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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在广泛调研国外科研数据基础设施渊RDI冤的基础上袁介绍了 RDI 的定义尧发展历程袁分析比
较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 RDI 框架模型以及 RDI 当前的实践状况袁 同时也讨论了构建 RDI 面临的主要挑战
与应对策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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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current Research Data Infrastructures overseas,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definitio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projects of RDI. Three informative frameworks for RDI were ana鄄
lyzed and compared before we presented current practices of RDI. Main challenges for RDI constructing and the cor鄄
responding measures we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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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科学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应对日
益增长的数据洪流袁 数据洪流改变了科学研究的工作
方式袁数据密集型科学快速兴起袁其被视为实验尧理论
研究和计算机模拟之外的科学研究第四范式[1]遥 数据密
集型科学颠覆了传统的科学研究模式袁 科学研究的进
步越来越依赖于如何有效的处理数据遥 在此背景下袁科
研数据基础设施渊Research Data Infrastructures,RDI冤应
运而生袁RDI 用于处理科学研究过程不断累积的数据
与知识袁优化不同学科之间的数据流动袁在减少资源重
复性浪费的同时促进多渊交叉冤学科的发展袁并且能够
把科研数据与出版文献整合在一起袁 最终实现对不断
增长科研数据集的有效开发与利用遥
随着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快速兴起袁国外政府部门尧

