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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 2014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数据集

邱玉宝 1*，阮永俭 1, 2，李恒凯 2，付心如 1, 2

摘  要：地表覆盖（Land cover）是地表空间中各种覆被组合，是理解与获取区域自然资源

与环境变化的重要参数。随着经济发展深入与自然资源消耗加速，土地利用发生剧烈的变化。

土地覆盖及区域生态环境变化信息的获取，已成为研究环境变化、管理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规划等的必要条件。本数据集以 Landsat 无云（少云）数据为基础，采用监督分类和人工识

别等方式，高精度地制作了 1988 ～ 2014 年约每隔 5 年的地表覆盖分类数据。该数据具有

区域代表性，可以直观地反映赣州地区的主要地表类型的变化，特别是受人为影响较大的

不透水层（城市）、受环境保护影响较大的森林等面积的变化情况。

关键词：地表覆盖；赣州地区；生态环境；Landsat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1988 ～ 2014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A dataset of land cover for Ganzhou region (1988 – 2014)
通讯作者 邱玉宝（qiuyb@radi.ac.cn）
数据作者 邱玉宝、阮永俭、李恒凯、付心如

数据时间范围 1988 ～ 2014 年

地理区域 赣州

空间分辨率 30 m 数据量 510 MB
数据格式 GeoTIFF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11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371351、40901175、41120114001）

数据库（集）组成

本数据集主要包括 1988 ～ 2014 年赣州地区 26 年 6 期的地表

覆盖数据，以约每隔 5 年的 Landsat 数据做一次基础的制图调

查分析，分为 1 个文件夹，分别存储 6 期地表覆盖数据集。

包含的数据如下：

1. Land Cover_GZ_1990 为赣州地区 1990 年地表覆盖数据；

2. Land Cover_GZ_1995 为赣州地区 1995 年地表覆盖数据；

3. Land Cover_GZ_2000 为赣州地区 2000 年地表覆盖数据；

4. Land Cover_GZ_2004 为赣州地区 2004 年地表覆盖数据；

5. Land Cover_GZ_2009 为赣州地区 2009 年地表覆盖数据；

6. Land Cover_GZ_2014 为赣州地区 2014 年地表覆盖数据

引   言

赣州地区地处江西省南部，与广东、福建以及湖南三省接壤，是整个南方山

区的中间地域，属于典型的南方丘陵山地生态系统，是特殊的生态脆弱区，因此

具有区域代表性（图 1）。其土地开垦过度、林木砍伐严重、土壤表层浅薄且多降

暴雨，易造成水土严重流失、山体滑坡，破坏区域生态环境 [1]。

地表覆盖的变化信息是获取生态环境变化最直观的信息来源 [2]，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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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土地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获取的必要基础信息 [3]。关于地表覆

盖信息的制图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有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全球森林变化制图 [4-5]、

欧洲太空局的全球陆地覆盖制图（ESA GlobCover）以及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的 GlobeLand-30 产品 [6]，多以全球尺度产品为发布目标，具有良好的应用。然而

在具有独特地理环境特征区域中其精度和数据时间期次上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

是针对丘陵山地复杂地形及多云多雨气候条件下的赣南地区。据此，本数据集以

1988 ～ 2014 年间，约每隔 5 年为时间间隔，获得 1990 年、1995 年、2000 年、

2004 年、2009 年和 2014 年 6 期 30 景长时间尺度的 Landsat 基础数据，对赣州地

区进行了高精度的基础地表覆盖类型制图。为赣州地区生态环境研究、资源配置

决策、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1.1  基础数据准备

本文以 Landsat-TM 与 Landsat-OLI 传感器 L1 级别产品，从 1988 ～ 2014 年间

的 30 景数据作为源数据。考虑到影像数据的多时相问题，所选取的影像过境时间

尽量集中于 10 月与 11 月。在该时间段，南方地区正好处于秋季，地表植被趋于稳

定，时间变化比较小。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网址为 http://earthexplorer.usgs.gov。数据获取详细时间表如表 1。

表 1   30 景遥感影像卫星过境时间表

行列号

 时间
121-041 121-042 121-043 122-042 122-043

2014 年 2014/10/8 2014/10/8 2014/10/8 2014/10/15 2014/10/15
2009 年 2009/10/10 2009/10/10 2009/10/10 2009/10/17 2009/10/17
2004 年 2004/10/12 2004/10/12 2004/10/12 2004/10/3 2004/11/20
2000 年 2000/11/2 2000/11/2 2000/11/2 2000/10/8 2000/10/8
1995 年 1995/10/20 1995/10/20 1995/10/20 1995/10/27 1995/10/27
1990 年 1989/11/20 1988/10/16 1990/11/23 1990/11/14 1989/12/13

注：1990 年由于过境 Landsat 卫星数据历史缺失，考虑到 90 年代初的赣州区域地表地物变化不大，故
用它相邻年份 Landsat 数据作为补充。

图 1   研究区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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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处理

采用遥感软件 ENVI5.1 与 ERDAS_2014 对赣州区域 Landsat-TM 与 Landsat-
OLI 数据进行相对空间几何校正、FLAASH 大气校正、镶嵌裁剪、信息提取等处理。

1. 相对校正：获取校正点，对影像进行二次多项式校正和三次卷积内插法重

采样处理。

2. 镶嵌裁剪：将同一时期 5 景影像镶嵌成为一个年份影像，再使用赣州地区

行政区域进行裁剪。

3. 信息提取：使用 CART 决策树算法、ISODATA Classification 算法与目视解

译结合，并进行准确率达 90％以上的高精度信息提取 [7-8]。

2   数据样本描述

2.1  命名格式

Land Cover_GZ 数据集文件的命名遵循一定规则，通过文件名，能够获取此数

据文件的基本信息。例如文件名Land Cover_GZ_1990.tif，Land Cover表示地表覆盖，

GZ 表示赣州地区，1990 表示 1990 年的地表覆盖。

2.2  分类描述

分类系统包括 6 类地表覆盖类型，分别为森林、灌草、耕地、裸地、水体以

及人造地表 [9]。详细信息如表 2 所示。

表 2  影像分类描述表

分类代码 类型 分类内容描述

1 森林
乔木生长之地，且树冠盖度达到30％以上的，具体包括常绿阔叶林、

常绿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树冠盖度较好的稀疏植被

2 灌草
灌草覆盖度高于 30％的非林地、非农用长绿色植物之地，包括常

绿灌木林、草本沼泽、草丛、弃耕多年的灌草快速生长区域

3 耕地 农用耕作之地，包括水田、旱地和经济作物园林等

4 裸地
植被覆盖稀少的裸露之地，包括裸岩、河滩沙地、盐碱地、山地

丘陵植被完全破坏区域、盘地无植被区域等

5 水体 包括所有地表水系，如江河、湖泊、水库、水库和水系养殖场等

6 人造地表
由人类活动在自然地表所铸造的人工不透水层，包括城镇乡村居

民地、交通用地、居住地和工业用地等

2.3  数据样本

应用 CART 决策树算法、ISODATA Classification 算法与目视解译结合完成赣

州地区 1988 ～ 2014 年地表覆盖信息提取，形成地表覆盖分布图。

（a）1990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图 （b）1995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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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由于 6 个年份的地表分类制图所采用的数据源与制作流程皆相同，在分类精

度验证时抽选其中 3 个年份作为地表覆盖分类图作为评估精度的验证范例。在谷

歌高分影像比对下，从 2004 年、2009 年与及 2014 年原始影像中随机圈选 40 个森

林验证样本、40 个灌草验证样本、45 个耕地验证样本、30 个裸地验证样本、40
个水体验证样本以及 30 个人造地表验证样本。3 个年份影像的精度验证结果如下

表 3、表 4 以及表 5 所示。

表 3   2004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精度验证表（单位：像元个数）

地表覆被 森林 灌草 耕地 裸地 水体 人造地表 汇总 制图精度

森林 37 679 169 664 728 60 450 39 750 0.948 
灌草 2026 1831 211 80 8 55 4211 0.435 
耕地 241 262 5803 564 39 533 7442 0.780 
裸地 0 0 76 3936 116 128 4256 0.925 
水体 0 1 18 15 6357 104 6495 0.979 

人造地表 0 3 15 1 43 7814 7876 0.992 
汇总 39 946 2266 6787 5324 6623 9084 70 030 　

用户精度 0.943 0.808 0.855 0.739 0.960 0.860 0.906 
总体分类精度 = 0.906，Kappa 系数 = 0.852

（c）2000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图 （d）2004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图

（e）2009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图 （f）2014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图

图 2   1988 ～ 2014 年间约每隔 5 年的赣州地表覆盖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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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9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精度验证表（单位：像元个数）

地表覆被 森林 灌草 耕地 裸地 水体 人造地表 汇总 制图精度

森林 33 073 200 301 12 68 171 33 825 0.978 
灌草 812 1264 459 11 18 246 2810 0.450 
耕地 235 185 6638 112 13 626 7809 0.850 
裸地 0 3 50 2117 3 408 2581 0.820 
水体 4 0 1 0 7289 87 7381 0.988 

人造地表 16 15 55 57 25 11 149 11 317 0.985 
汇总 34 140 1667 7504 2309 7416 12 687 65 723 　

用户精度 0.969 0.758 0.885 0.917 0.983 0.879 0.936 
总体分类精度 = 0.936，Kappa 系数 = 0.905

表 5   2014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精度验证表（单位：像元个数）

地表覆被 森林 灌草 耕地 裸地 水体 人造地表 汇总 制图精度

森林 30 141 157 139 295 16 23 30 771 0.980 

灌草 243 1147 220 17 6 2 1635 0.702 

耕地 567 163 3023 125 27 7 3912 0.773 

裸地 3 0 114 1730 3 117 1967 0.880 

水体 183 1 80 20 5663 4 5951 0.952 

人造地表 0 0 28 63 26 3603 3720 0.969 

汇总 31 137 1468 3604 2250 5741 3756 47 956 　

用户精度 0.968 0.781 0.839 0.769 0.986 0.959 0.945 

总体分类精度 = 0.945，Kappa 系数 = 0.900

在上表中，制图精度是指分类器所获取的某一类地表覆被的正确像元数与该

类参考像元总数的比率；用户精度是指分类器将像元归纳到某一类地表覆被像元

数，与该类相应的真实地表覆被的参考像元数的比率；总体分类精度是指被正确

分类的像元总数与总参考像元数的比率；Kappa 系数是描述地物覆被像元分类的

一致性与非机遇一致性的比率，其值越接近 1，说明其一致性效果越好。

图 3   解译的地表覆盖产品与 GlobeLand-30 局部比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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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选取 GlobeLand-30 产品 2010 年地表覆盖数据与本数据集 2009 年的解译

产品进行对比验证。图 3 是本数据集 2009 年产品与 GlobeLand-30 产品 2010 年

的局部区域比对图。从图 3 中可以看出，解译的 2009 年产品与 GlobeLand-30 的

2010 年产品，在水体一类地物上差异甚小，空间纹理基本一致。而在人造地表、

灌草、耕地三类地物中，本数据集解译的地物与 GlobeLand-30 产品相比，能展现

更清晰的细节。与原始的 Landsat-TM 影像进行对比，解译产品更为接近原始影像

的地表覆盖纹理特征，更为接近赣州地区的真实地表覆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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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者分工职责
邱玉宝（1978—），男，江西兴国人，博士，副研究员，从事环境遥感应用研究。主要承担信息

模型构建与数据提取工作。
阮永俭（1990—），男，广东阳江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遥感技术与应用。主要承担数据

预处理与数据生产工作。
李恒凯（1980—)，男，湖北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矿区环境遥感应用研究。主要承

担数据产品设计与组织实施工作。
付心如（1991—），女，河北邢台，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遥感技术与应用。主要承担处理和

分析工作。

参考文献
[1]  马志阳 , 查轩 . 南方红壤区侵蚀退化马尾松林地生态恢复研究 [J]. 水土保持研究 , 2008, 15(3): 188–193.
[2]  戴尔阜 , 吴卓 , 芦海花 , 等 . 基于线性光谱分离技术的西藏乃东县土地覆被变化监测 [J]. 地理科学进展 , 

2015, 34(7): 854–861.
[3] 曹鑫 , 陈军 , 陈利军 , 等 . 全球陆表水体空间格局与波动初步分析 [J]. 中国科学 : 地球科学 , 2014, 44(8): 

1661–1670.
[4]  Townshend R, Masek G, Huang C, et al. Global characterization and monitoring of forest cover using Landsat 

dat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Earth, 2012, 5(5): 373–397.
[5] Hansen M, Potapov P, Moore R, et al. High-Resolution Global Maps of 21st-Century Forest Cover Change[J]. 

Science, 2013, 342(6160): 850–853.
[6] Chen J, Chen J, Liao A, et al. Global land cover mapping at 30 m resolution: A POK-based operational 

approach[J].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 Remote Sensing, 2014, 103: 7–27.
[7]  Breiman L, Friedman J, Olshen R, et al.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J]. Biometrics, 2010, 40(3):17–23. 
[8]  刘勇洪 , 牛铮 , 王长耀 . 基于 MODIS 数据的决策树分类方法研究与应用 [J]. 遥感学报 , 2005, 9(4): 

405–412.
[9]  廖安平 , 陈利军 , 陈军 , 等 . 全球陆表水体高分辨率遥感制图 [J]. 中国科学 : 地球科学 , 2014(8): 1634–1645.

