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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巨大，基础气象数据的缺乏、缺失导

致目前对于地表水循环机理及其相关驱动产物的研究还不甚明朗。当

前，由于我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及水资源污染双重压力。而水资源污

染现状在近年来日益凸显。由于当前对于非点源污染监测依然频率较

低、采样较少，很难从空间连续分布尺度掌握我国非点源污染整体分

布规律。CMADS 数据集采用中国大气同化驱动场作为其重要数据

源，为研究人员提供了高密度、质量好的气象资料，将很大程度减少

对于非点源模型等气象输入数据不确定性的问题，最大限度的使非点

源模型发挥其效果，可很好的本地化水资源及非点源污染等模型。此

外，研究人员可方便的利用 CMADS 提供的多年尺度文本格式数据进

行高分辨率的气象时空尺度分析。CMADS 数据集为我国提供了一个

基础气象数据规程，研究人员采用统一驱动场研究的结果可更好的方

便我国各类研究的对比与探索。希望 CMADS 数据集可为您的科研提

供方便与信心。感谢中科院寒旱所刘时银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

态与地理所陈曦研究员、马里兰大学张雪松教授等 CMADS 数据合作

者为本数据做出的贡献，感谢 CMADS 团队蔡思宇、殷刚、杨明祥、

秦韬等成员，特别感谢 CMADS 团队张利敏博士汇总 CMADS 申请数

据。 

CMADS 数据集工作组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二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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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ADS 数据集从发布至今已经近 10 个月，从 2016 年 4 月份，

我 们 开 始 在 基 金 委 国 家 地 球 系 统 科 学 数 据 平 台

（http://westdc.westgis.ac.cn/）公开共享本数据。截止 2017 年 2月 12

日，我们已经收到国内近 732个申请。数据浏览量已经突破 14985次。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CMADS 数据在 2016 年 5 月份申请量达到峰值

（138 人/月）。在 2016 年 8 月到达第一次谷值（30 人/月），而这一期

间为暑期放假期间。随后申请量又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图 1 CMADS 数据集申请量 16 年分布情况 

 

    为了解中国地区 CMADS 数据集用户分布情况，我们随机选取

了 708 位研究人员上传的申请表，通过对申请表进行逐一的记录，我

们初步了解了 CMADS 用户在中国地区的分布情况（图 2）。分析发

现：CMADS 目前申请用户数量最多的前六名省份分别是：北京（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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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陕西（76 人）、湖北（72 人）、广东（48 人）、甘肃（47 人）、

江苏（28 人），其他申请人所在地区依次为：新疆、湖南、河南、山

东、重庆、吉林、内蒙古、浙江、江西、四川、云南、上海、黑龙江、

天津、河北、辽宁、山西、安徽、贵州、福建、广西、青海、宁夏。 

其中尚无申请的地区为：澳门、海南、台湾、西藏、香港（图 3）。 

 
图 2 CMADS 数据集中国用户分布情况 

 

 
图 3 CMADS 数据集中国用户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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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调研了用户将 CMADS 数据集应用于哪些省份作为其研

究区（图 4），通过调研我们发现：CMADS 数据集用户更多的是将研

究区选取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及华北及东北地区，而以上地区传

统气象观测站均较华中、华东、华南地区少。 

 

图 4 CMADS 数据集兴趣省份分布 

 

 
图 5 CMADS 数据集兴趣省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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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分区内具体兴趣省份的前六名分别是：甘肃（63 个）、青海

（46）、新疆（45）、北京（44）、西藏（38）。其他兴趣省份依次为：

黑龙江、陕西、内蒙古、河北、广东、云南、山东、安徽、湖南、江

西、湖北、天津、重庆、辽宁、河南、宁夏、浙江、四川、吉林、上

海、山西、江苏、广西、福建、贵州、海南。 

    为了解 CMADS 数据集用户将都将该数据集应用于哪些研究领

域，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统计工作（图 6）。 

 

图 6 CMADS 用户研究方向 

 

    分析发现：大部分 CMADS 数据集用户在研究方向上主要集中于

水资源建模（23%）、生态水文研究（20%）、非点源污染研究(19%)、

气候变化研究（7%）。其他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辅助遥感监测（3%）、

基础气象数据分析（3%）、降水数据收集（3%）、教学工作（3%）、

灌区地下水研究（2%）、寒区水文模拟（2%）、计算干旱指数（2%）、

人类活动对径流影响研究（2%）、水文过程参数不确定性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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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建模研究（2%）、其他水文模式应用（2%）、PM2.5 质量浓

度影响（1%）、SWAT 模型水盐运移（1%）、冰雹灾害监测预警（1%）、

城市内涝研究（1%）、多气象要素数据分析（1%）、寒区水质模拟（1%）、

建立对流层延迟模型（1%）、科技产品研究（1%）、太阳辐射研究（1%）、

蒸散发研究（1%）。 

    为了体现研究方向的细微差别及特色，本统计未将特色研究方向

归为大类进行统计，如：将寒区水文或水质模拟分别归入水资源建模

及面源污染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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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DS 数据集部分申请机构来源： 

安庆师范大学 

宝鸡文理学院 

北京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赛博莱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京水江河（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理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省气象局公共服务中心 

广西大学 

广州地理研究所 

贵州省气象局 

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 

海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 

河北工程大学 

河海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 

江西师范大学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解放军 65061 部队 

昆明理工大学 

兰州大学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南昌工程学院 

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宁夏大学 

青岛大学 

清华大学 

三峡大学 

山东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尚正（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 

天津大学 

武汉大学 

西安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西北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南大学 

咸阳师范学院 

新疆大学 

玉溪师范学院 

长安大学 

长江水利委员会 

长沙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郑州大学 

中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中国林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中南电力设计院 

中山大学 

重庆大学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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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DS 数据集官网： 

 

http://www.cmads.org/ 

 

 

CMADS 腾讯 QQ 交流群 

 

http://www.cmad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