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生 物 志 库 

                     ——科学权威的中国生物总库 

1. 产品背景和简介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类自然界植物、动物和菌物

物种资源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以《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

国孢子植物志》为代表的生物志书的出版使得我国物种分类研究处于国际前列，

然而在数字时代书本资源形态难以满足用户高效率的学习和科研需求，另外专业

内容的封装特征也较难对接用户学习物种知识和分类辨识的需求。 

因此，生物物种领域亟需建立一个基于高度结构化和知识化的物种志资源、

以关系型数据库为架构支撑、以统一的资源管理系统为基础、以物种知识服务需

求为牵引的知识服务平台。在此背景下，科学出版社以权威志书资源为基础，建

立了“中国生物志库”，该数据库既是我国生物分类学代表性成果和水平的体现，

有效服务于相关专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将为我国农林、环保、海关、检验检

疫部门等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单位提供可靠、便捷的物种信息依据。该数据库

将持续更新、不断扩容，持续保障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促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提升物种领域数字资源的使用效率、有助于保持我国物种研究的国际领先水

平、促进全民科学知识水平和素养的提高。 

“中国生物志库”（species.sciencereading.cn）是我国首个权威发布且具有完

整知识产权的中国生物物种全信息数据库，收录了中国近 10 万种现生生物物种，

包括所有的植物类群（藻类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动物类群

（昆虫、鸟、鱼、两爬动物、哺乳动物、海洋动物等）以及菌物（真菌、黏菌、

卵菌）。数据库提供了生物物种的权威名称、分类地位、形态特征、分布、功用、

理论知识等生物学信息。大部分物种均配有彩色照片或者黑白线描图。库中每一

条物种信息、每一张图片、每一个理论知识均经过学术专家的科研论证与权威鉴

定，并已经在正式出版物中发布。 

 



 

  
中国生物志库（植物、动物） 

在数据库中，来自于经典志书的物种信息被碎片化、结构化、标准化处理，

按照多分类体系兼容的内容组织方式进行归类、建立索引。在此基础上，对隐藏

在出版物内容中的文本和数据进行大规模挖掘和清洗，按照专业分类规则匹配到

所在物种的各级属性，成为全球生物物种研究平台中标引最为深入、全面的数据

库，为生物学、生态学、海洋水产、农林、医药、检验检疫、食品轻工等专业的

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提供相关知识服务，是我国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研究

与教学的重要参考数据库。 

2. 产品内容 

“中国生物志库”目前包括“中国植物志库”和“中国动物志库”两个子库。目前

包括“中国植物志库”和“中国动物志库”，以正式出版的《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中国动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中国维管植物科属词典》为基础资源，并持续加入《中国生物

物种名录》《中国真菌志》《中国苔藓志》《中国淡水藻志》《中国海藻志》《中国

地衣志》以及地方物种志、名录、图谱等权威专著作为更新资源，着力打造全球

生物物种领域规模和权威性领先的知识服务平台。 

（1）中国植物志库  flora.sciencereading.cn 

《中国植物志》：在四代科学家通力合作、80 年工作积累基础上，汇集全国

146 家科研教学单位、312 位作者、164 位绘图人员前赴后继，精雕细琢，历时

45 年潜心编研而成，内容科学、权威。出版时间跨度为 1959 年至 2004 年，包

含 126 卷册、5000 多万字、9000 多幅图，全面记录了中国境内 301 科 3408 属

31,142 种维管束植物的形态描述、产地、分布、生态环境、重要种类以及经济用

途等，是中国境内所有维管束植物的“户口簿”。此外，《中国植物志》提出了全

新的分类系统，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的植物学“家底”。



 

《中国植物志》是世界已出版的植物志中收集种类最多、篇幅最大的志书，在国

际上为中国科学赢得了荣誉，也为中国乃至世界植物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获省部级以上奖 88 项，2007 年获得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09 年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编纂历时 25 年（1988~2013），

