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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协同运行实践与思考

李亿红袁摇 徐摇 韧袁摇 宋晨瑶

渊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袁上海 圆园园员猿苑冤

摘摇 要院根据海洋环境监测数据来源的不同袁以数据为核心袁围绕着数据的获取尧数据的存储尧数据的分析

评价尧信息的发布等数据流向的各个环节袁开展了不同数据来源全流程的信息化工作袁数据流向的每个环

节都有相应的成果且实现了协同业务化运行袁构成了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遥 本文阐述了海洋环境监

测信息化体系及各组成部分协同运行原理袁重点介绍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袁对其成

功应用实践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袁并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袁提出了将来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工作的重点和

发展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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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是海洋环境监测的必由

之路遥 目前关于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的报道有不

少袁但大多是针对某一专题某一环节的信息化袁还
未见关于不同监测数据来源全流程信息化以及不

同数据来源各个环节信息化成果协同业务化应用

的报道遥
目前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常见的数据来源有 源

类院一是 常见的数据来源袁即通过船舶现场人工

采样尧少部分样品现场分析袁大部分样品带回陆上

实验室进行分析曰二是由各个海洋站或中心站报

送的监测数据袁这些数据通过国家海洋环境监测

信息在线编报系统报送曰三是船载集成系统自动

监测袁即在监测船上构建局域网络袁通过集成采样

设备尧样品检测设备获取数据袁通过建设船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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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尧开发相应的软件以及配备船岸通信设备等袁实
现海洋环境监测自动采样尧自动分析样品尧分析数

据自动入库尧数据实时发回岸上等功能袁船载集成

系统自动监测是 圆员 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的咱员暂 袁经
过野九五冶尧野十五冶愿远猿 项目的资助研发袁在野十一

五冶得到了继续改进和完善并得以在上海准业务

化示范运行曰四是正在发展的浮标监测系统及其

他一些实时在线监测系统获取的数据遥 应该说袁
目前还是以前两种数据获取方式为主袁后两种方

式为辅袁但后两种数据获取方式在海洋环境监测

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袁且是将来海洋环境监

测发展的趋势和方向遥
针对以上 源 种常见的数据来源袁以数据为核

心袁围绕着数据的获取尧数据的存储尧数据的分析

评价尧信息的发布等数据流向的各个环节袁开展了

不同数据来源全流程的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工

作袁每种数据来源的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成果且

实现了协同业务化运行袁构成了海洋环境监测信

息化体系遥 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的成果包括

国内首个海洋监测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尧大型海

洋生态环境立体实时监测系统尧多源多元海洋环

境监测综合数据库尧海洋环境综合评价系统尧网站

信息发布系统等袁这些成果都得以协同业务化应

用且部分成果为国际国内先进水平遥
员摇 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及其协同作用原理

员援 员摇 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

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的核心是数据袁针
对不同的数据获取方式以及数据流向的每个环

节袁东海监测中心依托业务化项目尧数字海洋项

目尧海洋公益性专项尧愿远猿 等项目开展了相应的信

息化工作袁实现了海洋环境监测全流程的信息化袁
监测流程的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信息化成果袁且
这些成果协同运行袁构成了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

体系袁图 员 为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框图遥
体系框图中的淤野海洋监测实验室信息管理

