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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土壤。 2019 年， 是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 简称 NSII ） 发展的第十七个年头， 也是标

数据产品、 数据应用一直是 NSII 不变的追求。 “ 中国大学植物校园网 ”“ 中国省级数字植物标本馆 ” 等专题高

本数字化增量最多的一年。 这一年， NSII 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完成了预期目标。 NSII 今天的成绩离不开科技部国家

效利用 NSII 已有数据， 结合用户需求， 打造品牌数据产品， 是 NSII 近两年的新尝试。 2019 年 NSII 与 16 个项目合作，

作态度， 离不开 206 家共建单位扎实高效的基础工作， 离不开 NSII 办公室紧张有序的组织管理。 请允许我代表 NSII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 NSII 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宣传方式 ：形式活泼而不失严谨， 内容丰富而重点突出的微信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有效领导， 离不开牵头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大力支持， 离不开 6 个子平台积极主动的工

支撑项目建设， 打造不同的数据产品。

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推文 ；兼具科学性和实效性的网站文章 ；每月一期的 NSII 通讯 ；每年一次的全国性标本平台研讨会 ；内容丰富、 形

德、 艰苦奋斗， 70 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 今天， 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没有任

注人数突破 3000， 网站访问人数超过 133 万。

过去的 2019 年，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 我们隆重庆祝祖国成立 70 周年。 因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同心同

何力量能够撼动她的地位， 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挡她的前进步伐。 作为我国最大的标本数字化平台， 我们深感责任
重大。

2019 年， 在 NSII 发展历史上同样举足轻重。 我们用汗水浇灌收获， 以实干笃定前行， 高质量推进我国标本数

字化事业。 2019 年， NSII 新增数字化标本数据 98 万条、 标本照片 77 万张， 新增基于出版物的植物物种分布数据

508 万条。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 NSII 已经有超过 1512 万的数字化标本储量， 基于此 NSII 在数据服务国家各项科

研项目、 支撑国家重大科研成果、 支持国家决策方面初显成效。 2019 年， NSII 通过 “ 项目概念 —— 专家评审 （ 审

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 这些努力为 NSII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同时也获得了广泛关注。 2019 年， NSII 微信公众号的关
变化是挑战， 也是机遇。 2019 年， 科技部国家基础条件平台中心进行战略调整， NSII 的三个子平台植物子平

台、 动物子平台、 岩矿化石子平台荣升为三个国家资源标本库。 我们衷心地祝贺这三个 NSII 孕育出来的国家库馆。
强大就会独立， 独立就是成长。 期望 NSII 更多子平台不断独立， 强大。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2019 年是充满挑战和改变的一年， 也是 NSII 收获颇丰的一年。 2020 年， 我们将以

更沉稳的步伐， 更积极饱满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

概念 ）—— 专题任务书 —— 专家评审 （ 审内容 ）—— 确立专题 —— 专家评审 （ 审经费 ）—— 签订任务书 —— 拨
款 —— 定期提交成果 —— 年终验收 ” 的方式进行专题建设， 共完成 9 个专题， 新签订 33 个专题。 至此， NSII 共

建设专题超过 210 个， 所有专题均在 NSII 网站或六个子平台网站上线共享， 提供服务。 专题资源已经成为 NSII 除标
本数字化资源外的另一类特色资源。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项目负责人
2020年1月于香山

十万大山—生命之源 摄影 / 李宏春 防城港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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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NSII简介

1091.75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 简称 NSII， http://www.nsii.org.cn ） 是科技

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认定的国家级平台之一， 旨在通过开展数字化标本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Specimen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ational Specimen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SII, www.nsii.org.

植物标本

cn), recognized and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资源信息的收集、 整合， 向公众提供开放共享服务， 是我国最大的标本数

is the largest biodiversity data sharing platform in China.NSII is led by

据共享平台。 NSII 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牵头， 下设植物标本、 动物标

the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re are 6 sub-

本、 教学标本、 自然保护区标本、 岩矿化石标本和极地标本资源 6 个子平

平台负责人/马克平
平台执行主任：崔金中
主任助理：肖翠
平台秘书：陈铁梅
网站管理：赵晓倩
专题上网：雒海瑞
数据管理：杨灵
项目管理：金冬梅

399.48

台。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 平台共有 206 家共建单位， 涉及中国科学院、

教育部、 国家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主管部门。 平台目前工作人

员有 622 人， 其中运行管理人员 153 人、 技术支撑人员 226 人、 共享服务

nature reserve, mineral rock and fossil resources, and polar samples. There
is a total of 206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such as Chinese Academy of
动物标本

1512.77

人员 243 人。

NSII 从 2003 年开始建设， 2013 年正式上线， 汇集了植物、 动物、 岩

personnel providing data sharing services.
NSII, set up in 2003, whose portal was released officially in 2013,
gathers digital specimen information, checklists, literatures, and photos of

岩矿化石标本

频资料。 近三年资助建设专题 70 个。

plants, animals, mineral rock and fossil resources, and polar samples. As
of December 31st, 2019, there are 15.13 million specimens in NSII website,

平台宣传：张德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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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10.92 million plant specimens, 3.99 million animal specimens,

0.48

扫描专员：周颖
平台负责人邮箱
kpma@ibcas.ac.cn

Oceanic Administration, the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websit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taff, 226 web developers, and 243

21.06

12 月 31 日， NSII 网站共有 1512.77 万份标本， 包括 1091.75 万份植物标本，

605.41 万份标本照片， 1266.94 万张彩色照片， 10.24 万份文献和 2884 个视

Scienc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State
and other departments. NSII has 622 staff members currently, including 153

矿化石和极地的数字化标本信息、 名录、 文献、 多媒体资源。 截至 2019 年
399.48 万份动物标本， 21.06 万份岩矿化石标本， 0.48 万份极地资源标本，

platforms including specimen sub-platforms of plant, animal, education,

210.63 thousand rock and mineral specimens, 4.80 thousand polar resource
specimens, 6.05 million photos of specimens, 12.67 million photos of living

彩色图片

文献

视频资料

1266.94

10.24

0.29

极地资源标本
单位：万份

单位：万份

plants and animals, 102.45 thousand literatures, and 2.88 thousand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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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NSII年度进展

2.1

数字化标本增量

数字化进展

2019 年， NSII 新增数字化标本 98.96 万份， 标本照片 81.19

万张， 累计 4883.17GB。

数据上网

上网共享标本数据 74.47 万条 ；标本照片 65.57 万张 ；模式

标本照片 1221 张 ；彩色照片 24347 张 ；教学视频 89 个。

数据清理

清理标本数据经纬度信息 5 万条、 植物学名 207 万条 ；规范

标本类型记录 20463 条 ；更新新鉴定的模式标本照片 527 张 ；建
立基于文献的植物物种分布数据库， 含数据 508.6 万条。

99.0

单位：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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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数字化数量的年际增量（截至 2019.12.31）
Annual number of digital specimens (As of December 31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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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翡翠 摄影 / 肖翠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其他
0.11

植物
1091.75

动物
399.48

标本数据总量
1512.77

矿物
2.40

冰芯
0.02

陨石
0.29
化石
9.16
真菌
0.01
单位：万条

NSII 不同类别标本总量统计（截至 2019.12.31）
Classified statistics of digital specimens in NSII (As of December 31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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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专题进展

2019 年 NSII 专题进展顺利， 上线 17 个已结题的 2018 年专题 ；完成 9

个 2019 年资助的共建专题 ；新签订 33 个 2020 年资助建设的专题任务书，
已完成拨款并着手建设。

NSII 2018-2020年专题上网情况一览表

Special topics funded by NSII from 2018 to 202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专题名称
中国大学校园植物网的构建与示范
保护区数字标本照片采集
中国典型矿床专题
保护区专题数据库建设与完善
白洋淀湿地昆虫
国家标本平台主动服务功能体系研发
国际极地标本名录数据库
古生物化石群专题
植物教学科普视频系列
极地标本 3D 动态展示系统
南极陨石光薄片全景影像数据库系统
中国维管植物新分类群文献专题数据库
物种潜在分布区在线模拟工作流网站设计
腊叶标本自动识别系统
基于 APGIV 的全球被子植物科属名录数据库
珠宝玉石手机版电子书专题
蜉蝣物种分类与精细解剖专题数据库
中国蚌科物种鉴定和描述专项数据库构建
国内外矿物晶体精品图片秀
岩石学专题——中国榴辉岩专题
鳞翅目幼虫数据库
雄安新区植被特征与植物多样性调查
鸟类自动识别项目
CFH 有精确坐标的照片鉴定
课件和学术报告视频专题
植物志数字化项目
物种综合检索页面（Species Page）
物种可视化展示页面
省级数字植物标本馆 PVH 系统研发与推广示范
保护地专题库建设——贵州赤水桫椤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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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浙江大学
武陵山动植物研究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河北大学
上海辰山植物园
上海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桂林理工大学
上海辰山植物园
山西大学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南京师范大学
南昌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
上海辰山植物园
北京生态学学会
上海辰山植物园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上海辰山植物园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执行期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状态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序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专题名称
中国淡水螺类重要类群物种描述和鉴定专项数据库构建
面向极地环境监测的北极地衣数据库建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及秦岭实习基地典型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字标本专题数据库建设
中国大学校园植物网的构建与示范 II
中国高等植物模式标本数字化与共享
“钻石——来自地球深部的信使”专题视频
中国大学校园植物网的构建与示范 III
PVH 功能完善与在线社区建设
国家植物标本馆种子标本图谱与标本数字化
中国植物分类学文献和标本的网络资源整理
黄渤海海洋植物物种分布数据集
北京地区常见植物花粉及气传致敏花粉形态数据库
“自然标本馆”自然观察物种分布信息的整理和共享
基于 PPGI 和 APGIV 的全球维管植物科属名录数据库
常涉案珍稀濒危植物物种专题数据库
南岭山地特色植物精细解剖专题库（一）
北京地区常见苔藓植物精细解剖专题库
中国螽斯科模式标本数据清理
中国广翅目昆虫物种鉴定数据库
无尾两栖类鸣声专题
鞘翅目步甲科青步甲族的物种标本整合数据库
保护区专题数据库建设与完善
保护区公民科学体系建设
教学标本 3D 资源专题
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贝类专题
雄安新区蛛形动物多样性
中国蝇类模式标本
孑遗物种及对应化石标本资源专题库
岩矿化石标本资源 WebGIS 系统开发构建
中国典型矿床专题
中国古生物化石群专题
中国金钉子剖面专题数据库
极地活性动植物数字影像数据库建设
北极地区植物化石数据库
浮游动物标本自动识别平台建设
标本数据与实物标本比对清查小程序
跨类群生物标本数据自清理与自规整程序
基于检疫种子识别与鉴定的杂草标本平台建设
自然资源对象唯一标识符（NOI）分发系统的建设

