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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保护与持续利用离不开准确、详实的生物多样性分布数据。近年来，随着计
算机信息技术与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的发展，生物多样性数字化数据得到快速、大量积累。同时也难
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数据来源众多、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影响其共享与充分利用，并且
在类群覆盖、采样时间和地理分布上存在一定的空缺 (Gaps)，导致目前的生物多样性数据能否全面
客观地描述生物多样性存在疑问。生物多样性数据 Gap 分析(BiodiversityDataGapAnalysis，BDGA)
的目的就是对现有数据进行完整性和可靠性评估，为今后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研究工作提供决策支
持，帮助相关研究人员在应用生物多样性数据时对数据客观性和可用性进行判断。本研究旨在探讨
如何建立 BDGA 工作流，着重阐述 BDGA 的基本方法、相关工具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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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od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increasingly depend on the accurate
and detailed biodiversity distribution dat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arge amounts of primary digital biodiversity data have been accumulatedon a global scale.Howe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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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biodiversity data have some flaws, such as different sources of biodiversity data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unified standards, the poor data quality which affected the effectively sharing and utilization, and
some gaps in the taxonomic, temporal and geographical coverage. These flaws obstruct th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biodiversity. Biodiversity Data Gap Analysis (BDGA) is to assess the
completeness and reliability of available biodiversity data, which aims to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s for
further biodiversity surveys and researches, and support data consumers with prior knowledge estim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to construct the BDGA workflow, which focuses on the basic
methods, related tools and processes of BDGA.
Keywords: Biodiversityinformatics; dataset; data assessment; data gap analysis

BDGA) 的主要目的就是评估生物多样性数据是否满

引言

足用户的使用需求，在没有足够数据的情况下，使得
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

数据的使用者注意到数据本身是否存在偏差，这样

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活与生

的偏差是否影响数据的有效利用，避免造成决策失

。科学准确的生物多样

误，浪费宝贵而紧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源 [7]。关于

性分布信息是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保护与持续利

BDGA 的系统性研究近几年才刚刚起步，相应的评估

物多样性的维持密切相关

用的重要基础

[2-4]

[1]

。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生物多

方法、流程和工具还比较少，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样性及其相关学科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包括

北美和欧洲生物多样性数字化工作起步较早，

中国在内的各国的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工

积累的生物多样性数据较丰富，具备开展 BDGA 工

作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展以来，至今已取得了丰

作的条件。Condé 等 (1995) 针对欧洲生物多样性数

[5]

硕成果 ，全球和区域水平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得到大
[6]

据源进行了较简单的 Gap 分析，彼时数据库较少并

量积累，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不断建立并得到完善 。

且没有连接，也没有数据交换标准，主要通过调研

国际上出现了如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 (Global

和目录数据分析，发现 gap 主要存在数据的定量上，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GBIF)、网络生命

并且几乎没有无脊椎动物数据 [8]。Soberón 等 (1996)

大百科 (Encyclopedia of Life，EOL)、全球生物物种

对墨西哥生物多样性进行 BDGA，主要从世界各大

名录 (Catalogue of Life, CoL) 等，国内也建设了国

博物馆中获取数据，发现“收藏家综合征 (collector

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National Specimen Information

syndrome)”，即标本采集地趋向于聚集在道路附近

Infrastructure, NSII)、中国动物主题库、中国生物物种

或者在相关科研院所附近，说明采样站点的可及性

名录等一系列生物多样性数据源。

是影响数据分布的重要因素 [9] ，类似的研究结果还

但是，现存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存在着一些问题，
例如本底不清，数据缺失严重。主要原因是过去的调
研工作主要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组成，缺乏详实的分
[1]

有“公路效应 (highway effect)” [10] 和“公路图效应
(road-map effect)”[11]。
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发展，数据库成为了 BDGA

布数据 。纵观国际，与欧美等科学强国相比，我国

的主要数据来源之一，例如 Chavan 等 (2010) 对 GBIF

在生物多样性的分类、地理分布和时间序列等方面数

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了完整性统计评估，发现数据在空

据的完整性、精确性和可靠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间、时间和类群覆盖度上有很大偏差，北半球的数据