引用数据
(1)  邱玉宝 , 阮永俭 , 李恒凯 , 付心如 . 1988 ～ 2014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数据集 [DB/OL]. Science 

Data Bank. DOI: 10.11922/sciencedb.170.11.



1988 ～ 2014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分类数据集

7www.csdata.org《中国科学数据》2016 年第 3 期

A dataset of land cover for Ganzhou region 
(1988–2014)

Qiu Yubao, Ruan Yongjian, Li Hengkai, Fu xinru

ABSTRACT  Land cover is a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cover in the earth’s surfa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to understand and obtain the regional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
tal changes. Accessing the information of land cover and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s, 
has becom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management re-
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when the land use changes radically with the de-
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consumption. This data set using 
cloudless landsat data as a basic data, with supervision and artificial recognition to the information 
of surface, then fine production mapping of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results in one period about 
every 5 years from 1988 to 2014, which can directly reflect changes in Ganzhou region of the main 
types of surface, especially impermeable layer (city) impacted larger by human, and the forest area 
changes impacted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WORDS   land cover; Ganzhou region; environment; landsat

引文格式 ：邱玉宝 , 阮永俭 , 李恒凯 , 付心如 . 1988 ～ 2014 年赣州地区地表覆盖数据集 [J/
OL]. 中国科学数据 , 2016, 1(3)  . DOI: 10.11922/csdata.170.2015.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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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 2013 年中国土壤样品库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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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贤章 1*

摘  要：土壤样品记载着土壤发生演变的历史，是极其珍贵的科技档案。中国生态系统研究

网络（CERN）土壤分中心通过规范数据标准，对 1989 ～ 2013 年间收集保存的上万份土壤

样品资源进行了信息化整合，建立了中国土壤样品库数据集。该数据集可以为土壤及环境

变化、农业活动效应等研究提供支撑。同时，该数据集的建立对于推动土壤样品资源的共

享和利用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数据集；土壤样品；生态变化；数据集成与整合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1989 ～ 2013 年中国土壤样品库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Dataset of the soil sample archives of China (1989–2013)
通讯作者 潘贤章（panxz@issas.ac.cn）

数据作者
潘恺、宋歌、施建平、周睿、肖艳丽、冯春美、王昌昆、

潘贤章

数据采集时间 1989 ～ 2013 年

地理区域 中国境内

数据格式 .xlsx 数据量 0.8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15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十二五信息化专项重点数据库项目

（XXH12504-1-02），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项目

（KFJ-SW-STS-168）

数据库（集）组成

整个数据集由 1 个数据文件组成，数据量 11 553 条，包含

土壤样品统一编码、采样地、样品土壤类型、采样深度、

存放地点等信息

引   言

土壤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土壤标本记载着土壤发生演

变的历史，是极其珍贵的科技档案 [1]。我国是世界上土壤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然而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也面临着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巨大变化。

通过土壤样品的定期采集和保存，可以为长期生态环境变化监测提供比对的基准。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土壤分中心依托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是土壤联网研究和土壤数据管理的专业分中心，目前已经积累了上万份土壤

样品，建成了 CERN 土壤分中心土壤样品库。随着土壤样品的不断丰富，传统的

土壤样品展示方式、共享利用手段已逐渐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2]，急需先进的网络

信息手段支撑。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开展了 CERN 土壤样品信息化整合工作，生

产了中国土壤样品库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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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分类：地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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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样品库数据集涵盖从 1989 ～ 2013 年 CERN 土壤分中心与 CERN 台

站收集保存的 11 553 件样品记录，包含土壤样品类型、生境、采样时间、采样地点、

存储地点等基本信息。中国土壤样品库数据集的建立可以实现对土壤样品的高效

管理，促进土壤资源的分发利用，同时也为生态环境变化、土壤肥力演变等相关

研究提供支撑，并将推动土壤及环境学科的整体发展。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1.1  土壤样品库数据来源

数据集来源为 CERN 收集保存的土壤样品信息化整合得到的数据，样品包括

CERN 土壤分中心收集保存的土壤样品、野外台站长期试验或长期观测初始时期

的土壤背景样品、5 年频次的土壤剖面样品等。由于涵盖的土壤样品类型众多，采

集地点分散，因此需要规范数据标准，对样品基本信息进行整合。

建库的标准规范包括土壤样品编码标准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以下简称“二

普”）发生分类标准。其中土壤样品编码标准由 CERN 土壤分中心研究制定，具

体内容见下文“土壤样品编码标准”部分。该标准可以为保存在不同台站的土壤

样品生成唯一编码，方便对 CERN 土壤样品的统一管理和检索利用。而采用二

普发生分类标准对土壤样品进行归类，有利于样品资源与二普调查获得的土种理

化性质进行比较研究（二普土种信息、理化性质可以访问中国土壤数据库 http://
vdb3.soil.csdb.cn）。

1.2  土壤样品编码标准

土壤样品编码标准对于样品信息化工作非常重要，其具体规则为：台站代码 +
样地类型 + 年份 + 样点编号或者采样分区编码 + 层次 + 瓶号。

台站代码由 3 位大写字母组成，采用 CERN 规定的台站代码，如表 1。

表 1   CERN 台站代码

代码 站名 代码 站名 代码 站名

HLA 海伦站 CWA 长武站 HSF 鹤山站

SYA 沈阳站 LSA 拉萨站 BNF 版纳站

LCA 栾城站 AKA 阿克苏站 HTF 会同站

YCA 禹城站 NMD 奈曼站 GGF 贡嘎山站

FQA 封丘站 SPD 沙坡头站 MXF 茂县站

CSA 常熟站 LZD 临泽站 ALF 哀牢山站

TYA 桃源站 ESD 鄂尔多斯站 SNF 神农架站

HJA 环江站 FKD 阜康站 NMG 内蒙站

YTA 鹰潭站 CLD 策勒站 HBG 海北站

QYA 千烟洲站 CBF 长白山站 SJM 三江站

YGA 盐亭站 BJF 北京森林站 BJC 北京城市站

ASA 安塞站 DHF 鼎湖山站

样地类型由 3 位数字组成，第一位数字表示样地类型，具体定义为：（1）综合

长期采样地，（2）辅助长期采样地，（3）站区监测点，（4）区域调查采样地，（5）长

期试验用地，（6）短期研究用地，而数字（7）、（8）、（9）则用于可能出现的其他样

地类型；后两位为同一类型下不同样地的顺序号，从 01 开始顺次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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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直接采用 4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样点编号由 3 位组成。对于按层次分装的样品，从 001 开始顺次编号至 999。
如果有 1000 个以上的样点，则第一位用大写字母代替（按照英文字母表顺序，

去除字母 I 和 O），编号依次为：001 ～ 999，A00 ～ A99，B00 ～ B99，……，

Z00 ～ Z99。对于有明确采样分区号（必须由三位数字或者字母组成）的样品，也

可以使用采样分区号。

对于整段的土壤剖面或者剖面盒标本，样点编号的第一位为％，后两位从

01 开始顺次编号至 99。如果有 100 件以上标本，则第一位用大写字母代替（按

照英文字母表顺序，去除字母 I 和 O），编号依次为：01 ～ 99，A0 ～ A9，
B0 ～ B9，……，Z0 ～ Z9。

层次是指采样的深度，分类为：A（0 ～ 10 cm），B（10 ～ 20 cm），C（20 ～ 40 
cm），D（40 ～ 60 cm），E（60 ～ 100 cm），F 及之后的字母用于可能出现的其

他采样深度。如果是整段的土壤剖面或者剖面盒标本，用％代替。

瓶号为 2 位阿拉伯数字，用于区分装入不同样品瓶的同一土壤样品，从 01 开

始顺次编号至 99，如果只有一瓶标为 00 ；对于整段的土壤剖面或者剖面盒标本来

说，也同样编号，如果只有一份标本则标为 00。
CERN 土壤样品编码标准示例见下文“数据样本描述”部分。

1.3  数据查询的便利化

数据集在发布的时候考虑到土壤样品数据的特点，将采样区（台站）名称与

样品所属县市名、省名的对应关系进行存储，从而允许用户根据地区范围快速访

问到目标土壤样品数据。CERN 土壤分中心还开发了土壤样品库管理系统，样品

管理人员可以根据样品统一编码快速找到样品所存放的架号、柜号、层号、行号、

列号，从而为土壤样品的共享利用提供支撑。

2   数据样本描述

中国土壤样品库数据集目前已记录土壤样品标本数据 11 553 条。

数据样本以 CERN 哀牢山站提供的黄棕壤为例（见表 2），记录的信息包括

样品统一编码、采样区（台站）代码、采样区（台站）名称、采样地代码、采样

地名称、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类型、土壤名称、母质、植被、采样深度（cm）、

采样日期、样品提供者、样品存放地点等。从样品统一编号 ALF1012005B08A00
可以看出，这份样品是 2005 年哀牢山站综合长期采样地 B08 分区中 0 ～ 10 cm 层

土壤样品，且样品只保存唯一一瓶。

表 2   黄棕壤样品描述

样品统一编码 ALF1012005B08A00
采样区（台站）代码 ALF
采样区（台站）名称 哀牢山站

采样地代码 ALFZH01ABC_02
采样地名称 哀牢山站破坏性采样地长期监测样品

土地利用类型 森林

土壤类型 黄棕壤

土壤名称 黄棕壤

母质 残积风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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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 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采样深度（cm） 0 ～ 10

采样日期 2005-09-27
采集人 甘建民

样品提供者 哀牢山站

样品存放地点 南京土壤所土壤分中心 206 室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对于土壤样品库数据集，由于土壤样品编码包含了样品的绝大部分信息，因

此，影响数据质量的关键是数据集中的土壤样品编码是否符合标准。对此，我们

编写了软件进行反向检验，即通过读取样品的统一编码生成采样台站、采样年份、

采样深度等信息，并与数据集中对应的原始信息进行比对，通过随机抽选 200 条

记录进行检验，错误率为 2％。

我们采取人工抽检的方法来检查原始数据信息量缺失的比例以及输入错误率。

先人工抽选样品数据，再与土壤样品纸质文件进行对照校验。共随机抽选了 200
条记录进行核对，错误率不到 1％。

4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本 数 据 集 除 存 储 在 Science Data Bank（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
handle/15），还提供了在线的数据访问方式，使用者可以通过登陆中国土壤数据

库（http://vdb3.soil.csdb.cn/front/list-%E5%9C%9F%E5%A3%A4%E6%A0%87%E6
%9C%AC%E6%95%B0%E6%8D%AE%E5%BA%93$sample_province_info）进行样

品信息查询和申请。通过对土种所在省名、县市名以及土壤的发生分类名、采样

地名称、样品分类名、土地利用类型等字段进行筛选，用户可以快速访问目标土

壤样品数据。如果用户需要使用相关样品资源进行研究，可以联系样品保存单位

人员，填写土壤样品使用协议，申请相关的土壤样品资源。

数据作者分工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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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 of the soil sample archives of China 
(1989–2013)

Pan Kai, Song Ge, Shi Jianping, Zhou Rui, XiaoYanli, Feng chunmei, 
Wang Changkun, Pan Xianzhang

ABSTRACT  Soil samples record the history of soil evolution, and are extremely valuable to sci-
entific research. The 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 (CERN) soil sub-center established a 
dataset of the soil sample archive of China by regulating data standards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soil 
samples resource in China between 1989 and 2013. The dataset can support the researches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which i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the sharing and use of soil sample. 
 
KEYWORDS   dataset; soil sample; ecological change; data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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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2012 年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CTD 温盐观

测数据集

徐超 1*，李莎 1，陈荣裕 1，何云开 1，陈绍勇 2

摘  要：现场水深、水温、盐度是海洋水文观测的基本要素。CTD 温盐深仪是用于测量深度

以及温度和盐度垂直变化的自记仪器。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在 2009 ～ 2012 年春、夏、秋、

冬四个不同季节共执行 4 个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综合考察航次，利用 SBE911Plus CTD 通过

断面观测方式观测温度、电导率、深度、浊度等，综合应用物理海洋学理论规范化处理盐度、

密度、声速等，形成本数据集。

关键词：CTD；温度；盐度；南海；断面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2009 ～ 2012 年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CTD 温盐观测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CTD observation datase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2009 – 2012)
通讯作者 徐超（xc@scsio.ac.cn）
数据作者 徐超、李莎、陈荣裕、何云开、陈绍勇

数据时间范围 2009 ～ 2012 年

地理区域 中国南海

数据格式 *.doc 数据量 145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db.cn/dataSet/handle/41

基金项目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2008FY11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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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H12504-2-03）、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

（2005DKA32300）

数据库（集）组成

“2009–2012 年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CTD 温盐观测数据

集 .zip”文件，数据量为 52.04 MB。压缩包中含 6 个数据文件，

分别为：

1. 2009 年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CTD 温盐观测数据集 I.doc，
数据量 37.6 MB；

2. 2009 年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CTD 温盐观测数据集 II.doc，
数据量 6.45 MB；

3. 2010 年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CTD 温盐观测数据集 I.doc，
数据量 35.3 MB；

4. 2011 年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CTD 温盐观测数据集 II.doc，
数据量 21.2 MB；

5. 2012 年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CTD 温盐观测数据集 I.doc，
数据量 36.6 MB；

6. 2012 年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CTD 温盐观测数据集 II.doc，
数据量 8.19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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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南海位于中国的最南端，是世界第三、我国最大的陆缘性边缘海，也是我国