单位
南昌大学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浙江大学
上海辰山植物园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上海辰山植物园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赣南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
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
四川大学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河北大学博物馆
沈阳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上海海洋大学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执行期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状态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2020

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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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网站进展

特色物种库模块

此模块是以 NSII 1150 多万份的植物标本数据为基础， 结合一些特色名录而建成的兼具 NSII 特色的物种库。 2019

网站是 NSII 对外提供服务和共享数据

年共推送 6 期， 在业内建立了良好口碑， 已成为 NSII 的品牌专栏。

的重要窗口。2019 年 NSII 致力于标本、

名录、 图片、 文献和视频等数据和专题

资源上线， 提高数据共享率；网站功能优
化， 提升用户体验；定期清查网站问题，

保障网站稳定运行。经过一年的积极维护

和有效推广，NSII 网站年度访问量由 2018

年的 113 万访问人次增加到 2019 年的 133
万访问人次。

2019
NSII 网站首页
Homepage of NSII

2019

7月

10 月

极小种群(狭域分布)保护物种库

《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图鉴》物种库

2019

2019

NSII物种综合检索系统优化版

此系统旨在方便用户在一个页面集

成检索到目标物种在 NSII 的所有信息，
包括分类信息、 标本记录、 标本照片、

彩色照片、 文献资料等。 2018 版完成基

8月

11 月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第一批)物种库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第二批)物种库

示、12 个专题图层展示、 采集地动态热

2019

义上实现 NSII 数据一张图。

9月

2019

12 月

《中国植物红皮书》物种库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植物物种库

本框架搭建， 2019 版进一步完善优化。

植物分类系统采用最新的 APG IV 分类系
统， 整合 NSII 已建的所有专题数据，

集成中国自然标本馆 （CFH ） 和中国植

物图像库 （PPBC ） 两大彩色照片库以
及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CBI ）

NSII 物种综合检索系统优化版
New version of NSII Integrated Species Retrieval System

基因数据， 提供每个物种的可视化地图检

索， 实现了 3 种数据类型的物种分布点展
点图展示、 分布点植被数据展示， 真正意

12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年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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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宣传进展

NSII 宣传在平台稳健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利用会议、宣传册及丰富的多媒体手段大力宣传

NSII ；宣传主题聚焦行业发展趋势，与用户密切相关，吸引了大量行业用户。

中山大学 微生物的奇妙之旅

针对中小学开展高原植物的科普宣传

天津市动物园科普中心昆虫展厅 陈列标本 - 河北大学

第三届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研讨会
The 3nd symposiu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SII

会议宣传

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宣传活动

2019 年全国科普日

2019 年， NSII 总平台组织全国性标本研讨会 1 场， 联合子平台及共建单位举办各类科普活动 133 场。

14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年报 (2019)

2019 Annual Report of NSII

15

电子月讯

2016

扫码可查看更多

2018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NSII）年报
Annual report of NSII

2017
多媒体宣传

NSII 宣传始终秉承 “ 与时俱进 ” 的精神， 采用网站、 公众号、 月度通讯等新媒体与传统纸媒相结合的方式大

力宣传 NSII。 网站首页的 “NSII 动态 ” 栏目通过实时发布 NSII 工作动态及新上线数据产品等与用户产生 “ 共鸣效

应 ”， 提升用户体验。 国内外动态栏目紧密追踪国内外相关领域内的重大发现及热点事件， 为科研工作者及广大用户
打开新视角。 此外， NSII 一直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科普工作， 新物种和新书推荐等特色专栏每月定期推出， 逐步
成为 NSII 宣传工作的亮点栏目。

16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年报 (2019)

新物种专栏 2019 年报道的新物种 82 个
New Species Column released 82 new species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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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标本数据之外数据资源的收集， 促进我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的发展， 2019 年 NSII 共建设完成专题 9 个。

每个专题各具特色， 以不同方式完善 NSII 数据的积累， 推广 NSII 资源的应用。

3.1 中国大学校园植物网的构建与示范

城市生态系统发挥着教育、 休闲等重要的服务功能， 然而它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却很容易

被忽视。 大学校园生态系统作为重要的城市生态系统之一， 具有成为兼具教育功能的新型保

护区的独特优势。 本专题以高校为节点， 建立全国的校园网物种库， 在 NSII 上统一集成和
展示， 进而深入开展城市植物数据建设和生态教育与科学传播工作。 截至 2019 年底， 已有

三批共 38 所高校加入 ；已完成全国 32 所高校的校园植物名录数据库建设， 共有物种 25000
赵云鹏

种， 照片 74000 张， 文章 13469 篇。

专题负责人：赵云鹏（浙江大学）
亮点：城市植物；高校节点上的物种及分布地数据集成
网址:http://site.nsii.org.cn/campusflora.html

3.2 中国省级数字植物标本馆（Chinese Virtual Herbarium，PVH）系统研发与推广示范

中国省级数字植物标本馆以中国的省或直辖市、 自治区为单位， 以逐一排查和填补空白

的方式来完善 NSII 植物数据， 为服务科学研究、 推广科普教育提供更夯实的数据基础。 本
专题对专业技能有较高的要求， 需要分类专家参与， 鼓励分类学家参与数据建设， 更好地

推动数据价值的挖掘与利用。 工作内容包括 ：名录的修订， 名录与 NSII 数据的匹配， 标本
记录的审核、 修订， 物种凭证标本补采、 野外生态照片拍摄， 新发表物种和新记录更新，
陈建平

文献资料的上传、 更新， 彩色照片的更新等。 目前已完成 8 个省级数字植物标本馆的建设，
期待更多省份加入 PVH 建设。

框架构建者：陈建平（上海辰山植物园）

第3章 NSII特色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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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柄红石蕊 摄影 / 李晟 北京大学

亮点：数据的查缺补漏；一线分类专家主导；团队在线协作
网址：http://site.nsii.org.cn/pv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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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保护地专题库建设——贵州赤水桫椤

保护地拥有大量的科研监测数据和标本资料， 单个自然保护地

3.5 中国淡水螺类重要类群物种描述和鉴定专项数据库

淡水螺类是重要的贝类资源。 但我国淡水螺类分类相关资料较为缺乏， 物种鉴定较为困

便是一个数据库。 为系统整合自然保护地卫星遥感、 地面监测、

难， 与其相关的数字化、 公开资源更是少之又少。“ 中国淡水螺类重要类群物种描述和鉴定

用， NSII 选择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试点， 整理入库

的中文名及拉丁名， 并对其形态特征、 生物学特性、 地理分布、 与寄生虫的关系、 经济意

环境调查、 标本资料等数据信息， 实现多源数据集的有效管理和使

专项数据库 ” 记录了淡水螺类 13 科 38 属 216 种， 包括每个物种的中文名及拉丁名、 科属

空间数据 27 个、 监测数据 92 条、 植物标本 2270 份、 动物标本
王伟

刘方正

2629 份、 化石标本 47 份。 以保护地物种名称、 地理坐标等关键
字段串联实现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数据的整合和展示， 更好发挥监测

义等进行了描述， 拍摄照片合计 1038 张。 目前， 该数据库已经对外开放展示， 为后续淡水
欧阳珊

数据的支撑作用， 并为公众了解保护地、 认识生物多样性等提供服

螺类物种的鉴定、 分类等研究工作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 为公众认识和学习淡水螺类物种提
供服务。

务， 助力推动 NSII 保护地专题库的建设。
专题负责人：王伟、刘方正（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专题负责人：欧阳珊（南昌大学）

亮点：保护地；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数据整合

亮点：中国淡水螺类重要类群物种描述和鉴定；专项数据库构建

网址：http://topic.nsii.org.cn:8086/nrimpSFQ

网址：http://www.nsii.org.cn/2017/FreshwaterSnails.php

3.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及秦岭实习基地典型

在没有掌握科、 属的核心识别特征的情况下， 学生和公众常常会对如何准确判断植物的

3.6 “钻石——来自地球深部的信使”专题视频

本专题整合浓缩了国内外最新的钻石科研成果和视频资源， 制作完成多媒体视频作品

分类存在困惑。 为了解决这一较为普遍的问题， 需要对具体科、 属的代表植物种进行精细解

《 钻石 —— 来自地球深部的信使 》。 专题视频将钻石承载的科学价值以更直观、 生动、 具

为主的 42 个典型属代表植物的营养器官和繁殖器官进行了精细解剖， 制作了能够反映该类

过对钻石中铁金属薄片、 林伍德石、 固态冰Ⅶ、 橄榄石、 石英、 钠长石和硼元素的研究，

剖， 使类群的核心特征直观化和形象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对校园和实习基地

有趣味性的形式展现给社会公众， 重点展示了国际上钻石包裹体研究方面的重大发现， 即通

群主要特征的高清精美图版， 能够从彩色照片、 描述信息、 物种分布等方面全面地认识这
赵亮

些物种。 本专题既可以为植物学教学和公众科普提供服务， 也是对 NSII 教学子平台已建的精
细解剖数据库在典型科属方面的代表植物数据的补充和完善。

揭示了地表以下 300-2900km 深处的地幔中金属熔融体和大量结构水的存在， 证明了地幔从
吴志远

地球表面回收物质的可行性， 并介绍了钻石引领的深地研究， 及其对人类未来开发地球深部
资源的重要意义。

专题负责人：赵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题负责人：吴志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亮点：植物解剖精细、图版精美，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

