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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监测数据集成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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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针对全国海洋环境监测数据的检查、入库等操作,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研究与实现了海洋环境

监测数据集成系统,以保证数据入库的完整可靠,减少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方便数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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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aim at the operations such as the inspection and storage of the monitoring data,a marine environment mo鄄
nitoring data integration system has been researched and achieved by 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which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integrity and reliability of data storage but also reduce the labor intensity,what爷s more,
the system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the data management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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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每年各级海洋监测单位按照全国海洋环境监

视监测方案[1鄄2]执行监测任务,各阶段的监测任务

在执行完毕后,将产生大量的数据报表,这些数据

报表最终汇总到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国家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对这些数据报表进行处理,包括

分类、存储、入库等步骤。 在上述处理步骤中,入
库工作是最复杂的,几乎无法使用人工处理的方

式完成。
海洋环境监测数据的入库几乎无法使用人工

处理,原因是:(1)数据量大。 海洋环境监测数据

的数据量已经到了百万级,如此多的数据人工处

理是一种相当大的负担。 (2)数据检查内容较

多。 例如监测站位的经纬度位置检查、数值取值

范围检查等,不可能每个值都经过人工检查。
(3)数据入库要求完整一致。 即便个别的数据报

表采用人工方式入库,面对复杂的数据库系统也

有可能出错,因此需要靠软件系统来保障数据入

库后的完整一致。 (4)数据是文件报表。 目前海

洋环境监测数据的存储方式为文件报表,不能将

数据文件通过数据报送系统直接导入数据库中。
因此,研究和实现一种自动化处理海洋环境

监测数据集成系统,是十分有必要的,对海洋环境

监测数据集成有重要意义[3]。 工作人员可以使

用集成系统完成绝大部分数据处理工作,将极大

的满足工作需求,也能够保障入库后的数据的完

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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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系统开发技术选择

C#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4]。 C#的特

点是面向对象,而且安全等[5]。 C#与 Java 相似,
也是被编译成中间代码,再经过类似 Java 虚拟机

的 郾 Net Framework 平台执行。 很多人把 C#看成

是 Java 的对手。 C#是很适合小型项目快速开发

的一种语言,在桌面程序开发上有着很多控件可

以方便的使用。

2摇 系统需求分析

海洋环境监测数据集成系统的用户主要是工

作人员。 通过使用系统,希望能够实现以下几点

功能:
(1)数据检查。 针对数据填报的格式,按照

既定的规则可以检查出各种填写错误,例如监测

站位的经纬度位置检查、数值取值范围检查、必填

信息检查等。
(2)数据入库。 经过数据检查后,将无错误

的数据按照数据库的表结构设计导入到数据库

中,实现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3)日志查看。 入库后的数据在数据库中留

有日志记录,包括入库时间、错误问题等等,可以

根据选择的条件查看。
(4)系统设置。 在数据入库前设置数据的缓

存目录、报表目录和资料目录等内容。

3摇 系统设计及分析

3郾 1摇 系统架构

海洋环境监测数据集成系统在开发时使用了

传统的 C / S 二层架构[6]。
(1)客户端。 海洋环境监测数据集成系统的

客户端的用户界面和业务逻辑位于同一个平台,
客户端处理了用户指令,将业务逻辑中的计算内

容集中在客户机上处理。
(2)服务器端。 海洋环境监测数据集成系统

的服务器端响应了客户端的请求,执行了数据存

取操作。
3郾 2摇 入库流程

海洋环境监测数据集成系统的数据入库流程

中还包括了数据检查流程。 入库总体流程是先进

行数据检查,检查通过的数据可以导入到数据库

中,并进行报表分类,检查未通过的数据对其进行

错误标识,等待人工修正。
入库流程难点解析:
(1)海洋环境监测数据报表数据如何规范与

标准化处理。
海洋环境监测数据报表一直都有规定的标准

格式,因此可以基于标准格式的报表直接编写入

库代码。 但在接收的数据报表中,还存在一定数

量的非标准的格式报表,对于这一部分报表,其入

库的实现一是在数据检查后自动标识出报表中存

在的问题,二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人工标准化

校正。
(2)数据库表结构如何与标准化自动对接与

匹配。
在数据库表结构与标准化的自动对接与匹配

上,采取了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 作为通信的载

体。 通过使用 XML 将标准格式的数据报表结构

定义成与数据库结构相对应的映射文档,然后经

过系统解析映射文档,读取报表中相应位置的数

据。 其中映射文档的名称必须与标准格式报表内

部的名称保持一致,才能保证系统能根据标准格

式内部的名称找到所对应的映射报表。
(3)数据检查的错误类型分为几种,如何应

对常见错误,如何保证系统在业务化过程中能够

满足多数以上的报表能顺利入库,其余的由人工

审查和修改达到入库要求。
由于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中规定了数据报送必

须采用标准格式,而报送的数据多为标准格式报

表,因此可以保证多数报表顺利入库,而对于少量

的存在问题的报表,可以通过数据检查的方式标

识出来,对其错误类型分类,以不同的后缀标识。
数据检查的错误类型可分为六类:
U—非最新格式标准报表;
S—怀疑站位在陆地上;
E—数据内容可能有问题;
X—报表内部格式不正确;
V—怀疑监测指标数值有问;
R—报表内容和之前上报的内容存在重复。
通过错误标识,将问题报表反馈给报送单位,