唯一的赤道带海区，其资源和环境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是中华民族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疆域，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土。为了有效维护国家权益，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我们必须拥有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环境状况

的精确资料以及海上长期立足的能力，开展南海典型断面科学考察具有显著重要

性和紧迫性。

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总体目标是在 18°N、10°N、6°N 断面和 113°E 子午向

断面设置共 75 个站位（图 1），在 2009 ～ 2012 年完成不同季节 4 个航次的综合

科学考察，获取南海水文、气象、生态、化学和地质数据和样品，掌握南海海洋

物理环境、海洋生物与生态环境、海底底质等要素的时空分布本底资料，为深入

开展季风气候控制下的热带海洋环境演变过程、热带海盆和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与

生态环境特征、边缘海地质演化过程等重要海洋科学问题的原创性探索提供可靠

的科学数据。

图 1  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2009 年航次站位图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1.1  数据采集

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4 个航次都由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实验 3”号

科学考察船执行：2009 年 4 月 28 日至 6 月 20 日进行春季航次考察，沿 113°E 纵

向断面由北向南开始整个调查工作。2010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28 日进行秋季航

次考察，由于强东北季风南下阻挠，直至 11 月 6 日考察船才从珠江口出发，但南

海北部处于大浪区，无法按原计划在 18°N 断面实行正常考察工作，只能沿 113°E
纵向断面由北向南观测作业。2011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2 年 1 月 2 日进行冬季航次

考察，在东北季风影响下，期间具备相应气象和海况条件开展海上考察作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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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14 天，作业区域为南海南部及南海西边界海域，南海北部始终没有适合作业

的天气。2012 年 8 月 6 日至 9 月 12 日进行夏季航次考察，除了 2 个热带气旋对考

察海域稍有影响外，其他时间天气和海况很好，适合考察作业，考察工作顺利。

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规划 CTD 观测站 75 个，最大投放深度 1550 m。2009
年航次取消离岸最近的 KJ57 号站，实际 CTD 测站 74 个，投放 CTD 共 96 次；

2010 年航次实际 CTD 测站 75 个，投放 CTD 共 85 次；2011 年航次实际 CTD 测站

36 个，投放 CTD 共 53 次；2012 年航次实际 CTD 测站 75 个，投放 CTD 共 108 次。 
考察航次使用的 SBE911Plus CTD（s/n：0660）于每个航次前送到天津国家海

洋计量站标定校对。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包括：（1）电导率：测量范围0～7 S/m，准确度0.000 3 S/m；（2）
温度：测量范围 -5 ～ +35℃，准确度 0.001℃；（3）压力：测量范围 0 ～ 10 000 psia，
准确度 0.015％ FS。

1.2  资料整理

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按照《GB/T 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

洋水文观测》[1] 第 5.3.1 节中的规定进行 CTD 仪观测记录的整理，具体执行规范

如下：

CTD 资料的处理原则上按照仪器制造公司提供的数据处理软件或通过鉴定的

软件实施。其基本规则和步骤如下： 
a) 将仪器采集的原始数据转换成压力、温度及电导率数据； 
b) 对资料进行编辑；

c) 对资料进行质量控制，主要包括剔除坏值、校正压强零点以及对逆压数据

进行处理等；

d) 进行各传感器之间的延时滞后处理；

e) 取下放仪器时观测的数据计算温度，并按规定的标准层深度记存数据。

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 CTD 观测资料的整理采用海鸟公司（Sea-Bird 
Electronics）提供的 SBEDataProcessin-Win32 软件实施。

采用 Data Conversion 功能将原始观测数据转换成 ASCII 码格式数据，Filter 功
能对压力、水温、盐度、密度、浊度等进行平滑滤波，Loop Edit 功能消除因船舶

摆动引起的压力逆向抖动，Binavg功能计算出深度间隔为1.0 m的水温、盐度、密度、

声速、浊度数据。

2   数据样本描述

本数据集收集和整理了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项目于2009年春季、2010年秋季、

2011 年冬季、2012 年夏季 4 个航次 CTD 观测数据。观测深度一般为 1550 m，个别

站位大于 1550 m。观测要素有温度（℃）、电导率（mS/cm）、压力（db）、浊度

（FTU）；通过物理海洋学理论计算出盐度（PSU）、sigma-theta 密度（kg/m3）、

声速（m/s）等。最终形成的数据集内容包含站位、日期、时间、纬度、精度、水深、

测层、温度、盐度、密度、声速。表 1 列示了 CTD 数据各字段，及其含义、命名

规则、单位说明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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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TD 数据字段说明和样例数据

序号 中文名称 用法和意义 单位 样例数据

1 站位 测量站位号，格式为 kj01-kj75 - kj01
2 日期 数据测量日期，格式为 yyyymmdd - 20090617
3 时间 数据测量时间，格式为 hhmmss - 145446
4 纬度 数据测量时纬度 °N 18.001
5 经度 数据测量时经度 °E 119.502
6 水深 站位水深 m 3008.0
7 测层 数据观测层深度 m 1.0
8 温度 温度值 ℃ 28.72
9 盐度 盐度值 PSU 33.4923
10 密度 （σ–θ）密度值 kg/m3 21.024
11 声速 声速值 m/s 1541.3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为保证 CTD 观测资料的质量，必须对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妥善解决资料中可

能存在的问题，标识错误，提高可靠性和可用性。

数据集采用范围检验、离散性检查、相关性检验、稳定性检验、经典温盐（TS）
点聚分析等方法进行质量控制等。下面以范围检验为例详述。

范围检验是根据要素类型、变化范围，将 CTD 观测数据限定在一定值之内，

超出这个定值范围的，作错误资料处理。例如：

经纬度值：﹣180°≤ Lon ≤ 180°，﹣90°≤ Lat ≤ 90°，Lon 表示经度，Lat 表
示纬度，根据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项目要求具体调整经纬度范围；

温度范围：﹣2.5℃≤ T ≤ 40℃，T 表示温度；

盐度范围：0.0 ≤ S ≤ 41.0，S 表示盐度。

其中，温度、盐度还需根据测量仪器的量程，对观测数据的范围进行相应的调整。

图 2 是 2009 年航次 CTD 观测数据温盐度点聚图。从图上看出，温盐点聚图

尾部收敛尖而细，反映南海深层海水温盐度稳定的特性，说明了 CTD 观测未发生

较大的数据漂移。

图 2  2009 年航次 CTD 观测数据温盐度点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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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些资料的异常数据单靠计算机质量控制是难以发现的，需要具有丰富

数据处理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对资料的质控结果进行人工审核，

对异常的数据逐个进行讨论、审查、分析后决定取舍。

4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南海海洋断面科学考察历经 4 年共计四个季节的航次数据积累，为南海水团

分布和环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现场资料。本数据集为 2009 ～ 2012 年不同季节长

序列 CTD 温盐实测数据，为诠释南海海面动力驱动、海洋动力过程以及海洋物理

的特征变化等海洋科学问题的原创性探索提供了可靠的科学数据。

为方便使用，我们提供了数据集的 .doc 文本资料，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Microsoft Word 程序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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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D observation datase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2009 – 

2012)

Xu Chao, Li Sha, Chen Rongyu, He Yunkai, Chen Shaoyong

ABSTRACT  In situ water depth,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are base items of sea observation. 
Conductivity-temperature-depth (CTD) is the self-recording instrument which is used to measure 
the depth, the vertical change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explored four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voyages through four 
different seasons from 2009 to 2012. The SBE911Plus CTD is used to measure water temperature, 
conductivity, depth, turbidity and so on, by sectional observation. Physical oceanography theory is 
used to normalize salinity, density, and sound speed to form this dataset. 
 
KEYWORDS   CTD; temperature; salinity; the South China Sea;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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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北大北京本校站电离层 TEC 和闪烁指数集

李灵樨 1，张东和 2，邹自明 1*，钟佳 1，胡晓彦 1，纪珍 1，郝永强 2

摘  要：电离层总电子含量（TEC）和闪烁指数是电离层形态学研究的重要参数。基于二者

描述电离层状态，对电离层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2 年北大北京本校站（116.30°E，
39.99°N）电离层 TEC 和闪烁指数是根据 GPS 伪距及载波相位观测数据、信号功率、信噪

比获得的。该数据集包含电离层垂直 TEC、幅度闪烁指数和相位闪烁指数。通过这一数据

可以得到电离层 TEC 同太阳活动、磁暴、电离层暴之间的关系，以及电离层不规则体的逐

日变化和暴时特征。本数据集能够为我国众多空间环境相关的研究与工程项目提供数据保障。

关键词：电离层；GPS；总电子含量（TEC）；电离层 GPS–TEC 闪烁监测仪；闪烁指数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2012 年北大北京本校站电离层 TEC 和闪烁指数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Ionospheric TEC and scintillation index dataset in 2012 from 

Peking Universtiy station
通讯作者 邹自明（mzou@nssc.ac.cn）
数据作者 李灵樨、张东和、邹自明、钟佳、胡晓彦、纪珍、郝永强

数据时间范围 2012 年

地理区域 北大北京本校站（116.30°E，39.99°N  ）
数据格式 *.dat 数据量 295.88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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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H12504-1-08

数据库（集）组成

数据集由电离层 TEC 和闪烁指数数据组成，共包括 17048 个

数据文件，每 30 min 一个数据文件。数据文件记录了电离层

总电子含量和幅度、相位闪烁指数，时间分辨率为 1 min。
数据内容由文件头和数据部分组成，文件头为一行，是数据

列内容说明。数据项包括年、月、日、时、分、秒、卫星号、

方位角、仰角、幅度闪烁指数、相位闪烁指数、垂直总电子

含量

引   言

电离层总电子含量（TEC）是电离层形态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精密定位、

导航和电波科学中电离层修正的重要参数，同时在电离层等离子体状态、磁暴和电

离层暴的描述和理论研究方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电离层 TEC 随地球自转、地

球公转和太阳活动而存在周日变化、季节变化和 11 年的周期性变化。电离层 TEC
的探测手段以卫星信标测量为主，如微分多普勒方法、法拉第旋转方法等。由于

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出现及全球 GPS 观测台网的建立，采用 GPS 双频信标的

测量获取电离层 TEC 成为当前最为重要和广泛采用的方法。通过电离层 GPS–TEC
闪烁监测仪的相位和伪距数据反演处理可以得出 TEC 值，用以研究 TEC 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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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及其变化过程 [3]。在 GPS 反演 TEC 的方法中，由于 TEC 指的是沿着 GPS 接

收机和卫星视线方向的单位面积横截面柱子内的自由电子个数的积分值，因此需

要计算垂直电子总含量 VTEC，从而反映某个地方在星下点垂直方向上的电离层

电子密度状况。例如，国际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服务（International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Service，IGS）的分析中心之一欧洲定轨中心（Center for Orbit 
Determination in Europe，CODE）利用 IGS 全球的约 200 个 GPS/ 俄罗斯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LONASS）台站，采用 15 阶球谐

函数模型的方法（时间分辨率为 2 h），计算了全球总电子含量图。

电离层区域存在着不同尺度的不规则体，通常认为是由瑞利 - 泰勒（Rayleigh–
Taylor）不稳定性产生的，主要分布在低纬和赤道地区电离层 F 层夜间。穿透电离

层传播的无线电波，由于电离层不规则体的作用，会出现信号幅度和相位的闪烁
[4]。电离层闪烁能够导致无线电系统信号幅度、相位的随机起伏，使系统性能下降，

严重时可造成信号中断。闪烁指数可用于研究电离层不规则体的逐日变化和暴时

特性，因此研究电离层闪烁对通信系统、卫星导航系统有重要的意义。国内有关

学者对我国低纬电离层不规则体的暴时特性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胡连欢等 [4]

利用包含 GPS 电离层闪烁数据在内的多手段，研究了暴时低纬电离层不规则体的

响应特征。Shang 等 [5] 利用 GPS 电离层闪烁数据，研究了我国中低纬和赤道地区

的电离层不规则体在强磁暴事件中的变化特征。

北京大学校本部电离层观测站成立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期，从建设之初先后

研制了电离层吸收设备、电离层高频多普勒等设备，先后开展了电离层测高仪、

电离层吸收、电离层高频多普勒、电离层闪烁、大气次声以及 GPS 的观测研究，

观测数据能够为我国的众多研究与工程项目提供数据保障。电离层 TEC 和闪烁监

测设备核心单元为加拿大 NOVETAL 公司生产的双频 GPS 模板。通过对该模板的

软硬件开发，完成电离层总电子含量和闪烁的观测任务。利用该模板作为信号提

取板，用于闪烁计算的频率为 GPS 系统的 L1 频率，闪烁信号源为分布在观测站

周围上空的 GPS 卫星。一般情况下，同一时刻可以得到 6 点以上的电离层总电子

含量和电离层闪烁指数（包括幅度闪烁指数和相位闪烁指数）。本系统采用高性

能的可抑制多路径响应的扼流圈天线。

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1. 同时跟踪 11 颗 GPS 卫星；

2. L1 载波相位采样输出速率 50 Hz，L2 载波相位采样输出速率 1 Hz；
3. P1（或 C/A）/P2 伪距采样输出速率 1 Hz；
4. L1 信号强度 / 载噪比采样输出速率 20 Hz，L2 采样输出速率 1 Hz；
本文选择位于太阳活动极大期的 2012 年，电离层 TEC 和幅度、相位闪烁指