亮点：精美视频；专业讲解；地学科普

网站：http://www.nsii.org.cn/2017/Plantfineanatomy.php

网址：http://www.nsii.org.cn/2017/VideoDetails.php?pid=811&type=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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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国高等植物模式标本数字化与共享

模式标本是新种发表的依据标本， 对于鉴定物种具有重要作用。 但模式标本以前并未受

3.9 面向极地环境监测的北极地衣数据库建设

中国北极黄河科学考察站所在的斯瓦尔巴群岛 （Svalbard）是最接近北极的可居住之

到重视， 常与普通标本混藏在一起。 本专题旨在集中梳理中科院植物所国家植物标本馆 （ 简

地， 同时也是最接近全球升温核心区的陆地。 斯瓦尔巴群岛的植被主要为地衣和苔藓类。 在

本从普通标本中分离出来， 集中数字化扫描上网， 为分类学研究更高效更有利地提供模式标

极高纬分布型， 12 种为斯瓦尔巴群岛所特有。 地衣作为北极植被重要组成， 对气候变化敏

称 PE ） 的模式标本， 通过查阅原始文献进行模式标本考订和标本鉴定， 将 2000 份模式标

斯瓦尔巴群岛， 记录有 165 属的 742 种地衣分布， 其中超过 1/3 为两极分布， 约 52 种为北

本证据。 截至 2019 年底， 本专题的模式标本数据已全部上传至 NSII 网站 ；NSII 植物模式标
林祁

本累计达 33302 份， 用户可在标本的高级检索中查阅。

感， 是监测全球气候变化的指示生物。 通过本专题库， 将有效收集、 整合现有斯瓦尔巴群
曹叔楠

岛地衣相关研究成果， 借助标本平台为国内外地衣学家提供数据、 资料的支撑， 结合极地
标本平台及北极植被样方已有监测数据， 进而为极地环境变化监测提供数据支撑。

专题负责人：林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专题负责人：曹叔楠（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亮点：模式标本数字化

亮点：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地衣名录；斯瓦尔巴群岛地衣数据库

网址：http://www.nsii.org.cn/2017/query.php

网址：http://www.nsii.org.cn/2017/ArcticLichens.php

3.8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字标本专题数据库建设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监测、 管理与保护的基础。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323km2， 是我国建立最早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在野生动物监测、 保护区管理方面是全国自然

保护区中的示范带头单位。本专题旨在探索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编目的新模式， 结合高校生物

学、 生态学野外实习课程， 通过“ 高校 + 自然保护区 + 科研院所 + 公众志愿者 ” 多个途径，

在王朗保护区系统开展多类群生物多样性调查、 编目、 标本采集、 生态影像采集， 初步完成

李晟

王朗地区兽类（72 种 ）、 鸟类（271 种 ）、 爬行类（2 种 ）、 两栖类（5 种 ）、 高等植物

（1431 种 ）、 大型真菌（ >40 种 ） 的多样性本底调查， 为 NSII 补充生态照片 2 万多张。

项目负责人：李晟（北京大学）
亮点：探索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编目的新模式；结合高校生物/生态野外实习
网址：http://www.nsii.org.cn/2017/WLProtection.php
Dome A 昆仑站 摄影 / 刘雷保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22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年报 (2019)

2019 Annual Report of NSII

23

极地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保护区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教学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动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植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24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年报 (2019)
绶草 摄影 / 陈天翔 植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第4章
子平台简介及年度进展
变色树蜥 摄影 / 肖翠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朝鲜槐子房纵切标本 供图 / 教学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郁乌叶猴 摄影 / 肖翠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钒铅矿 摄影 / 杨眉 中国地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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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 A 昆仑站冰芯 摄影 / 刘雷保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4.1

植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Virtual Herbarium

The plant specimen sub-platform was esta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Botan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14. It has organized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othe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botanical
gardens and museums to undertake the task of digitizing
national specimens. The corresponding website, Chinese
Virtual Herbarium (CVH), as one of the earliest biological
information sharing websites in China, was launched in 2006.
In 2019, 446.4 thousand new digitalized specimens
from 53 herbaria were shared online. The dataset is mainly
composed of specimens of pasture, seaweed and desert
植物子平台于 2014 年成立， 成为 “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 的 6 个

specimens collected all over China in total. The annual

馆也参与共建。 子平台共享网站 “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Chinese Virtual

digital specimens are shared with hundreds of researchers

我国最早的生物信息共享网站之一。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CVH 在线共

addition, to enhanc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ublic services,

100 万人次， 累计为专业用户发送数据 500 余万份， 支持 100 余家机构百余

professional databases, establishe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库和数字化技术规范， 组织 5 次技术培训班， 开展 10 余次现场研讨解决数

than 10 on-site seminars.

Herbarium， 简称 CVH ） 在 2006 年上线 （http://www.cvh.ac.cn ）， 成为

子平台秘书：刘慧圆

享数字标本达 760 万份， 其规模和范围几乎涵盖全国。 网站平均年访问量达

网站负责人：李敏

位科研人员的项目实施和论著发表。 此外， 子平台还研制了 20 余个专业数据

子平台负责人邮箱
hainingqin@ibcas.ac.cn

字化技术难题等， 有力地推动成员单位完成数字化任务、 提升能力建设及共

26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年报 (2019)

By the end of 2019, CVH had shared 7.6 million digital

子平台之一。 它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牵头组织中科院系统及其他科研院

所、 植物园和博物馆承担国家标本数字化任务， 后有部分大专院校、 标本

子平台负责人/覃海宁

plants.

享水平。

views of CVH are more than 1 million. More than 5 million
to support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paper publication. In
the plant specimen sub-platform also built more than 20
of specimen-digitization, organized 5 workshops and more

蝴蝶兰 绘制 / 陈铁梅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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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进展

网站进展

iHerbarium 标本馆伴侣 APP 是

数字化进展

植物子平台开发的手机版标本识别

按照任务书如期完成 44.64 万份标本的标准化整理及数

字化工作。 本年度共有来自全国 23 个省 （ 市区 ）36 个城

前十科标本量统计

市的 53 家标本馆参与标本的数字化。 其中有 17 家标本馆

标本量

30436

Rosaceae

为首次加入平台数字化工作， 包括中科院系统 2 家， 地方

16628

Gramineae

院所园馆 8 家， 大专院校 7 家。 新增的特色标本有 ：海藻

14240

Liliaceae

植物、 牧草植物和荒漠植物标本。

Fabaceae

息， 同时还提供云端备份、 地图展

8614

Asteraceae

8544

Rubiaceae
0
新增数据分布省市情况
Distribution of New Data

户在野外无网环境下秒速记录采集信

10507

Lauraceae

5000

10000

15000

藏野外考察、 海河淮河流域水生外
馆开发的 Biotracks APP 能够帮助用

11711

Ranunculaceae

2019 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西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

14185
13686

Leguminosae

本收藏、 标本识别等功能于一体。
来入侵植物调查中发挥重要作用。

16419

Compositae

应用， 集资讯发布、 标本查询、 标

20000

25000

30000

新增数据主要分布科情况
Main family distribution of New Data

35000

示、 轨迹记录、 周边物种查看等服
务。 2019 年， 通过适配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项目需求， 充
分满足了相关科学群体的需求。

专题进展

2019 年主要完成 2 个专题库的建立， 包括 ：

模式标本数字化 ：新增 1780 份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的数

据、 照片及原始发表文献， 数字化信息涵盖 125 科， 339
属， 923 种。

海外模式标本共享三期 ：新增保存于哈佛大学的 5000

份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的规范化整理， 正式发表名称的再确
认和原始发表文献搜集。

此外， 完成 《 中国国家植物标本馆 （PE ） 模式标本

木本植物标本（福建农林大学标本馆 FJFC）-Woody plant specimens
（Herbarium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JFC）

28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年报 (2019)

集 》（ 补编 2） 的出版工作。 相关数字化专题可通过 CVH
网站查询。

标本馆伴侣 APP
iHerbarium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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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动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斑蕈甲科新种
摄影 / 任国栋 河北大学

动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以下简称“ 动物子平台 ”）致力于我国动物标

本数字化建设和共享，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为牵头单位，逐步吸纳国内主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Animal Specimens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个，分布在全国 1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全国动物标本数字化建设和共享

founded in 2003, consists of 37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from universities, colleges,

动物子平台各共建单位均拥有良好的馆藏条件和丰富的馆藏量，馆藏在 100

million animal specimens, which are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otal animal

要的动物标本保藏和研究机构参与建设。截止到 2019 年，共建单位已增加到 37
方面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万号以上的超过 7 家，另有多家在区域和类群方面特色明显的馆藏单位，共馆藏

各类群动物标本 2100 余万号，占全国动物标本总藏量 2/3 以上，且每年馆藏增

量超过 30 万号。子平台拥有一流的动物学研究人才队伍，以及熟悉动物标本数

字化建设、信息共享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科学完备，通

过实物标本和数字化信息两种方式，以实体标本馆和子平台网站两种途径，为动

子平台负责人/陈军
子平台秘书：张莉莉

institutes, museum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China. ASII owns more than 21
specimens deposited in China. Up to now, 3.51 million specimens have been digitized
and 20 thematic databas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All the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of ASII, where all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shared. The website provides multiple
retrieval methods to achieve animal specimens and thematic databases.
In 2019, new multi-user system of Animal Information database is fully implemented,