科研院所尧 基金会等科研资助机构逐渐从构建国家级
数字保存系统转变为构建世界级的科研数据基础设
施袁欧盟尧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已经把 RDI 的建设与发展
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次遥 欧盟委员会野第七框架计划冶
于 2010 年 2 月资助了 GRDI2020 项目[2]袁用以指导全球
RDI 生态系统的建设遥 2012 年 8 月袁澳大利亚政府专门
成立了野科研数据基础设施委员会冶渊RDIC冤袁评估澳大
利亚科研数据发展的前景袁 并为当前及未来 RDI 的投
资优化提供建议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渊NSF冤也正着力
构建一个世界一流的袁支持高性能计算尧数据分析与可
视化以及虚拟工作间的科研基础设施遥
本文主要从 RDI 的定义尧RDI 发展历程尧RDI 框架
模型尧RDI 的应用与实践以及构建 RDI 面临的主要挑
战与应对策略的角度出发袁 对国外科研数据基础设施
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袁 以期为我国科研数据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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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科研数据基础设施定义
科研数据基础设施的英文表示主要有野Research
Data Infrastructures冶尧 野Scientific Data Infrastructures冶尧
野Data Infrastructure冶尧野Research Infrastructure冶等遥
维基百科对野数据基础设施冶的定义[3]院是一个可以促
进数据分享与消费的电子化基础设施遥 通常来讲袁基础
设施是社会经济得以有效运转所需要的基本服务与工
具袁而数据基础设施则是数据经济不可缺少的基础结构遥
澳大利亚 RDI 委员会将其定义为[4]院通过数据生成 尧
操作以及获取而为科研服务的一系列设施尧 设备或者
工具袁它包含数据本身袁并依赖成熟的技术与研究人员
来建立尧实现尧操作并使用它遥
GRDI2020 项目专家组将 RDI 定义为 [5]院一个以数
字化科研数据为中心袁包含服务与工具的管理型网络环
境袁支持院渊1冤整个研究周期曰渊2冤不同学科之间研究数据
的有效流动曰渊3冤通过连接来自不同学科的数据集来创建
开放关联数据空间曰渊4冤管理科学工作流曰渊5冤研究数据
与文献之间的互操作曰渊6冤一个集成的科学政策框架遥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RDI 是一个包含软件与硬
件 袁支持科研数据的分享与重用 袁促进全球科研合作 袁
加速科学创新的数据生态系统袁 是当今数字化科研得
以高效运转而不可或缺的支撑性基础设施遥
2.2 科研数据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
当前袁国外对 RDI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盟尧澳大利
亚以及美国等地区与国家袁 其中以欧盟对 RDI 关注的
时间最早尧 研究的最为深入并且规划实施的项目也最
多袁如表 1 所示遥 早在 2002 年袁欧盟就开始关注科研基
础设施的发展袁 成立了欧洲科研基础设施战略论坛 [6]
渊the European Strategy Forum for Research Infrastruc鄄
tures袁ESFRI冤袁旨在为欧洲科研基础设施政策的制定提
供统一的战略指导袁推进欧洲科研一体化袁加强国际合
作遥2016 年袁在其首次发布科研基础设施战略路线图的
10 年之后袁ESFRI 发布了第四次战略报告叶科研基础设
施战略报告要要
要路线图 2016曳[7]遥 报告主要为未来 10耀
20 年科研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供战略指导袁 促进科研基
础设施的实现并根据需要适时的更新路线图遥 报告展
示了 15 个正在进行以及新开展的 6 个科研基础设施
项目袁涉及能源尧环境尧健康 & 食品尧物理科学以及社会
文化等领域袁ESFRI 将会在未来对这 21 个项目的顺利
实施提供必要的战略指导与支持遥 此外袁报告还列举了
29 个已成功实施的科研基础设施项目袁 并将其作为科
研基础成功建设的标杆遥
ESFRI 是欧盟开展 RDI 研究的基础袁在此期间袁欧
盟委员会还资助了其他许多项目袁 如院野科研数据高水
平专家组冶 [8] 渊2009冤尧野绘制 欧 洲科 研 基 础 设施 蓝 图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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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Mapping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Land鄄
scape 袁MERIL袁2010冤[9]尧GRDI2020 项目 [2]渊2010冤尧野泛欧
洲协作数据基础设施冶渊EUDAT袁2011冤 [10]以及野知识交
流冶渊Knowledge-Exchange 袁KE袁2012冤[11]等遥 野科研数据
高水平专家组冶 在其发布的报告中探讨了如何从科研
数据浪潮中获益袁 指出构建 RDI 的益处尧 所面临的挑
战袁并提出了相关建议[12]遥 与之对应袁KE 从丹麦尧德国尧
新西兰以及英国四个国家 RDI 的研究现状出发袁 提供
构建 RDI 的可行性行动计划袁归纳构建 RDI 的四个驱
动因素[13]遥 GRDI2020 项目则直接呼吁构建一个可以支
持数据共享与科研合作的全球化科研数据基础设施袁并
于 2011 年尧2012 年发布了两个重要报告袁 分别探讨大
数据背景下构建全球化 RDI 的必要性尧所面临的主要挑
战[5]以及构建 RDI 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与组织问题 [14]袁
GRDI2020 项目代表了当前 RDI 发展的最新趋势遥
紧随其后袁 澳大利亚与美国也逐渐把 RDI 的规划
与建设提到国家战略层面遥 2006 年澳大利亚政府实施
了野协作科研基础设施战略冶渊the 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Strategy 袁NCRIS冤袁 并相继发布
了三次战略报告袁 详细论述为促进科学创新而应优先
发展的科研基础设施项目[15-17]遥 在此基础上袁2012 年袁澳
大利亚政府成立了 野科研数据基础设施委员会冶渊the
Research Data Infrastructure Committee袁RDIC冤袁专门负
责规划国家 RDI 的发展并为 RDI 的建设与优化提供
建议袁同时发布澳大利亚科研数据基础设施战略报告[4]袁
把 RDI 的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遥 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渊NSF冤也于 2007 年开始关注科研基础设施
的发展袁在其发布的报告中倡导构建一个世界一流的袁
支持高性能计算尧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以及虚拟工作间
的科研基础设施[18]遥 2013 年欧盟尧澳大利亚与美国共同
倡导成立了 RDA 渊科研数据联盟冤[19]袁RDA 致力于减少
数据分享与交换障碍袁为科研数据相关服务提供建议袁
RDI 是其核心议题之一遥
从以上各个国家科研数据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可
以发现袁各国最先关注的是科研基础设施的发展遥 随着
大数据与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兴起袁 数据成为科研活动
中的野一等公民冶袁研究人员开始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
科研数据上袁 探讨如何构建一个以科研数据为中心的
基础设施袁从而实现对科研数据的充分开发与利用遥 科
研数据基础设施来源于科研基础设施的发展袁 两者一
脉相承袁但又有差别袁科研基础设施一般指的是支持科
研活动的设施尧资源与活动袁它已演变成为科研数据基
础设施的一部分遥 除此之外袁科研数据基础设施还包含
可以支持科研数据生命周期全部阶段的基础设施遥
3 科研数据基础设施框架模型
构建一个支持全球合作的科研数据基础设施是一
项艰巨的任务袁 当前还面临许多技术 尧 组织与系统挑