数等变化性较大。若对其他年份的数据有所需求，请联系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空间科学数据中心（CSSDC）。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电离层 GPS–TEC 闪烁监测仪通过接收双频 GPS 信号分析获得电离层 TEC，并

对 GPS L1 信号强度分析计算，得到时间分辨率为 1 min 的幅度闪烁指数和相位闪

烁指数。本项成果使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子午工程科学数据，2012 年北

大北京本校站电离层 TEC 和闪烁指数由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科学数据中

心（CSSDC）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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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离层 TEC 

电离层 GPS–TEC 数据由电离层 GPS–TEC 闪烁监测仪的相位和伪距数据反演

处理而来 [6-10]。

TECp
f 2
1 f 2

2

40.26 f 2
1 f 2

2

P2 P1 （1）

其中 TECp 为利用伪距观测量解算的电离层斜向电子总含量，TECφ 为利用相

位观测量解算的电离层斜向电子总含量，单位均为 TECU（1TECU=1016e /m2），f 1、 
f 2 分别为两个载波频率，P1 、P2 为两个载波对应的伪距观测量，L1、L2 为载波相

位观测量，λ1、λ2 为两个载波的波长，N1、N2 为两个载波上的整周模糊度。为了

得到更高精度的绝对 TEC 结果，可以将基于伪距的测量结果 TECp 与基于载波相

位的测量结果 TECφ 进行联合，在这个算法中需要引入参量 Brs
[11-13]。即：

TECφ
f 2
1 f 2

2

40.26 f 2
1 f 2

2

L1λ1 L2λ2 N1λ1 N
2
λ2 （2）

VTEC TEC Bs( (Br cosEion （5）

Brs
ΣN

k 1
TECpk TEC

kφ sin2 elk

Σ N

k 1
sin2 elk

（4）

其中，N 表示一个连续的观测弧的历元数，参数 Brs 表示伪距和载波相位差的

平均效果，sin2elκ 是引入的权重因子，用于反映低仰角的数据的可信度要低于高仰

角的数据。由于伪距更易受到多径效应的影响，因此低仰角的数据的可信度要低

于高仰角的数据；而且低仰角时Brs失去作用，因此通常将卫星仰角限制在30°以上。

这样，从式（3）中可以得到精确的绝对斜向 TEC。
为了将信号传播路径上的斜向 TEC 换算为天顶方向的垂直 TEC（VTEC），

首先对电离层进行假设：假定电离层为没有厚度的薄层球壳，距地面的高度为其

质心所在的高度，一般设为 400 km。电离层球壳穿刺点（卫星与接收机的连线与

此电离层球壳相交的点）处的 VTEC 可以由下式得到：

其中 Bs、Br 分别为卫星和接收机的硬件延迟，cosEion 是由斜向投影到垂直方

向的投影因子，Eion 可以通过下式得到：

Eion arcsin( (RE

RE Hi

cosel （6）

其中 el 是卫星的仰角，RE 为地球半径，Hi 为假设的电离层球壳的高度。

1.2  幅度闪烁指数

幅度闪烁指数（S4 指数）为信号强度的均值归一化信号强度的标准差 [14]。

S4T

SI 2 SI
2

SI
2

式（7）中，＜＞表示 1 分钟均值，SI 即信号强度，就是接收到的信号的功率。

由于卫星的运动和信号长距离传输所产生的多径效应会使信号功率取负值，因此

需要通过滤波来消除信号趋势。消除趋势后，SI 变为 SI'：

（7）

TEC TECφ Br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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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信号功率 SI' 在实际的接收信号中包含了周围环境噪音的影响，通过计

算信噪比 S/N0，可以得到环境噪音所引起的       ，则：

S4T

SI 2 SI 2

SI 2

' '

'' （8）

S4N0

100
S / N0

500
19S/ N0

1 （9）

最后用消除趋势后的平方值减去由环境噪声引起的       平方值再开方，得到 S4

的值：

（10）
100

S / N0

500
19S/ N0

1
SI 2 SI 2

SI 2

' '

'
S4

1.3  相位闪烁指数 

相位闪烁指数定义为 L1 信号载波相位    的标准差 [14]。同样消除趋势后，以 1
分钟为时间间隔计算相位闪烁指数：

（11）o o o2 2

2   数据样本描述

数据集记录的是电离层垂直总电子含量和幅度、相位闪烁指数，时间分辨率

为 1 min、30 min 一个数据文件。数据由文件头和数据部分组成。文件头为一行，

是数据列内容说明。数据项包括年、月、日、时、分、秒、卫星编号、方位角、

仰角、幅度闪烁指数、相位闪烁指数、垂直总电子含量，时间为世界时（Universal 
Time，UT）。数据格式如表 1 所示，数据样例如图 1 所示。

表 1   电离层 GPS–TEC 闪烁数据格式

序号
数据项中
文名

数据项英文名 简称 记录格式
物理单位

（中英文）

无效缺
省值

数值范围

1 年 YEAR YYYY I4 / 3000
2 月 MON MM I2 / 12
3 日 DAY DD I2 / 31

4 时 HOUR hh I2 小时 /hour / 24

5 分 MIN mm I2 分钟 /minute / 60

6 秒 SEC ss I2 秒 /second / 60

7 卫星编号 PRN PRN I4 / 1 ～ 32
8 方位角 Azimuth Az F6.2 度 /degree / 0 ～ 360
9 仰角 Elevation Elv F6.2 度 /degree / 0 ～ 90

10 幅度闪烁
指数

S4 S4 F8.6 / 0 ～ 1

11 相位闪烁
指数

Sig–Ph 60S 
Sig F8.6 / 0 ～ 1

12 垂直总电
子含量

Vertical TEC TEC0 F8.4 TEC 单位 /
TECU / –200 ～ 200

S
4N0

S
4N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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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样例

YYYY MM DD hh mm ss PRN Az Elv S4 60S Sig TEC0
2012 09 20 01 00 45 7 311.78 27.37 0.061515 0.063012 84.9881
2012 09 20 01 00 45 13 276.27 46.10 0.033461 0.047570 76.7935
2012 09 20 01 00 45 21 47.69 12.24 0.147863 0.122876 112.7199
2012 09 20 01 00 45 23 225.46 40.97 0.045076 0.047236 87.6765
2012 09 20 01 00 45 3 163.41 82.56 0.034127 0.051383 85.1102
2012 09 20 01 00 45 16 44.11 56.83 0.054829 0.051933 86.6050
2012 09 20 01 00 45 30 72.07 31.70 0.088803 0.071809 72.5876
2012 09 20 01 00 45 19 195.49 51.97 0.065172 0.062267 104.4552
2012 09 20 01 00 45 6 71.43 71.19 0.025374 0.044098 79.4481
2012 09 20 01 00 45 31 128.07 7.01 0.147174 0.106973 118.9322

基于该数据绘制 2012 年 6 月 20 日、9 月 20 日、12 月 20 日北大北京本校站

的电离层 TEC 和闪烁数据图，见图 1 ～ 6。其中 PRN（Pseudo Random Noise）是

卫星编号，代表 GPS 卫星伪随机噪声，编号从 PRN1 到 PRN32。

图 2   2012 年 6 月 20 日北大北京本校站电离层 TEC 和闪烁指数图（PRN 10）

图 1   2012 年 6 月 20 日北大北京本校站电离层 TEC 和闪烁指数图（P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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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2 年 9 月 20 日北大北京本校站电离层 TEC 和闪烁指数图（PRN 14）

图 5   2012 年 12 月 20 日北大北京本校站电离层 TEC 和闪烁指数图（PRN 2）

图 3   2012 年 9 月 20 日北大北京本校站电离层 TEC 和闪烁指数图（P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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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电离层TEC 和闪烁监测仪同时跟踪 11颗GPS卫星。其中L1 载波相位（1557.42 MHz）
采样输出速率 50 Hz，L2 载波相位（1227.60 MHz）采样输出速率 1 Hz，P1（或 C/
A）/ P2 伪距采样输出速率 1 Hz，L1 信号强度 / 载噪比采样输出速率 20 Hz，L2 采样

输出速率 1 Hz。
按照每 30 min 产生一个数据文件计算，2012 年总共应有 17 568 个文件，现有

17 048 个文件，缺失 520 个文件。缺失原因是仪器故障，导致部分时间段数据缺失。

表 3   测量精度

名称 测量精度

本机晶振相位噪声

-125 dBc/Hz@10Hz
-145 dBc/Hz@100Hz

-165 dBc/Hz@10000Hz
L1 C/A Code 6 cm RMS

L1 Carrier Phase 0.75 mm RMS
L2 P(Y) Code 25 cm RMS

L2 Carrier Phase 2 mm RMS
时间精度 20 ns RMS

斜向相对 TEC 精度 优于 0.02 TECU
斜向绝对（伪码）TEC 精度 优于 1 TECU（不含硬件误差）

TEC 时间分辨率 1 min
S4 闪烁指数时间分辨率 1 min

4   数据价值

本数据可支持太阳活动、磁暴等对电离层的影响以及电离层波动、闪烁的相

关研究，为我国空间环境相关的研究与工程项目提供数据支持。GPS–TEC 数据可

用于研究电离层 TEC 的全球分布及其变化、电离层等离子体状态等。电离层闪烁

数据可用于研究电离层不规则体的暴时响应特征。

图 6   2012 年 12 月 20 日北大北京本校站电离层 TEC 和闪烁指数图（PRN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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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ospheric TEC and scintillation index 
dataset in 2012 from Peking Universtiy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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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onospheric TEC and scintillation are important parameters in ionospheric 
morphology. They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in description of the ionospheric state based on 
ionospheric TEC and scintillation index data. Ionospheric TEC and scintillation index data 
from Peking University station in 2012 are acquired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 data of GPS 
pseudo-range and carrier phase, signal power and signal-to-noise ratio. This dataset contains the 
ionospheric vertical TEC, amplitude scintillation index and phase scintillation index. Through 
the datase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onospheric TEC and solar activity, geomagnetic storm, 
ionospheric storm can be derived, as well as the daily variations and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during 
storms of ionospheric irregularity. The dataset will provide support for related research and projects 
on spac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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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凤蝶标本图像特征数据集

王江宁 1，韩艳 1，纪力强 1*

摘  要：中国凤蝶标本图像特征数据集是在对蝴蝶标本图像自动识别的研究中产生的。本数

据集收集了使用规范方法从 390 幅经过处理后的中国凤蝶标本图像中提取的三个最常用特

征的数值数据，即颜色、形状和纹理特征。本数据集的每条记录都包含了蝴蝶的分类信息、

图像编号以及特征信息，为模式识别、昆虫分类等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关键词：凤蝶科；标本图像；图像特征；模式识别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中国凤蝶标本图像特征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Feature dataset of Chinese papilionidae specimen image
通讯作者 纪力强（ji@ioz.ac.cn）
数据作者 王江宁，韩艳，纪力强

数据时间范围 1994 年

地理区域 中国

数据格式 .xlsx 数据量 1.4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31501841）

数据库（集）组成

收集了 390 幅中国凤蝶标本图像的分类信息，从中提取

的颜色、形状、纹理特征数据，以及原始标本缩略图的

索引

引   言

基于图像的模式识别被应用于各个领域 [1]，但多数是在与人体或者机器人相

关的领域，对于昆虫图像的研究相对较少。这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昆虫

学方面的数据库不少 [2]，但是适合模式识别研究的图像数据库却不多 [3]；另一方面，

昆虫图像不少，但是带有可靠分类信息的昆虫图像的数据不如人脸、指纹等图像

数据容易获取。因此，适合模式识别研究的昆虫学数据集相对较少，限制了模式

识别在昆虫学中的应用。本数据集收集整理了《中国蝶类志》（1994 版）[4] 中的

标本图片，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形成单一背景图像的特征数据。这些特征，均使用

作者提出的特征提取方法 [5] 从图像中提取，并配有准确的分类学信息，对于模式

识别方法、昆虫分类学的研究人员有重要的意义。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原始数据是扫描处理存档的蝴蝶标本的图像数据。这些图像经过背景切割后

形成纯色背景图像，保留了主体的色彩。我们使用已经公开发表的固定方法 [5] 对

处理后的图像提取特征，本方法的主要处理模块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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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范化图像

本过程由 2 个步骤构成：

步骤 1：去除背景颜色，保留主体（蝴蝶标本），获取主体的最小包络矩形。

步骤 2：从图像中剪裁出最小包络矩形，将剪裁的图像缩放到 512×512 px，
获得规范图。

1.2  提取颜色特征

土本过程由 4 个步骤组成：

步骤 1：计算主体的重心以及长径（主体上到重心最远点的距离）。

步骤 2：以重心为圆心，以长径的 1/2 作圆，将图像分为内、外两区。

步骤 3：分区提取颜色直方图，按照 R、G、B 三通道和 16 位量化数进行统计。

步骤 4：规一化直方图到 [0, 1]，得到两组 48 维的直方图向量（内区一组，外

区一组）。

1.3  提取形状特征

本过程由 5 个步骤组成：

步骤 1：同 1.2 节步骤 1。
步骤 2：以重心为原点，以向右的水平线段（与长径等长）为扫描线，顺时针

扫描图像，按照间隔 1°的角度和 1/100 的长径进行采样，将规范图转换成极坐标

下的扫描图，扫描图应为 360 px×100 px。
步骤 3：统计每条扫描极线中主体部分的数量，获得形状直方图，得到一组

360 维的值在 [0, 100] 的向量。

步骤 4：将上述向量值重新量化成 20 位，并将 360 个重新量化到 10 位的向量

值重新统计，获得极线的直方图（20 维 [0, 360) 的向量），即 20 个级别的极线各

有多少根极线。

步骤 5：将上述直方图进行规一化处理，得到一组 20 维 [0, 1] 的向量。

1.4  提取纹理特征

本过程由 5 个步骤组成：

步骤 1：同 1.2 节步骤 1。
步骤 2：将彩色图转换成灰度图，使用公式 v=(R+G+B)/3 转换。

步骤 3：以重心为原点，以向右的水平线段为扫描线，按照间隔 1°顺时针扫

描图像，统计每条扫描极线中主体部分的相邻灰度值变化大于 16 的数量，并将统

计值量化成 10 级，得到一组 360 维（360 条极线）的值在 [0, 10] 的向量。

步骤 4：将 360 个重新量化到 10 位的向量值重新统计，获得极线的直方图（10
维 [0,360) 的向量），即 10 个级别的极线变化各有多少根极线。

步骤 5：将上述直方图进行规一化处理，得到一组 10 维 [0, 1] 的向量。

图 1  图像特征提取的主要模块

提取颜色特征 提取形状特征 提取纹理特征

规范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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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特征数据集