物学科研工作者、动物学爱好者、社会大众及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服务。

which enhances work efficiency greatly. More than 338 thousand animal specimens,

摄动物标本图片 70 万余张，完成 20 个专题数据库建设，所有信息在子平台门户

digitized, with a total of 138 thousand photos. The thematic databases of bird species

截止到 2019 年底，动物子平台已经完成 351 万号动物标本数字化建设，拍

网站负责人：李大立

网站（http://museum.ioz.ac.cn ）进行共享，标本、物种信息及相关文献、专题

子平台负责人邮箱
chenj@ioz.ac.cn

年通过进馆检阅、借阅、远程查看等方式提供超过 100 万号标本的服务，服务

30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年报 (2019)

The Animal Specimens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SII, http://museum.ioz.ac.cn),

信息交互链接完善，为用户提供快捷、多途径的检索服务。在实物资源方面，每
科研工作者近 3000 人次，接待参观访问 3 万人次。

involving invertebrates, insects,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fishes, birds and mammals are
database and specimen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The website of ASII has been running normally. ASII portal has 1.52
million visitors and 15 million views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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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进展

专题进展

数字化进展

动物子平台 2019 年组织 26 家共建单位 （ 其中新增 6 家单位 ） 开展标本数字化工作， 涉及无脊椎、 昆虫、 鱼

类、 两爬类、 鸟类和哺乳类动物标本 ；共完成 14.43 万号鉴定到种、 14.8 万号鉴定到科的无脊椎动物及昆虫标本、
4.56 万号鉴定到种的脊椎动物标本数字化建设， 共拍摄图片 13.68 万张， 完成全年度任务。

子平台在 2019 年全面推行新研发的动物信息多用户版录入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提高了数据录入和自查效率。

标本采集（南昌大学）
Specimen collec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本年度开展 “ 鸟类物种本底数据库及标本分布信息可视化建设 ” 专题建设， 完成种名等字段中因拼写、 录入、

分类历史等原因造成的混乱和缺失的修正， 统一日期格式， 删除重复和错别字， 并补齐缺失信息。 初步完成鸟类标本

信息可视化系统， 建立鸟类标本可视化录入后台管理系统， 并与前台展示系统相关联， 可实现分省物种展示、 分省
物种名录、 物种分布、 分省标本展示、 分省标本名录和标本分布等 6 种展示方式， 实现标本和物种信息在各省分布
的可视化展示。

标本制作（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Specimen preparation (Institute of Plant Conservation Shan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鸟类标本可视化展示系统
Visual display system of bird specimens

网站进展

2019 年， 动物子平台对网站积极更新维护， 保证正常运转。 根据专家意见对网站资源进行了展示调整， 由原

先的按动物界六大类群 （ 无脊椎类、 昆虫类、 鱼类、 两栖爬行类、 鸟类、 哺乳类 ） 进入， 修改为以 “ 门 ” 分类
标本鉴定 - 国家林业与草原局森防总站
Specimen identification (General Station of Forest and Grassland Pest
Manageent,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32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年报 (2019)

鱼类标本图像采集 - 大连海洋大学
Specimen shooting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显示 （ 脊索动物门、 节肢动物门、 软体动物门、 棘头动物门、 线虫动物门、 线形动物门、 扁形动物门、 原生动物
门 ）， 检索方式也随之进行了调整。 新增共享动物标本数据 33.8 万条、 照片 13.8 万张。 网络访问参观者 52.9 万，
人数 152.3 万， 浏览网页点击数达 1.5 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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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学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教学标本子平台始建于 2006 年， 是国家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国家基础条件

平台中的自然科技资源类平台建设项目。 教育部为上级主管部门， 四川大学
为牵头单位， 何兴金教授作为子平台负责人， 组织国内高校中动物植物标本
馆藏量大、 标本保藏完好、 标本信息完善的单位参与教学标本标准化整理、
整合及共享试点平台建设和运行。

教学标本子平台网站主页
Home page of Specimen Resources Sharing Platform for Education

2006-2019 年， 先后有 46 家高校参加教学标本子平台建设， 总馆藏动物

植物标本量达到 900 余万份， 其中植物标本 500 余万份， 动物标本近 400 万
份， 是生物标本资源量仅次于植物、 动物子平台的标本信息共享平台。 该平

台主要包括植物标本信息及图片、 动物标本信息及图片、 植物精细解剖及活
体植物信息及图片库、 动物精细解剖及活体信息及图片库、 植物地理分布查

Specimen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 for Education

站 （http://mnh.scu.edu.cn ） 进行共享。 旨在通过全面整合国内多家高等教

sharing the specimen information from universities. 46 universities have joined the project till now, such as Sun Yat-sen

询平台、 植物综合检索平台等专题数据库， 以上所有信息均在子平台门户网

子平台负责人/何兴金
子平台秘书：卫静丽
网站负责人：周颂东
子平台负责人邮箱
xingjinhe@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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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Specimen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 for Education (mnh.scu.edu.cn) focuses on collecting, integrating and

育机构的标本资源， 推动教育教学标本资源共享， 提升教学质量， 推广教学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Nanjing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Lanzhou University. The

目前网络资源共享量为 ：生物标本 （ 动、 植物 ）349.75 万份 ；生态图

and animals, and courseware. Up to now, the platform has collected the information of specimens from universities

成果普及。

片 （ 活体生物照片 ）2.3 万张 ；植物精细解剖图片 1.42 万张 ；动物精细解剖
图片 0.09 万张 ；教学标本课件资源 124 个 ；教学标本视频资源 32 个 ；教学
标本 3D 资源 516 种。

specimens include plant specimens, animal specimens, photos of living plants and animals, anatomical data of plants
all over the China. The resources shared on the platform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ing:(1) 3.48 million
plant and animal specimens; (2) 23 thousand photo of living plant and animal; (3) 15.1 thousand photo of
anatomy of plant and animal; (4) 124 teaching courseware; (5) 32 teaching videos; (6) 516 3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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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进展
数字化进展

2019 年新增标本 17.3 万份并实现网络全面

共享， 其中植物标本 14.9 万份、 昆虫标本 1.07

万份、 大型动物标本 1.23 万份。 改善网络环
境， 提高服务意识， 对公众主动宣传和鼓励使

用平台资源， 对于企业和产业集团的要求也做
到有问必答， 并教公众如何使用本平台资源。
平台提供 24 小时免费开放服务。

大苞冰岛蓼精细解剖
The micro-anatomy of
Koenigia hedbergii

大苞冰岛蓼精细解剖电镜图
Electron Microscope of the
micro-anatomy of Koenigia
hedbergii

远志标本
Specimen of Polygala tenuifolia Willd

专题进展

2019 年完成 195 个属的精细解剖并拍摄 2300 余张照片， 包括海红豆属、 石栗属、 毛车藤属、 阳桃属、 感应草属、

兰屿加属、 黑面神属、 鹿角藤属、 风车子属、 假木豆属、 眼树莲属、 荷莲豆草属、 花皮胶藤属、 象腿蕉属、 狗牙花
摄影 / 赵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网站进展

登木属、 酸脚杆属、 野牡丹属、 铁力木属、 韶子属、 照夜白属、 地皮消属、 大沙叶属、 盾柱木属、 草胡椒属、 蓝花藤

742.42 万人次， 资源下载 619.21GB。 子平台为高校及中小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和为学生自主学习开发了第二课堂， 为

八角属、 竹叶兰属、 密脉木属、 腺萼木属、 螺序草属、 长柄山蚂蝗属、 火烧花属、 瓜栗属、肖竹芋属、 石豆兰属等。

质和支持科技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属、 水蛇麻属、 水八角属、 半插花属、 风筝果属、 球兰属、 藏药木属、 青藤属、 山柰属、 火筒树属、 大翼豆属、 美
属、 排钱树属、 苦玄参属、 猴耳环属、 帘子藤属、 九节属、 雨树属、 须药藤属、 羊角拗属、 蒟蒻薯属、 苞舌兰属、 水

36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年报 (2019)

截至 2019 年底， 教学标本子平台 （http://mnh.scu.edu.cn/ ） 总访问量达到 5525 万人次， 2019 年全年访问达

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平台， 用实际行动支持 “ 科教兴国 ” 战略， 为提高全民文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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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保护区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Specimen Resources for Protected Areas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specimen Resources for protected areas (www.
papc.cn) was constructed by Institute of Forest Ecology,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Hundreds of institutions such as
protected areas, colleg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participate in digitalizing,
integrating and sharing the animal and plant specimens in protected areas. After
decades of work, millions of biological specimen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platform. About 700 thousand of biological specimens have been digitalized and
can be accessed online. In addition,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can
be obtained from photos of wildlif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multimedia
database of rare and endangered animal species. Medicinal plant database offers
extra information of chemical and functional genes. These databases provide
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资源子平台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 “ 国

useful inform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of biological specimens and biodiversity

和草原局作为牵头主管部门，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

public knowledge of biodiversity. The platform will become an encyclopedia of

责全国自然保护区内动、 植物标本的数字化、 整理、 整合与共享。

and4 software copyrights; supported more

整合共享和资源调查等相关标准规范， 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上百万

and received the third prize of the 9th Liangxi

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 下的 6 个子平台之一， 始建于 2005 年， 由国家林业
所领衔建设， 上百家各类自然保护区、 高校以及地方科研院所共同参加， 负

经过多年积累， 子平台制定完善了 57 项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采集、 整理

份。 其中， 完成数字化各类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七十余万份， 并通过门户网

站 “ 中国自然保护区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http://www.papc.cn/ ） 对外发

子平台负责人/李迪强
子平台秘书：王秀磊

China protected areas in the long-term. The platform has obtained 2 patents
than 70 research papers and 7 monographs;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in 2018.