[6]

。现存的生物多样性数据能否全面客观描述和评估

几乎集中在北美和欧洲，无脊椎动物和无花植物覆盖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存在疑问，从而影响后续利用。生

度很低，有大量数据没有时间信息[12]。Gaiji 等 (2013)

物多样性数据 Gap 分析 (BiodiversityDataGapAnalysis,

重新评估了 GBIF 数据的完整性和覆盖度，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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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 和 Hive 表等数据库分析和可视化方法 [13]。研

样强度在人口稠密地区反而不足 [21]。针对于中国动物

究显示此时的类群完整性相比 2010 年有所提高，类

分布数据的 BDGA，尚未见有系统报道。
进行 BDGA 方法论的研究和相关工具的开发，

群覆盖维度的数据 Gap 可能正在被填补，但仍然有
大量数据没有时间信息，影响了超过 1/3 的数据

[14]

。

对生物多样性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进行评估，是

Wetzel 等 (2014) 详细分析了欧洲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的

目前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

Gaps，并将分析范围扩展到全球数据库。该项目系统

BDGA，了解中国乃至全球现有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

地评估了空间、时间、类群上的 Gaps，以及数据可

性，可为今后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研究工作提供决策

访问性、趋势和数据质量等因素，发现类群覆盖度上

支持，帮助相关研究人员等应用生物多样性数据时进

存在明显不足，主要在特定区域的目标物种上 (如传

行数据客观性和可用性判断，为决策者制定生物多样

粉者)，空间覆盖度上东欧明显不足
了“未知数据 (dark data)”

[16]

[15]

。该研究强调

性保护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的重要性，发现有 2/3

的数据存在访问障碍，形成“假 Gaps”。

1

BDGA 工作流

技术进一步发展与成熟以后，BDGA 趋向更加复
杂与精细化。从单维度的类群、地理的 BDGA 到多

BDGA 工作流可分为数据整合、Gap 分析和结果

维度的类群和时空分布数据的综合分析。类群方面，

及评价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的相应流程如图 1 所示。

从分析单一动植物类群发展到多类群；时间序列方
面，倾向于挖掘全时间序列的数据；地区方面，出现
从单一国家或区域到面向全球的分析

[17-19]

1.1 范围与期望设定

。“大数据

进行 Gap 分析之前，应首先根据研究目的确定

时代”的到来使得 BDGA 朝着数据更加完整精细的

BDGA 的范围，并设定期望。可以从区域范围、时

方向发展，可加入分析的环境因素更为丰富，分析算

间跨度以及目标类群三个方面确定 BDGA 的范围。

法技术角度也更加多样。例如 Meyer 等 (2015) 整合了

区域范围最大可达到全球，也可以是大洲、国家和地

GBIF 数据库中全球共 21,170 种脊椎动物共 1.57 亿个

区，甚至是某一个自然保护区。物种分布数据的产生

分布记录数据进行了 BDGA，该研究使用了四种不同

时间对于数据质量与获取难度具有很大影响，因此必

的分辨率进行地图映射，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化的

须确定一个时间跨度，以确定获取的数据符合分析目

生物多样性信息在许多大型新兴经济体中比热带地区

标的要求。另外，还必须根据计划确定研究的目标物

[17]

。但这项研究的数

种或类群。数据期望需要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数据可

据来源单一，其它来源的可用数据可能会影响其分析

访问性受到许多障碍的限制。例如数据集过时，从业

结果。

人员或者研究兴趣导致的数据偏差，或者地理覆盖导

物种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更加不足

国内有以植物为主的 BDGA 研究发表，如 Yang

致的数据集的不一致 [22]。

等 (2013) 对中国 2370 个县的维管植物分布进行了
BDGA，表明中国 91% 的县级行政区采样强度还远远

1.2 数据源确定、可用性分析及预处理

不够，存在着较大 Gaps，同时发现海拔和年度降雨

用于 BDGA 的物种分布数据主要有两种类型：

天数最适合用于预测物种丰富度，但这种预测的可信

一类是基于野外调查或者标本采集地点的经纬度数据

[20]

