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数字标本馆数据基础、整合的条件和设想
－以 CVH 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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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基础
大陆植物标本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共享经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奠基
时期。上世纪九十年代中期，中科院和教育系统的主要标本馆在中科院、科技部
和基金委资助下启动生物物种及标本数字化工作，建立了包括数十万份标本的计
算器数据库，并提供初步的共享；第二阶段为快速发展时期，主要是在实施「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中，中科院、教育部和其它部位系统及地方科学院数
十家标本馆按照统一方案完成了六百万份植物标本的整理和数字化工作，并与所
构建的其它关联数据结合提供网络查询服务，取得了到良好的信息共享和知识传
播效果。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hinese Virtual Herbarium, CVH）」 是「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植物标本项目的成果显示和信息共享平台。自 2006 年正式对外
发布以来，CVH 经历了 1.0、2.0 和 3.0 三个版本。目前，网站标本资料量达 331
万份，其中带图像 167 万份。还包括标本查询和研究所必需的其它植物学数据库，
主要是《中国植物志》（80 卷 125 册）、部分地方植物志和数万张彩色植物照片
等。至今为止，CVH 累计访问量为 1,068 万 PV，其中每日独立 IP 稳定在 1.5 万
左右（具体的内容访问比例为—标本查询：彩色照片：植物志=4：2：1），该网
站在用户中具有较高的知名度，成为查询中国植物标本和物种信息的专业门户网

站。
CVH 标本数据共享机制包括集中式（Central）和分布式（Distributed）两个
两种形式，其中集中式共享 14 家，分布式共享 15 家。两者都存在一定的弊端。
目前在建的 CVH 新版（3.0）借鉴 GBIF 和 EOL 的运作模式，尝试性地引入联邦
式（Federated）共享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数据实体在物理上是分布式的，
另一方面，要求分馆（参加单位／数据源点）的数据周期性地更新和汇总到主馆
中，并通过统一的 Portal 对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提高用户体验。我们认为只有
通过这种互动模式，才能兼顾主、分馆积极性，才能形成集群优势和资源优势，
更好的为用户服务。此外，我们在 2009 年，还召集专门会议，讨论和建立了 CVH
理事会、IT 技术组、规范组和用户组等组织机构，以及数据共享实施细则，从
组织上合机制上保证了 CVH 的正常运维和可持续发展。
CVH 3.0 还通过引入 LSID 标准，基本实现物种名称数据、标本数据、文献
数据和植物园数据的站内关联，同时还建立了与 GBIF、uBio、BHL、IPNI 等国
际主流数据库的关联，使用户能够全面地获取相关数据，实例见
http://beta.cvh.org.cn/lsid/index.php?lsid=urn:lsid:cvh.org.cn:names:cnpc_29624。在
与用户互动方面，新版 CVH 不仅提倡标本数据共享，包括分馆新闻的动态信息
也 已 经 通 过 Web Service 对 外 共 享 。 我 们 还 在 Google Code
（

http://code.google.com/p/chinese-virtual-herbarium/

）

和

Flickr

（http://www.flickr.com/groups/cvh/pool/）等国际知名小区站点上建立专业群组，
使用户可以以多种方式参与到 CVH 的讨论和建设工作中来。
从 2009 年开始，我们通过广泛调研，参考 GBIF 等国际主流网站经验基础，
在 CVH 中引入国际数据标准 Darwin Core 进行数据规范化和标准化整理工作，
主要从地名配准和分类名称规范化两个方面进行整理。考虑到整理的难度和实际
的数据应用需求，地名配准暂时将整理精度定位县级，以国家标准为准，找到对
应地名的标准县名编码，然后再得到对应的经纬度数据和地标等级（县级），同
时标记整理日期。在完成标本地标化工作后，目前 CVH 的 LSID 物种页面上，
用户在得到标本统计数据的同时，可以直接在 Google Map 上查看这些标本数据