布， 实现了在线查阅的功能。

此外， 自然保护区子平台还建立了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照片数据库、 地理

信息数据库、 保护区物种名录数据库、 保护区数字标本数据库等。 通过这些

网站负责人：吴劲松

数据库的建设， 为相关科研工作者提供基础数据， 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者

子平台负责人邮箱
lidq@caf.ac.cn

初步建成了自然保护区 “ 百科全书 ”。 该平台获得发明专利 2 项， 软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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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techniques are very useful to promote

提供信息和技术， 为社会公众了解生物多样性、 热爱生物多样性提供平台，
权 4 项 ；资助发表有明确标注的研究论文 70 余篇， 专著 7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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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颈鹤 摄影 / 侯元生 青海湖保护区

2019年度进展
专题进展

网站进展

张， 采集地包括青海三江源、 西藏羌塘、 湖南白云山、 贵州威宁草海等共计 8 个自然保护区 ；补充湖北后河保护区、

库， 同时加强了用户群的参与度。 网站全天候 24 小时向公众开放， 可以随时查阅、 下载标本共享信息， 通过线上和

反嘴鹬的野外生态照片
A photo of Recurvirostra avosetta in the wild

“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主页
Homepage of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Specimen Resources for Protected Areas

2019 年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子平台组织共建单位补充完善了两项专题任务 ：新增 1050 个物种数字标本照片 4100

祁连山国家公园等地的 80 余种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照片 （ 视频 ）， 共计 2.7 万张 （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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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子平台对网站进行了改版， 定制开发了数字保护区板块， 不但丰富了专业数据

线下多种方式提供科普宣教服务， 全年访问量约 16.5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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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Mineral, Rock and Fossil Resourc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库 ”（http://www.nimrf.cugb.edu.cn/ ） 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largest data sharing infrastructure of

京 ） 牵头， 中国地质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

Geosciences (Beijing) in 1999, integrates specimens from 22 main minerals,

我国最大的地学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创建于 1999 年。 由中国地质大学 （ 北

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 22 家国内重点岩矿化石标本资源保存单位
共同参加。 平台建立了化石、 矿物、 岩石、 矿石标本数据库及查询系统，

子平台负责人邮箱
hemy@cugb.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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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rastructure includes databases and query system of fossil,

型化石群标本 8.63 万件， 中国新矿物、 国内外典型矿物标本 2.29 万件， 国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the province and 98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石标本 2.01 万件。 平台集成了七大类地学专题集 ：中国重要古生物化石群专

网站负责人：吴志远

rock and fossil resource preservation units.
mineral, rock and ore specimens, integrating 198 thousand rock and

内外典型岩石标本 6.87 万件， 中国濒危矿床和大型、 超大型、 特色矿床矿

子平台秘书：杨眉

geological specimens in China, was built and led by China University of

整合了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岩矿化石标本 19.8 万件， 资源产地覆盖国内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及美国、 俄罗斯、 加拿大等 98 个国家。 包含模式化石及典

子平台负责人/何明跃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Mineral, Rock and Fossil Resources for

mineral fossil specimens of important scientific value from 34 domestic
States, Russia, and Canada.
This infrastructure integrates seven major geoscience special modules,

题 21 个， 中国典型矿床专题 80 个， 地质剖面专题 3 个及 3000 种系统矿物

including paleontology fossils, typical ore deposits, geological profiles,

化石精品图片库 4 个 （2000 余张 ）、 原创科普视频 10 个、 3D 矿物精品 24

fossil, original popular science videos and 3D mineral boutique. Based

学数据库查询系统。 囊括珠宝玉石电子书 39 部、 手机版电子书 39 部、 岩矿
个， 构建了基础地理信息、 基础地质信息、 专题地质信息、 地学科普专题
等特色栏目。 使我国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得以有效整合、 合理保
护、 充分共享、 高效利用， 同时也为科技创新、 专业教学、
人才培养及科学普及等提供了重要支撑。

gemstone and jade resources, boutique gallery of rock, mineral and
on the above efforts, the infrastructure successfully achieves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protection, and sharing of mineral, rock and fossil resource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support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fessional teaching,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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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磷铝铅矿 摄影 / 杨眉 中国地质大学

2019年度进展

专题进展

视频专题封面
Cover of modules video

视频专题 《 钻石 —— 来自地球

数字化进展

深部的信使 》 重点展示了国际学术

石、 栉羊齿、 卵形围缘虫、 中华微网虫、 斜叠层角石等古生物物种 3586 种 ；典型岩石标本 14586 件， 产自中国、

现， 揭 示 了 地 表 以 下 300-2900km

2019 年度平台新增 30000 件实物标本及标准化信息数据。 其中化石标本 7607 件， 包括许氏禄丰龙、 小型新雕菊

美国、 土耳其、 坦桑尼亚、 日本等 28 个国家 ；矿物标本 3998 件， 包括中国及美国、 巴西、 美国、 越南、 俄罗斯、

乌拉圭、 秘鲁、 瑞士、 刚果等 30 个国家的精美矿物晶体标本 ；典型矿石标本 3809 件， 产自 157 个矿床。 新增图片
40548 张。

界在钻石包裹体研究方面的重大发
深处的地幔中金属熔融体和大量结构

水的存在。 2019 年 5 月 9 日， 作品

获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主办

的第六届 “ 共享杯 ” 大学生科技资
源共享服务创新大赛 “ 一等奖 ” 和
“ 优秀指导教师奖 ”。

获奖团队
Receiving awards
近鸟龙

蔷薇辉石

木头凳树翼龙

铝氟石膏

尼尔桑叶

碧玺

斯姆波尔斯基菊石

网站进展

2019 年度， 采用分布式集群技术对平台网站架构进

钙铬榴石

行了优化。在数据库层面，采用双机 Oracle RAC 数据库集

群， 实现了平台数据库的负载均衡和高可用性；在应用服

务器层面， 采用 Nginx 反向代理和双节点 Tomcat 集群部
署模式， 将用户访问请求由 Web 服务器 Nginx 转发到集

斑铜矿矿石

镍矿

异剥辉长岩

宁夏盆地哺乳动物群复原图
A Restored map of Mammalian fauna from Ningxi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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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Tomcat 各节点， 实现了平台网站的负载均衡。由于在

网站多个层面采用集群模式， 消除了单点故障， 提高了平

电气石伟晶岩

平台主页
Main page of the infrastructure

台网站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平台网站访问量达 235,756
人次，向科研用户和社会公众提供了 1.5TB 的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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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极地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2005 年 12 月， 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持的科技部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建设项目“《 南、 北极生物和地质标本标准化整理与共享试点 》 ( 简称：极地

2019年度进展

数字化进展

2019年数字化情况

2019 年， 极地子平台新增发布数字化样品

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 获得国家科技部的资助， 成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之

数量 1183 号以及图片 10515 张， 其中生物样品

台之一， 进入全面运行服务共享阶段。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服务由自然资源部所

129 张 ；陨石样品 800 号， 图片 9355 张 ；沉积

一的 NSII 建设运行计划的组成部分。2011 年 11 月成为首批科技部认定的子平
属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负责， 中国科学院、 国土资源部等所属的若干研究机构

共同参与建设运行组成极地标本资源共享理事会、 组织协调各资源单位开展极

205 号， 图 片 653 张 ； 岩 矿 样 品 50 号， 图 片
物样品 128 号， 图片 378 张。

New data resources of the Polar sub-platform in 2018
序号
1
2
3
4
合计

资源类型
极地生物标本库
极地岩矿标本库
南极陨石样品库 .
极地沉积物样品库

数量 ( 号 )
205
50
800
128
1183

图片 ( 张 )
653
129
9355
378
10515

地标本资源的管理与共享。平台由“ 五库一网 ” 组成（ 简称“BIRDS ”）， 包
括：极地生物标本库、 极地雪冰样品库、 极地岩矿标本库、 南极陨石样品库、
极地沉积物样品库和信息平台，网站地址：http://birds.chinare.org.cn。

样品管理
Samples management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Resource-sharing Platform of

Polar Samples

The Resource-sharing Platform of Polar Samples, hosted by the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and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样品共享
Samples sharing

Technology. The Platform is composed of "five libraries and one network"
(referred to as "BIRDS"), which are: polar biological specimens, polar
snow-ice samples, polar rock deposits, Antarctic meteorite samples, polar
sediment samples, and one web platform under the following address:

子平台负责人/吴立宗

http://birds.chinare.org.cn.
In 2019, Resource-sharing Platform of Polar Samples newly released

子平台秘书：郁秀翡

1.183 thousand digital samples and 10.52 thousand pictures, including

网站负责人：陆雅斯

205 biological samples with 653 pictures; 50 polar rock samples with

子平台负责人邮箱
wulizong@pri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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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pictures; 800 samples of Antarctic meteorite with 9.36
thousand pictures; 128 samples s of polar sediments with 378
picture.

