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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的研究与实现
隋伟娜,摇 陶冠峰,摇 赵摇 辉,摇 马明辉,摇 梁摇 斌,摇 梁雅惠,
朱容娟,摇 张鹏骥
(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3)
摘摇 要:海洋环境监测方案是描述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内容的方案,内容是文字说明性质的。 随着相关海洋
环境监测软件系统对结构化的工作任务信息需求日益提高,必须考虑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的实
现方法。 文中介绍了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的原则,描述了实现过程,并给出了北海区海水监测方
案任务标准化的实现示例,对未来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的发展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任务标准化;监测方案;方案任务
中图分类号:X84摇 摇 摇 文献标识码:A摇 摇 摇 文章编号:1007鄄6336(2017)03鄄0464鄄04

The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sk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gram
SUI Wei鄄na,摇 TAO Guan鄄feng,摇 ZHAO Hui,摇 MA Ming鄄hui,摇 LIANG Bin,LIANG Ya鄄hui,
ZHU Rong鄄juan,摇 ZHANG Peng鄄ji

( 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Dalian 116023,China)

Abstract: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gram is used for describing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and its literal statement郾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structured work task information for the marine environ鄄
mental monitoring software system,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gram task struc鄄
turation must be took into account郾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inciple of the task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arine envi鄄
ronmental monitoring program,and describes its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郾 What's more,it also takes the task stand鄄
ardization of sea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in North China Sea Area as an example郾 Furthermore,it looks into the devel鄄
opment prospects of the task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gram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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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洋环境监测方案 [1鄄5] 是国家机构每年要求

计任务完成情况等内容的依据。

各海区以及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的执行工作任

而相关的海洋环境监测软件系统在使用方案

务的方案,包括北海区各组织单位的方案、东海区

时,由于方案是文字叙述性的文件,并不能由软件

各组织单位的方案、南海区各组织单位的方案以

系统直接读取使用,因此还需要对各个方案进行

及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的方案等。 在这些方案

整理,使其达到一种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标准化程

中,规定了相关单位每年应该完成的海洋环境监

度后才能使用。 经过调研,虽然国家机构曾推出

测任务,以及大概的工作要求。 对于海洋环境监

一套海洋环境监测任务表格,但在实际使用过程

测数据管理单位,这些方案也是报送监测数据、统

中还是略显不足,因此才需要设计一种更适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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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软件系统使用和工作人员整理填写的任务标

位都将随着方案编写报送自己的标准化任务,所

准格式。

以设计的任务标准结构要适合工作人员填写。

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的标准化的目的有三

(4) 通用性原则。 通用性原则是指设计出的

个,一是每年的监测任务在标准化后便于填写、查

任务标准结构是通用的,即使在海洋环境监测方

询与使用;二是标准化后的任务便于数据管理单

案增加任务后,也能保证任务标准化顺利编写。

位计算机软件系统统计和分析任务的完成情况;

海洋环境监测方案的内容每年是变动的,会按照

三是一份明确的标准化任务能更有利于业务单位

上级的要求增加或减少监测项目,这样就需要考

工作人员了解数据的填报情况。

虑的长远一些,将标准结构设计成通用的,这也是

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的标准化也有很多的
意义。 开展海洋标准化研究,对海洋事业的发展
可以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7]

;能够使海洋信息化

为信息化建设所考虑的,避免出现每年都要变动
标准结构的情况。
(5) 信息化原则。 信息化原则是指设计出的

工作者感受到标准化对信息化建设所带来的效

任务标准结构可以用于数据库的构建以及相关软

;可以逐步建设结构合理、系统完善的标准

件的开发。 因为标准化的任务是大量的,最终还

综上所述,开展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

面要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 这体现在标准结构的

益

[8]

体系

[9]

;标准化可以实现技术的创新

[10]

。

化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1摇 设计原则
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应遵循以下
原则:
(1) 一致性原则。 一致性原则是海洋环境监

是要借助于软件系统进行处理,所以在信息化方
逻辑设计上。
(6) 规范性原则。 规范性原则是指编写标准

任务时要遵守一定的格式的要求,不能随意的编
写。 例如监测项目名称要做统一要求,监测日期
的格式要做统一要求等。 遵守格式编写有很大的
益处,进行查询、统计任务时可以很方便的直接使