在全国的县级分布图。
对于分类名称的整理，首先是与权威的「中国植物名称数据库（China Plant
Catalogue, CNPC）」进行匹配，剩余记录按 Darwin Core 的推荐格式进行整理（如
将命名人与学名存放在不同字段等）。在此基础上，再将整理结果与 CNPC、uBio
进行匹配。整理之后的数据无论在数据质量上，还是在资料的规范化程度上都有
较大的提升，能够较好地与各种应用相结合，同时也为进一步的数据整理工作提
供了经验和参考。
可以说从 2009 年起，我们在 CVH 3.0 中，全面引入和采用国际技术和数据
标准，目前已经采用的标准包括 LSID、Darwin Core、KML 等。特别是 Darwin Core
的引入，使标本数据能够与 GBIF 等数据较好地对接，同时也为下一步通过 GBIF
IPT 工具进行数据集成和发布提供了良好的数据基础。目前，CVH 通过 Darwin
Core 标准在同一个入口整合了蜡叶标本、彩色照片和植物化石三类数据的查询。
2. 整合条件
从数据源来看，大陆标本馆的数据库大至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 SQL Server
2000 数据库，主要是较大型标本馆使用，结构设计基本相同。二是 Access 数据
库，多为小型标本馆使用，表结构与 SQL Server 相似。此外，还有部分单位使
用自己设计的数据库。如此看来，在参照 Darwin Core 数据结构的基础上，对现
有数据结构进行映像，将有效地减轻现有系统负担，更好地为用户提供数据服务。
在数据标准方面，由于台湾地区已经是 GBIF 的节点，采用的是 Darwin Core
标准，而 CVH 也已经采用该标准，同时还做了一些扩展，能够通过 Web Service
和 KML 进行数据共享。但在此之前，还应通过建立交互查询系统或名称对照字
典等办法解决植物名称不同的问题。由于分类系统和人文历史存在差异的原因，
两岸在植物名称上普遍存在「同物异名」现象，同种植物在两地的拉丁学名和中
文名可能都不同。如此的标本整合之后将利于植物学专业用户对于两岸标本数据
的联合鉴定、数据补充和整理，以及扩大项目应用的数据来源。
项目需求将是数据整合的一个重要推动条件。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相关项

目（如红色名录、入侵种研究等）
，都需要有坚实的数据底库做支撑，而只有将
两岸的标本数据合并来分析才能得到更加可信的结果。
此外，与标本查询和研究或者说植物分类学研究相关的数据，也是数据整合
的一个外围条件，如文献、图片、生态、土地变化等资料。这些资料目前也有不
少积累（中国自然标本馆、植物图像库、BHL 中国节点等），如果能够实现关联
共享，必然能增加用户的关注度，同时也是对标本数据的一个良好补充。
3.未来设想
未来的数据共享和关联将建立在本体和语义分析的基础上，这也要求我们的
数据更加规范化和标准化，数据质量要求更高。一方面，要启动植物专家系统校
订标本物种名称，而为了使空间数据更精确，需要进一步展开县下地名的配准整
理（方法包括小地名反推确定县级名称，也可通过采集人及采集号信息查找副份
标本进行推理）。另一方面，在地标数据和分类学数据整理的基础上，还要对大
量的人名（采集人和鉴定人）和时间（采集时间和鉴定时间）数据进行规范化整
理，以利于用户进行数据的时空分析和采集事件分析。后期的工作还应考虑引入
GBIF IPT 工具，或者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使整理之后的数据在可视化表达、
数据分组分析等方面有较好表现，便于用户的查询和选择。
在数据关联方面，越来越多的国际性主流信息系统如 GBIF、BHL、uBio、
EOL 等都开放了 Web Service 界面。今后应调用这些接口与我们自身标本数据进
行结合，使用户获得更多标本相关的其它数据。如果生物多样性 e-Science 平台
的构建进展顺利，这些标本数据将成为整个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不同层
次的数据应用提供基础素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控制外来入侵种、气候变化等
领域的应用研究提供强有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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