专题进展

• 2019 年， 极地子平台组织共建单位顺利完成了 1 项专题任务 —— 完成极地标本样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共享系统的
建设。

• 结合极地考察管理系统， 在实施计划编制、 现场实施和成果汇交等主要阶段开展极地样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实现样
品采集计划管理、 现场样品注册管理、 样品库房管理、 样品分样管理、 样品分析数据管理和研究成果管理。在样品采

集实施计划编制阶段， 收集整理考察项目、 考察队员、 采集仪器、 采集计划等信息；在现场采集阶段， 收集整理采集

位置、 采集人员、 采集工具、 照片视频和采集环境等信息；在样品保存管理阶段，收集整理馆藏位置、 馆藏人员、 馆
藏数量、 分析方法、 分析仪器、 分析数据和研究成果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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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极地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建立极地样品共
享系统。实现样品采集计划征集注册功能， 允

许科学家在线提交样品采集需求；实现在线样

品申请功能， 允许科学家在线申请南极陨石、

极地沉积物、 极地生物和极地岩矿等样品资

源， 由样品管理共享委员会在线进行审批。能

够更高效、 便捷的为国内外科学家提供极地标

本和样品共享服务。

• 国际极地标本名录数据库 ：收集国外在南极和
北极圈科学考察活动获得的标本信息， 整合公

开信息资源， 建立具有统一标准的国际极地标
本名录数据库。

• 南极陨石光薄片全景影像数据库系统 ：通过互
联网， 为使用者提供整个陨石光薄片中的不

同组分如球粒、 基质、 钙铝包体、 矿物、 角
砾、 冲击脉等的丰度、 产状等信息。

网站进展

根据平台运行服务要求，对极地子平台网站

进行了完善，扩大宣传力度，提高访问量。截至

2019 年， 平台网站总服务天数 333 天， 总点击

1.96 千万次，PV 总数 1.15 千万，UV 总数达 2134
人次，下载量 1.4TB，发布新闻 58 条。

极地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首页
Home Page of the Resource-sharing
platform of Polar Samples
球兰 摄影 / 陈天翔 植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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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子平台典型服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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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植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服务案例

案例二 开展“广西生物多样性”专题培训

案例一 《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第二版）出版
由植物子平台负责人覃海宁等编著出版的《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 》
（ 第二版 ）是我国植物标本馆本底调查的最新资料。

全书收录 359 家标本馆，其中 226 家标本馆的信息得到更新，包括已列入 1993 年《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 》的 185 家和首

次收载的 41 家。每家标本馆的信息包括馆藏标本情况、工作人员情况以及联系方式。

本书的出版对全国植物标本馆的现状、标本馆人员的配备以及各标本馆馆藏量和数字化现状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为

下一步标本数字化项目精细化管理提供了依据，并有利于推进植物标本数字化项目建设进程。

广西大桂山自然保护区培训
Guangxi Daguishan Nature Reserve workshop

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IBK ） 长期以来积极配合地方林业、 环保、 医药、 农业等主管部门， 致力于生物多样性

案例正文：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国家植物标本馆
An example: Herbarium,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E)
《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第二版）封面
Cover of Index Herbariorum Sinicorum （2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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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地区考察以及珍稀濒危特有植物资源调查研究， 推进了广西野生植物保护立法、 自然保护区晋级与管护能力提升，

为广西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保育以及生态恢复重建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2019 年为大瑶山、 大

桂山、 三匹虎、 七冲等自然保护区开展“ 广西生物多样性 ” 专题培训， 现场指导重点物种的野外识别、 极小种群植物
保育营建等技术， 对提高保护区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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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动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服务案例
案例一 为中国驼螽科分类研究提供科学服务
驼 螽 科 （Rhaphidophoridae ）

种， 中 国 记 录 14 属 125 种， 约 占

世界种类的 17.5%。 驼螽类昆虫因无
翅， 活动扩散能力不强， 部分种类
栖息于洞穴内， 对生境要求较高，

在我国属于缺乏调查的类群之一， 尚

存许多新种及隐存种。 在注重生物多
样性利用和保护的今天， 调查和摸清

家底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中国驼螽科
分类研究对于我国和世界生物多样性

Research papers on Orthoptera, Rhaphidophoridae
序号

作者

1

Yanyan Qin,
Xianwei Liu,
Kai Li

2

Yanyan Qin,
Xianwei Liu,
Kai Li

3

Yanyan Qin,
Xianwei Liu,
Kai Li

4

的认知、 利用和保护都具有重要的科
学价值。

动物子平台共建单位 —— 中国

5

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馆藏丰富的驼

螽标本和完整的文献资料， 为驼螽科

分类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源。 科研
人员共检视、 鉴定了约 1100 号驼螽
标本， 进行逐属整理、 逐种描述、

拍照及绘图， 运用传统分类学的研究

进行物种快速鉴定

中国驼螽科分类研究系列论文

隶属于昆虫纲、 直翅、 驼螽总科，

目前全球已知驼螽科昆虫 73 属约 711

案例二 为森林公安部门查获的两栖爬行动物

Yanyan Qin,
Hanqiang
Wang,
Xianwei Liu,
Kai Li
Yanyan Qin,
Huiting Jiang,
Xianwei Liu,
Kai Li

题名
Review of the genus Microtachycines
Gobrochov with two new species
(Orthoptera, Rhaphidophoridae,
Aemodogryllinae) from China
A new genus of the tribe Aemodogryllini
(Orthoptera, Rhaphidophoridae,
Aemodogryllinae) from China
A new genus and some new descriptions of
the tribe Aemodogryllini (Orthoptera,
Rhaphidophoridae, Aemodogryllinae;
Aemodogryllini) from China

期刊
Zootaxa,
4216(6): 596-600
Zootaxa,
4250(2): 186-190
Zootaxa,
4303(4): 482-490

Divided the genus Tachycines
Zootaxa,
Adelung(Orthoptera, Rhaphidophoridae,
4374(4): 451-475
Aemodogryllinae; Aemodogryllini) from China

A new genus of Rhaphidophorinae
Zootaxa,
(Orthoptera, Rhaphidophoridae) from China 4500(2): 179-194

6

Yanyan Qin,
Xianwei Liu,
Kai Li

Review of the subgenus Tachycines
(Gymnaeta) Adelung,
1902 Aemodogryllinae;
Aemodogryllini)

Zootaxa,
4560(2): 273-310

7

Yanyan Qin,
Hanqiang
Wang,
Kai Li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Tamdaotettix
(Orthoptera, Rhaphidophoridae) from
Yunnan with a key to Chinese species

Far Eastern
Entomologist,
387: 1-6

方 法 共 发 现 了 3 新 属、 33 新 种、 6

新组合、 2 同物异名， 发表系列研究论文 7 篇， 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对这一类群的生物多样性研究。 研究成果为驼螽科

由于部分两栖爬行动物被认为有食用或药用价值， 而遭

受非法捕猎和贩卖， 其中不乏国家 I 级、 II 级重点保护动物
或 “ 三有 ” 保护动物 ；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 一些具有观

赏价值的两栖爬行动物被非法走私到国内， 并被一些宠物商
或爱好者非法售卖或非法饲养， 这些动物中有很多物种属于
CITES 附录 I 或 II 收录的濒危物种， 私人饲养和贩卖属违法行

为， 并且这些动物没有经过检疫， 可能携带有疫病， 有些适
应力强的动物还可能造成外来物种入侵。 为避免以上风险，

森林公安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查获到这些动物时需要进行物种快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缅甸蟒
Species of First Class National Protected Animal：
Python bivittatus

速鉴定， 以便为执法提供可靠参考。

动物子平台共建单位 ——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

栖爬行动物标本馆拥有 11 万余号馆藏标本， 以及一支高水平

的科研队伍。 2019 年协助森林公安、 司法鉴定等部门对查获

的两栖爬行动物活体及制品进行物种快速鉴定， 其中国内两
栖爬行动物共计 40 种， 包括国家 I 级重点保护动物 3 种，

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动物 5 种， 国家 “ 三有 ” 保护动物 38
种。 鉴定国外物种共计 26 种， 其中 CITES 附录 I 物种 2 种，

CITES 附录 II 物种 16 种， 以及入侵物种 4 种。 为森林公安和

司法鉴定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为我国及国际野生动
物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工作， 以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CITES 附录 I 物种：孟加拉巨蜥
Species in CITES Appendix I: Varanus bengalensis

的分类系统提供了新的佐证， 为直翅目昆虫物种多样性和世界昆虫地理分布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数据和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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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教学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服务案例
案例一 标本平台支撑四川大学精品课程建设

精品课程建设是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标本子平台中拥有大量的图像、 影音资

案例二 组织中山大学《动物》主题系列活动
大学自然类博物馆是大学文化积淀的集中展现， 是大学文化

料， 利用多媒体和电化教学手段， 加强教学内容直观化、 规范化、 形象化， 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本课程共 27 学

系统的实物表征。 亘古不变的展品通过不断的开放交流， 才能有

植物术语库中的图片， 包括根和根系、 果实和种子、 花序和花、 茎与芽、 生活型、 叶， 展示植物形态的多样性， 动

服务社会。

时， 有效利用平台资源系统介绍了植物生物学知识， 如在 “ 植物的繁殖 ” 章节中， 教师多媒体讲授， 引用平台种子
画讲解植物的生活史， 便于学生直观理解记忆。 截止到 2019 年底， 该网站访问量达到 24.21 万人次。

效增强高校博物馆的社会影响， 巩固高校博物馆的社会地位，

2019 年 9 月 14 - 20 日， 教学子平台与中山大学自然博物馆

管理人员通过组织科普讲座 《 两栖爬行动物物种多样性 》， 开
放展厅并提供免费讲解， 开展有奖互动 （ 动物系列赠卡 ） 及开
放实物标本相关的小课程 ——《 动物的自我保护 》、 《 早年地

球故事 》、 《 水生动物 》 等活动， 共接待 15243 人次 （ 统计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0 日 ）， 充分发掘教学标本资源， 发挥了
博物馆科普传承的作用。

探究两栖爬行动物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四川大学植物生物学精品课程网站
The homepage of Plant biology
清点标本
Checking animal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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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青蛇
Cyclophiop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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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保护区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服务案例

案例一 2019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春季生物多样性调查
祁连山国家公园是目前我国实施

的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一，

其中在青海省境内面积为 1.58 万平
方公里。 受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

管理局的委托， 自然保护区子平台
牵头单位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自然

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学科组， 负责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实施为期

