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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个国家大数据发展 

• 2012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投资近两亿美元开始推
行《大数据的研究与发展计划》，涉及美国国
防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门等多个联邦部
门和机构，意在通过提高从大型复杂的的数据
中提取知识的能力，进而加快科学和工程的开
发，保障国家安全。 

• 日本政府在2013～2020年期间，以发展开放公
共数据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日本新IT国家战略，
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广
泛运用信息产业技术的社会”。 

• 英国将大数据列为战略性技术，推出一系列支
持大数据发展的举措，2013年投资1.89亿英镑
支持大数据技术研发。 



全球各个国家大数据发展 

• 法国发布《数字化路线图》，宣布将大力
支持大数据在内的战略性高新技术，投入3
亿欧元资金用于推动大数据领域的发展。 

• 韩国积极制定一系列有关大数据的发展战
略，将大数据技术研发项目视为具有“国
家意志”的科技项目，划拨了2亿美元预算，
将在2013年起的4年时间里打造旨在运用大
数据的国家工程。 

• 新加坡抓住大数据的机遇，加强政府数据
分析的能力建设，推动新加坡成为全球数
据分析中心。 



国务院通过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 一要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共享，
消除信息孤岛，加快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
避免重复建设和数据“打架”，增强政府公
信力，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先推动交
通、医疗、就业、社保等民生领域政府数据
向社会开放，在城市建设、社会救助、质量
安全、社区服务等方面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 二要顺应潮流引导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以企业为主体、以市
场为导向，加大政策支持，着力营造宽松公平环境，建立市场
化应用机制，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应用，催生新业态、新
模式，形成与需求紧密结合的大数据产品体系，使开放的大数
据成为促进创业创新的新动力。 

• 三要强化信息安全保障，完善产业标准体系，依法依规打击数
据滥用、侵犯隐私等行为。让各类主体公平分享大数据带来的
技术、制度和创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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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AGNET国际地磁台网 

 



GIRO (Global Ionospheric Radio Observatory) 

 



非相干散射雷达(ISR)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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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球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子午链 

 



国际空间天气子午圈计划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观测台站 

北京观测站 
（40.3ºN ， 116.2ºE ） 

三亚观测站 
（18.4ºN  109.6ºE） 

南极中山站 
(69.4ºS  76.4ºE ) 

 

武汉观测站 
（30. 5ºN,114.2ºE） 

漠河观测站 
（53.5ºN  122.3ºE） 

沿东经120度子午线附近，横贯我国南北，

纬度间隔10度左右合理分布，并延伸至地

球南极和北极；具有地磁、电离层和中高

层大气综合观测手段。 

北极黄河站 
(78.9ºN  11.9ºE ) 

 



中国科学院日地空间环境观测研究网络 

 

4个地球物理国家
野外站+5个院级
野外站+数据中心 



中国科学院日地空间环境观测研究网络 

观测：综合磁层、电离层、中高层大气、地磁和重力等多

个学科的观测手段，北起漠河，南到三亚构成我国大陆南

北跨度最大、布局合理的沿120度经线分布为主的观测网； 

研究：分析研究我国空间环境结构变化特性以及对太阳活

动等的响应，特别是着力解决中高层大气和电离层之间以

及它们上下耦合和作用过程等关键的科学问题； 

      在我国空间物理和有关地球物理观测研究中发挥示范

和引领作用，在我国所处的中低纬地区的近地空间环境研

究，地球各圈层耦合及相互作用的基础性研究中发挥不可

替代的作用，并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应用研究做

出贡献。 



中国GNSS电离层观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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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序列数据资源 

• 电离层测高仪  
– 漠河（2010）   —北京（2009） 
– 武汉（1946）   —三亚 （2011） 

• 流星雷达  
– 漠河（2011 ） —北京（2002） 
– 武汉（2002） — 三亚（2009） 

• GPS TEC与闪烁观测 
– 北极黄河站（2007） —漠河（2006）  
– 北京（2004） —武汉（2001） 
– 三亚（2004） —南极中山（2012） 

•  地磁观测 
– 漠河（1991） — 北京（1991 ） 
– 三亚（2006） — 南极中山（1991） 
– 南极长城站（1993-1995） 



历史观测数据的归档 

武汉站电离层历史
资料处理（1946-） 



历史观测数据的归档 

 

北京(13年) 

武汉(61年) 

广州(13年) 

满洲里(13年) 

长春(13年) 

邵阳(2年) 

乌鲁木齐(13年) 

重庆(13年) 

海口(13年) 

兰州(13年) 

台北(23年) 

中坜(15年) 

北海
道(64
年) 

指宿(49年) 

东京
(55
年) 

冲绳(42年) 

电离层历史资料
处理，形成数据
集共计416站年 



多参量区域性地图 

foF2地图与IRI比较 
EOF Map IRI Results 



亚洲扇区的磁暴期间电离层扰动 

TADs 
 
~2 hour 
~4213.4 km 
~ 590 m/s 

Ding, F et al, 
Ann. Geophys., 
31, 377–385, 
2013 



建立Madrigal数据镜像站 

 



Madrigal数据库的数据种类 

1 Incoherent Scatter Radars  
2 Geophysical Indices  
3 Modelled data  
4 HF Radars  
5 MST Radars  
6 MF Radars  
7 Meteor Radars  
8 Ionosondes  
9 Satellite Instruments  
10 Fabry-Perots  
11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s  
12 Lidars  
13 Imagers  
14 Magnetometers  
15 Coherent Scatter Radars 

非相干散射雷达数据 

卫星数据 



Madrigal系统培训会 

 



GIRO镜像站 

 

DPS4D 
Mohe 

DPS4D 
Beijing 

DPS4D 
Wuhan 

DPS4D 
Sanya 

IGGCAS mirror site  

data exchange 

Internet Internet 

Public 
Public 



DPS4D数据实时驱动IRTAM模式  

 

Mohe 
Beijing 
Wuhan 
Sanya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 地球物理科学数据中心 
– 现整合数据296.4GB 
– 发布元数据58条 
– 自主数据（26.4GB）+ Madrigal镜像站（27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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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非相干散射雷达 

SYISR效果图 

大功率相控阵“三亚非相干散射雷达”（简称

SYISR），将是国际上首台进行低纬电离层常规观测

的和东半球最重要的非相干散射雷达。 

用于“低纬大气层-电离层-磁层耦合” 重大科学问

题研究，开拓新的学科领域，并服务于我国南方及南

海地区的高频通信、卫星 

通信与定位导航等。 



三亚非相干散射雷达 

最强大的电离层探测手段 

原理：通过测量带电粒子热起伏散射的电磁波回波反
演电离层参数 

参数：电子密度、温度；离子密度、温度、速度；中
性密度、温度、风场 

高度：50∼6000km (电离层，部分大气层、磁层) 

电子密度 

电子温度 

离子温度 

离子速度 



国内外数据交换 

 国家子午工程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中国气象局空间天气中心 

 亚太中高层大气观测网 

 国际实时地磁网 

 国际数字测高仪网 

 GIRO全球电离层电波观测网 

 …………. 



开展技术创新工作 

• 多源信息融合、关联分析 

• 长时间序列参数预测 

• 数据可视化 

• 数据辅助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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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E.M.T. (Hour)

h′F2 h′F h′E

Yearly ionospheric data plot ( I )
1976      120° E.M.T.( G.M.T. + 8h )      Wuhan ( 114° 21.5′ E   30° 32.7′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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