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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航次计划

调查资料汇交方案（试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岛海洋科学资料共享服务中心，2022 年 01 月

为规范和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航次计划（以下简称共享航次

计划）调查资料汇交工作，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航次计划实施

方案（试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管理与共享

服务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结合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管理的工

作实际，特制定本汇交方案。

1. 汇交范围

共享航次计划实施过程中，通过考察调查、观测监测、测试分析等

方式获得的原始资料及其衍生资料，都应按照本方案要求进行汇交。

2. 汇交内容

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汇交内容包括基础信息、实体数据、数据报

告、航次报告、成果图件等。

2.1 基础信息：按照附件表格填写提交。

（1）科学考察/搭载项目拟采集资料信息表（可通过线上系统提

交），见附件1。搭载项目负责人填写拟采集资料信息，共享航次实施

之前交给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填写科学考察项目拟采集资料信息。

（2）搭载项目资料需求信息表，见附件2。搭载项目负责人填写，

共享航次实施之前交给首席科学家。

（3）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元数据表，见附件3。首席科学家组织

搭载项目负责人，针对所采集生产的调查资料整理元数据。元数据表应

按照数据集分类（如航次/专业类别/原始数据/后处理数据等），每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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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填写一个元数据表。

（4）申请搭载和实际搭载项目信息表、参航人员信息表、参航单

位信息表、项目（拟）汇交资料汇总表、样品信息表、航次内调查资料

分发信息汇总表等基础信息，由首席科学家负责整理到航次报告中，通

过“航次报告管理系统”进行提交。

2.2 实体数据：包括原始数据、后处理数据、数据说明等。

（1）原始数据：共享航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现场记录（包括手工

记录、照片和视频等）、仪器自记录的原始数据和配置文件、仪器标定

文件、处理形成的标准化数据、仪器附带软件、数据处理软件等。

（2）后处理数据：在原始数据基础上，经过校正处理、标准化处

理、测试分析、质量控制等过程获得的数据，数据格式规范或符合专业

标准。

（3）数据说明：说明汇交数据的专业类别、文件格式、要素名称、

计量单位、读取处理软件和相关技术方法等。通过仪器测试取得的数据，

还需提供仪器的名称型号、状态说明、数据精度、测试环境以及前处理

方法等内容。

2.3 数据报告：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过程记录，主要内容包括数据格式、

数据采集信息（时间、设备及参数等）、数据分布地理区域、数据处理

方法和过程、质量控制方法、过程和可视化表征等信息。数据报告参考

《共享航次计划数据报告编写提纲》整理。

2.4 航次报告：现场调查情况的写实记录，主要内容包括调查计划、调

查站位、调查设备、搭载项目信息、参加单位和人员信息、航行和作业

过程、资料获取情况、资料汇交和分发情况、现场调查突发事件（如避

风、设备故障维修等）记录等。航次报告参考《共享航次计划航次报告

编写提纲》整理，并通过“航次报告管理系统”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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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成果图件：经加工整理和研究分析形成的图件产品及相关说明。

3. 汇交时限

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按照以下时限进行汇交：

（1）共享航次现场调查实施前，首席科学家应完成科学考察/搭载

项目拟汇交资料信息汇总和审核，并向资料中心（在线）提交。

（2）共享航次现场调查结束靠港前，首席科学家应完成各种现场

调查资料备份汇总工作，并向资料中心提交科学考察/搭载项目拟汇交

资料信息。

（3）共享航次现场调查结束后 6 个月内，首席科学家应将基础信

息、实体数据、数据报告、航次报告和成果图件等汇交至资料中心。

（4）需要延缓汇交的后处理数据及其相关资料，须在共享航次现

场调查结束时明确拟汇交时间，并由首席科学家按时将资料汇交至资料

中心。延缓汇交时间一般不超过科学考察项目资助期。

（5）对于长期观测监测资料，应在实施回收的共享航次现场调查

结束后 6 个月内， 由首席科学家汇交至资料中心。

（6）对于汇交时间超出科学考察项目资助期的资料，首席科学家

须向资料中心提交书面申请，明确资料延缓汇交事由、拟汇交时间和资

料汇交负责人等信息。资料中心将申请材料提交至主管部门，由主管部

门组织专家审批，确定资料汇交时间。资料汇交负责人须按时将资料汇

交至资料中心。

4. 汇交流程

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汇交流程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航

次计划调查资料汇交方案-流程.pdf”执行。

4.1 共享航次实施前

申请参与共享航次的搭载项目负责人和首席科学家须（在线）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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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考察/搭载项目拟采集资料信息表》（附件1），明确拟采集资料