。Yang 等 (2014) 又

形成的物种分布点记录，是特定物种在特定时间点出

进一步对中国维管植物数据进行了 BDGA，分析了

现在特定地理位置的直接证据。另一类数据是物种分

生物多样性信息的采样强度与可及性、人口密度等六

布范围地图，此类型数据是在物种分布点记录的基础

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以了解现有数据的潜在偏

上，同时考虑物种的适宜生境等不同来源的数据，结

差，结果发现海拔高度对采样密度有积极效应，而采

合各领域专家的研究成果确定的物种分布信息，最后

度受到数据完整性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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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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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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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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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

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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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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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地理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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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群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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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范围覆盖度
地理偏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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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与数据需求
发现

生物多样性数
据评估报告

图1

单一种

发布评估报告

BDGA 工作流示意图
Workflow of BDGA

形成物种分布范围多边形地图。另外还可从文献、考

图并用于后续分析。

察报告等未数字化的资源中获得大量的物种分布信
息，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将这些数据整理并加入分析。

1.3

Gap 分析

根据研究策略与计划确定物种分布的数据源以

Gap 分析一般针对两个不同方面进行，一种是

后，需要进行数据可用性分析。数据可用性分析主

针对类群，另一种是针对单个物种。针对类群进行分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数据源目录、数据覆盖范

析，主要着眼于分析物种分布数据的类群、地理和时

围、数据总量和可访问性 [7] 。通过直接下载或者数

间覆盖度 (图 2) [19]。而针对单个物种进行分析，则主

据服务接口技术来获取数据，并利用数据库相关技

要着眼于单个物种分布数据的范围覆盖程度以及数据

术来整合各种来源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建立 BDGA

存在的地理偏差估计 (图 3) [18]。

数据集。

1.3.1 针对类群的 Gap 分析

获取到的物种分布原始数据在进行 Gap 分析之

按类群进行的 Gap 分析主要评估生物多样性数

前应先进行数据清理，剔除明显无法用于后续分析的

据的三个维度——即类群覆盖度、地理覆盖度和时间

数据。例如部分没有可靠的完整学名或者物种分类还

覆盖度 [19]。类群覆盖度，即有多少不同类群的现有物

存在争议的记录；部分没有标明数据来源的记录；另

种被记录过，各区域之间的生物多样性状况被记录的

有一些数据获取时间太早 (如在 1850 年以前)，可信

详实程度 [23-24]；地理覆盖度，即特定地理区域被物种

度极低，应予以剔除；数据缺少地理坐标或者地理坐

分布记录的覆盖程度，影响物种分布模型的可行性与

标错误，并且没有相关可地标化的地理信息的；含有

可靠性 [25-26]；时间覆盖度，即物种记录在时间序列上

其他错误或者不符合分析要求的数据。随后将符合分

的连续程度，这对于监测物种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是十

析条件的数据整合并通过 GIS 分析软件形成栅格化地

分必要的信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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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度
0

低

类群不确定性
- 例如不明确的异名
地理不确定性
- 不精确的坐标
时间不确定性
- 采集时间久远

类群

1

不确定性
高

不确定性在 t4 到 t6
这段时间内较低

sp6
sp5

在 t6 时类群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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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xy4, xy5 和 xy6 在
类群覆盖度上有偏差

sp4
sp3
sp2

物种 sp4, sp5 和 sp6 在
时间覆盖度上有偏差

t2
t3
t4
t5
t6

t1 sp1
x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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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sp4 具有较高的
地理覆盖度
xy3

xy4

xy5

xy6

空

间

间

时

xy4 区域具有最高的
时间覆盖度

图2
Fig. 2

t5 时间段具有最高的
地理覆盖度

针对类群的 Gap 分析的分析框架 [18]
Framework of DGA for taxonomic group
分布范围内随机产生 1000 个点

零模型 (1000 次重复):
随机产生与实际可用记录数
相同的“伪分布记录点”