系统渊匀再允悦蕴陨酝杂冤冶为国内海洋领域首个实验室

信息管理系统曰于为多元多源数据库袁关于海洋监

测数据库的报道很多咱圆鄄猿暂 袁但实时和非实时数据统

一管理的综合数据库及相应的数据转换和数据同

步工具尚未见诸报端曰盂为海洋环境监测综合评

价系统袁主要对实时和非实时数据进行分析评价袁
可根据国标或自定义标准对数据进行快速分析评

价曰榆为野海洋生态环境实时立体监测系统冶袁集
成了国内首个放射性化学浮标监测系统遥 国内有

针对船载集成系统自动监测流程的报道咱员袁源暂 袁关
于海洋环境立体监测系统的文章也不少咱缘鄄苑暂 袁但多

种数据来源信息化成果协同作用的阐述本文是

首次遥
员援 员援 员摇 匀再允悦蕴陨酝杂

匀再允悦蕴陨酝杂 为国内海洋领域首个实验室信息

管理系统袁该系统除了具备普通实验室信息管理

系统的通用功能袁还根据海洋环境监测的特点量

身定制了 缘 大特色功能模块院淤外业采样模块曰于
短时间大批量样品条码扫描交接及出入库管理模

块曰盂生物种名数据录入模块曰榆大型仪器分析数

据自动入库模块曰虞内外业数据无缝衔接模块遥
匀再允悦蕴陨酝杂 实现了海洋环境监测 悦酝粤渊悦澡蚤灶葬 酝藻鄄
贼则燥造燥早赠 粤糟糟则藻凿蚤贼葬贼蚤燥灶冤的信息化袁实现了从野方案 原
样品 原 数据 原 报表 原 报告冶全过程的动态管理袁
匀再允悦蕴陨酝杂 为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在海洋环境监

测领域的创新与发展遥

图 员摇 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框图渊鄢不是体系建设

内容袁但其接口是体系的组成部分冤
云蚤早援 员 悦燥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葬糟贼蚤燥灶 遭造燥糟噪 凿蚤葬早则葬皂 枣燥则 皂葬则蚤灶藻 藻灶增蚤则燥灶鄄

皂藻灶贼葬造 皂燥灶蚤贼燥则蚤灶早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泽赠泽贼藻皂
员援 员援 圆摇 海洋环境监测数据库及各种数据转换和

入库工具

海洋环境监测数据库具有要素多但参数少的

特点袁整个数据库采用 韵则葬糟造藻 平台建立袁包括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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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数据库表袁通过航次信息尧站位信息尧监测数据

信息三级级联的方式实现数据库表之间的关联遥
目前海洋环境监测综合数据库中存储了 员怨愿源 年

至今东海区所有的海洋环境实时监测和非实时监

测数据遥 通过开发多个数据转换和入库工具袁实
现了多元多源数据的统一管理以及多个应用系统

的无缝衔接袁为海洋环境监测综合评价系统提供

数据源遥
员援 员援 猿摇 海洋环境监测综合评价系统

海洋环境监测综合评价系统主要是对数据进

行快速分析和评价袁针对海水水质尧沉积物质量尧
海洋生物质量尧陆源入海排污尧海水入侵尧土壤盐

渍化开发了单因子指数评价模型曰针对海洋生物

多样性开发了生物多样性指数 匀爷尧种类丰度指数

杂尧均匀度指数 允尧种类优势度 再 等多样性评价模

块曰此外袁针对海水水质袁还专门开发了营养指数

耘尧有机物污染指数 粤尧营养状态质量指数 晕匝陨 等
综合评价功能模块遥 评价标准既可选择国家标准

也可自定义标准袁可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遥
开发了评价结果统计尧报表尧图件制作尧结果导出

等功能袁满足用户对海洋环境监测数据分析评价

的需要遥
员援 员援 源摇 海洋生态环境立体实时监测系统

海洋环境生态立体实时监测系统为我国目前

大的海洋生态立体实时监测系统袁实现了 源 大

集成院
员冤数据集成

实现了船载自动监测系统尧生态浮标尧大浮

标尧光学浮标尧放化浮标尧悦韵圆浮标尧悬浮物浮标以

及营养盐浮标实时监测数据的集成袁可实时查询

这些实时监测数据遥
圆冤模型集成

集成了实际工作中需要的各种专题模型如赤

潮预警报模型尧西太预警模型等袁这些模型可快速

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并生成产品遥
猿冤产品集成

实现了对模型生成的产品的可视化展示并自

动生成各类报告袁产品实时入库管理袁可实时查询

有系统产生的各种 终产品遥
源冤服务集成

系统除了可以提供数据和产品的查询服务袁
还实现了短信和 耘皂葬蚤造 服务袁可及时将 终产品

和预警报信息发送给用户和管理部门遥

员援 圆摇 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协同作用的原理

从体系框图可以看出袁整个信息化体系协同

作用的枢纽和核心是综合数据库袁通过各种数据

同步工具将多元多源数据进行统一入库管理袁其
中数据转换和入库工具是关键遥 数据转换和入库

工具采用了 载酝蕴 技术袁通过修改转换规则实现不

同数据库和表结构之间的自由转换袁在转换过程

中同时实现数据的筛选袁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袁图 圆
为多元多源数据的转换和入库流程袁主要功能及

