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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数据之自由与公开存取
取取

外来入侵种信息行动方案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召开会议时，各政府的专家们签署了一项涵盖
颇广的计划，希望能加强提供外来入侵种（invasive
alien species, IAS）的传布信息给决策者采用。
此项计划是九月份时，在丹麦哥本哈根 GBIF 秘书处
举办的工作坊中成型，再呈交给加拿大 Montreal 附属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机构
（Subsidiary Body on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TA）。
此项共同工作计划（JWP, UNEP/CBD/SBSTTA/15/INF/14
at http://www.cbd.int/doc/?meeting=sbstta-15）结合从
事将近 50 项活动重点的 8 个信息服务提供商，目的
是将各类数据库和网络的外来入侵种数据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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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工作计划中由 GBIF 所领导的特别活动包括：

利用达尔文核心集档案（Darwin Core Archive,
DwC）提供数据发布者的字段以结合外来入侵种
信息。

推动利用 GBIF 整合性发布工具（Integrated
Publishing Toolkit, IPT）发布外来入侵种的资料。

在 GBIF 信息入口网中将物种「标示」（Tagging
species）
，使其更容易选取外来入侵种的国家名
单，并将现有外来入侵种的数百万笔纪录提供给
其他信息系统使用。

推广使用全球分类名称架构（Global Names
Architecture）；这是由 GBIF 开发的基本架构，用
以帮助鉴定使用于各种分类参考文献或物种名
录中的名字。

协助找出外来入侵种数据的不全所在并发展方
针使其能够流通。
[详情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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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政策
利用 GBIF 阐明环境与物种之关连
对经由 GBIF 资料入口网取得的大量哺乳动物资料做
分析，促成将影响某个特定区域会有哪些物种的各种
环境因素定量化。
以色列海法 Technion 机构的一群科学家利用在美国
大陆 48 州内所有具有详细坐标的哺乳动物出现纪录。
通过 GBIG 系统和全球标准发布的、来自 70 个数据集
的 284 种共约 308,000 笔纪录，被用来和一些环境变
量比对制图。所使用空间比例尺度共有 10 个，分辨
率的范围从 20 平方公里到 10,000 平方公里的尺度至
从 20,000 平方公里到 1,000 万平方公里。
第一作者 Rafi Kent 指出：
「如果我们无法如此自由的
使用 GBIF 入口网内的数据，就不可能完成此研究。
」
发布在 PLoS One 期刊中的结果，提到在大比例尺和
粗分辨率的条件下，气候是影响哺乳动物群聚结构的
最主要因素；而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人类使用和自
然植被型式）在比例尺缩小和分辨率逐渐增高中其重
要性会逐渐增加。[详情请见...]
整合发布于 Pensoft 期刊之数据于 Dryad Data
Repository 中
GBIF 和 Pensoft 期刊之间成立在可引用的数据论文
（citable Data Papers）方面的伙伴关系，Pensoft 出版
8 种期刊的数据发布流程已经和 Dryad Digital
Repository 整合，促进数据的典藏。[详情请见...]
利用 GBIF 资料研究牛蛙于南美之潜在传布
使用 GBIF 数据所做的一项研究确认大西洋森林生物
多样性热点容易遭受入侵种美国牛蛙的破坏，并警告
未来 Andean-Patagonian 森林、巴拉圭东部和玻利维
亚西北部等地都是适合牛蛙入侵的区域。[详情请
见...]

从 GBIF 取得之资料用于东非咖啡病虫传布之模型
咖啡果甲虫（Hypothenemus hampei）是非洲当地的
一种甲虫，也是对全世界咖啡豆具最大威胁的害虫之
一。非洲东部升高的气温对此虫有利，使其扩大分布
范围。最近的一项研究使用 GBIF 数据预测未来咖啡
果甲虫在咖啡产地将会分布的区域。[详情请见...]

GB18 与科学研讨会
于 9 月 28 日至 10 月 7 日在阿根廷 Buenos Aires 举办
了 GBIF 第 18 届理事会和其他相关活动。
从 10 月 4 日到 6 日的理事会，到场有来自 30 国和 12
个来自国际机构的代表以及观察员们。另外有咨询委
员会议、节点（nodes）工作坊和 GBIF 年度科学研讨
会同时在此城举行。
生物多样性资料发布之培训课程
GB18会议相关活动的节点培训课程于9月28到30日举
行三天。此工作坊提供节点管理者在生物多样性数据
发布的新选择、建立数据发现和发布的策略以及在数
据质量和适用性方面的信息。
所有的培训课程分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三种语言进
行，共吸引了来自 36 个国家和机构的 43 位参与者。
节点管理者事后对此会议做了评估，表示对元数据
（metadata）的处理和达尔文核心集档案（Darwin
Core Archive）格式的使用特别感到兴趣，并对使用不
同语言的课程和数据这点作出正面的响应。
宣布新任执行秘书
GBIF 理事会同意 Donald Hobern 出任执行秘书一职。
他目前是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ALA）的主任，将于
2012 年 1 月底到哥本哈根 GBIF 秘书处上任，也正是
GBIF 开始执行 2012-16 新计划的时候。此新计划主要
是加强 GBIF 全球网络系统的数据内容、信息学和参
与活动。[详情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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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任命 Donald Hobern 之外，理事会并同意了

此改进是为响应一系列的议题，包括新数据在被加

2012-13 年 GBIF 的工作计划和修订过的 2012 年经费，

入后能更快速地在入口网中出现；物种出现纪录中

以及重选 Joanne Daly 为 GBIF 主席。[详情请见...]