内容和拟汇交时间，并承诺按期汇交。同时，需要申请共享航次计划调

查资料的搭载项目负责人应当向首席科学家提交《搭载项目资料需求信

息表》（附件2），说明支撑基金项目研究所需要的共享航次计划调查

资料。首席科学家将汇总审核后的附件1和附件2（在线）提交至资料中

心。

首席科学家须在航前对仪器设备、标准物质和化学试剂等进行检

查，确保采集的数据准确、可靠。

首席科学家须指定资料汇交负责人，由资料汇交负责人负责共享航

次计划调查资料的汇总、整理和汇交。

4.2 共享航次实施中

（1）资料汇交

共享航次现场调查过程中，首席科学家负责组织搭载项目负责人开

展调查资料的采集、整理和质量控制，填写《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元

数据表》（附件3），并将实体数据和附件3汇交至首席科学家（或资料

汇交负责人）。现场调查资料汇交须在共享航次结束前完成。

因特殊原因不能在现场汇交的调查资料（如后期处理分析数据、报

告和图件等），项目负责人须在共享航次现场调查结束时明确资料拟汇

交时间，并由首席科学家（或资料汇交负责人）按时将资料汇交至资料

中心。延缓汇交时间一般不超过科学考察项目资助期。

对于汇交时间超出科学考察项目资助期的资料，项目负责人须填写

《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延缓汇交申请表》（附件4），明确资料延缓

汇交事由、拟汇交时间和资料汇交负责人等信息。首席科学家汇总并审

批后，统一将附件4提交至资料中心。资料中心视情形将申请材料提交

至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审批，确定资料汇交时间。首席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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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资料汇交负责人）须按时将资料汇交至资料中心。

首席科学家（或资料汇交负责人）将已汇交资料和延缓汇交资料的

信息整理到《项目（拟）汇交资料汇总表》（见《共享航次计划航次报

告编写提纲》附件）中。

（2）资料分发

首席科学家（或资料汇交负责人）根据搭载项目负责人的资料使用

需求（附件2），制定航次内资料分发方案。首席科学家（或资料汇交

负责人）根据方案对调查资料进行现场分发，并将分发信息填写至《航

次内调查资料分发信息汇总表》（见《共享航次计划航次报告编写提纲》

附件）。

4.3 共享航次结束后

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整理、质控、内审和汇交：

（1）资料整理与质量控制

搭载项目负责人须按照共享航次计划相关规定和首席科学家要求，

对所采集的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和质量控制，对资料异常或缺失情况进行

分析和说明，检查和评估资料质量，并按时、保质、保量向首席科学家

汇交资料。

后处理数据须按照《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要素计量单位规范》和

附件3《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汇交表》格式要求进行整理。规范中没

有涉及到的专业要素，建议参考国家标准《海洋调查规范》（GB/T

12763.*—2007）的要求进行整理。资料中心将根据专家意见，对规范进

行补充和完善。

（2）资料质量内审

首席科学家须按照共享航次计划相关规定和资料中心要求，对拟汇

交资料进行质量内审，请专家对拟汇交的调查资料和《数据报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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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审查并给出审查意见，填写《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质量内部审查

表》（附件5）。

（3）资料汇交

首席科学家（或资料汇交负责人）将通过质量内审的调查资料和审

查意见进行备份、汇总和分类整理，填写《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汇交

记录表》（附件6），并通过线上或线下向资料中心汇交。

（4）资料审查

资料中心负责对汇交的资料进行审查，包括形式审查和质量审查。

资料中心从完整性、一致性、可读性和规范性等方面对资料进行

形式审查，并将发现的问题反馈至首席科学家。

资料中心组织资料质量控制专家组成员对通过形式审查的资料

进行质量审查。资料质量控制专家组成员对基础信息、实体数据、数据

报告、航次报告和成果图件等资料的质量进行审查并作出客观评价，形

成专家审查意见，并通过资料中心反馈至首席科学家。

首席科学家应在接到反馈问题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会同搭载项

目负责人给予答复和解决，进行资料补交或情况说明。

资料中心组织资料质量控制专家组成员对反馈的资料进行审查。

未通过审查的资料将由首席科学家和搭载项目负责人继续进行质量控

制，直至通过审查。

（5）资料接收

对于通过审查的资料，资料中心在收到审查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向

首席科学家开具资料汇交回执（附件7）。通过审查的资料将由资料中

心接收保管，并依照程序被共享与使用。资料中心将资料汇交情况和专

家审查意见提交至主管部门，为共享航次计划监督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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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汇交方式

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汇交可采用网络汇交和离线汇交两种方式。

对于不宜通过网络汇交的资料，须采用集中或单独报送的方式进行离线

汇交。汇交应是电子化资料，必要时同时汇交纸介质的扫描件或复制件。

离线汇交须由资料中心和首席科学家（或资料汇交负责人）现场核

对汇交资料的内容和数量，并填写资料汇交记录。

网络汇交可采用 Email、FTP 等网络传输方式。FTP 服务器访问信息

请联系资料中心。

联系人：贾贞，nsfcodc@fio.org.cn，0532-88962091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仙霞岭路 6号，邮编 266061