步骤包括院
员冤通过数据同步日志袁确定 新同步数据

点袁提取源数据库中的监测数据

圆冤根据数据对应规则袁确立从源数据库中提

取的数据与目标数据库中表和字段的对应关系遥
猿冤根据对应关系和数据清洗机制袁对提取的

数据进行清洗遥
源冤将提取的数据转换为符合目标数据库的

数据格式袁并导入目标数据库中遥
缘冤将新的同步日志写入被源数据库中遥

图 圆摇 多元多源数据的转换和入库流程

云蚤早援 圆 悦燥灶增藻则贼蚤燥灶 葬灶凿 泽贼燥则葬早藻 云造燥憎 糟澡葬则贼 燥枣 酝怎造贼蚤责造藻 凿葬贼葬
泽燥怎则糟藻泽

圆摇 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成果应用成效

东海监测中心一直把野业务化应用冶作为信

息化工作的目标和衡量信息化工作好坏的重要标

准袁并且采用野边建设尧边应用尧边完善冶的原则进

行袁体系各组成部分既可独立运行袁又可协同运

行袁各组成部分成熟一个尧使用一个袁经过 员园 葬 坚

持不懈地建设和完善袁目前整个海洋环境监测信

息化体系已经建成并业务化运行袁信息化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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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已经成为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一部分遥 目前

海洋环境监测综合数据库中存储了 员怨愿源 年至今

东海区 苑园园 多万条监测记录遥 从 圆园员园 年开始袁凡
是船舶采样尧实验室分析样品的工作任务全部在

信息化体系中完成所有工作流程袁光 圆园员猿 年就有

源远 个监测任务渊员园园园 多个站点尧缘 万多个样品冤在
体系中完成全部工作袁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袁提
升了管理水平遥 部分成果已经在全国同行推广袁
体系建设负责人多次应邀在全国海洋环境监测人

员培训班授课袁体系成果获得 圆园员员 年度国家海洋

创新成果二等奖和 圆园员猿 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三

等奖遥
猿摇 将来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的重点及方向初探

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的建成和应用袁实
现了多种监测数据来源全流程的信息化袁通过数

据库和数据转换工具实现了多个应用系统的无缝

衔接袁实现了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的协同业务化运

行袁提高了工作效率遥
但是袁在实际应用还存在需要提升和研究的

空间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院数据的同化和融合以及

数据质量的控制尧评价方法的针对性和多样性等遥
猿援 员摇 数据的同化和融合

目前在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体系中实现了实

时监测数据与非监测数据的统一管理和分析评

价袁但在实际应用中袁由于监测方法的不同袁实时

监测数据和非实时数据往往不能按同一个标准进

行分析和评价袁随着实时监测数据量的加大袁实时

监测数据和非实时监测数据的融合使用是急需解

决的问题遥
猿援 圆摇 实时监测数据质量的控制

海洋环境监测视数据质量为生命袁常规监测

方法获取数据的整个流程都严格遵照 悦酝粤 管理

规定袁而野海洋监测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渊匀再允鄄
悦蕴陨酝杂冤冶就是 悦酝粤 的软件化表达袁因此数据的质

量是有保证的遥 但对于海洋环境实时监测数据袁
目前数据质量控制手段单一袁仅仅是在数据入库

时通过软件过滤掉一些异常数据渊如不完整数

据袁不符合常识的数据等冤袁缺乏更多更好的数据

质量控制手段遥 因此袁实时监测数据质量的控制

也是将来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工作的重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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