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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页 

系统登录地址：http://www.nsfcodc.cn/BDCR/html/base/login.html 

输入用户名、密码后，点击登录。 

工作人员已为您创建好账户，用户名为用户申请参与共享航次计划时使用的邮箱。 

默认密码为“a!123456”。 

 

2 元数据汇交功能 

功能描述：新增、编辑、删除元数据，对元数据进行汇交。 

2.1 列表界面 

首页上有检索关键字、高级搜索、新增、编辑、复制、删除等功能，展示系统显示如下

图： 

 

http://www.nsfcodc.cn/BDCR/html/base/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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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关键字搜索 

在检索关键字的输入框中输入相应内容，点击“ ”可进行列表中所有内容的模

糊查询。 

2.1.2 高级搜索 

点击“ ”可展开高级搜索的内容，包括数据集名称、调查海域、来源项目名称

等，填写完对应信息后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显示相关元数据信息，点击横线下的 即可将

高级搜索栏隐藏，展示如下： 

 

2.1.3 列表排序 

点击“ ”可选择列表内容进行

排序。 

或点击想要排序的相应列的列名进行排序。 

 

2.2 查看界面 

点击列表中操作栏的“ ”可进入该元数据的详情界面，可以查看该元数据暂存或

提交时输入的具体信息。点击右上角的“ ”，可以返回到列表页面，具体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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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增界面 

点击“ ”可进入元数据汇交的新增页面，界面中的必填字段需要填写才可以对

数据进行暂存以及提交操作。点击“ ”可以显示剩余的非必填字段，再次

点击即可隐藏，底部上传区域图、断面图、平面图、其他图片以及数据报告时，界面显示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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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必填项 

录入页面中带“ ”的选项为必填项，必须填写内容才可以进行暂存或者提交的操作，

例如数据集名称、数据集摘要等。 

2.3.2 弹窗选择数据 

录入页面部分数据为点击后弹出窗口进行选择，如来源项目名称、汇交单位、汇交人，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相应数据点击“ ”就可以填入数据。弹窗分为单选弹窗和多选弹

窗两种，单选弹窗只能选择一个，如果碰到有选择的数据无法找到的情况，可以先点击

“ ”清除掉所有选择的数据再进行勾选和保存。部分截图如下： 

 

2.3.3 文件上传 

先点击“ ”后选择相应格式的文件，再点击“ ”后即可将文件

上传。 

上传文件支持格式为：bmp、jpg、jpeg、png、gif、tiff；上传的单个文件不大于 100m。 

2.3.4 数据关联 

页面中的部分数据存在关联关系。比如选择来源项目名称后，页面会自动加载出搭载航

次以及该航次下的所有航段可供选择。选择汇交单位后，汇交人会自动过滤出该单位下的所

有用户。 

2.3.5 数据校验 

页面部分数据存在默认的校验关系。调查结束日期是不得大于调查开始日期的，汇交时



 

6 
 

间以及数据保护截止日期都不得大于调查结束日期。经度 1西边界、经度 2东边界的输入范

围为-180~180，纬度 1南边界、纬度 2北边界的输入范围为-90~90，椭球体扁率分母、投影

原点纬度等输入数据只保留 5位小数。 

2.4 修改界面 

点击列表中操作栏的“ ”可进入该元数据的编辑界面，界面内容同新增界面一致，

只有暂存时的元数据才可编辑，一旦提交后元数据就不可修改。 

 

2.5 复制界面 

为了用户录入新的一条元数据方便，用户点击列表中操作栏的“ ”即可新增一条

和被复制的元数据内容一致的元数据记录。用户可对新增元数据的内容进行编辑、修改、暂

存、提交、删除。 

 

2.6 删除界面 

选中列表中的数据，点击列表界面“ ”按钮即可删除选中的记录。只有元数据状

态为暂存的数据才可以进行删除。如果存在有关联的实体数据，则该数据无法删除。 

 

3 实体数据汇交功能 

功能描述：新增、编辑、删除实体数据，对实体数据进行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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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列表界面 

3.1.1 关键字搜索 

列表左上角为搜索功能，输入关键字后点击查询 ，可以根据数据的汇交单编号和

科学考察项目名称进行关键字模糊搜索。 

 

