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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确保有海上考察需求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顺利实施,推动和提升我国海洋科学

领域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２００９年设立“共享航次计划”项目.共享航

次计划的实施为海洋科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调查平台,发现和解决一批重大科学问题,培养和锻炼

了大批青年骨干,在推动海洋数据资料积累与共享的同时,有力促进了我国海洋科学的研究,但在

资助模式、组织管理以及数据共享等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共享航次计划资助绩效评估

基础上,从完善资助模式、优化组织管理、规范数据共享等方面为未来共享航次计划项目的完善发

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　共享航次计划;资助成效;资助模式;数据共享

　　海洋科学作为研究地球上海洋的自然现象、性
质及其变化规律的基础性学科,在开发海洋、利用海

洋、保护海洋、管控海洋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１].但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相对滞后,缺少海洋

科学考察船和调查设备等进行海洋考察与研究的平

台工具[２],直接阻碍了海洋科学的快速发展.为推

动我国海洋学科的发展,在前期海洋科考资助模式

探索的基础上[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基金委”)２００９年启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

洋科学考察船时费专款”项目,以期通过合理、有效

地调配考察船资源,为需要出海调查的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简称“搭载项目”)提供考察船运行时间,以
确保基金项目海上调查的顺利实施,从而将基金项

目的出海需求与考察船的高效利用统筹起来.该项

目的实施在我国创建了“海洋学考察船开放与共享”
的新机制,因其开放与共享的特点,亦被称为“共享

航次计划”[４].共享航次计划的实施切实解决了出

海考察用船难的问题,一定程度推动了海洋学科的

发展,但如何在充分利用航次共享的基础上,满足考

察需求,提高出海科考数据及成果的质量,已成为共

享航次计划发展、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截止２０１７年,基金委共出资２．３５亿人民币资

助５９个共享航次开展了科学考察,航次先后由中国

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
国海洋大学、福建海洋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厦门

大学６家高校或科研院所承担,调查海域广泛,范围

遍及渤海、黄海、长江口、东海、台湾海峡、南海、西北

太平洋、印度洋等海域,共收集现场调查资料１．３
TB.期间,基金委共收到搭载项目申请１７３５项次,
经审核批准“搭载项目”１６８６项次,涉及不同科学基

金项目１０２１个,依托单位９９个,参与现场调查人员

累计超过４５００人次.
“共享航次计划”的管理理念是科学家共同参与

管理,在科学基金的框架下,按照公平、公正、安全、
经济、科学的方针开展共享航次计划项目的资助与

管理,通过成立了“共享航次专家组”“资料共享服务

中心”和“共享航次项目管理办公室”三个组织共同

参与共享航次计划的实施与管理,将运行资助方(基
金委)、船舶所有者及航次组织承办单位(研究院所

或高校)和用户(科学家个体)密切联系起来[５].三

个组织管理机构在首席科学家的协调下,各相关单

位、组织机构及科学家个体各行其职、相互配合、相
互监督与制约,共同为推动共享航次的顺利实施献

计献策.“共享航次专家组”“资料共享服务中心”
“共享航次项目管理办公室”和“共享航次执行单位”
在首席科学家机制调配下共同为共享航次计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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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助成效

共享航次计划实施７年来,通过合理、有效地调

配考察船资源,在科学调查共享平台、重大科学问题

解决、青年骨干培养、学科交流交叉、海洋数据共享、
海洋知识科普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

１．１　搭建了海洋科学调查平台

截止２０１６年,申请共享航次计划的“搭载项目”
共１７３５次,实际资助“搭载项目”１６８６次,涉及不同

科学基金项目１０２１项;７年来,“搭载项目”申请数

量逐年增加,参与共享航次计划的依托单位众多.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共享航次计划共受理１７３５项“搭载

项目”申请,整体呈现增长趋势(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搭
载项目”申请情况:２０１０年１１３项、２０１１年１６４项、

