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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科技平台标准化

科技平台标准化是围绕平台标准研究、制修订、宣贯培训所开展的系列工作总称，是促进平

台有序、规范、高效运行的重要的基础性技术措施，是固化平台管理经验的有效形式，是科技资

源“整合共享与服务”的基础保障。

为贯彻落实《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和《“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在科技部、财政部的领导下，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依托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积极组织推进平台标准化工作，

协调平台各参建单位在平台标准化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在平台建设和运行服务过程

中，平台标准化工作在提高科技资源质量，促进资源共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平台建设启动以来，平台中心在科技平台标准化实践中积极探索，早在2007年就制订了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网络信任体系技术规范》和《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统一身份管理系统

技术规范》。结合“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建设，编写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信息资源元数

据　核心元数据》标准草案，对实现平台门户统一通畅的数据汇交、信息导航检索和资源利用，

实现各领域平台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产生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平台门户标准规范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平台各建设单位也在实践中对技术标准及标准化工作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充分认识到

了标准化工作对整合科技资源与共享服务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积极自觉地围绕科技资源的收

集、整理、保存和信息化开展了标准化工作。截至2011年，国家科技平台已经制定了700余项技

术规范，覆盖了研究实验基地、大型仪器、自然科技资源、科学数据、科技文献和网络环境等

各领域。

网络科技环境、科技文献、科技成果信息服务等平台也开展了一系列标准化工作，开展了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提供服务规范》、《标准文献著录规范》、《标准文献分类规范》等标准研制

工作。



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发展报告2011
—
2012

44

“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台网”围绕农田、森林、草地、荒漠、湿地、水体六大生态系

统制定了相应监测指标及其技术规范，组织编写了“长期生态学元数据标准”，为我国长期

生态学观测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大型科学仪器设备领域平台制定了10余项技术标准规范，

其中《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分类标准》、《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元数据标准》等标准规范

对我国大型仪器资源整合和共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自然科技资源领域平台围绕植物种质资源、动物种质资源、微生物菌种资源、人类遗传

资源、标准物质资源、实验材料资源、植物标本资源、标本资源等８个方面开展了标准研制

工作，2006年度已初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自然科技资源整合共享的描述规范和技术规程数据

库，其中仅植物种植资源就形成了技术规范140余项。

科学数据领域平台建立了以指导标准、通用标准和专用标准３个方面为主体的技术标准

体系，覆盖数十项标准。该领域平台已经完成了《元数据标准化基本原则和方法》、《元数据

内容》、《元数据（XML/XSD）置标规则》、《科学数据分类与编码原则与方法》等23项指导标准

和部分通用标准的制定，并开展了《医药卫生科学数据共享元数据标准》等专用标准的研制。

一、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是平台标准化工作体系初步形成，工作机制日臻完善。科技平台标委会成立和财政专项工

作经费的支持，促进了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的统筹规划与管理，平台标准化工作逐步由前期

的项目建设转变为平台的基础性工作。科技平台标委会逐步建立起在科技部领导下、委员指导、

秘书处总体负责、各内部工作组协调、各平台参建单位参加的工作机制。

二是形成了一批技术规范，使科技资源收集、保藏和研究有章可循。在标准化整理、收集、

保存、资源数字化过程中，初步建立了科学分类、统一编目、统一描述的技术规范体系，实现了

我国部分科技资源共享领域标准规范建设“零”的突破。“十一五”期间，人类遗传资源平台研究

建立了由资源描述标准、实验技术规程以及伦理规范等３大体系构成的人类遗传资源整合共享标

准规范体系，标志着我国人类遗传资源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进行整合。农作物种质资源平

台系统研制了110种作物描述规范，336个数据规范和数据质量控制规范，首次统一了全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的度量指标。材料腐蚀观测研究平台制定的10项关于极端物质的国家标准，成为了西部

大开发中工程选材及机电设备设计必须遵行的标准。

三是对已整合的存量科技资源进行了标准化整理和数字化表达，为共享服务奠定了基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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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通过标准化工作解决科技资源整合难度较大的问题，使保藏在不同部门且属于不同领域的异

构性科技资源，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标准化整理和数字化改造。其次是着力提升科技资源的