3 年的生物多样性连续调查和监测工
作。

4 月 8 -17 日， 祁 连 山 国 家 公

园 （ 青海片区 ） 春季生物多样性调
查监测工作顺利完成。 此次野外调

查工作由来自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
所、 资源所， 北京动物园， 浙江大

青海湖保护区野外调查
Field investigation of Qinghai Lake Reserve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考察
Investigation of Qilia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Qinghai)

学， 青海师范大学， 北京中林国际等单位从事兽类、 鸟类、 植物等相关研究的 20 余人组成， 驱车约 3000 公里， 涉
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门源、 祁连和天峻 3 个县。

此次春季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工作， 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一是开展了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鸟类和兽类

案例二 支持国家重点研发课题“北方典型湖泊环境和气候变化对水生植物和鸟类多样性的影响”
2019 年，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北方湖泊变化及

春季普查， 根据初步统计， 调查发现黑颈鹤、 胡兀鹫、 高山兀鹫、 猎隼等鸟类约 60 种， 直接观测到野牦牛、 藏原

其生态效应研究 ”， 其中青海湖是研究区之一。 在自然保护区子平台多年的经费和技术支持下，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

样地 ；三是完成了无人机监测架次约 20 次， 获取航拍影像 600 余段 （ 张 ）， 拍摄的最大岩羊种群约 200 只 ；四是

固定样地 30 个， 测定植物群落组成、 物种多度、 高度以及地面生物量 ；水鸟观测样地 24 个观测样点 30 个， 记录观

羚、 兔狲、 藏狐、 岩羊等珍稀濒危兽类 10 余种 ；二是实地选择和确认了 20 余条动物固定监测样线和植物固定监测
采集肉食动物粪便 DNA 样品 120 份， 将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完成物种鉴定和遗传多样性分析 ；五是在当地社区完成雪
豹、 棕熊、 狼等相关人兽冲突问卷调查 45 份。 此次调查工作完成了预期目标， 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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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采集整理了大量实物标本和数字标本， 并从 2007 年开始每年开展植物群落、 鸟类多样性等综合调查。 共设植被

测位点、 水鸟种类、 数量、 生境类型等。 这些长期监测资料为该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并将最终
为青海湖国家公园的科学规划提供技术支撑。

2019 Annual Report of NSII

57

5.5 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典型服务案例

案例一 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库为火星探测计划提供服务

案例二 在国家科技基础性专项项目数据汇交培训会上负责“专项项目标本资源描述信息填报”的系统培训

我国火星探测计划 2020 年发射火星探测器， 将搭载多光谱相机采集火星表面光谱数据， 以分析火星表面岩石圈

物质成分。2019 年 7-11 月， 国家岩矿化石标本库为火星探测计划科研工作者提供了 50 余件玄武岩、 橄榄岩、 碳酸盐
岩、 铁矿石等标本， 用于研究光谱混合像元的分解， 为多光谱相机扫描火星表面岩石圈物质成分分析提供科学数据。

2019 年 8 月 1 日，科技部基础司、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管理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共同在北京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举办了“国家科技基础性专项项目数据汇交培训会 ”，“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库 ”负责人何

明跃教授做题为“专项项目标本资源描述信息填报 ”的报告，为与会 91 个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科学数据汇交的项目承
担单位代表做了系统培训。对于整合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产生的岩矿化石标本资源，促进资源共享具有重要意义。

科研人员采集岩石光谱数据
Researchers collecting spectral data of rocks

何明跃教授在“国家科技基础性专项项目数据汇交培训会”上作报告
Prof. Mingyue He reporting on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amental
科研人员利用岩矿标本进行多光谱相机地面实验
Multi-spectral camera ground experiments with rock
and mineral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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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极地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典型服务案例

案例一 积极参与并助力2019全国科技活动周暨上海科技节

案例二 开展“海洋科普进校园”活动

参与了两个主题活动 —— 北极圈论坛中国分论坛和浦东科普缤纷 SHOW。

5 月 10-11 日， “ 北极圈论坛中国分论坛 ” 在上海科技馆举办， 极地子平台联合上海科技馆积极参加了本次活

动的筹备。 论坛以 “ 中国与北极 ” 为主题， 与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围绕冰上丝绸之路、 科学与创新、 可持续发
展、 海洋、 能源等当今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交流。

5 月 23 日， 由浦东新区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主办， 极地科普馆等 19 家科普教育基地联合承办的 “ 创新驱动智惠

浦东 —— 浦东科普缤纷 SHOW ” 如期呈现在地铁龙阳路枢纽站的乘客面前 , 极地科普馆通过大屏幕进行极地考察宣传
片的循环播放， 并与地铁内的往来乘客展开交互式科普宣传。

6 月 21 日， 极地子平台联合中国

海洋湖沼学会走进中国石油大学（ 华

东 ） 附属中学小学部开展了“ 海洋

科普进校园 ” 活动，来自石大附小的

150 余名四年级学生参加了活动。

极地子平台共建单位中科院海洋

所的王永强高级工程师为同学们带来

了精彩的海洋科普讲座。 王永强老

师介绍了 “ 极地生灵 —— 南、 北极

海洋生物调查 ”， 大量照片让同学
们对丰富多彩的南极北极的海洋生物

有了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他分享的
珍贵的南北极考察现场的照片和精彩
视频更是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
和热情。

通过 “ 海洋科普进校园 ” 活动

的开展， 点燃了学生们爱海洋、 爱

科学的热情， 增强了学生们善待海
洋、 保护海洋的意识和责任， 在学
生们学习到了更多的海洋湖沼科普知

识的同时， 也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
通往蓝色海洋的兴趣之门， 同学们
北极科学文化展
Arctic Scientific Culture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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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科普缤纷 SHOW
Pudong Public Science Show

纷纷表示将以实际行动亲近海洋、

守护海洋、 珍爱海洋， 一同保护这
蔚蓝色的星球！

科普讲座
Popular science le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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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下一步工作重点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教学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中国各省植物名录建设。

• 进一步完善 3D 数据库。

•亚洲植物数据库建设。
•中国大学植物网建设。

• 继续进行标本的数字化与采集， 扩增资源量。
• 对网站进行升级改版， 提供更好的网络服务平台。

植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保护区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支持实体标本馆建设， 促进同行协作， 加强技术支持。

• 继续补充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照片数据库和动植物数字标本照

•计划年度标本数字化增量达 29.12 万份。

•建设和维护在线服务系统， 提升共享服务能力。

动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 对 11.63 万号无脊椎动物标本完成到种的鉴定、 对 8.22

万号无脊椎动物标本完成到科的鉴定， 对 3.13 万号鉴定
到种的脊椎动物标本进行标本数字化建设， 拍摄脊椎动
物标本图片 9.39 万张。

• 组织完成京津冀地区园林绿化害虫本底普查与鉴定、 新疆
地区天敌昆虫资源库构建、 中国主要海域重要经济动物
物种库构建、 甘肃主要中草药重要害虫图谱构建、 乌兹
别克斯坦农业有害动物资源调查 5 个专题建设。

62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年报 (2019)

• 更新全国自然保护地边界数据库。
片数据库。

• 完成神农架国家公园专题及公民科学专题建设。

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 岩矿化石标本资源整合及数字化。

• 专题数据库建设 ：中国重要古生物化石群专题、 中国典型矿
床专题、 中国 “ 金钉子 ” 全球标准层型剖面专题。

•“ 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库 ” 英文版网站及数据库建设。

极地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 按时按质完成 2020 年计划， 完成数字化任务 835 号。

十月的白玉县
阴坡川西云杉
阳坡川滇高山栎
坡顶白桦
2019
Annual
Report of NSII 63
摄影
/ 王孜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马克平研究员获选连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亚洲区会员委员会主席
Prof. Keping Ma was elected as chairman of the IUC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sia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负责人：马克平

第7章
平台及子平台负责人工作掠影

•

5月20-24日，应邀参加在英国剑桥克莱尔学院召开的科学政策研讨会“Gaining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approaches

•

8月5-6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第六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研讨会。他指出，NSII作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之一，

•
•

for biodiversity assessment”，介绍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红线等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和行动。
已经产生了大量可公开共享的数据，希望更多的单位和个人加入进来，大家携手推进科学数据的共享。

9月24日，在北京召开全球生物多样性网络（GIBF）网站简体中文发布会，介绍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的相关平台
和项目，指出GIBF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关于GIBF中国节点共360万条数据，其中有150万条来自NSII。

11月6-8日，第七届亚洲区域保护论坛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召开。由亚洲区会员委员会会议通过，马克平研究员获选
连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亚洲区会员委员会主席。

紫纹兜兰 摄影 / 刘博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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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负责人：覃海宁

动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负责人：陈军

动 物 子 平 台 2019 年 度 项 目 启 动 会
Project launch in 2019

在山西参加第六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研讨会
Participated in the 6th Nation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Symposium in Shanxi

•
•
•
•

覃海宁博士作会议报告
Dr. Qin made a report on the meeting

•
•
•

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论证会
Demonstration meeting of
National Plant Specimen Resource Center

8月5-6日，参加在山西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研讨会”，做专题报告“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信息共享平

•

2月21-22日，主持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召开的“动物标
本资源共享子平台2019年度项目启动会”，总结动物子平台
2018年工作情况，部署2019年工作任务。

6月24-31日，主持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举办的“现代农业
害虫监测与防控技术国际培训班”。

7月22-8月3日，带队赴乌兹别克斯坦开展野外联合考察和动物
标本采集。

8月23-25日，参加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动物学会第十八届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二十四届学术年会”，并被推选为中国动物
学会理事。

9月3-9日，前往肯尼亚Maasa Mara University参加由中国科

学院国际科学组织（ ANSO）、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
心（SAJOREC）和Maasa Mara University（MMU）共同举办

台建设初探——以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为例”，并在会后调研山西大学植物标本馆。