不准确或不正确的地点和名字能被过滤掉；以及物
种名录能被索引成数据集以透过入口网被存取。

丹麦科学家荣获三万欧元之 Ebbe Nielsen 奖
在GB18会议中的另外一个相关活动是丹麦Aarhus大
学生态信息学与生物多样性教授Jens-Christian
Svenning的颁奖典礼，他被选为2011年Ebbe Nielsen奖
的得奖者。GBIF每年颁发此奖项以肯定在生物系统学
和生物多样性信息学方面的创新使用。
这次颁奖给Svenning教授，是表扬他在宏观生态学领

US records on the GBIF Data Portal after data clean-up

域（macroecology）的工作；此领域是探讨大比例尺

在经过测试后，此改变可以用在来自全球 8,500 个数

度下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描述丰度、分布和多

据集和 340 个发布者索引的 3 亿 1,200 万笔生物多样

样性的模式。

性资料上。[详情请见...]

Svenning 教授也在 2011 年 GBIF 科学研讨会中（主题

国际合作分享生物多样性资料

是「GBIF 十周年：科学及社会之获益」）发表他的工

GBIF 和全球生命大百科（EOL）展开新技术合作以推

作，这是 10 月 5 日 GB18 的相关活动。其他在研讨会

动有效地分享生物多样性数据给科学界和社会大众。

上发表的有 8 个国家和主题会员节点，从他们的观点
来看 GBIF 在第一个十年的工作和其影响力。[详情请

EOL 是 GBIF 组织的副会员，目前已经可以从其内容伙

见...]

伴（content partners）汇整（harvest）信息。汇整是
利用与 GBIF 使用的达尔文核心集档案（DwC）兼容或

科学研讨会之报告可从下列网址下载:

是 DwC 延伸的数据标准。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
/gbif-symposia-and-workshops/gbifannual-science-sym

这项合作的目的是要让机构们可以利用单一的发布

posium/#c2118

过程将其数据经由 GBIF 或 EOL 的平台公开存取，让
从科学家与决策者到学生与一般民众的使用者都能

科学研讨会之摘要可从下列网址下载:
http://www.iisd.ca/ymb/gbif/sc2011/brief/brief_gbif_sc
2011.html

同时使用。
GBits 上一期的报告中曾提到，EOL 在 8 月份推出的最

信息学
GBIF 数据入口网已更新
GBIF 数据入口网已大幅更新，改进了数据的质量和可
用性。

新版本中包含透过在 EOL 每个分类页面上的地图标签
（Map tab）新近更新的地图（请参考
http://eol.org/pages/1045608/maps）
，它能显示经由
GBIF 数据入口网发布给 GBIF 系统的物种出现地点。
每当 GBIF 的索引数据有所更新时，这些地图就会自
动更新。[详情请见...]

此改进是 GBIF 秘书处的开发人员与其全球网络的同
仁共同合作一年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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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训练手册已有法文版本

GBIF 训练手册已有法文版本

GBIF 社群
澳洲之志工入口网（Volunteer Portal）开放使用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ALA）与其合作伙伴澳洲博物
馆（Australian Museum）一起开发了一个在线志工入
口网，一般大众可藉此帮忙取得澳洲各博物馆内描述
典藏品的非数字化（如用打字机或手写）信息。

GBIF 第一套训练手册的 6 本「自然历史典藏品之数字
化」系列已有法文版本。
手册的标题涵盖有数字化计划的启动、生物多样性数
据的质量和清理（包括地理空间参照和如何处理敏感
资料）以及生物多样性数据的各种用途。
这套手册是 GBIF 与比利时 Belg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DGD）、比利时 Tervuren 的中非皇家博
物馆（Royal Museum of Central Africa, RMCA）以及 GBIF
法国节点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些手册可以透过 GBIF 在线资源中心（GBIF Online
Resource Centre）取得。
节点欢迎箱（Welcome box for Nodes）已启用

这项计划主要是鼓励志工抄写澳洲各博物馆内的标
本卷标、田野纪录及探测日记，将这些数据转换成数
字化纪录。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百名志工加入这
项计划,并完成 7,000 项工作。ALA 表示仍然有很多工
作需要处理，欢迎新的志工加入，有兴趣的民众请登
入 http://volunteer.ala.org.au/ 索取详情。
目前澳洲博物馆有三项计划。
前两项计划是将有关蝉和天蛾实体标本影像的卷标
转换成数字化纪录，数据如采集者、日期、地点和鉴
定等需转换到它们的对照字段。有一组检查团队会确
认资料,并对缴交的纪录做出必要的变更，这些纪录即
可以利用标准的 Darwin Core 元数据格式更新数字化
标本数据库。