规范化水平。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完成了27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标准化整理和数字化表达，占

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总数的69.2%。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整理了12大类农业学科的60个农

业核心主体数据库，数据库（集）600个，占我国农业科学数据资源存量总数的80%。国家标准物

质资源平台通过制订共性技术规范，将已整合的5 000多个国家有证标准物质资源全部实现信息

化，使我国的标准物质资源逐渐迈向国际并取得国际互认。

四是平台标准化工作具备了专业化的人才队伍。随着科技平台建设的发展，在领域学科和平

台建设带头人的带领下，科技平台集聚了一批具有丰富标准化工作经验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在实

现平台建设前期科技资源标准化整理和数字化改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提高平台标准化工

作的科研和管理水平储备了一支平台标准化专业队伍。

五是促进了平台信息化建设，提高了科技资源共享利用效率。信息资源标准化工作的开展

对实现平台门户系统统一通畅的数据汇交、信息导航检索和资源利用，实现各领域平台分散异构

数据库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产生了重要作用。平台门户系统按照统一规范共整合了

516万条资源信息，形成了28类资源信息数据库，对外提供共享服务。

科技平台法规与标准化工作

科技平台法规与标准化与科技平台门户、科技资源调查是科技平台建设的三项基础性工

作。其中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框架下，初步建立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标准体系和科技资源目录体系，

制定颁布科技平台国家标准；二是开发标准符合性测试工具，搭建标准符合性测试平台；三

是依托科技平台标准体系建设，开展宣贯和培训工作，带动科技平台建设人才培养。

◎ 建立国家科技平台标准体系，制修订科技平台国家标准。建立并完善国家科技平台

标准体系和科技资源目录体系。开展科技平台基础和通用类标准的研究和制修订，制定和发

布关键技术标准、服务标准和管理标准，组织和协调开发基于平台关键标准的一系列符合性

测试工具，建立标准符合性测试平台等一系列国家科技平台标准

◎ 组织开展法规制度与标准规范的宣贯和培训。建立法规标准宣贯和培训工作机制，

开发相关标准的测试软件或标准化工具，编制教材，组织科技平台法规制度和标准的培训和

宣贯活动。培养一支覆盖面广、专业性强、管理水平高的平台建设人才队伍，促进平台建设

进展

◎ 研究科技平台建设政策法规。开展总体原则性和分类指导性政策法规、具体操作性

指导法规、科技平台建设基础性工作规范文件等政策法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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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步建立科技平台标准体系

科技平台技术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旨在围绕科技平台建设和管理需要，探讨提出适合我国科

技平台发展的技术标准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管理体系架构，初步确立由科技平台基础标准、科技

平台通用标准和科技平台专用标准构成的国家科技平台标准体系框架，见表6-1。

表6-1　国家科技平台标准体系框架

标准类型 标准内容（名称）

基础标准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通用术语、元数据系列标准、平台资源目录体系与分类代码、平台元

数据汇交接口规范、元数据查询检索接口规范等。

通用标准

平台建设技术规范、平台质量评估技术规范、平台建设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平台建设标准符

合性测试技术规范、平台服务规范、资源信息库建设技术规范以及关于平台管理、平台运行

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绩效评估等技术规范和关键技术标准等。

专用标准
自然科技资源共性描述规范、支撑平台门户规范、网络系统安全、身份认证、注册管理、访

问控制等规范以及采集、整理、存储、利用与保护技术要求等标准。

三、成立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随着科技平台的建设发展，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为有效实现科技平台标

准化工作统筹规划和总体布局，满足科技平台建设对标准化的紧迫需求，科技部作为筹建单位于

2007年正式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了设立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建议，以实现

平台标准化工作的整体部署和归口统一，统筹规划与管理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

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科技平台标委会）是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

科技部共同领导和管理的从事全国性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的技术组织，负责全国科技平台领域的

标准化技术归口工作。

科技平台标委会于2009年5月15日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9〕27号综合函正式批准筹

建，其编号为SAC/TC 486，英文名称为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486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of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为保障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的进展，推动领域资源标准化工作，科技平台标委会内设标准化