情报资料工作 2016 年第 6 期

实

表 1 国外科学数据基础设施发展历程

者尧数据类型与服务在全球化科研数据基 践
国家 & 地区 核心研究团体 & 项目
时间
使命 & 愿景
主要成果
础设施中应如何互相关联遥世界各地的数 研
为欧洲科研基础设施政策 自 2006 年至 2016 年共
据生产者与用户在虚拟研究环境中收集尧 究
的制定提供统一的战略指 发布四次 ESFRI 路线图
ESFRI 渊欧洲科研基础
2002 年 导袁 推进欧洲科学研究一 报告[7, 20-22]
设施战略论坛冤
袁是 RDI 研究
捕获与传输数据袁并利用社区支持服务发
体化袁加强国际合作
的基础
现尧使用尧标注或解释这些数据遥 与此同
于 2010 年向欧盟委员会提
欧盟委员会科研数据
探索欧洲如何从科研数据
时袁利用通用数据服务对数据进行永久存
交了最终报告袁对构建 RDI
2009 年 潮流中获益
高水平专家组
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储尧认证尧授权与挖掘等遥数据掌管与信任
为科研人员与政策制定者 构建了一个可以查看欧洲
贯穿整个系统袁数据掌管主要处理数据的
MERIL渊绘制欧洲科研
2010 年 提供欧洲现存科研基础设 各个国家已建设科研基础
基础设施蓝图冤
欧盟
存储尧管理与保存袁而信任模块则负责处
施的详细目录信息
设施信息的门户
构建一个可以支持数据共 分别于 2011 年尧2012 年发
GRDI2020 项目袁 全球
理数据可信性问题遥
科研数据基础设施 10 2010 年 享与科研合作的全球化科 布 了 两 个 重 要 报 告 袁 对
年展望
研数据基础设施
澳大利亚 RDIC 认为 RDI 框架必须
RDI 的建设影响深远
使任何学科的欧洲科研人 为 15 个欧洲国家提供一
能够协调国家尧领域以及机构等不同层次
EUDAT渊泛欧洲协作数
2011 年 员都能在一个可信任的环 系列科研数据服务尧 专业
据基础设施冤
境中处理数据
知识与技术解决方案
的投资袁避免重复建设袁减少浪费袁在有限
通过构建一个国际化信息 针对 GRDI2020 的战略愿
的资源下优先发展重点 RDI,最大限度满
KE渊知识交流冤
2012 年 基础设施袁 实现科研资源 景袁 提出构建全球化 RDI
开放共享
的可行方案
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遥 与此同时袁框架还
为澳大利亚科研基础设施 发布协作科研基础设施战
NCRIS渊澳大利亚协作
年
需明确 RDI 系统采集科研数据的具体要
2006
科研基础设施战略冤
的建设提供战略指导
略路线图报告
澳大利亚
求袁将科研数据作为增值资产进行组织管
于 2012 年发布叶澳大利亚
向澳大利亚政府提供关于
RDIC 渊澳大利亚科研
科研数据基础设施战略报
2012 年
数据基础设施委员会冤
RDI 建设与优化的建议
理袁并保证在未来数据驱动尧变化的环境
告曳
下能够使用这些数据遥委员会对建成一个
构建一个可以支持高性能
于 2007 年发布报告叶支撑
计算尧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NSF 渊美国国家科学基
美国
年
世纪科学发现的基础设
2007
21
成功的科研数据基础设施提出了三点关
金会冤
以及虚拟工作间的世界一
施展望曳
流科研基础设施
键要求[4]院渊1冤持续尧优先的科研数据采集曰
欧盟尧澳大
关注基础设施发展袁 减少 为科研数据相关服务提供
能够在国家尧研究领域以及机构等层次生
2013 年 数据分享与交换障碍
利亚与美国 RDA渊科研数据联盟冤
建议
产与管理科研数据的基础设施遥 渊2冤科研
人员可以从机构与行业数据中获益的良
战遥 但是袁我们需要一个战略性尧概念性的框架来指导 好环境曰清晰尧有效的数据治理与获取装置遥 渊3冤输出符
不同机构科研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遥 欧盟委员会科研 合国家优先发展战略尧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曰更好的
数据高水平专家组尧 澳大利亚科研数据基础设施委员 分享与重用科研数据遥
会渊RDIC冤等机构与个人构建了 RDI 框架模型袁下面将
基于这些需求袁 委员会提出的科研数据基础设施
对这些框架进行分析比较袁 探讨当前 RDI 所要实现的 框架如图 2 所示渊框架 2冤遥
核心功能与目标遥
欧盟委员会科研数据高水平专家组认为 RDI 应能
够支持对科研数据的获取尧使用尧重用与验证袁全球范围
内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可以在共享的数据集上进行合
作研究袁 在数据分享时也能保护数据的完整性与所有
权遥 专家组构建的 RDI 框架模型如图 1 所示渊框架 1冤遥
数据生产者