实际可用记录点

计算随机点到实际点的最短距离

Range coverage (RC): 计算随机点到实际点
最短距离的平均值

图3

计算随机点到“伪记录点”的最短距离

Geographical bias: 实际 RC 值与零模型 RC
平均值的差/零模型 RC 的标准差

针对单个物种的 Gap 分析流程 [18]

Fig. 3 Analysis flow of DGA for in dividual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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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群覆盖度：关于类群覆盖度的研究已有不

coverage，RC) 和地理偏差值 (Geographical bias，GB)

少，例如“census-”，“inventory-”或“survey

是可用于评估物种分布数据偏差的两个指标 [18]。这两

completeness” [28]。可从三个方面评估类群覆盖度，

个指标在计算时使用物种分布范围地图为基准数据，

一是在有权威的生物物种名录的地区，将具有物种

用于评估特定物种分布点记录的 Gaps。其中，范围

分布数据记录的物种或类群与标准名录进行对比分

覆盖度是用于衡量物种的分布范围被可用的分布点记

析来估计类群覆盖度；二是利用物种分布模型，在

录所覆盖的程度；地理偏差值则描述了该物种分布点

栅格地图中表示出实际记录的物种丰富度与模型估

记录在其分布范围内的非随机性水平，二者结合可较

算得到的物种丰富度的比值，再通过计算 Moran’s I

为清晰地表示出单一物种分布点记录的 Gap 大小。

等指数，估计各区域类群覆盖的均匀程度

[29-30]

。另

由于这两个指标均是以物种分布范围地图为基准数

外可通过时间累积曲线反映数据的类群覆盖度在时

据，因此分布范围地图的准确性将极大影响指标的可

间序列上的变化情况

[20, 31]

。在没有独立的基准信息

信度。并且这两个指标的隐含假设是对于一个给定物

的情况下，大多数估计类群覆盖度的研究均是基于

种，在可用记录的时间和分布范围内，在技术上至少

现有的可用物种分布点记录数据,计算相应的指数以

能被记录一次。然而现实中，分布范围地图在精细的

估计类群覆盖度。

空间分辨率下倾向于高估物种的分布区域 (即包含有

地理覆盖度：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数据的地理
覆盖度，从整体上看，可评估采样点数和物种数的关