２０１２年２２５项、２０１３年３０４项、２０１４年２６９项、２０１５
年２８９项、２０１６年３５４项).其中增长最为突出的

是２０１３年,同比增长３５．１％,其次是２０１６年同比增

长２２．５％.随着共享航次计划项目实施逐步科学

化、系统化,以及科学家群体对共享航次计划项目的

认识逐步加深,“搭载项目”年申请量基本保持稳定

增长态势.
共享航次计划资助的“搭载项目”,涉及１０２１

个不同科学基金项目和９９个依托单位,承担的“搭
载项目”数最多的５个机构分别为:中国科学院南

海海洋研究所(２０７项)、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１４４项)、中国海洋大学(１４１项)、厦门大学(９９
项)、华东师范大学(６２项).共享航次计划资助

“搭载项目”的依托单位众多,体现了共享航次计

划具有普惠性特征.共享航次计划实施７年来,共
执行完成共享航次计划项目５９项,海洋科学考察

船所调研的海域范围分布广泛,涉及渤海、黄海、
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吕宋海峡、西太平洋、东印

度洋等海域,累计考察海域８７次(由于一项共享航

次可能会涉及多个季节调查,故海域频次比共享航

次计划项目数量多),基本覆盖我国的周边海域.
其中目标海域为南海的航次项目数量最多,占总数

的３５％,其后依次为:东海、台湾海峡分别占总数

的１２％,渤黄海(１１％),长江口(１０％)、西太平洋

(１０％),东印度洋(１０％).
共享航次计划为海洋科学领域科学基金项目的

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共享调查平台,使得海洋考察需

求与考察船的有效使用在共享航次计划平台上实现

了统筹,大批科学基金项目借助共享航次跨越了缺

少观测平台的壁垒,多海域的海洋科考获得了研究

项目所需的调查数据和样品,有效助推了大批科学

家利用现有海洋科考船开展自由探索和创新研究,
对海洋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现.

１．２　发现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学问题

共享航次计划的实施,使得科学基金项目在获

得大量第一手现场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海洋科学基

础研究得到了极大促进与提高.共享航次计划已成

为我国海洋科学基础性研究的有力支撑,如在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和西太平洋共享航次的资助下,我国

科学家在西边界流区成功布放、回收深海测流潜标,
取得了长时间连续、原位的实测数据,奠定了我国在

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地

位.此外通过多道反射地震监测,解释南海北部沉

积盆地的地层结构和演化机制,为油气资源调查提

供参考[４].其他海域也发现一些令人深思的科学现

象,如南海西部深层环流,珠江口地质构造,长江口

北面的冷涡等.

图１　共享航次计划搭载人数情况

(数据来源于青岛海洋科学资料共享服务中心)

１．３　培养与锻炼了大批青年骨干

共享航次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充
分发挥首席科学家在航次规划、组织与实施过程中

的作用,逐渐培养了一批从事海上调查研究工作,在
海洋科考中锻炼自我,在应对多种多样的海洋环境

中拥有丰富的海上作业经验及危机处理方案的青年

科研工作者.共享航次计划先后搭载约４５００人次

进行海上科考,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共享航次计划搭载人

数情况详见图１[数据来源于青岛海洋科学资料共

享服务中心提供的共享航次信息统计表(部分数据

不完整)及共享航次项目结题报告],特别是为大量

研究生提供海上现场调查作业的条件,不仅能更熟

练掌握仪器操作方法,而且数据获取和处理工作在

专业作业人员指导下,提高了科研实践能力和对海

洋科 考 更 充 分 的 认 识.图 １ 为 基 金 委 提 供 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共享航次搭载人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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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促进了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交叉