6. 资料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

共享航次计划获取的各种观测资料实行分级分类共享制度。资料中

心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授权范围内，依据相关管理规定做好共享

航次计划调查资料管理和共享服务工作，保障资料安全。

共享航次计划科学考察项目和搭载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须对共享

航次计划调查资料进行引用标注，并对共享航次计划项目进行致谢（有

另行约定的除外）。

（1）资料引用格式在共享服务平台发布，资料申请者须按照发布

的格式对所使用的资料进行引用标注；

（2）对共享航次计划项目的致谢格式为：

本研究的资料及样品采集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享航次

计划项目（项目批准号：XXXX）的资助。该航次（航次编号：XXXX)

由“XX”号科考船实施，在此一并致谢。

Data an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onboard of R/V xxxx implementing

the open research cruise NORCXXXX-xx supported by NSFC Shiptime

Sharing Project (project number: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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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本研究的资料及样品采集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享航次

计划项目（项目批准号：41849901）的资助。该航次（航次编号：

NORC2019-01）由“北斗”号科考船实施，在此一并致谢。

Data an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onboard of R/V "Beidou"

implementing the open research cruise NORC2019-01 supported by NSFC

Shiptime Sharing Project (project number: 4184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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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科学考察/搭载项目拟采集资料信息表

注：该表用于科学考察项目和搭载项目在航前提交拟采集资料信息

航次编号

项目名称及批准号

项目依托单位

项目负责人
电话

Email

资料汇交负责人
电话

Email

资料拟汇交时间
（不得超过科学考察项目执行期，如果超出该期限，请提交资料延缓汇交申请）

采集资料内容（包括资料学科属性、使用的仪器，采样要素等）

项目承诺

本项目保证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并承诺按时汇交所采集的资料。若

填报失实和违反承诺，项目负责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资料许可共享时间

（不超过资料采集时间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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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搭载项目资料需求信息表

航次编号

搭载项目名称及批准号

搭载项目依托单位

搭载项目负责人
电话

Email

申请的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预期成果及成

果产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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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元数据表

序号 名称 内容

1 数据集名称

2 数据集摘要

3 搭载航次和编号

4 数据集所属航段

5 航次日期

6 来源项目和编号

7 调查/观测平台类型

8 调查/观测平台名称

9 数据专题类别

10 数据类型

11 采样/观测要素

12 观测量

13 仪器设备

14 大地坐标参照系统

15 覆盖地理区域

16 经度 1
17 经度 2
18 纬度 1
19 纬度 2
20 时间标准

21 数据采集开始日期/时间

22 数据采集结束日期/时间

23 空间分辨率

24 时间分辨率

25 文件类型及说明

26 数据处理人

27 处理软件及方法描述

28 数据质量情况

29 数据大小

30 安全限制级别

31 数据保护截止日期

32 数据提交单位/部门

33 数据权利人

34 数据提交人

35 联系方式

36 数据提交日期

37 其他说明

注：（1）该表与数据同时提交；（2）不同专业、类型（如：原始数据/后处理数据/...）的数据集

分别填写；（3）有站位、测线等信息的附详细信息表；（4）与本数据无关的表项可以填写“不适

用”，请勿留白；（5）各项填写说明见下表，参考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行业标准 海洋信

息元数据 HY/T 13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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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填写格式及内容

1 数据集名称 如××年××航次××航段×××原始数据集（或后处理数据集）

2 数据集摘要
数据集的简要描述，便于用户了解该数据的必要信息，如数据内容、数据

质量、质控过程、处理方法等

3 搭载航次和编号 航次名称（编号：NORC20XX-XX）
4 数据集所属航段 如果只有一个航段，可不填

5 航次日期 （各子航次）起始 YYYY-MM-DD至结束 YYYY-MM-DD
6 来源项目和编号 数据集来源项目（/课题）名称、编号

7 调查/观测平台类

型

水面船/潜水器/飞机/浮标/移动陆地战/固定陆地站/深拖曳/锚泊海底仪/卫
星遥感/雷达站

8 调查/观测平台名

称
如“向阳红-18”科考船

9 数据专题类别
海洋水文/海洋气象/海洋生物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地球物理/海底地形

地貌/海洋声学/海洋光学与遥感/海洋灾害等

10 数据类型 原始数据/后处理数据/成果文档/成果图件

11 采样/观测要素 温度/盐度/密度/五项营养盐/叶绿素 a/...
12 观测量 观测站次/测线长度/断面数（附站位表/测线信息等）

13 仪器设备
获取数据采用的仪器设备（如：海上调查仪器设备或室内分析测试仪器设

备）的名称、型号

14 大地坐标参照系

统
WGS-84坐标系/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15 覆盖地理区域 如黄海、东海、西太平洋等