进而可以人工审查和修改达到入库要求。
(4)入库的数据是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如

何保证能找到原始报表数据记录,是否做质量符

标示出该数据的质量控制情况(如错误、可疑、正
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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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表入库前必须备份,这样在数据入库后

可以根据入库的报表文件名找到对应的原始报

表,进而查看原始数据记录。 当然,必须保证入库

后的文件名未做修改。
而对于数据的质量控制情况,海洋环境监测

数据集系统对监测指标的数值做了范围校验,此
范围是依据国家评价标准中规定的范围做的设

定。 合乎范围的数值视为正确,不做标识;超出范

围的数值则在其后标识字母 Q,代表可疑;错误的

数值则人工反馈给报送单位改正。
3郾 3摇 系统部署

由于考虑到将来海洋环境监测数据入库可能

会随着数据的报送直接导入到数据库中,因此本

系统不打算部署在其他海洋监测单位,仅作为国

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的数据处理系统使用。 工作

人员在使用系统时,将通过专线网络直接将数据

导入到数据库中。

4摇 系统主要模块展示

4郾 1摇 整体展示

系统整体设计的较为简洁,主界面设计了四

个标签,分别是数据检查、数据入库、日志查看和

系统设置,如图 1 所示。
4郾 2摇 数据检查

数据检查模块实现了数据报表文件的自动

检查。
由于数据为磁盘上的文件报表格式,且是人

为填写的,在格式和内容上很容易出现问题,例如

监测站位经纬度不正确、数据取值范围不正确、必
填信息未填写等问题,因此,在数据入库前有十分

有必要进行格式和内容检查。
(1)选择“数据检查冶 标签,点击“开始冶 按

钮,开始检查数据格式。
(2)对于检查成功的数据报表文件,在处理

结果中会显示“成功冶,反之则显示“失败冶。
4郾 3摇 数据入库

数据入库模块实现了数据报表文件的自动入

库和数据分类操作。 该功能为也同时提供了数据

检查功能,目的是保证数据入库前正确无误。
数据报表文件在通过数据检查后,将满足数

据入库条件。 数据检查通过的文件,将会被导入

到数据库中,并分类到设定好的目录中。
(1)选择“数据入库冶标签,点击“开始冶按

图 1摇 整体展示

Fig郾 1 The overall platform

钮,开始检查数据报表文件,并对检查通过的数据

报表文件直接入库。
(2)对于入库成功的数据报表文件,在处理

结果中会显示“成功冶,反之则显示“失败冶。
4郾 4摇 日志查看

日志查看模块可以查看报表文件经过数据检查

和数据入库的处理状态,以及错误信息记录等内容。
选择“日志查看冶标签,选择查询条件,查询

条件包括 “处理日期冶、 “操作类型冶、 “处理结

果冶、“文件名冶,点击“查询冶按钮。
(1)处理日期:从某个日期到某个日期,默认

不选则为当前日期。
(下转第 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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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类型:数据入库日志、数据检查日

志,默认不选则为全部操作类型。
(3)处理结果:成功、失败,默认不选则为全

部处理结果。
(4)文件名:查询某一个处理过文件的文件

名,默认不选则显示全部文件名。
4郾 5摇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模块能让用户配置数据缓存目录、
数据报表目录和资料文件目录。 还可以配置数据

库服务名、用户名和密码。
选择“系统设置冶标签,点击浏览按钮“…冶,

设置要检查数据的“源目录冶,设置入库后要分类

存放的“报表目录冶以及“资料目录冶,再设置数据

库服务名以及用户名、密码,点击“保存冶按钮,最
后点击“刷新冶按钮。

5摇 结语与展望

目前来看,海洋环境监测数据集成系统对于

全国的海洋环境监测数据的检查和入库较为便捷

实用。 但随着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数据开始使用新建立的海洋生态环境

监管系统报送,将海洋环境数据集成系统的功能

纳入到海洋生态环境监管系统中是未来建设的

趋势。
将来的海洋环境监测数据报表通过海洋生态

环境监管系统填写后,如果能够实现自动化导入

到数据库中,无论对于数据的统计、评价等工作都

是相当便捷的。
当前的海洋环境监测数据集成系统为数据的

管理提供了保障,解决了数据检查和入库困难的

问题,减轻了工作人员处理数据的负担,提高了海

洋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得到了管理层的好评与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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