的“Biodiversity in Drylands and Wetlands: Challenges and

论。主要基于子平台历年工作基础和经验，为资源库未来数字化工作及共享提供建议和意见。

“Collecting, Deposit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ing 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Guiding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了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基本情况。

8-9月，多次参加“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建设运行实施方案（2020-2025）”的制订及讨

10月27-29日，参加在四川都江堰举办的2019全球保护植物战略国际研讨会，作大会报告“Plant Red lis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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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害虫监测与防控技术国际培训班
Training Cours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al Pest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pportun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国际研讨会，并做了题为
Collect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的报告，介绍

参观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标本馆
Training Cours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al Pest Monitoring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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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负责人：何兴金

保护区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负责人：李迪强

李迪强研究员在法国艾克兰国家公园考察
Prof. Diqiang Li investigated in Eikland National Park, France

甘孜野外调查
Field survey on plants in Ganzi

•

9月18-28日，在四川甘孜带领学生进行野外调查及标本采集。

•

11月2日，在成都主持“国家基础条件平台教学标本子平台验收及经验交流会议”。

•

10月11-14日，在成都参加“植物科学与生态文明”主题的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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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月10-15日，作为第四章气候变化与土地退化主要作者参加IPCC第六次评估专门报告 “气候变化与土地”研讨会。

5月9-18日， 赴新西兰、印度尼西亚进行林业和国家公园考察。考察了新西兰的阿瑟通道国家公园，奥克兰大学，
参观了印度尼西亚印尼林业与环境研究开发创新署（FOERDIA）林业研究和发展中心的标本馆。
9月9-12日，赴法国参加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政府间研讨，参观了埃克兰国家公园。

10月30-31日，主持在深圳召开的第一届自然保护国际论坛的第六分论坛“生物多样性、管理目标考核与评价”，并
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和平台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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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负责人：何明跃
•

极地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负责人：吴立宗

2月25-28日，应邀参加了在北京香山召开的“深时数字地
球（DDE）大科学计划论坛”，向国内外地学科学家介绍

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库整合的优质资源，推进平台国际
•
•

合作交流。

4月22日，何明跃专著《翡翠》获得自然资源部“2019年
自然资源优秀科普图书奖”。

4月24日，接受科技日报、光明日报及北京考试报记者采
访，介绍了岩矿化石标本的重要意义，宣传了国家岩矿化
石标本资源库在资源整合、人才培养、共享服务方面取得

•

的成果。

9月6日，在教育部科技司组织的“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

库”2020-2025年建设运行实施方案专家论证会上做了汇
报，向科技部平台中心领导、专家评委介绍了国家岩矿化
石标本资源库现有工作基础、平台建设运行实施方案及预

在东京立川日本国立极地所（NIPR）召开的极地科学亚洲论坛（AFoPS）年度会议 (AGM)
Annual General Meeting 2019 of Asian Forum for Polar Science at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ar Research, Tokyo, Japan
光明日报报道
Report in Guangming Daily

期成果，通过专家组论证。

参与 AGM 会议讨论
Communication with researchers at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ar Research, Tokyo, Japan

何明跃教授（左起第 7 位）获得 2019 年自然资源优秀科普图书奖
Prof. Mingyue He (7th from left) received theOutstanding Popularization Science Book of Natural Resource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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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0-11月1日，应邀参加在东京立川日本国立极地所（NIPR）召开的极地科学亚洲论坛（AFoPS）年度会议
（AGM），会上重点介绍了我国政府关于科学数据与样品的共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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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共建单位名单

25. 贵阳中医学院药学院标本室

03. 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27. 贵州大学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07. 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08. 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标本馆 *

09.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标本馆
10.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标本馆

11. 重庆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12. 东北林业大学植物标本室

13. 东北农业大学生科院标本室
14. 东北师范大学植物标本馆

15. 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树木标本室

16.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植物分类室标本室
17. 福建省药品检验所标本室

18. 赣南师范大学植物标本馆 *

19. 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20. 广西大学森林植物标本馆 *

21. 广西药用植物园植物标本室
22. 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23. 广西中医药研究院植物标本馆
24. 贵阳药用资源博物馆标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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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陇东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植物标本馆 *
56. 南京林业大学树木标本室 *

01.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牵头单位）*

06.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84. 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植物标本室 *

52. 九江森林植物标本馆

55. 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植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05. 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

51. 江西中医药大学标本馆药用植物标本室 *
54. 南昌大学生物标本馆

标本资源库、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库。

04. 北京大学药学院中药标本馆

82. 厦门市园林植物园标本室 *

50. 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标本馆

2019 年底，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的植物子平台、动物子平台，岩矿化石子平台已经成长为国家资源库馆，名称分别改成：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国家动物

02.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标本馆植物标本室

49. 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树木标本馆

26. 贵州大学林学院树木标本室
28. 贵州省林业学校树木标本室

29. 贵州省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30.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31. 杭州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32. 杭州植物园植物标本室

33. 河北大学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

34. 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35.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室

36.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标本馆

37. 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
38. 湖南科技大学植物标本室

39. 湖南省南岳树木园标本室 *

40.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
41.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中药系标本室

42.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博物馆植物标本馆 *
43.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44. 华西亚高山植物园标本室

45. 华中农业大学博物馆植物标本馆

46.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植物标本馆 *
47. 吉首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48.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57.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植物标本室 *
58. 南开大学生科院植物标本室

59.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划院植物标本室
60.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61. 内蒙古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 *

62.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标本馆 *
63. 黔南民族师院生物系标本馆

64. 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馆

65.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生科院标本室

66. 山东省林木种质资源中心植物标本馆
67. 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68.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69. 山西太原师范学院生物系标本室
70.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植物标本室
71. 山西中医学院植物标本室

72.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植物标本室
73. 上海辰山植物园标本馆

74. 上海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75. 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植物标本馆
76. 沈阳农业大学林学系树木标本室

77.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78. 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79. 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标本室
80. 天津自然博物馆 *

81. 厦门大学生物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8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85. 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
86. 云南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标本馆
87. 浙江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88.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89.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所标本馆

90.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
9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92. 中国科学院菌物标本馆

93.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94.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标本馆

95.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标本馆
96.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标本馆

97.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98.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植物标本馆
99.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标本馆
10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植物标本馆

101.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饲用植物标本室 *

102.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标本馆
10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森林植物标本
104. 中山大学植物标本室

105. 遵义师范学院生农学院标本室

动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0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牵头单位）*
02. 北京林业大学

03. 北京自然博物馆 *
04. 大连海洋大学 *
05. 东北林业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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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东北师范大学 *

07.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08. 贵州师范大学 *

09. 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 *
10. 河北大学 *

11. 河南师范大学 *
12. 华南师范大学
13. 华中师范大学

14.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15. 兰州大学

16. 南昌大学 *

17. 南京师范大学 *
18. 南开大学 *

19. 内蒙古师范大学 *

20.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
21.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
22. 上海科技馆

23. 首都师范大学

24.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2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26. 西华师范大学 *
27. 浙江大学 *
28. 郑州大学

29.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30.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

31.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
3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33.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34. 中国农业大学 *

35.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

36.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

37.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
38. 中山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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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32. 四川省甘孜州林科所

15. 湖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1. 四川大学（牵头单位） *

34. 武汉大学 *

17. 湖南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2. 安徽师范大学
03. 北京林业大学

04. 成都中医药大学
05. 东北师范大学
06. 福建农林大学
07. 福建师范大学
08. 复旦大学

09.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
10. 河北师范大学
11. 河南农业大学
12. 湖南师范大学

13. 华东师范大学 *
14. 华南农业大学
15. 华侨大学

33. 四川食品药品学校 *
35. 西北大学

36. 西北师范大学
37. 西藏大学

38. 西华师范大学 *
39. 西南大学 *

40. 西南林学院
41. 新疆大学

42. 新疆农业大学
43. 云南大学

44. 浙江大学 *

45. 浙江林学院
46. 中山大学 *

16. 华中师范大学 *

保护区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18. 井冈山大学

01. 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牵头单位） *

20. 辽宁大学

03. 北京林业大学

17. 佳木斯大学 *
19. 兰州大学 *
21. 南京大学

22. 南京林业大学
23. 南京农业大学
24. 内蒙古大学

25. 内蒙古农业大学 *
26. 内蒙古师范大学

27. 内蒙古医科大学 *
28. 山东师范大学
29. 山西大学

30. 首都师范大学
31. 四川农业大学

02. 阿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04. 北京师范大学

05. 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6.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07. 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

08. 甘肃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9. 甘孜州林科所

10. 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6. 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8. 湖南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 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 湖南农业大学

21. 湖南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2. 吉首大学

23.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24. 青海省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5.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

26. 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27. 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28. 天津八仙山国家级保护区

29. 武汉市武昌区道大自然观察工作室
30. 武陵山动植物研究所 *
31. 西南交通大学
32. 西南林业大学

33.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4.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5. 浙江天目山国家级保护区
36.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37. 中国林科院林业所

38. 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39. 中国林科院资信所
40. 中南大学

41. 中央民族大学

11.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13. 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牵头单位）*

12.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4. 河北小五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2. 安徽省地质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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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北京大学

04. 成都理工大学 *

05. 澄江动物化石群博物馆
06. 重庆自然博物馆
07. 东华理工大学

08. 广东省地质科普教育馆 *
09. 桂林理工大学博物馆
10. 河南省地质博物馆 *
11. 吉林大学 *

12. 昆明理工大学 *

13. 上海自然博物馆 *

0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10.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12.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13.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14.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15.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16.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子平台除牵头单位外，其余单位均以单位拼音首字母为序排列

18.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

19.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

2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
22. 自贡恐龙博物馆 *

23. 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

01.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牵头单位）*
02. 桂林理工大学 *
03. 上海师范大学
04. 首都师范大学

07.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
08.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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