社区支持服务

通用数据服务

用户功能袁数据捕获 &
传输袁虚拟科研环境

数据发现 & 浏览袁工作
流生成袁标注袁互操作

永久存储袁认证袁授权袁
工作流执行袁挖掘

图 1 欧盟委员会科学数据高水平专家组 RDI 框架模型[23]

此框架是一个流动循环系统袁 它揭示了不同参与

图 2 澳大利亚科研数据基础设施框架[4]

该框架以 RDIC 所提出的三点关键性要求为核
心袁 把构建 RDI 的一系列原则与活动划分为 野目标冶
渊Objective冤尧野行动冶渊Action冤与野着力点冶渊Focus冤三大模
块遥 这些约定的原则是政策制定者尧投资方尧开发商尧运
营商以及用户建设维持一个高效尧 完整的 RDI 系统的
基础遥 框架的野行动冶模板体现了 RDI 的核心功能院有
意 尧系统的采集数据 曰组织数据使其可被发现与获取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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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以尽可能多的方式不断重复使用数据遥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 Demchenko Yuri 研究员根据
研
究 科研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模型与现代 e-science 的科研
数据管理特性袁 提出了以共享数据或项目为中心的科
研数据基础设施架构模型袁如图 3 所示渊框架 3冤遥

云

图 3 Demchenko Yuri 科研数据基础设施架构模型[24]

该框架模型主要包含以下六个层次 [25]院渊1冤网络基

础设施层渊B1冤院基于通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专用网络

基础设施曰渊2冤数据中心和计算资源/设施渊B2 层冤曰渊3冤
基础设施虚拟层渊B3 层冤院以支持专门的科研平台进行
部署和运行的云/网格基础设施服务和中间件为代表曰
渊4冤科研平台与基础设施渊B4 层冤院专门为不同研究领域
提供数据共享的科研平台与基础设施曰渊5冤联合决策层
渊B5 层冤院包括联合基础设施组件袁能够支持决策和协

作用户曰渊6冤科研应用和用户门户网站/客户端渊B6 层冤遥
另外袁模型还包含三个交叉层面院运营支撑与管理
系统尧安全控制层以及元数据与生命周期管理层袁这三
层贯穿到整个科研数据生命周期遥
对比分析以上三个 RDI 框架模型袁 三者的目标功
能是一致的袁均支持科研数据生命周期的全部阶段院数
据采集 尧存储 尧治理 尧分析 尧发现 尧重用以及共享 渊出版 冤
等袁实现了对科研数据的野一站式冶处理与操作袁提高了
科研效率曰 允许不同的研究团队围绕相同的数据集进
行研究袁构建可靠的渊虚拟冤科研和协作环境袁安全的存
储中间结果袁共享科研成果遥 此外袁框架 1 与框架 3 还
都重点考虑了数据的安全性遥 RDI 具有远程分布的特
性袁用户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获取数据袁RDI 必须
具有安全可靠的数据存储与处理环境袁 能够保障数据
的完整性尧机密性与可计量性袁不被非授权者获取袁同
时还需要执行并完善数据的隐私保护政策遥 三个 RDI
框架所不同的是院框架 1 是以野数据服务冶为核心的系
统袁数据生产者与用户从数据服务中获取价值曰框架 2
则以野构建要求冶为核心内容袁强调构建国家级 RDI 应
该遵守的原则与要求曰 框架 3 则强调利用现代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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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来构建以共享数据或项目为中心的 RDI遥 前
两者是国家战略层次的 RDI 建设指导框架袁 宏观规划
了 RDI 建设的目标尧原则与功能袁框架 3 则更加具体遥
就适用范围而言袁 前两个 RDI 框架更具广泛的指导性
与适用性袁 而框架 3 可以看作是在以上两个模型指导
下所构建的更加具体的 RDI 实施框架遥 这三个框架模
型为我们建设 RDI 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导袁 值得我们思
考并实践遥
4 科研数据基础设施的应用与实践
当前 RDI 建设呈现出种类繁多尧碎片化尧变化不定
的特点袁 而且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 RDI 组织管理方式
也大相径庭袁 导致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科研数据
集来源与存储的差别遥 科研数据的来源与存储一般分
为四种情况渊见表 2冤遥 在项目完成后袁由科研个体或者
小的研究团体产生的数据集一般由他们自己保存或者
存储在他们的机构知识库中遥 当这些数据集与期刊文
章关联时袁 它们大多被期刊出版商或者机构转移到知
识库或者数据档案馆中遥 来自大的研究团体的数据集
则通常存储在数据档案馆渊知识库冤或者直接出版为数
据期刊曰而来自研究设施或政府研究机构的数据集袁通
常存储在它们自己的数据中心袁以备将来重复使用遥
表 2 科研数据集的来源与存储[26]