物种从未被记录过的点) [32-33]。
范围覆盖度和地理偏差值的计算方法如下：

系，如果具有极少采样点的物种数极多，或者只有极
少数的物种采样点数量很多，可说明数据存在较大偏
差。另外可从给定区域栅格图的每个栅格所包含的采

其中，MMD (mean minimum distance) 为 1000 个随机

样点数量，通过计算 Moran’s I 评估采样点的空间聚

点和 n 个可用物种分布点记录之间最小距离的平均

集程度，可以了解物种分布数据在地理上的分布均匀

值，MinDistRPi 表示第 i 个随机点到离其最近的物种

程度。还可通过时间累积曲线计算每个栅格被采样点

分布点记录之间的最小距离。因此该绝对值越小表示

覆盖的百分比，了解物种分布数据在时间维度上的地

范围覆盖度越高。

理覆盖度。
时间覆盖度：对每个物种或者每个栅格计算数
据采集时间间隔的平均年份数的负值 (精确到月份)。

地理偏差值 (geographical bias) 实际上是一个标

这个指标表示给定的点在时间上的间隔，若该值的绝

准化效应指数，可用于定量表示在特定物种分布范

对值越大表示时间覆盖度低，也即表示在相当大的时

围内可用的分布点记录的偏差程度，其值的计算联

间间隔里没有任何数据，存在较大的时间序列上的

系了实际的 MMD 和在随机取样下的潜在 MMD 的

Gaps。从两个方面评估数据时间覆盖度侧重点有所

零模型。具体计算方法是首先在目标物种的分布范

不同，对每个物种均计算时间覆盖指数，可以了解数

围内随机取 n 个 (n 为实际可用记录数) “伪分布记

据整体的时间覆盖度，若大量物种的时间覆盖指数偏

录点 (pseudo-records)”，然后计算 MMD 值，重复

低，则说明数据在时间覆盖度上存在较大偏差；对给

1000 次，取平均值和标准差。然后用实际的 MMD

定区域的每个栅格计算时间覆盖度，如果区域的时间

减去上述平均值除以上述标准差后可得地理偏差

覆盖指数偏低，则说明该区域的数据在时间覆盖度上

值。该值越大表示实际采样点越集中于物种实际分

存在较大偏差。

布范围的某一部分，导致现有数据在地理上存在较

1.3.2

针对单个物种的 Gap 分析

除了简单的记录计数以外，范围覆盖度 (Range

大的偏差，数据过于集中，还需要进一步采样以减
小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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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DGA 效果评价

仍然会存在严重的 Gaps

[19]

。鉴于为完成生物多样性

完成 BDGA 以后还应对其结果进行相应评估，

保护的目标确保充足并持续的资金与资源支持存在相

以确认 BDGA 结果的可靠性，提出解决数据 Gap 的

当的困难 [37-39]，因此推进未数字化信息的数字化以及

相应方法，并尝试提出未来的 BDGA 的可能改进方

已数字化数据的共享是当前改善生物多样性数据状况

向。对应于 BDGA 分析的期望设定，BDGA 效果

应该予以协调与优先考虑的工作 [17]。

评价标准主要是分析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分析的

现存的生物多样性数据数量少且质量不佳，因

结果与目的的一致性。如果 BDGA 分析结果“符合

此需要利用 BDGA 在应用这些数据进行相关研究与

预期”，则需要仔细验证，是否数据仍存在明显的

制定政策时分析数据的不足之处，以及造成偏差的

Gaps (例如在特定的时间下某些数据来自不可能获得

原因，分析数据在应用时会对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

数据的地区)。若 BDGA 分析结果“不符合预期”，

响 (例如数据偏差对进行物种分布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则应进行后续分析，讨论原设定的期望是否难以实

影响程度)，以便尝试加以改进。另外需要开发更加

现，是否考虑到现有资源状况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妨碍

严谨精确的方法或者评估指标，在基底数据不足的情

了 BDGA 取得适当结果，或者讨论已发表的 BDGA

况下，尽可能了解数据的可用程度，评估不同指标对

研究是否遇到类似的问题。BDGA 效果评价将为未来

生物多样性评价及物种分布预测的影响。这一方面能

的 BDGA 奠定基础，可能产生新的见解与帮助 。

够有助于研究人员更精确地进行物种分布格局的预

[7]

测，从而进行更精准的保育工作；一方面也能够为今

2

BDGA 研究前景与展望

后的生物多样性保育研究作指导，以免有限的资源被
浪费在重复取样等方面。在数据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处于“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生物多样性数据量

BDGA 是一个需要定期持续进行的过程，其流程、

越来越大，共享程度越来越高，是充分挖掘生物多样

方法和途径并不需要彻底更新。正相反，任何后续的

性数据应用价值的最好时机。但尽管近年来生物多样

BDGA 应该从早期的 BDGA 中获取经验，即早期的

性数据的数字化与共享程度一直在加强，全球范围的

BDGA 结果是未来 BDGA 研究的基准。这就要求在

生物多样性数据状况仍然在类群、地理分布和时间序

进行新的 BDGA 之前，应该对以前的 BDGA 结果进

列上体现出较大的偏差，严重影响使用这些数据进行

行深入评估，以了解以往 BDGA 结果的积极或者消

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育工作，因为大多数物种分布

极的方面，有什么遗漏之处，并在进行后续的 BDGA

模型的方法对记录数与数据质量高度敏感

[34]

。更多地

将国家与地区的数据源整合到全球的数据共享网络可

时加以纠正。这些都有助于 BDGA 成为生物多样性
研究与保育工作的有效工具 [7]。

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补偿，但研究表明这些数据源显
示出了相似的偏差 [20, 30]。例如 GBIF 中中国大陆部分
的数据量较少，而实际上中国多年来通过野外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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