共享航次计划资助的“搭载项目”覆盖６个科学

部、１１８个学科,涉及９９个依托单位,培养了多位人

才骨干.“搭载项目”涉及的科学部具有明显的学科

特色,其中,８９．７％的项目来自地球科学部,５．２％的

项目来自生命科学部(其中有两个项目３０８７３１２９、

３０９０１８８０所属学部为医学科学部,由于在２０１０年

之前申请,并未界定医学科学部与生命科学部,且数

量较少所以一并计入生命科学部),１．６％的项目来

自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另有少量项目来自化学科学

部、信息科学部、数理科学部等,体现了共享航次计

划的学科包容性,以及对促进学科交叉、跨学科交流

做出的努力.
科研机构间通过“一带多”的模式形成关系紧密

的合作网络,３０家论文高产机构中８０％的科研机构

图２　“搭载项目”论文机构合作网络详图

参与共享航次计划(图２);同时,科学家借助共享航

次搭建的平台,增进学术交流、相互学习借鉴,不同

学科的学者间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多学科人才的

交流间接体现了共享航次计划对海洋科学领域的学

科交叉与融合的推动作用;产出论文学科覆盖率达

７４％,WoS的１１８个学科类别均存在共现关系(图
３);产出论文覆盖[６]包括地球科学、生态科学、机械

工程、环境科学与技术、物理学、数学方法、计算机科

学、化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传染性疾病、生物医

学科学、健康与社会问题、经济政治与地理学科等在

内１４个学科(图４).学科丰富程度、覆盖范围、共
现关系均体现了共享航次计划对学科交流的促进作

用,直接说明共享航次计划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海洋

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１．５　推动了海洋科学数据资料的积累与共享

共享航次计划不仅推动了海洋科学考察船搭载

的共享,同时带动了调查资料的积累与数据共享.
目前完成的５９个共享航次,共收集１．３TB的现场

调查资料[７],具体收集情况如表１.调查资料涵盖

多学科、多专业、多类型、多海域的数据,基本实现了

共享航次调查资料统一归口管理.共享航次计划的

实施实现了我国海洋科学资料大范围覆盖和快速积

累,对于我国海洋事业远期规划以及长期的海洋研

究提供有力的数据基础.数据共享方面,目前已实

现了元数据信息广泛共享,基础数据航次内共享,专
业数据在项目之间协商使用的共享模式.海洋数据

共享机制为科考人员提供分享、交流多学科的专业

数据的平台,同时为更多没有科考机会的学者提供

相关海洋数据信息,进一步推动我国海洋学科的全

面建设与发展.

１．６　促进了海洋知识的全民科普

共享航次计划不仅为研究人员进行海洋科考研

究提供平台,而且是公众真实了解海洋知识、海洋科

考的有效途径,间接推进海洋知识全民科普工作的

进程.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７日,中国海洋大学在执行基

金委海洋科考任务中与中国科协北京主会场进行实

时连线,“东方红二号”“科学号”“海洋六号”等船只

在不同海区作业,向公众介绍下海工作实况.通过

常态化科普工作的进行,也把海洋科技逐渐渗透到

全民科普教育之中,向普通大众介绍海洋科学知识、

推广海洋科学技术的应用、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

精神,让大众对海洋知识有了更全面、真切的认识.

表１　共享航次资料具体收集情况

年份
航次数
(个)

数据总量
(GB)

物理海洋、
生化等(GB)

地球物理
(GB)

２０１０ ５ ４１．６ １１．９ ２９．７
２０１１ ７ ７９．３ ２０．８ ５８．５
２０１２ ９ ７７．６ １９ ５８．６
２０１３ ９ ８５．５ ２３．４ ６２．１
２０１４ １０ ４７７ ３８ ４３９
２０１５ ９ ９５．３ ３０．２ ６５．１
２０１６ １０ ４５７．６ ７６．６ ３８１
累计 ５９ １３１３．９ ２１９．９ １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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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搭载项目”论文学科类别共现关系图

图４　“搭载项目”论文所涉及学科覆盖图

２　共享航次需求与存在的问题

共享航次计划是推动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发展和

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举措,创建了科学考察与人才

培养同步推进的新模式,为完善科学基金制度、探索

新的资助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海洋科学的不

断探索,科考需求不断变化和增强,具体表现如下:

(１)深海探索的科考需求.长期的环境观测、
样品获取和数据积累是人类认识海洋和研究其发展

规律必不可缺的基础资料,基于海洋科学研究需要

科考的学科特性,海洋调查是人类了解海洋、认识海

洋的必由之路[８].共享航次计划实施七年间逐步实

现对我国近海领域的常态化探索,海洋数据实现大

范围、长时间的积累,但因天气、经费、技术等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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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海域的探索仍然欠缺.深海被誉为“共享世纪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新疆域”,对深海的大规模探

索、开发不仅能满足我国研究人员在海洋领域深入

研究的科考需求,也对我国海洋科学走向国际化至

关重要,是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因此深海航次

的共享应尽快纳入共享航次计划的资助范围.
(２)海洋科学研究资助需求.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随着我国对海洋科学发展的重视,海洋科学项目申

请量逐年上升,海洋科学仍有巨大发展空间,研究需

求不断增长.项目整体资助率保持在２５％左右,共
享航次资助项目的占比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海洋

科学作为考察性基础学科,实际参与共享航次计划

进行出海科考的项目数还非常少,共享航次计划的

资助项目应根据每年申请情况、科考需求逐步增加.
基金委海洋科学(学科代码D０６)的项目申请与资助

情况如图５所示.
(３)推进跨学科研究的现实需求.科学技术的

发展总是伴随着学科分化与交叉融合的衍化过程,
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在关

于重点学科建设中,教育部着重强调要加强基础科

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特别是交叉学科的研究,促进

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兴学科的生长.为了全面发展

海洋学科,积极探索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交叉,共享

航次计划的“搭载项目”的选择应重视跨学科项目,
推动多学科的交流与交叉,在海洋科考中探索生物

学、医学、化学等科学的发展,不断孕育新的学科增

长点.
共享航次计划实施７年,在取得一系列成果的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相关数

据分析以及实地调研,本文针对实际航行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主要从经费资助、组织管

理、数据共享三个方面说明共享航次计划存在的

问题.
其一是经费资助有待进一步加强.科研项目的

顺利实施离不开经费的有力支撑.海洋科学考察船

和调查设备是进行海洋考察与研究的重要平台和必

要工具,考察船和调查设备的运行维护需要庞大的

经费支持,在经费资助方面存在以下问题:调查船上

搭载项目、需求种类繁多,首席科学家的协调组织工

作、共享服务中心的资料整理等任务艰巨,但共享航

次计划所属的应急项目并未设置间接费用、专用经

费,无法对首席科学家、资料汇编人员及相关作业活

动提供补助;各课题组科研任务繁重,既有经费除满

足基本科研任务后,无法为船只上的人员提供更多

的公共服务;在设计船时费用时未考虑实际科考中

可能遇到的突发天气状况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使得

航时延长而导致经费不足等问题.
第二是组织管理模式不够完善.三个组织管

理机构在首席科学家的协调下共同参与共享航次

计划的实施与管理,确保了共享航次计划能够顺利

运行,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搭载项

目”的航次安排不当,同一航次的“搭载项目”需求

差异较大,在数据收集、处理方面难以统一调配,
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航次时间和资源的浪费;首席

科学家模式与日益增长的科考需求的矛盾,首席科

学家负责共享航次组织、协调工作、调查实施等工

作,但随着航次“搭载项目”的增加,首席科学家工

作量逐渐增大,难以有效综合协调整个航次;周期

短,结题资料不足,共享航次计划项目时间周期较

短,造成项目审核不严,产生疏漏,部分“搭载项目”

图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海洋科学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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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航次结题验收后才能获得测试数据,所以在

结题中不能提交全部资料,致使共享航次获得的数

据成果统计不完整.
第三是数据共享机制尚待进一步健全.随着共

享航次计划的影响逐渐扩大,更大范围共享资料的

需求逐渐增加,但资料广泛共享受到资料安全性、数
据质量、评价与分类管理以及数据共享平台运营情

况等因素制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数据共享不充

分,出于资料保密的考虑,共享数据主要为公共基础

数据,专业数据缺乏,专业数据的共享存在是否可共

享、产权约束等问题;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因参加科

考人员的专业技能不足和资料的收集管理、数据质

量审核等工作的繁重,导致共享的数据质量参差不

齐,难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专业性.