测方案任务标准化的首要原则,必须要求从海洋

用任务内容,而不必经过人工处理。

环境监测方案中解读出的任务与标准化后的任务

2摇 实现过程

是一致的。 在任务标准化后,标准化的任务可以
与方案一一对应,不会出现找不到或内容错误的

首先,考虑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所

现象。 这就要求对海洋环境监测方案进行细致的

包括的内容。 依据北海区的方案、东海区的方案、

解读,在遇到任务描述信息不全等问题时,需要及

南海区的方案和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的方案,

时与业务主管部门或方案相关人员沟通。

任务标 准 化 包 括 的 内 容 应 包 括 以 下 几 个 主 要

(2) 最小化原则。 最小化原则是为统计任务

而考虑的,当方案给出的监测条件在一定范围内
时,选取最小的范围。 该原则归属于一致性原则,
与一致性原则不违背。 例如方案上监测频率要求

方面:
(1) 完成任务的单位。 包括组织单位、实施

单位、相关责任人等。

(2) 完成任务的地点。 包括任务区域、站位

“ 不小于三次冶 时,以三次监测频率为准进行标准

编号及经纬度等。

实际标准化任务时可以不予考虑,因为不同的监

内容、任务指标等。

化。 再例如方案上列举了选测的监测指标时,在
测项目,不同的监测单位所选测的监测指标无法
量化,因 此 可 以 只 考 虑 标 准 化 那 些 必 测 的 监 测
指标。

(3) 完成任务的内容。 包括任务项目、任务
(4) 完成任务的时间。 包括监测起止时间、

应报截止时间等。

对于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中的其他内容,

(3) 适用性原则。 适用性原则是指设计出的

例如任务确定的原因、任务完成采用的方法和手

任务标准结构要适用于工作人员方便的编写标准

段等,这些属于文字性的工作描述范畴,并不是相

化任务。 这条原则也是为将来海洋环境监测方案

关软件系统所需要的主要内容,暂时可以不列入

的发展考虑的所预留的一个接口。 因为信息化技

标准化中。

术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将来很有可能每个组织单

其次,考虑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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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性。 在逻辑性上,主要考虑前文提到的适
用性原则、通用性原则和信息化原则,用以确定标
准化结构中内容的排列顺序、处理角度,以及后期
程序处理的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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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处理。 其注意事项如下:
(1) 任务标准化最后以空行作为最后任务的

结束行。

(2) 任务标准化的必填内容为任务项目、任

在任务标准化结构设计中,从逻辑上应该是

务年度、任务海区、组织单位、任务区域、站位编

以完成单位、完成地点、完成内容和完成时间的顺

号、站位经度、站位纬度、任务内容、任务指标、监

序排列较好。 因为完成单位和完成地点是一对多

测开始时间、监测结束时间、应报截止日期,这样

的关系,而完成地点和完成内容也是一对多的关

才能满足最基本的统计要求。

系,而完成内容和完成时间也是一对多的关系。

(3) 任务标准化的文件命名要遵守一定的要

也就是某个单位应该在某个区域的某几个监测地

求。 例如任务时间为四个数字的年份,任务海区

点准备完成几种监测,每种监测活动的时间范围

为三个汉字的海区,任务项目为海洋环境监测数

是什么。

据库中的标准项目名称,中间以连字符相连。

从处理的角度来看,任务的标准化最终是要
处理成表格的形式,且要易于人工填写和修改,因
此,选用 Excel 等表格软件来处理和浏览大量的
任务较为合适。 而且基于程序处理性能和错误反
馈修正考虑,每个表格软件建议使用一页工作表
处理一个任务项目。

(4) 组织单位、任务内容等使用海洋环境监

测数据库中的标准名称,方便统一的识别。

(5) 监测日期和应报日期等日期格式统一。

例如使用“ yyyy鄄mm鄄dd冶 的格式。

(6) 站位经纬度格式可以不要求统一,但要

求能借助软件功能将度分秒的格式转换为度的

再次,考虑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的
填写要求。 这里主要考虑的是前文提到的最小化
原则和规范性原则,统一的规则便于快速填写和

格式。
最后,以北海区海水监测为例,实现海洋环境
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任务标准化的实现

Fig.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sk standardization

3摇 结语与展望
文中给出了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的
一种实现方式,但随着未来信息化的发展,海洋环

监测任务。
(3) 实现标准化任务的逐级报送,例如从监

测单位到组织单位,最后汇总到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等。

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的水准应该会越来越高,

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是一项很重要

也会出现更适合软件系统使用的标准化任务。 同

的工作,它为任务的量化、报送、汇总、统计带来了

时也期待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在以下方

方便,使海洋标准化服务更加高效。 目前海洋环

面能逐渐实现或实现的更好:

境监测方案任务标准化的结果应用在国家海洋环

(1) 在以后开发的软件系统中,实现任务标

境监测中心的软件系统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 标准化的内容更详细,包括地方方案等

久的将来,可以由海洋环境监测方案直接分解成

准化的直接报送。

虽然任务标准化还依赖于人工整理,不过相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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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计算机软件系统使用的标准化监测任务,甚
至能通过填报的标准化任务直接生成海洋环境监
测方案。
参考文献:
[1] 国家海洋局. 2015 年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任务[ EB / OL] .
[2015] . http: / / www. chmem. cn

[2]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 2015 年北海分局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
作实施方案[ EB / OL] . [2015] . http: / / www. chmem. cn

[3]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 2015 年东海分局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
作实施方案[ EB / OL] . [2015] . http: / / www. chmem. cn

[4]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 2015 年南海分局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
作实施方案[ EB / OL] . [2015] . http: / / www. chmem. cn

摇467

方案[ EB / OL] . [2015] . http: / / www. chmem. cn

[6] 马 越,马晓琨. 我国海洋标准化工作建设 情况与战略思考
[ J] . 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33(2) :84鄄86.