1.1 节中步骤是提取各种特征的必需步骤，通过 1.2、1.3、1.4 节描述的步骤提

取了颜色、形状、纹理特征。而每幅图像的分类信息是人工标记的。最终，特征数据、

图像代号以及分类信息构成本数据集。

2   数据样本描述

数据集以表格形式进行存储，表格的字段说明见表 1。表 2 给出了一组数据的

示例。其中，图像代码的命名规则为：“-”前的数字是标本图像在《中国蝶类志》

中的页码；“-”后的数字是自定义的图像编号，按顺序编号。数据集中还存放有

原始标本缩略图的索引，便于用户追溯原始图像标本。本数据集中的特征代码意

义如表 3 所示。其中特征代码中的下划线前半部是特征向量的代码，后半部是特

征向量的维数编号。如 cbirT6_0 表示形状特征向量的第 1 个值，cbirT9_48 表示外

区色彩特征向量的第 1 个值。分类学名字段以“属名 种名”格式提供。本数据集

结构较简单，此设计便于模式识别研究人员直接使用或者稍作调整后使用。

表 1  数据集的元数据描述

字段名 字段意义 字段类型

tk_name 特征代码 字符

tk_value 特征值 数值（双精度实数）

img_path 图像代码 字符

taxa_latin 分类学名 字符（拉丁学名）

表 2  范例数据

tk_name tk_value img_path taxa_latin
cbirT6_0 1.00000000000000000000 100-1.png Troides magellanus
cbirT6_1 0.10961250000000000000 100-1.png Troides magellanus
cbirT6_10 0.62510380000000000000 100-1.png Troides magellanus
cbirT6_11 0.84378030000000000000 100-1.png Troides magellanus
cbirT6_12 0.62506570000000000000 100-1.png Troides magellanus

表 3  数据集中的特征代码

特征代码 意义

cbirT9_[0-47] 48 维内区色彩特征

cbirT9_[48-95] 48 维外区色彩特征

cbirT6_[0-19] 20 维的形状特征

cbirT7_[0-9] 10 维纹理特征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本数据集的特征提取方法已经公开发表，并得到了领域同行的肯定。数据提

取过程也已程序化，设计并完成了相应的组件。该组件经过多次人工验证，运行

稳定可靠。本数据集通过程序调用该组件生成，由固定特征提取模块进行特征提

取的操作，保证了特征数据的可靠性，不会产生误差数据。

原始图像信息经过人工采集、校对和三次核对，保证了分类信息数据的可靠性。

鉴于分类学中分类系统的会随学科的发展而变化，本数据集中图像的分类信息以

1994 版《中国蝶类志》分类系统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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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本数据集数据形式简单，在使用时注意：

1. 特征向量值需要将图像编号和特征代码组合后再使用。

2. 颜色特征向量的 0–47 维和 48–95 维可以分成两组向量使用。

3. 特征向量值本身是32位的double型数据，在Excel中显示受到该软件的约束，

因此在使用时对精度的选择请根据实际需要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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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ature dataset of Chinese papilionidae specimen image is created in the researches 
of butterfly image recognition. This dataset collects the color, texture and shape features from 390 
pre-processed specimen images of Chinese papilionidae by standardized feature extraction meth-
ods. Each record contains the 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image identifier feature ID and feature 
value of an image. The dataset could support research o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ento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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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及青藏高原草地土壤生物数据集

芮俊鹏 1，安家兴 1，牛海山 2，李香真 1*

摘  要：草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草地主要集中于内蒙古高原及青

藏高原。作为土壤生物数据库的一个子集，内蒙古及青藏高原草地土壤生物数据集旨在收

集、整理这两个地区的土壤生物组成信息，包括土壤动物、真菌、细菌和古菌的分类组成；

同时收集储存与土壤生物样品相对应的环境因子参数，如地理坐标、气候、植被、土地利

用方式、土壤理化指标等。

关键词：土壤生物；群落组成；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草地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内蒙古及青藏高原草地土壤生物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The Inner Mongolia and Qinghai-Tibet grassland soil biota dataset
通讯作者 李香真（lixz@cib.ac.cn）
数据作者 芮俊鹏、安家兴、牛海山、李香真

地理区域 中国 数据格式 *.xlsx
数据时间范围 2009 ～ 2013 年 数据量 1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42，

http://soilbiota.vdbspace.cn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十二五”科研信息化科技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

工程，土壤生物数据库，基金代码 XXH12504-3-18

数据库（集）组成

数据集目前包含 3 个研究项目的数据：P00001 是“内蒙古东

部水热样带上土壤细菌组成”，P00002 是“内蒙古东部氮沉

降土壤细菌群落组成”，P00003 是“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壤

移植实验之原位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对应的 3 个文件和数

据量如下：P00001.xlsx，数据量 6116 条；P00002.xlsx，数据

量 4375 条；P00003.xlsx，数据量 1740 条。这 3 个 Excel 工作

簿均包含 5 个工作表：项目数据、样点数据、样品数据、门

水平信息、属水平信息

引   言

土壤生物是地球上多样性最高、物种最丰富的生物类群。每克土壤中仅微生

物数量就可达上亿，含有高达数百万个微生物物种，包括真菌、细菌、古菌等。

一方面，土壤是最丰富的“菌种资源库”，例如产抗生素的菌株大多分离自土壤。

另一方面，土壤中的生物含有各种功能基因，是一个巨大的“基因资源库”。这

些功能基因可以通过定向挖掘及利用生物工程的手段进行开发生产，为工业、农

业和医药行业服务。几乎所有物质转化都是在微生物功能基因的调控下进行的。

微生物的组成和多样性对土壤的生态功能有直接的影响。

土壤生物的组成反映了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由

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微生物系统的复杂性，人们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功能及

文献 DOI：
10.11922/csdata.170.2015.0021

文献分类：生物学

收稿日期：2015-10-20
发表日期：2016-12-27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环境与应用微生物重点实验室、环境微生物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  通讯作者（Email: lixz@cib.ac.cn）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42


China Scientific Data
中国科学数据内蒙古及青藏高原草地土壤生物数据集

33www.csdata.org《中国科学数据》2016 年第 3 期

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认识不够深入，远远落后于对植物和动物的研究水平。

以往的研究大多应用分子指纹图谱类方法，如末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

析（T-RFLP）[1]、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GGE）[2] 等，通量和分辨率较低，很难把

环境中的菌群全面系统地分析到科、属水平上。由于微生物种群分析复杂繁琐，

一般取样量有限，难于建立大尺度上微生物群落特征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近年来

发展起来的高通量测序技术一次可以测定成千上万条 DNA 序列，使我们快速地在

属、种水平上对微生物进行系统分类，信息全面、效率高，适宜大批量环境样品

的菌群分析，为微生物群落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3]。

然而，由于土壤生物多样性高、组成复杂，大量数据分布在文献中，很难进

行系统查询和比较分析，造成了严重的数据资源浪费。因此，建立土壤生物数据

库是利用土壤生物资源的一个必要前提。虽然目前已经存在众多的生物数据库，

但专门针对土壤中生物群落以及反映土壤性质与生物之间联系的数据库却还没有。

高通量测序的数据一般会上传到 Genbank、European Nucleotide Archive（ENA）等

数据库中保存 [4-5]，这些数据库的分析功能偏重于序列相似性和生物分类，无法直

接分析、比较样品的群落组成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建设土壤生物数

据库和分析系统，服务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我国的草原主要集中于内蒙古高原及

青藏高原，近年来这两个地区成为草地土壤生物研究的热点区域。因此，收集、整

理内蒙古及青藏高原草地土壤生物数据及其环境信息是本数据集的重要工作之一。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本数据集的数据采集有两种方式：一方面，用户可以主动将自己的科研数据

通过上传模版提交到数据库；另一方面，数据集管理员会根据已发表的与土壤生

物相关的文献，从原作者处获取数据，帮助他们完成数据的整理和上传。

本数据集对数据的要求如下：土壤样品应采集自原位土壤，而不是实验室培

养的土壤样品。土壤生物数据应来源于高通量测序数据（例如扩增子测序、宏基

因组、宏转录组等）或基因芯片数据（例如 GeoChip）。土壤理化性状测定和数

据分析应采用国际认可的标准方法，提交时应注明具体条件、参数。为方便不同

实验项目的数据比较，原核生物分类统一采用 RDP 分类标准 [6]。所有数据都按要

求填写到上传模版中，审核通过后才保存到数据库中。根据数据的重要程度，上

传模版中的字段分为必填项和选填项（表 1）。必填项主要包括项目及联系人信息、

关键的实验方法、采样地理位置、土壤生物丰度等，这些内容的缺失会影响数据

的可靠性和利用价值，因此必须完整填写，否则无法通过审核。选填项主要包括

一些次要的分析指标、土壤理化参数、气象及植被数据（用户往往只测试 / 掌握了

其中一部分参数 / 信息），以及生物分类等级（大部分土壤微生物是未培养的，无

法精确划分到种属水平），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填写。数据越详细，研

究价值越高，被他人再次利用的可能性越高，因此我们建议用户尽可能填写选填项。

录入到数据库中的每一条数据，都将分配到一个唯一的编号即数据库中的主

关键字。通过这个编号，用户可以对该数据进行查询、下载和分析等操作，也可

以通过相关主题词来查询。

以“内蒙古东部氮沉降土壤细菌群落组成”这个研究项目为例，土壤样品均

采集自各块样地的 0 ～ 10 cm 表层土，测序方法为基于 16S rRNA 扩增子的 Miseq
测序，PCR 引物为 515F 和 806R，数据处理过程中没有做 Subsample 标准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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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ton 去除，这些与数据采集和处理相关的信息均详细记录在数据库中（表 1）。

表 1   内蒙古东部氮沉降实验样品 S0000044 及所含 Sphingomonas 属的信息

所属数据表 字段名称 字段值

项目列表

项目 ID P00002
项目名称 * 内蒙古东部氮沉降土壤细菌群落组成

项目描述 *
用 16S rRNA 高通量测序方法研究内蒙古东部

羊草草原氮沉降土壤细菌群落组成

监测对象 * Bacteria
联系人 * Minjie Yao; Junpeng Rui; Xiangzhen Li

联系单位 *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联系邮箱 * yaomj@cib.ac.cn; ruijp@cib.ac.cn; lixz@cib.ac.cn

引用文献

Yao et al. 2014. Rate-specific responses of 
prokaryotic diversity and structure to nitrogen 

deposition in the Leymus chinensis steppe.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79: 81-90.