16 经度 1 数据采样海区西边界-180.00~180.00（Min Lon.）
17 经度 2 数据采样海区东边界-180.00~180.00（Max Lon.）
18 纬度 1 数据采样海区南边界-90.00~90.00（Min Lat.）
19 纬度 2 数据采样海区北边界-90.00~90.00（Max Lat.）
20 时间标准 UTC时间/北京时间/格林威治时间/儒略时间

21 数据采集开始日

期/时间

格式：YYYY-MM-DD(HH:MM:SS)
数据开始观测时间（非连续观测，填写第一个站观测时间）

22 数据采集结束日

期/时间

格式：YYYY-MM-DD(HH:MM:SS)
数据结束观测时间（非连续观测，填写最后一个站观测时间）

23 空间分辨率 空间采样间隔或网格空间分辨率，包括水平分辨率和垂直分辨率

24 时间分辨率 采样时间间隔

25 文件类型及说明
如 ASC、CNV、DOCX、GIF、HEX、JPEG、XLSX、TXT等，对文件中

的格式进行说明。

26 数据处理人 负责该数据集数据处理的人员信息

27 处理软件及方法

描述
专业数据处理软件、版本和处理方法描述

28 数据质量情况 简要描述数据集的质量情况

29 数据大小 文件大小；包含文件数量、文件夹数量

30 安全限制级别 未分级、公开、国内、内部、秘密、机密、绝密、其他

31 数据保护截止日

期
公开/YYYY-MM-DD（应不超过数据采集或产生后 24个月）

32 数据提交单位/部
门

负责数据产出和汇交单位/部门

33 数据权利人 可以是单位或个人，用于成果发表的署名和致谢

34 数据提交人 数据汇交联络员

35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邮件

36 数据提交日期 YYYY-MM-DD数据提交日期

37 其他说明 与数据相关的其他各种信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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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延缓汇交申请表

第 页 / 共 页

航次编号

项目名称及批准号

项目依托单位

项目负责人
电话

Email

资料汇交负责人
电话

Email

资料采集时间

拟汇交资料内容

资料拟汇交时间

延缓汇交事由：

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保证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并保证按此执行。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首席科学家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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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质量内部审查表

第 页 / 共 页

项目名称

批准号 航次编号 NORC××××-××

项目负责人 依托单位

首席科学家 资料汇交负责人

资料审查时间

资料审查内容

验收组成员签字（可附件）：

分类逐项审查

意见

（每类数据审查内容包括：齐全性检查；数量检查；质量检查；规范性检查；

可读性检查；安全性检查。）

一、数据
1. CTD
2. 营养盐数据

3. 叶绿素
4. .......
二、元数据

三、数据报告

四、航次报告

五、......
审核验收组组长：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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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汇交记录表

第 页 / 共 页

项目名称

批准号： 航次编号：NORC××××-××

项目负责人
电话

Email

首席科学家
电话

Email

航次起止日期

调查区域

资料汇交单位名称

资料汇交单位地址 ，邮编

资料汇交日期

资料所属学科
海洋水文/海洋气象/海洋生物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地球物理/海底地形

地貌/海洋声学/海洋光学与遥感/海洋灾害等

资料汇交方式 线上汇交系统/FTP/光盘/U盘/...

资料汇交内容

如：CTD原始数据、CTD处理数据、叶绿素、营养盐、自动气象站、探

空气球...

汇交资料目录结构

可附二级及以上目录结构截图，体现数据主要内容。

若内容超出一页，可将“数据汇交内容”和“汇交数据目录结构”另附页，并

标注“见附页”。

资料文件量 大小 ，包含 个文件、 个文件夹

资料汇交人

电话

Email

资料接收单位

签收人（签字）： 签收时间： 年 月 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岛海洋科学资料共享服务中心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仙霞岭路 6号，邮编：266061
联系人：贾贞，电话：0532-88962091，Email：nsfcodc@fio.org.cn

注：该表与资料同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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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共享航次计划调查资料汇交回执

第 页 / 共 页

项目名称

批准号： 航次编号：NORC××××-××

项目负责人 首席科学家

项目依托单位

资料汇交情况

（汇交日期、汇交资料学科分类、主要内容、数据量等）

资料审核情况

（审核日期、审核意见、修订情况等）

资料接收单位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岛海洋科学资料共享服务中心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仙霞岭路 6号，邮编：266061
联系人：贾贞，电话：0532-88962091，Email：nsfcodc@fio.org.cn

注：原则上，资料中心只为每个航次提供 1份含有基础资料的签收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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