[7] 张燕歌. 我国海洋标准化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 J] . 中国标准
化,2013(3) :99鄄102.

[8] 许莉莉,汤海荣,张燕歌. 海洋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 J] . 中国
标准导报,2015(1) :49鄄51,54.

[9] 张文娜,牟长青,王 颖,等. 标准化工作改革背景下强制性海
洋国家标准体系探究[ C] / / 中国标准化协会. 标准化改革与
发展之机遇———第十二届中国标准化论坛论文集. 北京:中
国标准化协会,2015:6.

[10] 袁玲玲,郭小勇. 标准化与海洋产业发展研究[ J] . 海洋开发
与管理,2012(7) :107鄄111郾

[5]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2015 年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实施

( 上接第 455 页)

[8] 柯志新,黄良民,谭烨辉,等. 2007 年夏季南海北部浮游植物

的物种组成及 丰度分布 [ J] . 热 带 海 洋 学 报,2011,30 ( 1 ) :

131鄄143.

[9] 胡 俊,柳 欣,王 磊,等. 应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定性和定量
浮游植物光合色素[ J] . 海洋科学,2011,35(11) :19鄄28.

[10 ] MACKEY M D, MACKEY D J, HIGGINS H W, et al.

of Microbiology,1992,157(3) :297鄄300.

[15] 宁修仁,史君贤,蔡昱明. 长江口和杭州湾海域生物生产力
锋面及其生态学效应[ J] . 海洋学报,2004,26(6) :96鄄106.

[16] SARMA V V S S,GUPTA S N M,BABU P V R,et al. Influence
of river discharge on plankton metabolic rates in the tropical
monsoon driven Godavari estuary,India[ J] . Estuarine,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2009,85(4) :515鄄524.

CHEMTAX鄄a program for estimating class abundances from

[17] ZHU Z Y,NG W M,LIU S M,et al. Estuarine phytoplankton dy鄄

plankton [ J ] .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1996, 144:

(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adjacent area [ J] . Estuarine,

chemical markers:application to HPLC measurements of phyto鄄
265鄄283.

[11] DESCY J P,HIGGINS H W,MACKEY D J,et al. Pigment ratios
and phytoplankton assessment in northern Wisconsin lakes
[ J] . Journal of Phycology,2000,36(2) :274鄄286.

[12] SEOANE S,ZAPATA M,ORIVE E. Growth rates and pigment
patterns of haptophytes isolated from estuarine waters[ J] . Jour鄄

namics and shift of limiting factors:A study in the Changjiang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2009,84(3) :393鄄401.

[18] 冯永勤, 陈 华 兴, 王 建 勋. 饵 料 种 类 与 密 度 对 方 斑 东 风 螺

Babylonia areolata ( Lamarck ) 幼 虫 生 长 影 响 的 实 验 研 究
[ J] . 现代渔业信息,2006,21(5) :3鄄7.

[19] 周银环,黄海立,邓陈茂,等. 几种微藻对珠母贝面盘幼虫生
长和存活的影响[ J] . 台湾海峡,2007,26(2) :249鄄255.

nal of Sea Research,2009,62(4) :286鄄294.

[20] 焦念志,杨燕辉. 中国海原绿球藻研究[ J] . 科学通报,2002,

海北部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 J] . 地球科学进展,2006,21

[21] 杨燕辉,焦念志. 原绿球藻 Prochlorococcus 的研究进展[ J] .

[14] CHISHOLM S W,FRANKEL S L,GOERICKE R,et al. Prochlo鄄

[22] 冯宪栋,蒋霞敏,符方尧. 理化因子对原绿球藻生长及其色

[13] 陈纪新,黄邦钦,刘 媛,等. 应用特征光合色素研究东海和南
(7) :738鄄746.

rococcusmarinus nov. gen. nov. sp. :an oxyphototrophic marine

prokaryote containing divinyl chlorophyll a and b[ J] . Archives

47(7) :485鄄491.

海洋科学,2001,25(3) :42鄄43,53.

素含量的影响[ J] . 水产科学,2007,26(12) :643鄄6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