项目进行中
科研数据集类型

项目完成后
存储位置
短期存储在研究团体或者机构
知识库中
来自科研个体或小的研究团体的数
与期刊文章关联的重复数据集院
据集
有时由出版商保存袁有时存储在
机构知识库中
来自大的研究团体或者合作团体的 存储在数据档案馆或知识库中
数据集
出版为数据期刊
来自研究设施的数据集袁通常有它们
大部分存储在数据中心
自己的数据中心
来自政府研究机构的数据集袁通常有
大部分存储在数据中心
它们自己的数据中心

主要用途
验证
验证
重用
重用
重用
重用

根据其规模大小袁 可以大致把当前建设的 RDI 分
为以下两种类型院
渊1冤机构数据基础设施遥 有些研究机构构建的是虚
拟科研环境袁 研究人员可以在此环境下共同合作并生
产尧收集以及处理科研数据曰还有一些机构构建的是可
以存储数据并可与他人分享数据的机构数据知识库遥
虚拟科研环境与数据知识库都是机构数据基础设施的
一部分袁它们还处于发展初期袁只存在于很少一部分研
究机构袁而且非常分散遥
渊2冤学科或者国家渊国际冤数据基础设施遥 以学科或
者国家渊国际冤的类别所构建的数据中心渊数据档案馆冤
类型多样遥 学科数据中心一般由科学社区根据它们的
需求而成立遥 例如院地球与环境科学的世界数据中心系
统渊The World Data Centre System冤[27]袁它包含分布在全
球 12 个国家的 52 个数据中心袁另外袁还有基因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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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以及国际天文学虚拟观测联盟等遥 欧盟正逐步建设
涉及多个学科尧国际性的数据基础设施袁如上文提到的
MERIL 与 GRDI 项目袁 其中 MERIL 项目已初步完成袁
其构建了一个可以公开获取欧洲范围内各个学科领域
研究基础设施信息的数据库遥 表 3 列出了部分欧洲国
家已建成尧具有代表性的野学科或者国家渊国际冤数据基
础设施冶遥
丹麦

表 3 欧洲部分国家数据基础设施[13]
德国

荷兰

英国

丹麦数据档案馆

地球与环境科学世 数据存档与网络
考古学数据服务
界数据中心
服务渊DNAS冤

欧洲环境机构数据服务

德国地学研究中心 土壤世界数据中
生物记录中心
地震数据档案馆
心

地磁学世界数据中心

气候世界数据中心

马普学会语言档
英国大气数据中心
案馆

大气遥感技术世界 欧洲海洋环境数
英国海洋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据目录渊EDMED冤
社会科学 GESIS 数 射电望远镜
据档案馆
渊LOFAR冤
德国卫星数据档案 荷兰气象局
馆
渊气象学冤
DNA 银行网络

化学数据库服务
结晶学数据服务
环境信息数据中心
欧洲生物信息学协
会
国家地球科学数据
中心
冰川冻土世界数据
中心
极地数据中心
英国数据档案馆
视觉艺术数据服务

从表 3 可以看出袁 当前各国科研数据基础设施的
建设大多是基于学科领域袁其中以英国建设的数据中心
渊档案馆冤数量最多袁涉及的学科也最广泛渊限于篇幅袁只
列出了一部分冤遥 当前还没有建成可以支持在世界范围
内跨学科合作与共享的全球化科研数据基础设施遥
5 构建科研数据基础设施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应对策略
虽然有些国家已经建成了部分科研数据基础设施袁
但是这些 RDI 是分散的尧孤立的并且大多是基于某个学
科领域的袁远没有达到全球共享数据尧合作研究的最终
目标遥 构建这样一个支持跨渊多冤学科尧共享数据与合作
研究的全球化科研数据基础设施面临着诸多挑战遥
渊1冤数据共享遥 数据共享是 RDI 建设的核心袁如何
激励科研人员分享他们的科研数据是构建 RDI 所面临
的最大挑战遥 一项针对研究人员的国际调查显示袁只有
25%的研究者分享了他们的数据袁 法律问题与对共享
数据可能的滥用是阻碍数据分享的两大障碍[28]遥虽然这
种状况正逐渐好转袁 但是数据分享仍旧只局限于小部
分研究者袁而且分享的数据集也只是一小部分袁数据分
享还没有成为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遥 要解决这