对《中国植物志》进行了全面修订并翻译形成英文版，是中国科学院主持的重大

国际合作项目的成果。通过研究 18 至 20 世纪大量欧美日植物学家和探险者在中

国采集的数十万份标本，并查阅植物分类学经典文献，结合近年采集的国内标本，

对疑难类群的形态性状和生物学特性进行观察和分析，对类群划分、物种名称、

分布区状况进行修订，着重物种的划分和归并、学名的考订和规范等，既是《中

国植物志》中物种信息的对照，又是在此基础上的修订和完善。包括文字 25 卷、

图版 24 卷，记录了我国维管束植物 312 科 3328 属 31362 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和高水平的英文版植物志。 

《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本套图鉴精选了中国境内野生植物和重要栽培

植物 1 万余种，配以图片近 2 万张，每一物种以中英文形式简要介绍生境、海拔、

花果期、分布、特征及应用。丛书共 9 卷册，4200 页，是继《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 之后，又一大型植物分类学编撰工程，是迄今为止，学术水平最高、制

作规模最大、收集物种最多的大型植物彩色图鉴。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由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牵头、经所内外约 130 位专家

的参与、耗时 15 年完成，共收载了我国高等植物 15000 种，包括有经济意义的

常见的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等植物种类，记录了其中文名、

重要别名和拉丁名、简明的形态描述、分属分种检索、主要用途、地理分布等信

息，每种植物均有插图。这项成果是对我国高等植物资源宝库的一次系统和深入

的挖掘，解决了农、林、医药等领域的大部分植物鉴定问题，并在开发利用我国

野生植物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系列图书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

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中国维管植物科属词典》：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主持，来自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和部分地方研究所、高等院校等 25

个单位 149 位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参加编研而成。该词典以被子植物 APG 系统为



 

主要框架，结合 Flora of China 和分子系统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石松类和蕨类以

Christenhusz 等的线性系统和最近的 PPG I 系统为依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分子系统学和分子地理学研究的进展。该书记录中国维管植物 314

科 3246 属，其中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39 科 162 属，裸子植物 10 科 44 属，被子植

物 265 科 3040 属。对于重新界定和新建立的科属，以及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科属

的分布区类型则根据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标准进行了划定。列出了中国维管植物科

属名录、汉拉科属名称对照表，以及与“Flora of China”在科属水平上的变动情

况。对栽培属的收录进行了校正，仅部分归化、逸为野生的或广泛栽培的属被收

录，列出其他不常见的栽培属或未归化属。 

（2）中国动物志库  zgzwz.lifescience.com.cn 

《中国动物志》：共计约 1 亿字，6 万幅图版，5 万余条物种信息，是有史以

来首次摸清我国动物资源家底的一项系统工程，104 家科研机构的 600 余位动物

学家共同参与，编撰历时 50 余年，目前仍在继续编写和出版，是反映我国动物

分类区系研究重大工作成果，共获国家、省部级奖 16 项。《中国动物志》是进一

步研究物种多样性、探讨物种演化和系统发育的奠基石，是动物资源开发利用、

有害物种控制、濒危物种保护的理论根据，为正确处理人和动物的关系、制定解

决人口和环境问题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国动物志》全面地揭示了我国生物

多样性及其资源在全球生物界的地位、作用以及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为其

他生物学分支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动物资源开发利用以及

农林牧渔、医药卫生领域中的有害生物防治提供了综合信息与基础资料；为解决

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健康和经济发展的生物战、外来物种入侵等事件提供了预

警、诊断和防范技术；为正确处理人和动物的关系、制定解决人口和环境问题的

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动物志库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动物志》为基础资源，并将逐步加入《中

国生物物种名录》（动物）以及其他地方物种志、名录、图志等物种领域经典专

著作为更新资源，年均数万条物种信息。 

3. 产品功能 

（1）高效、精准、功能丰富的物种信息检索 

在数据结构化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本数据库成为一个多维检索的知识服务



 

平台，方便用户筛选不同来源、分类层级、物种特征、分布地、海拔等条件的结

果，可按照合理的复选模式组合勾选，逐步缩小结果范围，满足精准查询的需求。

比如，在植物子库中检索时，用户可以选择各种特征条件进行限定，十分有助于

专业分类研究者在物种鉴定时缩小范围。 

 
生物物种信息的深度标引和应用 

检索范围扩展至不同系列志书的全文内容，检索结果更充分。具有丰富的筛

选条件，方便用户筛选不同来源、分类层级、分布地、海拔等条件的结果，以检

索命中数量排序。不同筛选条件可以按照合理的复选模式组合勾选，逐步缩小结

果范围，满足精准查询的需求。 

 