３　未来资助建议

为进一步响应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加快海洋强

国建设”,为更好地推进并完善共享航次计划,持续

全面发展海洋科学,本文从完善资助模式、优化组织

管理、规范数据共享等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以期对

今后共享航次计划更好的实施提供指导借鉴.
(１)完善资助模式.共享航次计划施行７年

间,“搭载项目”的数量、类型逐年增多,涉及海域范

围越来越广,为满足日益增多的项目资助需求,应及

时地结合资助情况的变化调整资助方式,加大对共

享航次计划的资助强度,以便于更好地为科学基金

项目服务.可结合共享航次计划本身特性,完善资

助工具类型,建议将其从“应急项目”类型调整为工

具项目系列;通过设立合理经费科目对首席科学家

给予间接经费补助,将其视为一种激励制度,以提高

相关首席科学家及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可以通过设

置专用经费用于实验数据互校,进而提高数据可靠

性,确保数据共享质量.
(２)优化组织管理.共享航次计划的管理理

念是科学家共同参与管理,将运行资助方(基金

委)、船舶所有者及航次组织承办单位(科研院所

或高校)和用户(科学家个体,即科学基金项目负

责人)密切联系起来.逐年增多的“搭载项目”与

日渐庞大的共享航次计划体系,需要更加科学高效

的管理.为保证共享航次计划更好的运行,从管理

方面提出如下建议:建议完善搭载项目申请需求

表,明确申请项目的研究内容与需求,设计航次任

务时要适当兼顾部分科学基金项目特色研究的科

研需要;建议延长调查项目的运行时间,给予项目

首席科学家充足的时间开展调查工作总结、资料收

集与汇交、编写共享航次报告等后续工作,保证资

料共享服务中心有充足时间对共享航次汇交的资

料进行细致审查;建议规范论文标注信息,要求受

益于共享航次计划的科学基金项目相关科研论文

产出予以标注共享航次计划资助信息;鼓励出版受

益于共享航次计划所发现与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的读物,以便更好地体现共享航次计划在促进海洋

科学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
(３)规范数据共享.数据共享平台是共享航次

计划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为海洋科考的数据资料

共享提供了重要保障,对拓宽数据资源的应用范围、
提高数据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积累的共享数据

增多,对共享数据的管理、质量控制及数据平台的运

营更加至关重要.因此建议出台相关政策,制定供

相关人员遵守执行的“共享航次资料共享和使用的

规则”文件,明确基础数据和专业数据共享规则与范

围;为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准确性、完备性,建议加大

对调查数据质控工作的支持力度,规范数据格式,鼓
励常态化观测,即对关键断面长期连续观测,并且建

立跟踪机制,提高数据质量与可使用性;提高对数据

共享平台运营维护的重视,加强对数据共享平台的

管理与维护,提高数据获取的便捷性,致力于建立更

加开放便捷的数据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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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onPromotingtheScienceFundsSharedVoyage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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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establishedthe“SharedVoyagePlan”project
in２００９toensurethesmoothimplementationoftheNaturalScienceFundprojectwiththeneedformaritime
investigation．SharedVoyagePlanfurtherpromotesandenhancesresearchonmajorscientificissuesinthe
fieldofmarinescienceinChina．Theimplementationofthesharedvoyageplanhascreatedagoodsurvey
platformformarinescientificresearch,identifyingandsolvinganumberofmajorscientificissues．In
addition,alargenumberofyoungscholarshavebeentrained．Accumulateandsharingofmarinedata,it
haspromotedtheresearchofmarinescienceinChina．Basedonthefundedperformanceoftheshared
voyageplan,thispaperproposessomesuggestionsfortheimprovementofthefuturesharedvoyageplan
projectfrom theaspectsofimprovingthefunding model,optimizingorganization management,and
standardizingdatasharing．

Keywords　SharedVoyagePlan;fundingeffectiveness;fundingmodel;data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