总体组、平台门户、科技文献、自然科技资源、科学数据及大型科学仪器设备6个内部工作组，

统一在科技平台标委会的领导下，推动领域内的标准化工作。2012年，根据工作需求，又增设了

科普资源整合共享标准化工作组。

2011—2012年，科技平台标委会在国家标准制修订、承担国家级标准科研项目，推动建立标

准化工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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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回顾

  2007.12，平台中心致函国家标准委申请筹建科技平台标委会

   2008.6，国家标准委复函科技部，批准筹建科技平台标委会

   2008.9，平台中心作为科技平台标委会的筹建单位发函征集科技平台标委会委员，并在平台中心网站上

向全社会征集委员

   2008.12，平台中心向28个部门及科研院所、38个项目承担单位、31个省（市）的科技司（局、委）征

集到委员候选人近300人；确定委员45位

   2009.1，科技部致函国家标准委申请成立科技平台标委会

  2009.5，国家标准委复函科技部，同意成立科技平台标委会，编号为SAC/TC486

   2009年11月16日，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隆重召开，全国科技平台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见图6-1）

图6-1　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

四、开展科技平台国家标准制修订

面向平台建设需求，开展平台国家标准制修订是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中的重要核心工作。

2011—2012年，4项科技平台国家标准进入报批阶段。以下为首批申报的4项国家标准的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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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平台　元数据的注册与管理

申报国家标准内容摘要

《科技平台 元数据的注册与管理》属于推荐性标准，由科学技术部主管，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科院网络中心4家单位共同承

担，属于基础类标准。

该标准是现阶段实现信息共享，进行信息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的基础标准，也是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和运行急需制定的标准之一，国外没有相应借鉴的经验。其制定能够确保

三个“有利于”的实现：一是有利于实现跨元数据的统一注册与管理；二是有利于实现元数

据的自动汇交、同步更新、维护跨平台的资源及信息联动；三是有利于实现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的资源整合、共享和集成。

该标准规定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资源元数据的注册维护与管理要求，适用于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各子平台。其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元数据

注册和管理系统的相关角色、元数据的注册、元数据的维护、附录A（规范性附录）建议的

功能管理程序、附录B（资料性附录）建议的功能管理规程。

申报国家标准内容摘要

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指南属于技术性指导文件，由科学技术部主管，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共同承担，属于基础类标准。

该标准在国内属于空白，在没有国外先进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自主开展的研究与制定。通

过研究、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既有助于确保科技平台建设的持续、健

康、有序、快速发展，又有助于规范科技平台标准制的修订工作、快速培养科技平台标准化人

才、提高标准化水平、发挥标准化效益，可以说是科技平台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性技术文件。

该标准规定了国家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组织管理，也规定了

标准制定的范围、原则和程序，乃至国家标准制修订各阶段的工作内容与要求、科技平台标

准实施和管理。该标准适用于国家科技平台的标准化工作，也适用于其他地方平台、行业平

台的标准化工作。

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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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平台　资源元数据　核心元数据

申报国家标准内容摘要

《科技平台　资源元数据　核心元数据》属于推荐性国家标准，由科学技术部主管，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科院网络中心4家单

位共同承担，属于基础类标准。

该标准是平台建设急需制定的基础标准之一，国外也没有可借鉴经验，在我国科技平台

缺乏通用、基础性元数据标准的情况下，其制定将替代通用、基础性元数据标准，起到实现

信息共享，进行信息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的作用。

该标准规定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所需的核心元数据，以及各元数据元素的语义定义

等。其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元数据元素的属性描述、核心元

数据、附录A（资料性附录）资源核心元数据样例、附录B（资料性附录）上下角标的转换

规则。本标准适用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资源信息的编目、发布和共享，以及相关的数据

交换和网络查询服务等。

科技平台元数据标准化基本原则与方法

申报国家标准内容摘要

《科技平台元数据标准化基本原则与方法》属于推荐性国家标准，由科学技术部主管，

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承担，属于基础类标准。

该标准是在国内外对元数据标准化原则和方法进行规范指导都比较少的情况下，为指导

我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元数据标准的制定而制定，其目的在于使不同领域、不同数据类型、