 



 

 

 

物种信息多维度检索筛选 

检索词智能联想和提示，提升用户检索的效率。 

 

（2）全面而专业的物种信息展示页面 

不仅展示物种丰富的文字、图像，还同时显示并可定位该物种的分类位置、

上下层关系以及同级相关类群的信息，促进一站式信息获取和研究应用。对于《中

国植物志》中的物种，其界面均由结构化流式页面配以原版志书，形成对照性资

料便于查证。具有优良的多终端适应性，便于移动环境使用。 



 

 

（3）先进的可视化互动呈现方式 

提供可视化、互动性的展示界面，用户可以对物种数量、分布、海拔、分类

树节点等进行选择、点击和拖动操作。 

 



 

 

（4）多元生物分类系统和索引模式 

数据库兼容并包了不同的物种分类系统，如中国植物志库就包含了《中国植

物志》的恩格勒系统和 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的 APG Ⅲ系统，

将来还会继续收录最新的植物分类系统（APG Ⅳ），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分类信息

获取和比较。此外，提供中文名、学名（拉丁名）、卷册索引等查找方式，保留

并忠实于经典志书原文编排。 

 

4. 优势与特点 

（1）内容权威质量高：定位中国生物物种信息总库，内容独一无二并且出

自权威机构、权威专家、权威出版物，知识正确性有保障。 

（2）检索范围广且效率高：在所有志书全文内容中进行关联检索，基于先

进算法进行排序，促进知识发现；同一物种按学名进行检索聚合，方便用户获取

和对比不同志书中的物种信息。 

（3）分类兼容性好：兼容多套物种分类体系，一站式提供多种可视化分类

树。 



 

（4）数据更新有保障：科学出版社不断新增出版各类物种志书、图谱，均

将纳入数据库内容更新计划，成为生物物种研究领域唯一的不断更新的资源库。 

5. 用户对象 

（1）用户类型：科研工作者、教师、学生、管理者、大众。 

（2）学科专业：生物学、生态学、农学、林学、药学等。 

6. 应用价值 

（1）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全面和权威的生物学参考资料、多元的检索筛选功

能和富含可视化形式的生物知识解决方案，包括： 

 高水平论文发表的权威参考文献； 

 

 

图注：Nature 论文引用《中国植物志(英文版)》。 

 各类生物物种志书的编纂参考依据；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中的分析鉴定依据； 

 

 

 物种数据采集、处理和分类鉴定的参照依据； 



 

 

 

（2）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便捷的生物教学参考资料、知识查询服务、课件制

作资源、试题和答案的可靠来源。 

（3）为管理者提供物种识别监测、入侵生物鉴定、生物危害预警和政策制

定的权威依据。 

（4）为大众提供系统、全面的生物物种科普知识，包括物种名称、形态鉴

别、分布地域、功能效用、各类线描和彩色图像。 

7. 内容评价 

《中国植物志》的出版是中国植物学的重大研究成果，也是中国出版事业的

丰碑。——李振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 

《中国植物志》是二十世纪世界植物学界的卷册最多的“巨著”。作为中国植

物资源宝库的钥匙，也是人类可能保存和利用它为人服务的第一步，认识自然的

必经之路。——吴征镒（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 

《中国植物志》对于研究世界植被、植物地理和植物区系有重要的价值。《中

国动物志》的编研是有史以来首次摸清我国动物资源家底的一项系统工程。——

陈宜瑜（中科院院士） 



 

由中国植物学家完成的《中国植物志》是一个具有巨大重要性的事件，世界

上没有任何植物志的规模可与之相比。——《科学》杂志 

8. 版权说明 

    本数据库版权属于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 

9. 产品机构介绍 

科学出版社成立于 1954 年，是直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科

学出版社秉承多年来形成的“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和“严肃、严密、严格”的

优良传统与作风，始终坚持为科技创新服务、为传播与普及科学知识服务、为科

学家和广大读者服务的宗旨，集聚了一支以两院院士、千人计划学者、长江学者、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主体的作译者队伍，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力作，被

科学届誉为“科学家的出版社”“院士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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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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