建库类型 * 16S rRNA
测序方法 * Miseq
PCR 前引物 515F
PCR 后引物 806R

Subsample 处理 No
去除 Singleton No

样点列表

样点 ID G000010
样点地名 * 内蒙古草原生态定位站

纬度（°）* 43.630 001 068 115 234
经度（°）* 116.699 996 948 242 19

海拔高度（m）* 1250.0
土壤采集深度（cm） 0 ～ 10
年平均降水量 (mm) 346.1

年均温（℃） 0.3
采样时气温（℃） –

采样时间 * 2012/7/9

地上生物量（g/m3） –
植被盖度（％） –
主要植被类型 –
土地利用类型 * 草原

土壤质地 壤土

土壤发生类型 –
样点补充信息 施氮量 0 g·N·m-2·yr-1

样点列表

样品 ID S0000044
土壤 pH* 7.34

土壤温度（℃） –
土壤含水率（％，wt/wt） 17.91

电导率（μs/cm） 175.1
总氮（％）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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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数据表 字段名称 字段值

样品列表

总有机碳（％） 2.4
铵态氮（mg/kg dry soil） 1.37
硝态氮（mg/kg dry soil） –

自定义分组 1 0N
自定义分组 2 –

Total sequences 16 257
Total OTUs 2688

Observed species 2047
Chao1 estimation 4325
Shannon's index 9.137

更多样品信息

土水比 1:5（w:w）测定土壤 pH；靛酚蓝比色

法测铵态氮；重铬酸钾氧化法测总有机碳；

Kjeldahl 法测总氮

门、属水平

信息

界 Bacteria
门 Proteobacteria

门的相对丰度（％）* 25.571 2
纲 Alphaproteobacteria
目 Sphingomonadales
科 Sphingomonadaceae
属 Sphingomonas

属的相对丰度（％）* 1.814 9

注：星号（*）标注的字段为必填项，其他为选填项（缺失值在表中用“–”表示）

2   数据集样本描述

内蒙古及青藏高原草地土壤生物数据集是土壤生物数据库的一个子集，目前记

录项目数据 3 条，样点数据 20 条，土壤样品数据 96 条，生物门水平相对丰度数据

1815 条，生物属水平相对丰度数据 10 297 条。已收录的 3 个项目分别为“内蒙古

东部水热样带上土壤细菌组成”（P00001）“内蒙古东部氮沉降土壤细菌群落组成”

（P00002）[7]“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壤移植实验之原位土壤细菌群落组成”（P00003）[8]。

项目数据主要包括项目名称、监测对象（细菌、古菌、真菌、土壤动物等）、

建库类型（16S rRNA 或功能基因扩增子测序、宏基因组、宏转录组等）、测序方

法（Miseq、Hiseq、454 测序等）、PCR 引物、联系人及所在单位等信息（图 1）。

如果该项目数据已有文章发表，也可将发表信息随时更新到数据库中，方便他人引

用。项目数据还包括测序数据的处理情况，例如数据是否做 Subsample 标准化（即

统一所有样品的序列数目）、是否去除了 OTU（按 97％序列相似性划分的可操作

分类单元，相当于种）中的 Singleton（即只有一条序列的 OTU）。此外，项目数据

的详细页面还列出了该项目所包含的样点列表。例如，项目 P00002 是用 16S rRNA
高通量测序方法研究内蒙古东部羊草草原氮沉降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其监测对象

为土壤中的细菌。

样点数据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地名、经纬度、海拔）、气候（年降水量、年均温）、

植被（生物量、盖度、主要物种）、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土壤分类）等。此外，

样点数据的详细页面还列出了该样点所包含的土壤样品列表。例如，项目 P0000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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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7 个样点，样地位置在内蒙古草原生态定位站，每个样点的施氮量为 0 ～ 28 
g·N·m-2·yr-1 不等。

土壤样品数据主要包括土壤理化性状（含水量、pH、土壤温度、电导率、总

有机碳、铵态氮、硝态氮、总氮等）、所监测生物群落的 α 多样性等。用户也可

自定义属性（例如试验的分组、处理、其他重要的指标），并注明测定某一理化

性状的实验方法。此外，样品数据的详细页面还列出了该样品所包含的生物门和

属列表。例如，项目 P00002 包含 41 个样品，每个样品都单独测了土壤理化性状

和细菌 16S rRNA 扩增子序列。

生物门和属水平相对丰度数据列出了该生物门和属在某土壤样品中的相对丰

度，以及更高级别的生物分类。例如，项目 P00002 包含 714 条门水平相对丰度数

据和 3612 条属水平相对丰度数据。

上述 5 类数据通过项目、样点、样品的编号进行关联。以内蒙古东部氮沉降

实验样品 S0000044 为例（表 1），既可以通过该样品所属的项目编号和样点编号，

找到其项目信息和样点信息，也可以通过该样品包含的门、属水平信息列表或搜

索框，找到某个门、属在该样品中的含量。例如，Sphingomonas 属在该样品中的相

对丰度为 1.81％，该属所在的 Proteobacteria 门在该样品中的相对丰度为 25.57％。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数据质量由上传模版、管理员审核、脚本程序三重把关（图 2）。

第一步，用户要按要求填写上传模版文件，从而达到数据的规范化。模版文

件是一个Excel文件，包含“项目列表”“样点列表”“样品列表”“门水平数据”“属

水平数据”等 5 个数据表，所包含的字段见图 1。在该文件中，必填的字段（例如

经纬度、土壤 pH 等重要信息）用红色字体标注，其他为选填字段。部分字段会附

图 1   VDB 后台“配置发布模型”：5 个数据表所含字段以及数据表之间的关系

项目列表

项目 ID

项目名称

项目描述

监测对象

联系人

联系单位

联系邮箱

引用文献

建库类型

测序方法

PCR 前引物

PCR 后引物

Sub-sample

去除 Singleton

包含样点

样点列表

样点 ID

项目 ID

样点地名

纬度（0）

经度（0）

海拔（m）

采土深度范围（cm）

年平均降水量（mm）

年均温（℃）

采样时气温（℃）

采样日期

地上生物量（g/m3）

植被盖度（%）

主要植被类型

土地利用类型

土壤质地

土壤发生类型

样点补充信息

包含样品

样品列表

样品 ID

项目 ID

样点 ID

土壤 ph

电导率（μs/cm）

土壤温度（℃）

土壤含水率（%，wt/wt）
总氮（%）

总有机碳（%）

铵钛氮（mg/kg）

硝钛氮（mg/kg）

自定义分组 1

自定义分组 2

总有效序列数

总 OTU 数

Observed specices

Chao1 丰富度指数

Shannon 指数

更多样品信息

门水平信息

属水平信息

门水平数据

门信息 ID

界

门

样品 ID

项目 ID

样点 ID

门比例（%）

属水平数据

属信息 ID

界

门

纲

目

科

属

样品 ID

项目 ID

样点 ID
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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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批注，用于解释该字段的意义和填写方式。

第二步，管理员审核用户提交的上传文件，及时纠正发现的错误：例如，必

填字段是否都填写完整，填写内容是否符合字段要求，数据是否符合本数据库接

收条件，是否使用 RDP 分类标准，等等。如果文件审核不通过，管理员将通知用

户进行修改。

第三步，上传文件由脚本程序转化为数据库存储文件。如果上传文件的格式

有误，则转化失败，将错误信息返回给用户纠正。某些字段对数据格式有特殊要求，

例如经纬度必须是以度为单位的小数形式，而不能是度分秒格式；又如总有效序

列数必须是整数。脚本程序比管理员人工审核更适合做格式上的检查。

4    数据价值

本数据集能够为农业生产、环境治理、生物工程等科研和应用提供科学数据

及指导。

首先，本数据库的宗旨是收集并整合不同研究项目、不同科研论文中的土壤

生物数据，一方面使得已发表的科研数据能够更方便地被广大用户获取并反复利

用，避免数据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能够提高与数据相关的科研成果的引用率，

起到宣传推广科研成果的效果。

其次，本数据库的生物组成数据及其环境因子数据，可以揭示生物组成与环

境因子的关系，预测生物组成的动态变化模型。

第三，可以在本数据集寻找与特定的土壤生物最相近的生物种群，以进行比

较群落学研究。

第四，根据土壤的宏观参数信息，能够建立土壤生物的分布图及其动态变化

模式，分析生物组成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第五，提供可视化的界面交流模式，便于查找微生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

特征。

第六，本数据集也收集功能基因扩增子测序数据和环境基因组数据，以分析

微生物群落的潜在代谢功能、绘制基因地图。

图 2   数据上传及质量控制

用户填写模版

数据存储到数据库

管理员审核数据

脚本转化格式

不合格
提交

合格

转化成功

格式有误

转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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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 P00002 为例，通过本数据集可以全面了解这个项目的实验设计和生物、

环境数据，了解氮素、pH、水分等环境参数对草原土壤菌群的影响，揭示氮沉降

影响草原生态系统的机制。

5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本数据集基于 VisualDB 平台构建，可在 Science Data Bank 网站下载（http://
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42），也可在“土壤生物数据库”（V1.0 版）中

进行在线查询（ http://soilbiota.vdbspace.cn）。用户可通过若干筛选字段来查询数

据库中符合条件的研究项目、样点、土壤样品和生物群落（门、属水平），利用

查询结果比较不同实验、不同地区的土壤生物群落差异，研究群落组成与环境的

关系（图 3）。这个版本的数据提交工作由管理员在后台完成（用户通过邮件将数

据发送给管理员）。

图 3   数据使用方法

 “土壤生物数据库”（V1.0版本）的导航组件列出了“项目列表”“样点列表”“样

品列表”“门水平数据” “属水平数据”这 5 个查询链接，点击链接可进入查询页

面（图 4）。在查询页面的“数据信息”版块可以选择要查询的字段、查询规则、

需要排序的字段，并在文本框里输入要查询的关键字，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显

示结果。如果要添加查询条件，可点击“查询”按钮右边的向下箭头按钮，再点

击“添加条件”，设置完全部查询条件后，点击“高级查询”按钮即可显示结果。

查询结果只显示了部分字段，点击“操作”下面的“详细”可查看该条目的全部信息。

图 4   数据库的样品查询页面

查询研究项目

（项目信息、研究方法）

查询样点

（地理 / 气候 / 植被等）

查询土壤样品

（理化性状 / 生物多样性）

查询生物分类、丰度

（门 / 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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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的 V2.0 版本将在此基础上提供数据批量下载、统计分析（ANOVA、

相关性分析、Mantel test 等）、绘图（群落组成图、群落与环境关系图、主成分分

析图、Venn 图、热图等）等功能。此外，用户将可以注册、登录帐号并直接提交

数据。用户也可以自由决定数据公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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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er Mongolia and Qinghai-Tibet 
grassland soil biota dataset

Rui Junpeng, An Jiaxing, Niu Haishan, Li Xiangzhen

ABSTRACT  The grassland eco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rrestrial ecosystem. In China, 
most grasslands locate in Inner Mongolia and Qinghai-Tibet. As a subset of soil biota database, the 
Inner Mongolia and Qinghai-Tibet grassland soil biota dataset is used to collect and integrate com-
munity compositions of soil biota (fauna, fungi, bacteria, and archaea) from these areas. Moreover,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related to the sampling sites and soil samples are also collected, such as 
geographic positions, climates, plants, soil types, and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KEYWORDS   soil biota; community composition; Inner Mongolia Plateau; Qinghai-Tibet Pla-
teau; gras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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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纳米尺度效应的稀土与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集

宋晓艳 1*，刘雪梅 1，王海滨 1，邓韵文 1，刘东 1，李长荣 2，尹海清 2 

摘  要：稀土族金属具有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能，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

涉及航空航天、能源、电子、汽车、建筑、石油化工等多种重要工业领域。经过十余年系

统的实验制备和重复性研究，利用数据积累、分析比对和优化评估等途径，建立了国际上

首次引入纳米尺度效应的稀土结构和性能数据体系，并发展形成稀土基础数据库。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构建了 Sm-Co 体系稀土化合物基础数据库。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基础数据库

包括晶体结构、物理性能、力学性能、磁性能、热力学特性、相稳定性、相变特性等 7 大

类数据，分为传统粗晶和纳米尺度两套体系，纳米体系数据库又包含室温和变温两类数据

体系。稀土基础数据库可为目前广泛应用的稀土材料提供丰富数据，并为研究开发新型稀

土材料提供参考依据与设计指导。

关键词：稀土金属；稀土化合物；内禀特性；纳米效应；数据采集；数据集成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稀土单质与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Fundamental database of rare-earths and Sm-Co compounds
通讯作者 宋晓艳（xysong@bjut.edu.cn）

数据作者
宋晓艳、刘雪梅、王海滨、卢年端、张哲旭、梁海宁、李定朋、

邓韵文、刘东

数据时间范围 2005 ～ 2015 年

数据格式
数值型，字符型，表格型，

曲线型，文本型
数据量 约 10 万条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86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YFB0700501、 2016YFB07005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371012），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51425101）

数据库（集）组成

涉及 17 个稀土元素和 10 个稀土化合物，包括晶体结构、物

理性能、力学性能、磁性能、热力学特性、相稳定性、相变

特性等 7 大类数据

引   言

我国稀土资源十分丰富，是国际上公认的稀土资源大国，储量、开采量、出

口量和消费量均占世界首位，为我国稀土工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

稀土储氢材料、稀土发光材料、稀土永磁材料等稀土功能材料和稀土添加钢铁材料、

稀土有色合金等稀土结构材料已成为国防建设、经济发展和高新科技的重要支撑

材料 [1-3]。

稀土金属具有独特的电子结构、丰富的电子能级、较大的原子磁矩、很强的

自旋轨道耦合等特点，因而拥有十分特殊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如优良的磁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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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强的化学活性等 [4-5]。正是由于稀土族金属的这些特点，稀土与其他族金属或非

金属元素之间存在复杂多样的交互作用 [6]。其中，稀土与过渡族金属之间的交互

作用尤为重要，具有 4f 特征电子结构的稀土金属与具有 3d 特征电子结构的过渡金

属所形成的某些特殊金属间化合物是永磁材料、储氢材料等功能材料优异特性的

来源 [7-9]。独特的基础性能使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已经深入

到航空航天、能源、电子、汽车、建筑、石油化工等多个重要工业领域。

当稀土材料的显微组织降到纳米尺度，其高比表面积（如纳米颗粒）和高浓

度晶界（如纳米晶块体）的特征，使其在显微组织、晶体结构、物性、热力学及

相变特性、力学特性等诸多领域产生一系列新的现象和规律，表现出比传统粗晶

的稀土材料明显优越的性能 [10-12]。因此，为研制和开发高性能的纳米稀土材料，

急需系统的稀土结构和性能数据，尤其是体现纳米尺度效应的基础数据体系，为

新型纳米稀土材料的设计制备提供准确的参考依据。

纳米尺度的稀土金属化学活性更高，与其他金属或非金属元素极易发生反应

而失去单质纯度。因此，纳米稀土对制备设备和技术具有非常苛刻的要求，高纯

纳米稀土的获得及其结构性能表征一直是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高难挑战，导致

纳米尺度下稀土结构性能数据绝大多数处于空白状态，这也是纳米尺度稀土基础

数据体系在国际上长期匮乏的原因所在。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针对稀土金属活性极大的特点，北京工业大学专门建立了一套全封闭高纯金