在阿根廷 Buenos Aires 召开的 GBIF 理事会议同时举行
了全球节点会议，节点会议中宣布 GBIF 的节点欢迎
箱（Nodes Welcome Box, WBox）版本 1.0 已经启用。
WBox 的用途是提供节点管理者与其团队一些数据，
介绍 GBIF 和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BIF）的方法。可以透过 GBIF 网上
信息中心（www.gbif.org/orc）取得资料。
若需要 WBox 的光盘，可以将您的需求寄到
wbox@gbif.org，并随时欢迎您对版本 1.0 提出宝贵的
意见。

资料发布新闻
新资料发布者

第三项计划是将 Scott 姊妹手写昆虫田野调查日记的
影像转录；Scott 姊妹在 1930 年时收集昆虫和绘制标
本的美丽图片。
其他将于近期内释出的计划有：为澳洲博物馆处理叶
蝉以及澳洲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澳洲国家昆虫典
藏（CSIRO’s Australian National Insect Collection）蝉收
集品的标签转录。
每项计划都试着让志工们体验彷佛就像是在跟过去
的标本采集者在野外一样。有个排行榜上记录着志工
们的努力成果，随着他们抄写标签的笔数或日记的页
数，他们的排行就会跟着改变。

非洲坦桑尼亚 Muhimbili 健康暨科学大学的传统医药
中心已经发表来自其植物标本馆收藏的 4,021 笔纪
录；这些纪录大部分是各地土著医生所记录的医疗用
植物物种。此传统医药中心研究坦桑尼亚的传统医疗
系统，并鉴定可被开发为药物的材料。
（http://data.gbif. org/datasets/resource/13540）
非营利事业机构的 Ecocean USA 已经发布其 Manta
Matcher library 中的纪录，成为全球第一个蝠魟
（manta ray）数据库。发布的纪录链接到各尾蝠魟的
照片，可以看见牠们身上的图型和印记，有助于分辨
每尾蝠魟和追踪其族群数量。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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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数据集
Birds Australia 致力于澳洲原生鸟类的保育工作，其缴

刚果、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人员参与。
[详情请见...]

交的 740 万笔纪录目前已经完成索引，可透过 GBIF
数据入口网取得这些数据。

法国 GBIF 举办生物多样性数据分析与使用工作坊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030/）

法国巴黎，2012 年 1 月-2 月

丹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已经发布了非洲坦桑尼亚鸟

本工作坊主要提供给负责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的研

类资料共 9,585 笔纪录。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动物博

究人员、发布者和其他人员一个概要，利用不同的方

物馆收藏有最多的来自坦桑尼亚的鸟类纪录，包含 18

式取得借助 GBIF 而产生的数据以及数据的各种可能

个目，64 个科，283 个属以及 621 个种；此数据集包

用途。[详情请见...]

括 1,475 个影像链接。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546）
斯洛伐克植物研究所（Slovakian Institute of Botany）
发布了超过 10 万笔来自国内植物馆的植物纪录，包
括原生植物和斯洛伐克境外的植物。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502）

近期活动

永久性标识符（Persistent Identifier）训练课程
西班牙马德里，2012 年 2 月 8-10 日
本课程目的是为了增加在永久性标识符方面的生物
多样性信息学工具开发团队的知识；此训练特别着重
于标识符之指定、使用、发布和决定。[详情请见...]
VertNet 生物多样性信息学培训工作坊
美国科罗拉多州 Boulder, 2012 年 6 月 24-30 日

东非生物多样性数据与信息管理课程
卢旺达Kigali，2011年12月4-6日及12月-2012年1月

VerNet 邀请大家申请参与其第一届生物多样性信息
学工作坊，将提供与会者在如何处理生物多样性原始

艾伯丁裂谷保育学会（Albertine Rift Conservation

数据源方面的训练。此课程开放给大学生、新近取得

Society, ARCOS）为其计划内的「建立该地区生物多样

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和刚开始工作的研究生。

性信息系统能力」筹备两次工作坊。第一个工作坊日
期是2011年12月4-6日，课程包含数据整合、规划、

申请数据可由 http://vertnet.org/about/BITW.php 取

设计和测试。第二个工作坊课程将包括数据验证和确

得。

认、标准、数据传送、数据摘要、分析和报告、分布
机制以及回传。两个工作坊开放给来自非洲蒲隆地、

GBIF的愿景: 一个在科学、社会及永续未来方面

GBIF使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信息资源，

皆可自由和普及取用生物多样性信息的世界。

并在环境和人类福祉方面促成明智解决方案。

GBIF Secretariat

Tel: +45 35 32 14 70

Universitetsparken 15

Fax: +45 35 32 14 80

DK-2100 Copenhagen Ø

E-mail: info@gbif.org

Denmark

GBits 存档：

http://www.gbif.org/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resources/news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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