不同层次的元数据标准协调一致，进而规范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资源的管理和共享。

该标准规定了科技平台元数据的结构与内容、元数据的描述方法、元数据标准化的基本

原则与方法，以及元数据的扩展原则与方法。本标准既可适用于国家科技平台元数据的标准

化，也可为其他领域的元数据的标准化提供参考。

该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 元数据的结构，即元数据由元数据元素和元数据实体组

成；2. 元数据的内容框架，即科技平台元数据包括核心元数据、平台元数据和平台专用元数

据三个层次；3. 元数据描述方法：规定采用摘要表示、UML图和数据字典三种方式对元数

据进行定义和描述；4. 元数据标准化原则：规定在制定平台元数据标准和平台专用元数据标

准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5. 元数据标准化方法：分别规定平台元数据标准和平台专用元数

据标准的制定步骤和方法；6. 元数据标准的编写：规定科技平台各元数据标准的编写要求；

7．元数据扩展原则和方法：在标准的规范性附录A中明确在制定平台或平台专用元数据标准

时，如何新建相应的元数据实体/元素/代码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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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担国家级标准化科研项目

2011—2012年，平台中心作为牵头单位承担了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科技平台

资源整合共享与服务基础标准研究”。项目研究内容包括构建分类合理的科技资源目录体系、研

制《科技平台通用术语》等8项科技平台急需的关键基础性标准，同时设计建立元数据注册与管

理系统，支撑科技平台元数据标准化体系建设（见表6-2）。

表6-2　科技平台资源整合共享与服务基础标准项目研究内容一览表

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描述

1项研究

1
“科技资源目录体

系”研究
科技资源目录体系的构建总体框架、技术要求和技术管理要求研究

8项国家标准

2  科技平台通用术语

根据科技平台建设、管理、服务的需求，本着系统性、专业性、科学性、

实用性、国际性的原则，按照收词系统全面、分类科学合理、定义简明准

确，编写符合术语标准的要求

3
科技平台数据元设计

与管理

研究数据元的提取、命名、标识、描述、分类、值域范围确立的基本原则

与方法，研究数据元目录的格式规范，以及科技平台中数据元的维护和管

理的层次与机制

4
 科技平台大型科学仪

器设备分类代码

将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进行分类与编码，作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各子平台以及有关单位进行相应信息处理与交换时共同遵守的规则

5
科技平台统一身份

认证

研究在科技平台总体框架下的用户统一身份认证机制、技术要求、服务运

行和管理要求等，实现用户只需出示一次身份凭证，就可访问所有科技平

台上与该用户身份对应的授权网络应用

6
科技平台服务元数据  

核心元数据

确定面向科技资源服务的核心元数据集合，制定各元数据语义定义和著录

规则等，用来提供科技资源服务的标识、内容、管理和维护等描述信息，

为各子平台制定其专用的扩展元数据提供依据，为平台门户应用系统实现

导航和检索功能提供重要基础

7
科技平台元数据汇交

接口  会话流程

研究子平台将其元数据汇交到科技平台的完整流程，包括汇交过程中的参

与角色、元数据汇交的方式与具体流程等

8
科技平台元数据汇交

接口  报文格式

研究科技平台元数据汇交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报文XML Schema，以便于各

子平台以自动的方式将元数据以统一的XML报文格式汇交到科技平台，并

使交换的双方对报文内容达成一致理解

9
科技平台标准符合性

测试的原则与方法

研究科技平台标准符合性测试技术，研究测试流程与测试机构要求，研究

测试套件及相应工具，总结科技平台标准符合性测试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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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科
技
平
台
标
准
化

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描述

1套系统元数据注册管理体系设计与开发

10
科技平台元数据注册

管理体系设计报告

研究实现元数据注册管理体系的可行性，确定该体系的功能需求、性能需

求、可靠性需求和接口需求，分析元数据的数据要求，导出实现该体系的

需求规格说明。研究实现该体系的最优方案，设计系统结构，设计每个模

块的具体功能

11
科技平台元数据注册

管理系统

实现科技平台元数据注册管理系统，该系统实现元数据的注册申请与受

理、元数据的评审与注册、元数据的维护、系统配置管理等功能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