属纳米材料合成制备系统，将金属或合金粉末合成、预处理、纳米晶块体材料制

备相关设备装置集成于大型手套箱，其环境氧含量控制在 0.5 ppm 以下。此系统集

惰性气体蒸发 – 冷凝法制备纳米粉末、快速烧结致密化、后续热处理等为一体，

进行“无氧”、原位的金属纳米材料制备 [13-14]。

利用这一自主创新开发的高纯金属纳米材料制备系统，自 2004 年起我们开展

了高纯纳米稀土的制备与结构性能研究工作 [15-16]。在国际上首次制备出了粒径可

控的 Sm、Gd、Nd、Dy、Tb、Er、La 等稀土族重要元素的纳米颗粒（图 1）。在

此基础上，原创性提出了“纳米颗粒非晶化→颗粒内晶胚形核和长大→非晶颗粒

完全晶化转变并致密化”的全新技术路线（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以此制备出了

稀土族金属的晶粒尺寸为 5 ～ 15nm 的超细纳米晶块体材料（图 2）。以超细纳米

晶为初始材料，通过退火实验制备出系列不同晶粒尺寸级别的稀土金属纳米晶块

体材料。对系列纳米稀土（粉末颗粒和多晶块材）分别测定了晶体结构、点阵参数、

热力学及相变特性、物性和力学性能等重要表征参量。相对于同种传统粗晶稀土，

纳米稀土的功能特性和力学性能发生显著变化（图 3）。

经过至今十余年系统的实验制备和重复性研究，利用数据积累、分析比对和

优化评估等途径，在获得纳米尺度对稀土结构和性能影响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了

国际上首次引入纳米尺度效应的稀土结构和性能数据体系 [17]，逐渐发展形成稀土

基础数据库。在制备出迄今认知的所有 Sm-Co 化合物纳米晶块体材料并对其晶体

结构和性能进行系统测定分析的基础上 [18-36]，进一步构建形成了 Sm-Co 体系稀土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纳米尺度稀土金属及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是目前国内外

极为缺乏的稀土数据体系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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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粒径可控的稀土纳米颗粒的显微组织结构

图 2   平均晶粒尺寸约为 5 nm 的稀土超细纳米晶块体的显微组织

图 3   稀土纳米晶块体的性能测定结果及与同种粗晶稀土的比较

（a） （b）

（c） （d）

注：（a）纳米稀土电阻率随温度的变化，（b）纳米稀土热导率随温度的变化，（c）稀土粗晶和纳米
晶热容的比较，（d）稀土粗晶和纳米晶显微硬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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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样本描述

2.1  数据库的构成

“稀土基础数据库”和“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均包含传统粗晶体系

和纳米体系两套系统数据，纳米体系的稀土金属和 Sm-Co 化合物数据库又分为室

温和变温数据体系。数据集总体结构关系见图 4，数据库基本结构和数据体系参见

表 1 和表 2。

表 1   稀土基础数据库的主要组成部分

稀土族所有元素
镧（La）、铈（Ce）、镨（Pr）、钕（Nd）、钷（Pm）、钐（Sm）、
铕（Eu）、钆（Gd）、铽（Tb）、镝（Dy）、钬（Ho）、铒（Er）、
铥（Tm）、镱（Yb）、镥（Lu）、钪（Sc）、钇（Y）共 17 种元素。

数据内容

1. 传统粗晶体系

晶体结构（全面晶体学信息）、物性（电导率、热导率、热膨胀系数等）、
热力学特性（热容、焓、熵、自由能等）、相变特性（相变类型、相变
温度等）、力学性能（硬度、弹性模量等）、磁性能（内禀矫顽力、饱
和磁化强度、剩磁等）。

2. 纳米体系

1）室温数据

纳米尺度下晶体结构（晶体学参量及其纳米效应）、物性（电导率、热
导率、热膨胀系数等及其纳米效应）、热力学特性（热容、焓、熵、自
由能等及其纳米效应）、相变特性（相变类型、相变温度等及其纳米效
应）、力学性能（硬度、弹性模量等及其纳米效应）、磁性能（内禀矫
顽力、饱和磁化强度、剩磁等及其纳米效应）。

2）变温数据

纳米尺度下物性（电导率、热导率、热膨胀系数等）、热力学特性（热
容、焓、熵、自由能等）、力学性能（硬度、弹性模量等）、磁性能（内
禀矫顽力、饱和磁化强度、剩磁）等随温度变化系统数据。

3. 数据相关信息

稀土金属文献、稀土性能测试方法、稀土金属用途、误差来源等。

粗晶体系的稀土基础数据库包含稀土族所有元素的结构和性能基础数据，如

晶体结构（全面晶体学信息）、物性（电导率、热导率、热膨胀系数等）、热力

学特性（热容、焓、熵、自由能等）、相变特性（相变类型、相变温度及其尺度

效应等）、力学性能（硬度、弹性模量等）等；纳米体系的稀土基础数据库包含

稀土元素纳米化后在室温下和随温度变化的结构和性能基础数据，尤其是定量化

展现了稀土金属结构和性能的纳米尺度效应。

图 4   稀土与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集总体结构关系图

稀土基础数据库

Sm-Co 化合物数据库

粗晶体系

纳米体系

粗晶体系

纳米体系

室温基础数据集

室温基础数据集

室温基础数据集

室温基础数据集

变温基础数据集

变温基础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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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的主要组成部分

目前已知的所有
Sm-Co 化合物

Sm3Co、Sm5Co2、SmCo2、SmCo3、Sm2Co7、Sm5Co19、SmCo5、
SmCo7、Sm2Co17、SmCo9.8

数据内容

1. 传统粗晶体系

晶体学信息（晶体结构、晶格参数等）、物性（电阻率、热导率、
热膨胀系数、弹性模量、德拜温度、居里温度等）、热力学特性（热
容、焓、熵、自由能等）、相变特性（相变类型、相变温度等）、
力学性能（硬度、弹性模量等）、磁性能（内禀矫顽力、饱和磁化
强度、剩磁、磁能积等）。

2. 纳米体系

1）室温数据

晶体学信息（晶体结构、晶格参数，晶体结构示意图等）、物性（电
阻率、热导率、热膨胀系数、弹性模量、德拜温度、居里温度等）、
热力学特性（热容、焓、熵、自由能等）、相稳定性（相稳定存在
的成分、温度、尺寸等范围）、相变特性（相变类型、相变温度及
其尺度效应等）、力学性能（硬度、弹性模量等）、磁性能（内禀
矫顽力、饱和磁化强度、剩磁、磁能积等）。

2）变温数据

纳米尺度下物性（电导率、热导率、热膨胀系数等）、热力学特性（热
容、焓、熵、自由能等）、力学性能（硬度、弹性模量等）、磁性
能（内禀矫顽力、饱和磁化强度、剩磁）等随温度的变化系统数据。

3. 数据信息

稀土化合物文献、稀土化合物用途、稀土化合物结构和性能测试方
法、误差来源等。

与此类似，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也包含传统粗晶和纳米体系。所有

Sm-Co 金属间化合物的基础数据集也分为室温和变温两个系列。室温结构和性能

基础数据包括晶体学信息（晶体结构、晶格参数、原子占位、单胞点阵图等）、

物性（电导率、热导率、热膨胀系数等）、热力学特性（热容、焓、熵、自由能等）、

相稳定性（存在的成分、温度、尺寸等范围）、相变特性（相变类型、相变温度

及其尺度效应等）、力学性能（硬度、弹性模量等）、磁性能（内禀矫顽力、饱

和磁化强度、剩磁、磁能积等）。变温结构和性能基础数据包括物性参量（电导率、

热导率、热膨胀系数等）随温度变化数据及函数、热力学参量（热容、热焓、熵、

自由能等）随温度变化数据及函数等。

2.2  数据库的使用

数据库构建所用软件为 MySQL 5.0。数据库的主页面分列“Conventional 
Polycrystalline System（传统粗晶体系）”和“Nanocrystalline System（纳米体系）”

两个数据体系，分别对应传统粗晶体系稀土金属及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和纳米

尺度稀土及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主页面右上角的“Change Password”“Log 
out”“Go Back”“Instructions & Service”，分别对应更改密码、注销登录、返回

上一页、数据库介绍与服务页面的链接操作。

2.2.1  粗晶体系示例

以粗晶体系稀土 Sm 为例，其数据信息页面如图 5 所示。左栏“Properties at 
room temperature”为粗晶体系稀土 Sm 在室温下的结构与性能基础数据，包括晶

体结构（Crystal structure）、相转变温度（Phase transformation temperature）、

电 阻 率（Electrical resistivity）、 热 导 率（Thermal conductivity）、 热 容（Heat 
capacity）、 热 膨 胀 系 数（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弹 性 模 量（El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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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us）、显微硬度（Microhardness）等数据信息。右栏“Temperature-dependence 
of properties”为物性（电阻率、热导率、热容、热膨胀系数等）参量随温度的变化。

点击链接即可查看不同温度条件下物性的具体数值。以电阻率为例，点击“Electrical 
resistivity”，即进入不同温度下的电阻率的具体数据页面（图 6）。

图 5   粗晶体系稀土 Sm 在室温下的基础数据页面

图 6   粗晶体系稀土 Sm 在不同温度下的电阻率数据

 图 5 中右下角的“Detailed information of data”按键，链接本页面所提供的粗

晶体系稀土 Sm 数据信息的说明文件，包括材料来源、制备历史、测试条件及装置、

相关文献等信息（图 7），在此页面中点击文献信息后的“Link to article”链接，

即可查看相应文献的全文信息。

 2.2.2  纳米体系示例

纳米体系数据库的界面结构与粗晶体系的类似，不同的是增加了晶粒尺寸

（Grain size）的数据信息，从而提供了纳米尺度与稀土金属和 Sm-Co 化合物的结

构及性能之间的量化关系。

以纳米 Sm2Co17 (R) 化合物为例（R 表示菱方晶体结构），示出纳米体系中基

础数据的有关查询结果。图 8 为纳米体系菱方结构 Sm2Co17 (R) 化合物在室温和

变温条件下的基础数据页面。其中左栏为室温下结构和性能基础数据，包括该化

合物在对应晶粒尺寸下室温的点阵参数（Lattice parameters）、晶体结构（Crystal 
structure）、相转变温度（Phase transformation temperature）、徳拜温度（Debye 
temperature）、居里温度（Curie temperature）、热容（Heat capacity）、热膨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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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纳米体系菱方结构 Sm2Co17(R) 化合物在室温和变温条件下的基础数据页面

图 7   粗晶体系稀土 Sm 数据信息的说明文件

数（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弹性模量（Elastic modulus）、饱和磁化强度

（Saturated magnetization）、剩磁（Remanence）、矫顽磁力（Coercivity）、最大

磁能积（（BH）max）等数据信息。右栏“Structure information and temperature-
dependence properties”提供晶体结构详细信息、晶体结构示意图和不同温度下

化合物性能的基础数据。此外，还提供焓、熵、吉布斯自由能等热力学函数在

不同温度和不同晶粒尺寸下的具体数据。点击“Detailed information of lattice 
parameters”，可查看纳米晶 Sm2Co17 (R) 化合物详细的晶体结构参数信息，部分数

据示例见图 9。纳米体系各种 Sm-Co 化合物的晶体学数据获得了国际晶体学联盟

（IUCr）认定的专设索引号（CSD-number）[18, 19, 21, 25, 26, 28-30,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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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Detailed information of crystal structure”，显示纳米晶 Sm2Co17 (R) 化合

物的单胞晶体结构示意图（图 10）。

图 9   纳米体系菱方结构的 Sm2Co17(R) 化合物晶体结构详细信息

图 10   纳米晶 Sm2Co17 (R) 化合物的单胞晶体结构示意图

图 11   纳米晶 Sm2Co17 (R) 化合物的热容随温度和晶粒尺寸变化的三维函数图

点击“Temperature-grain size-dependence of heat capacity”，进入不同温度和

不同晶粒尺寸下的热容数据页面。在数据显示页面，点击“Show Image”，即可

查看由此数据体系生成的热容随温度和晶粒尺寸变化的三维函数图（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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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稀土基础数据库与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中的数据类型较多，可分为数值

型、字符型典型数据，还可分为表格、曲线、图像等形式的数据。为了保证数据

入库的质量，在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加工和数据规范化、信息化等方面建立了相

应的技术规范。如在纳米体系稀土及 Sm-Co 化合物的基础数据采集和分析方面，

制定了“高纯稀土金属及合金纳米材料的制备技术规范”，加强了数据质量的控

制和管理，结合数据系统评估，保证实验数据的误差量控制在 15％以下。

结合具有特色的纳米稀土材料的制备、表征和应用，本研究组在国际知名期

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稀土材料领域国际专家的严格评审保证了稀土基础

数据的系统性和可靠性。此外，本研究组组织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

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数据来源、数据库结构、数据内容、数据质量等进行考察评估。