3.1.2 高级搜索 

点击左上角搜索关键字旁的“ ”，显示出高级搜索对应检索条件，可以根据汇交

单编号、元数据编号、资料汇交人、数据状态以及科学考察项目名称进行组合查询。 

高级搜索中的数据状态可使用下拉框选择相对应的数据状态进行搜索查询。 

点击横线下方的 将高级搜索栏隐藏。 

 

3.1.3 列表排序 

可根据汇交单编号和汇交时间进行升序或者降序排列数据。 

或点击想要排序的相应列的列名进行排序。 

 

3.2 查看界面 

点击列表界面中操作栏中详情按钮可进入到数据详情界面。 

 

左上角显示汇交单单号，其它为用户录入数据，附件读取用户上传文件的文件名，点击

文件名可以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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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增界面 

点击列表右上角“ ”，可进入新增页面进行数据录入。 

 

3.3.1 选择项目批准号 

首先点击项目批准号文本框弹出项目勾选窗，可以选择想要提交的项目名称以及对应的

项目批准号，勾选后点击确定，自动生成汇交单编号(项目编号_汇交时间年月日_序号)，并且根

据项目批准号获取科学考察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信息和首席科学家信息，以及查找对应项

目下的元数据信息。 

 

项目只允许选择一个，如果选择多个会弹出提醒，可使用弹出窗左上角“ ”清空

勾选项目进行重新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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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科学考察项目名称和项目批准号后，点击元数据编号文本框，可以选择对应的元数

据，可以进行多选，然后点击左上角“ ”确认选择。 

 

 

如果是从元数据页面点击实体数据汇交按钮跳转到实体数据页面，会根据元数据信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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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项目批准号，并自动生成对应汇交单编号。根据项目批准号获取对应元数据编号、科学考

察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信息、首席科学家信息以及航次编号填入对应的表格中。项目批准

号和元数据编号可点击进行更改，其他信息会根据更改所选的项目批准号和元数据编号变更

为对应数据。 

 

3.3.2 元数据选择 

选择对应项目批准号可以对该项目下元数据进行勾选，勾选后自动获取该元数据下的航

次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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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其他数据录入 

资料数据量只保留小数点后三位，资料文件数量和资料文件夹数量只能填正整数。 

 

点击文件上传中的“ ”，上传文件格式只能为 ZIP 或 RAR，上传的每个文件的

文件大小最大允许为 100MB。上传文件后，后台会根据当前汇交单生成的汇交单单号创建

对应的文件夹，用来存放上传的文件。 

3.3.4 暂存、保存和返回 

所有数据填写完毕，可选择点击“ ”或者“ ”。点击“ ”为暂存数据，

点击暂存按钮后页面不返回，可在当前页面再次编辑，也可以点击返回回到列表，从列表中

点击编辑进行二次编辑。点击“ ”，页面返回到列表，数据状态变更为审核中，无法

进行二次编辑。如果没有点击暂存直接点击“ ”，则当前填写数据清空不保存，返回

列表。 

如无法进行暂存或者提交，需检查以上带“*”数据是否已经进行选择或者填写，检查

完毕再次点击暂存按钮或者提交按钮进行暂存或者提交。 

 

3.4 修改界面 

数据状态为暂存状态可以通过点击列表操作栏中“ ”进入编辑页面，进入审核状

态数据只能查看详情无法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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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按钮后对对数据进行编辑，可以再次点击“ ”、“ ”或者“ ”，

“ ”为保存当前页面编辑修改后数据，“ ”为提交当前页面修改后数据，数据

状态变更为审核中，“ ”为返回列表，不保存数据更改，直接返回。 

 

 

3.5 复制界面 

为了用户录入新的一条数据方便，用户点击列表中操作栏的“ ”即可新增一条和

被复制的数据内容一致的数据记录。用户可对新增数据的内容进行编辑、修改、暂存、提交、

删除。 

 

3.6 删除界面 

勾选需要删除的数据，然后点击右上角“ ”进行确认删除。只有数据状态为暂存

的数据才可以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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