。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整个言语数据远程采集系统主要分为客户端和服务器两大部分，其中服务

器的数据管理采用的是 MySQL 数据库，客户端的数据因为数据量较小所以采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数据库进行管理。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需要进行数

据传输和信息交换，以实现客户端的登录退出功能、文本语料下载功能和上传录

音数据功能（图 1）。

 本文的研究背景是对蒙、藏、维三种少数民族的言语数据进行采集，言语数

据对应的文本由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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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汉蒙、汉藏、汉维双语平行语料库 [6 ～ 7]。言语数据采集按照一次任务的制定、

分配、录音、上传、审核等环节完成一次成功的言语数据采集，每次任务设计为

100 ～ 1000 句不等，从汉蒙、汉藏、汉维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文本中随机抽取。一

个录音用户可以录制多次任务，一次任务可以分配给多个不同用户进行录制。

数据采集的第一步是在服务器端由研究人员或工作人员制定任务（语种、文

本句子数、范围）；第二步，把制定好的任务分配给远程的某个民族语言发音人，

并通知该发音人下载任务的文本语料；第三步，该发音人使用本文的言语数据远

程采集系统的客户端软件下载任务的文本语料；第四步，任务的文本语料下载成

功后，该发音人对照文本语料中的蒙藏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朗读语句并进行录音；

第五步，任务中所有语句的录音都完成后，该发音人通过客户端软件上传言语录

音数据到服务器；第六步，研究人员或语言专家通过开发的 Web 版本的言语数据

审核系统对上传到服务器的言语数据进行审核，判定任务的言语数据是否合格；

第七步，也是最后一步，把合格的言语数据存入蒙藏维言语数据库中。

使用言语数据远程采集系统的用户从客户端下载新任务的文本语料后，可以

对照语料文本进行朗读录音。客户端的录音功能模块是相对独立的，它可以提供：

（1）少数民族的文本语料显示；（2）开始录音、停止录音、取消录音、播放录

音和重新录音等功能；（3）浏览查看上一句或下一句的录音情况；（4）增大或

减小显示的字体，改变字体库等等。图 2 所示的是对某个藏语语句进行录音时的

客户端录音功能模块界面。

图 1  言语数据远程采集系统

图 2  言语数据采集系统客户端的录音界面

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客户端

登录 / 退出

文本语料下载

录音

上传录音

文本语料管理

录音任务分发

接收言语数据

审核校对

服务器 

MySQL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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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样本描述

本数据集的一个样本包含三个文件：第一个是 txt格式的汉语语句的文字文本；

第二个是 txt 格式的少数民族语言（蒙古语、藏语或维吾尔语）与汉语语句对应的

文字文本；第三个是 mp3 格式的按照少数民族文字文本朗读的言语数据文件。

图 3 ～ 5 所示的是蒙古语言语数据文件及其对应的汉语、蒙古语文字文本。

图 3  蒙古语言语数据对应的汉语文字文本

图 4  蒙古语言语数据对应的蒙古语文字文本

图 5  蒙古语言语数据对应的 mp3 文件

图 6 ～ 8 所示的是藏语言语数据文件及其对应的汉语、藏语文字文本。

图 6  藏语言语数据对应的汉语文字文本

图 7  藏语言语数据对应的藏语文字文本

图 8  藏语言语数据对应的 mp3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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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1所示的是维吾尔语言语数据文件及其对应的汉语、维吾尔语文字文本。

图 9  维吾尔语言语数据对应的汉语文字文本

图 10  维吾尔语言语数据对应的维吾尔语文字文本

图 11  维吾尔语言语数据对应的 mp3 文件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为保证客户端上传到服务器的言语数据的质量，在客户端用户上传所录制的

言语数据后，审核人员在服务器端还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审核。为此专门开发了

Web 版本的民族语言言语审核系统，审核用户可以通过 Internet 实现远程登录并对

言语数据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对于审核结果为不通过的言语

数据，将不能进入最终的言语数据库。

审核人员包括精通民族语言的专家和精通言语分析的专家，通过多人多遍的

审核方式来确保言语数据的质量。根据言语数据的自身特点，审核时出现以下情

况的言语数据将被判为不合格：（1）有明显的背景噪音；（2）声音不清晰、音

量过小或者无声音；（3）有过多的话筒震动音；（4）有长时间的停顿或空白；（5）
有大量念错的字词或者与句子文字不对应的录音；（6）以非自然方式说话的录音；

（7）其他审核者认为不合格的录音。对于一次任务中部分语句合格而部分语句不

合格的任务，在剔除不合格的语句后，将任务中合格的言语数据存入最终的言语

数据库。正式采集到的言语数据需要经过至少 2 名专家至少各 1 遍的审核，由于

在正式采集言语数据之前对发音人进行了培训、测试和筛选，正式采集到的言语

数据按语句统计的审核结果通过率达到了 97.1％。

4   数据价值

本数据集公开共享了近800句蒙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的语句级言语数据资料，

在国内没有这样的先例，填补了中国少数民族公开共享的蒙藏维言语数据语料的

空白。本数据集可以用于少数民族的语音参数研究、语言教学研究，也可以用于

少数民族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具有广泛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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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社会应用价值。

本数据集的采集系统采用客户端 / 服务器（C/S）架构，可供多用户远程同时

使用，这大大降低了言语数据的采集成本和采集难度，提高了言语数据采集的效率。

本文实现的言语数据远程采集系统，不仅可以用于蒙藏维三种少数民族的言语数

据采集，也可以不经修改或者仅修改文字编码显示后用于其他民族或者方言的言

语数据采集。这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言语数据采集研究、言语数据分

析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推动中国少数民族言语数据的收集与保护，

也有助于少数民族言语应用系统方面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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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lian, Tibetan, and Uyghur speech data 
from Chinese minority regions in 2015

Wei Xiangfeng, Yuan Yi , Zhang Quan, Chi Zhejie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Mongolian, Tibetan and Uyghur speech data set in 2015, 
which was collected using a remote speech acquisition software system based on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 The system reduced the cost and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collecting Mongolian, 
Tibetan and Uyghur speech data. The data set contains nearly 800 sentences, with a total size 
of 136 MB. The speech data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speech analysis and 
teaching, speech recognition and synthesis concerning the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The system 
can be applied into acquiring other language/dialect speeches with slight modification, and it is 
easy to operate and economic to install. 
 
KEYWORDS   speech data; Chinese minorities; Mongolian Tibetan and Uyghur; recording; 
remo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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