根据专家们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对数据库主要内容进行了十几次调整优化，保证

了入库数据为经过行业专家评估的高质量可靠数据。

稀土基础数据库与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提供数据共享服务，对所有经过

注册授权的用户实行开放共享。

4   数据使用案例

稀土及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中数据的实测、收集、整理和评估的结果，

均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在完成所有资源数字化加工的基础上，采用多种模式进行

数据显示，包括单个数据查询、同类数据列表、数据映像成曲线或三维函数图等

形式。稀土及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作为材料基础数据共享资源的结点之一，

具有方便灵活、高效可控的用户访问界面，主页上有数据库使用说明、注册管理、

设置密码及密码取回等多种功能。

稀土及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自 2011 年正式运行以来，在为用户服务方面

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添加稀土元素的优选、稀土功能材料成分设计和工艺优

化等方面提供了可靠、定量化的指导。

为帮助稀土材料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更好地访问和使用数据，结合下面案例

说明稀土及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中数据的深度加工和集成使用。

本案例是利用稀土及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库中的纳米体系基础数据，构建纳

米尺度下 Sm-Co 二元合金相图。系统的基础数据是相图构建的必要前提，利用基础

数据和热力学计算原理可以更准确地构建相图。相图能够直观地给出各种物相可能

的热力学平衡状态，而且能够定量化地说明相稳定性、相变趋势及相关表征参量。

纳米尺度Sm-Co合金相图的建立，是设计开发新型高性能纳米永磁合金的重要依据。

图 12 是使用纳米体系稀土和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结合热力学计算进行数

据深加工和数据集成，构建的不同晶粒尺寸级别下的 Sm-Co 合金相图。纳米尺度

相图中，同素异构体的相区分布对晶粒尺寸最为敏感。这是因为纳米晶合金中晶

型转变的相变温度对晶粒尺寸非常敏感，当晶粒尺寸减小至纳米尺度（100 nm 以

下），如图 12（a），纳米晶材料的同素异构相变温度开始明显区别于粗晶体系。

在超细纳米晶体系中（一般 d<50 nm），如图 12（b），传统粗晶体系中的非平衡

相（即在平衡相图中不存在的相）开始出现在纳米尺度相图中，即在纳米尺度下

变为热力学亚稳平衡相（见图中相区“④ + ⑾”和“⑤ + ⑾”）。在晶粒尺寸极

小的情况下（通常 d<20 nm），如图 12（c），一些粗晶合金体系中的稳定相（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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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粗晶合金相图中的热力学平衡相）的相区范围在纳米尺度相图中往高温方向

收缩，即在一定的低温区间内，这些合金相变成热力学非平衡相，不能稳定存在。

图 12   利用纳米体系稀土和 Sm-Co 化合物基础数据

作者分工职责
宋晓艳（1970—），女，籍贯河北，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属纳米材料与计算材料学。

负责纳米材料制备与数据库构建。
刘雪梅（1971—），女，籍贯河南，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金属纳米材料。负责纳米晶块材

制备与数据采集。
王海滨（1985—），男，籍贯湖北，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金属纳米材料。负责纳米粉末制备

与数据采集。
邓韵文（1989—），女，籍贯陕西，硕士，研究方向为稀土基础数据库。负责数据处理加工。
刘东（1989—），男，籍贯山东，硕士，研究方向为稀土化合物基础数据库。负责数据收集、处理加工。
李长荣（1961—），女，籍贯山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材料热力学。负责数

据库管理维护。
尹海清（1971—），女，籍贯黑龙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粉末冶金。负责数

据库管理维护。

注：经过数据深加工（热力学计算）和数据集成构建的不同晶粒尺寸的 Sm-Co 二元合金纳米尺度相图。
红色水平实线为同素异构相区分界线，绿色垂直实线为纳米相图特有的亚稳平衡相（绿色水平实线为
其相区分界线）。晶粒尺寸：（a）50 nm；（b）30 nm；（c）10 nm。nm；（c）1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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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damental Dataset of rare-earths and Sm-Co 
compounds containing nanoscale effect

Song Xiaoyan, Liu Xuemei , Wang Haibin , Deng Yunwen , Liu dong , 
Li Changrong , Yin Haiqing 

ABSTRACT  Due to their peculiar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the rare-earth elements and 
compounds have very wide applications, including industrial fields such as aeronautics and astro-
nautics, energy resources, electronics, automobiles, architectures, petro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so 
on. In the past decade,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experiments and repeated experiments, by process-
es of data accumulation,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we have developed the rare-earths database 
of crystal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w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anoscale effect on the data was 
introduced. Further, the database of the Sm-Co compounds has been developed. Both the databases 
have conventional polycrystalline and nanocrystalline systems for the data search, and the later 
contains data systems at the room temperature and with the varying temperature. Data of crystal 
structure, physical properties, magnetic features,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phase stability and phase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contained in the database. The database 
provides the fundamental data for the rare-earth materials, and facilitates the design and develop-
ment of new type rare-earth materials by serving as the references and quantitative guide. 
 
KEYWORDS   rare earth; rare earth compound; intrinsic properties; nanoscale effect; data acqui-
sition; data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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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2012 年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测度数据集

刘佳 1*，陆菊 1，刘宁 2

摘  要：“十二五”期间国家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快发展滨海旅游业，明确了“坚

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的战略部署。本数据集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方法和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

得出了相应的旅游产业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值。该数据集

能为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研究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

关键词：DEA-Malmquist 方法；旅游产业效率；沿海地区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测度数据集（1999–2012）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A dataset of estimating the efficiency of tourist industry in coastal 

area of  China（1999 – 2012）
数据作者 刘佳、陆菊、刘宁

通讯作者 刘佳（liujia_lemon@163.com）

数据时间范围 1999 ～ 2012 年

地理区域

天津、河北、辽宁、山东（环渤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长

三角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泛珠三角地区）等

11 个沿海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未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

数据格式 *.xlsx 数据量 177 条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geodoi.ac.cn/WebCn/doi.aspx?Id=4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

旅游产业集聚关联机理研究，12CGL059；
国家旅游局旅游产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项目，中国旅游经济

增长质量研究，TYETP20132

数据库（集）组成

1. 表 1.zip 是沿海三大区域旅游产业综合效率的数据；

2. 表 2.zip 是沿海三大区域旅游产业纯技术效率的数据；

3. 表 3.zip 是沿海三大区域旅游产业规模效率的数据；

4. 表 4.zip 是 1999 年、2006 年和 2012 年沿海地区旅游产业

综合效率的数据；

5. 表 5.zip 是 2000 年、2006 年和 2012 年沿海地区旅游产业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的数据

引   言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国家颁布实施的一系列区域规划、发展战略、相关政府

决策以及旅游发展政策优先且集中安排到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

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撑。为此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呈现持续、快速和稳定发

展，形成了以重点旅游城市、旅游口岸城市和滨海城市为中心的旅游产业集聚区。

2013 年沿海 11 个省市区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42 982.59 亿元，占其国民经济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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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旅游产业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日

益凸显。但是，长期以来，沿海地区旅游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在旅

游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表现为显著的短期化作用倾向，旅游业往往被锁定

在资源高消耗、经济低产出的发展轨道上，发展质量和效率亟待提升。

2014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31 号）

明确提出“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就是

要转变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式、模式和形态，实现旅游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

的转变，从而实现旅游产业经营效率的最大化 [1]。

旅游产业效率是指一个地区在运用一定的成本之后所能获得的经济效益，其

反映了旅游经济活动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比率关系。揭示旅游产业效

率发展与演化规律，探讨旅游产业效率提升和旅游集约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对推

动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意义。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中国沿海地旅游产业效率测度数据集主要包括 1999 ～ 2012 年沿海三大区域

旅游产业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以及 1999 年、2006 年和 2012 年

11 个沿海省市区旅游产业综合效率和 2000 年、2006 年和 2012 年 11 个沿海省市

区旅游产业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本数据集通过收集文献，构建旅游产业效率

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旅游产业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评价旅游产业

全要素生产率，详见图 1。

图 1  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数据技术路线图

旅游产业效率评价指标数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运用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模型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

1.1  数据来源

中国沿海地旅游产业效率测度数据集均来源于中国及沿海地区 11 个省市区的

统计年鉴 [2-5]（2000 年年鉴数据是 1999 年的数据，以此类推）。

研究区域包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环渤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长

三角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泛珠三角地区）等 11 个沿海省、直辖市

和自治区（未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1.2  文献资料的梳理

经济增长中的效率问题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旅游产业效率已成为衡量旅游资

源合理利用、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受到旅游学界的重视和关注。我们

从国家、区域、城市以及企业层面梳理国内外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进展，为旅游

产业效率的指标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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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构建旅游产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在投入变量选择方面，从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角度反映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通

过投资而产生的投入。其中，以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旅游企业

规模（个）作为资本投入变量，以旅游从业人员总数（万人）、旅游院校在校生

数（人）作为劳动力投入变量。由于旅游企业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产业规模的扩

张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因而选择旅游企业固定资产作为衡量投资规模的指标；

旅游企业规模是衡量区域旅游产业服务和接待能力的重要指标；旅游产业劳动密

集型的行业特性显著，人力资本投入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必不可少，“十二五”期

间是中国落实“科教兴旅、人才强旅”战略的重要阶段，旅游人才受到高度重视，

这里选取旅游从业人员指标衡量旅游产业发展规模。

在产出变量选择方面，以沿海各地区的旅游总收入（亿元）作为旅游产业的产

出变量指标。旅游总收入是衡量旅游产业在一定要素投入下获得经济产出的重要标

准，其从总体上反映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旅游总收入越大，

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其中，旅游总收入由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构成。

1.4  测度旅游产业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 是一种对若干同类具有多

输入、多输出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简记 DMU）的相对效率与效益进

行比较的有效方法 [6]。以中国沿海 11 个省市区为决策单元，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万元）、旅游企业规模（家）、旅游从业人员总数（万人）、旅游院校

在校生数（人）为投入变量，旅游总收入为产出变量，运用投入主导型的BCC模型，

得出沿海 11 个省市区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然后根据三大区域划

分标准，运用 Excel 分别计算出环渤海、长三角和泛珠三角地区的综合效率、纯技

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的均值。

1.5  评估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法为分析各区域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提供了有

效的手段，可解决 BCC 模型分析相对效率不足的问题，它是由瑞典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 Malmquist S. 于 1953 年首次提出，其推导过程详见文献 [7]。以中国沿海 11
个省市区的数据为基础，运用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评价其旅游全要素生产率。

2   数据样本描述

中国沿海地旅游产业效率测度数据集主要包括沿海三大区域 1999 ～ 2012 年

旅游产业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以及 1999 年、2006 年和 2012 年

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综合效率等数据。以表 1中 11个沿海省市区 1999年的数据为例，

将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旅游企业规模（个）、旅游从业人员总

数（万人）、旅游院校在校生数（人）作为投入变量，旅游总收入作为产出变量，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其 1999 ～ 2012 年的旅游产业综合效率，得出相应值。

根据三大区域划分标准，使用 Excel 得出相应的旅游产业综合效率均值。

典型数据集的样本详见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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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9 年沿海 11 个省市区旅游产业效率评价指标原始数据及综合效率值

1999 年
固定资产

（万元）

旅游企业规

模（家）

旅游业从业

人数（万人）

旅游院校在

校生数（人）

旅游总收入

（亿元）
综合效率值

天津 286.39 308 840.20 267.00 17 793.00 5633.00 1.000
河北 187.15 315 702.15 487.00 25 197.00 6226.00 0.425
辽宁 210.21 1 310 812.97 649.00 55 208.00 24 491.00 1.000
上海 719.01 2 151 843.91 681.00 69 759.00 27 899.00 0.393
江苏 561.91 1 534 318.68 851.00 83 246.00 34 189.00 0.861
浙江 408.95 1 521 497.85 915.00 85 719.00 5528.00 0.522
福建 250.06 623 911.29 504.00 45 362.00 12 414.00 0.621
山东 307.13 1 147 374.11 683.00 67 053.00 13 816.00 0.561
广东 962.16 4 981 418.85 1659.00 263 477.00 5570.00 0.643
广西 262.36 629 858.97 492.00 45 749.00 5254.00 0.821
海南 72.48 724 107.02 415.00 30 291.00 3200.00 0.220

表 2  1999 年沿海三大区域旅游产业综合效率

综合效率 环渤海地区 长三角地区 泛珠三角地区

1999 0.593 0.831 0.656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本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及沿海地区 1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由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于 2001 年才开始星

级饭店的统计，1999 年、2000 年星级饭店的相关指标由涉外旅游饭店代替。此外，

由于其他旅游企业规模（主要包括旅游景区）占旅游企业总规模的比重为10％左右，

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对性，故将其剔除。

将收集整理所得到旅游产业效率指标的数据，录入相应的 deap2.1 软件中，得

出相应的旅游产业效率值。

4   其 他

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是在整理公开出版的数据的基础上，由相应的软

件处理得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参考性。对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产业水平

提高，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运行 deap2.1 软件，录入投入产出数据时，一定要注意产出数据在前，投入数

据在后，否则效率值会出现错误。使用 DEA 方法时，建议尽可能地延长时间，以

便获得更精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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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ta set of estimating the efficiency of tourist 
industry in coastal area of China (1999 – 2012) 

Liu Jia, Lu Ju, Liu Ning

ABSTRACT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roposed to develop the marine economy and coastal 
tourism, and clearly defined a strategic deployment to “take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as the overall direction during the accelerate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Using th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ethod and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method, 
this data set measures the efficiency of tourist industry in China’s coastal area, through which to 
obtain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scale efficiency and TFP. It provides 
statistical support for the study and development tourist industry in China’s coastal area. 
 
KEYWORDS   DEA-Malmquist model; tourism industry’s efficiency; coast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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