实

种困境袁 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可以把 RDI 培育成为一个 践
可以代表科研人员成果的野数据收录冶系统遥 研究人员 研
的数据被 RDI野收录 冶后 袁将有助于促进研究人员的职 究
业发展袁同时给其带来学术声望遥

渊2冤数据互操作遥 一方面袁当前已建成的 RDI 大多
是基于某个学科领域或机构袁 未来的 RDI 建设不可能
把现有 RDI 全部推倒重建袁 最佳方案是把当前已建成

的 RDI 连接起来袁形成一个开放尧动态尧共享的 RDI 网
络曰另一方面袁RDI 的核心功能是数据共享袁不管是什

么类型的 RDI 都必须考虑数据互操作的问题遥 因此袁
RDI 之间的数据互操作将会是 RDI 建设过程中必须要
考虑的重要问题遥 若要实现全球范围内 RDI 的互操作袁
统一的软件技术标准尧 一致的数据模型与网络协议等
将会是 RDI 建设者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遥

渊3冤数据信任遥 由上文欧盟 RDI 框架可知袁数据信
任问题贯穿 RDI 框架模型的每个层次袁 它包含数据的

认证与授权遥 RDI 为科研人员提供的是一个可以存储尧
获取并分享数据的分布式尧虚拟的科研环境袁用户可以
在不同的国家获取数据袁在此环境下袁RDI 如何确保数
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钥 面对此问题袁一方面需要数据分
享者提供有关数据的详细来源信息以及数据的应用场
景袁以辅助数据使用者初步判定数据的有效性曰另一方
面袁RDI 需要召集相关的领域专家对其进行初级认证
并鼓励全球范围内的数据使用者对数据进行信用评
级袁级别越高说明数据越可靠遥
渊4冤数据保存遥 众所周知袁数据存储介质在不断演
化袁从之前的电磁线圈尧磁带到今天普遍使用的硬盘袁
以及方兴未艾的云存储袁存储介质的不断变化尧升级将
极有可能导致存储信息的丢失遥 RDI 如何能保证在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所存储的数据保存完好袁 并像现
在一样能被大多数用户而不是特别的专家较容易的存
取使用钥 数据长期保存问题的解决将依赖于未来成熟尧
稳定尧高效的数据迁移工具袁在保障数据完整性的情况
下袁把存储的数据迁移至新型的存储介质上遥
渊5冤其他挑战遥 如院未来 RDI 必须支持数据分析尧数
据可视化与数据挖掘等活动袁因此袁RDI 就需要开发出
众多数据处理工具曰 虚拟研究环境对于数据密集型科
学至关重要袁RDI 必须提供可以构建尧支持和维护虚拟
研究环境的架构与管理工具遥

构建 RDI 所面临的以上挑战在普通数据存储系统

中也有可能会面临袁 但是与普通数据存储系统不同的

是袁RDI 是一个全球化的数据基础设施袁它的目标不是
存储数据袁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共享与使用数据袁它需要
处于不同文化背影尧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参与其
中遥 因此袁它所面对挑战将会更加综合尧复杂袁处理起来
也更加棘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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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研 6 结语
究
建设科研数据基础设施的目标不是构建一个世界
范围内的超级数据存储中心袁 而是构建一个可以分享
数据尧促进研究者合作与交流袁从而加速创新袁为世界
发展提供动力的数据基础设施遥 虽然世界各地建成了
一些科研数据基础设施袁但是这些 RDI 是分散的尧孤立
的袁远没有达到全球共享数据尧合作研究的最终目标袁
这就需要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携手合作袁共建共享遥 图
书馆作为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同样在 RDI 建
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袁 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图书
馆,是一个机构乃至一个国家的信息中心袁它负责为用
户提供信息资源与服务袁 参与国家信息发展战略的制
定遥 因此袁一方面袁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为 RDI
的建设提供战略咨询并协助制定 RDI 国家发展战略曰
另一方面袁图书馆作为 RDI 建设的倡导者与协调者袁它
可以积极推动将分散在各个区域的数据中心连接起
来袁 形成一个巨大的 RDI 网络袁 最后实现与国际 RDI
的连接与共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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