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 卷第 5 期
2019 年 10 月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Vol. 38摇 No. 5
October摇 2019

一种用于浮游植物检测能力评估的比测方法

杨振雄,摇 董燕红,摇 娄全胜,摇 肖瑜璋,摇 姜广甲

(国家海洋局南海环境监测中心,广东 广州 510300)

摘摇 要:针对日益增加的海洋生态监测质量管理需求与当前海洋生物监测数据考核方法不足的现状,研究

了一种新型的浮游植物比测方法,并用于 2016 年全国浮游植物样品比测活动,该活动是国家海洋局组织

的,旨在对全国计划单列市及以上的海洋环境监测机构的浮游植物鉴定能力进行评估。 结果表明,该方法

制片效果良好,符合有关规范要求,评估结果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可适用于海洋生态监测质控管理。 采用

该方法总体上客观检验了当前各海洋监测机构海洋浮游植物检测的技术能力和水平,对各单位业务能力

的提升有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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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phytoplankton identifying proficiency test

YANG Zhen鄄xiong,摇 DONG Yan鄄hong,摇 LOU Quan鄄sheng,摇 XIAO Yu鄄zhang,摇 JIANG Guang鄄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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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quality management of marine ecosystem monitoring and lack of the assess鄄
ment methods for marine biological monitoring data,a new method for phytoplankton identifying proficiency test has
been developed and applied for the national phytoplankton sample identifying proficiency test in 2016. This test was or鄄
ganized by the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to assesse the phytoplankton identifying ability for state marine environ鄄
mental monitoring agenc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ethod provided good measures and meete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levant norms. The evaluation results we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which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quality con鄄
trol of marine ecosystem monitoring. Generally,the ability of phytoplankton identification was tested in the current ma鄄
rine monitoring agencies,which will highly improve of the monitoring capability of these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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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随着海洋环境监测业务工作的广泛

开展,国家对海洋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越来越重视。
目前,有关海洋水质和沉积物的质量控制技术已

经成熟运用开展,如水质监测质控措施就有平行

样分析、加标样、标准样、空白样分析等方法[1鄄2],
但有关海洋生态监测质控措施较少,主要集中在

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中对微生物和叶绿素 a 的质

控[2鄄4],其方式与水质相似,采用平行双样分析为

主,其他如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等仍以人力鉴定分

类为基础的项目却未有成熟或可全面推广的标准

化检测评估手段。
当前,传统的形态学鉴定分类法广泛运用于

我国业务化海洋生态监测中[3鄄4],该方法是以人为

主的数据产出,要求技术人员具有较强的业务能

力和鉴定技术水平,对海洋生态监测数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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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技术人员检测能力的评价。 以

国家海洋局赤潮外送样考核为例,这就是一项对

技术人员鉴定能力考核的工作,可在一定程度上

较好评价各机构检测赤潮生物的数据质量。 但该

工作也存在较显著的不足:一方面是考核范围较

窄,主要集中在赤潮生物种类;另一方面是考核样

一般为一定体积的浓缩液,要求被考核人员自行

配制分析样片,而自行取样制片过程中将出现无

法避免的误差,且随着取样次数的增加样品将会

出现损耗,可能导致实际分析的样片浓度不稳定,
与标准结果存在较大误差。 因此,基于对传统鉴

定分类数据质量评价的需求,仍需探求一种具有

代表性且误差较小的定量考核方式。 此外,传统

浮游植物标本制片法常使用去除色素体等有机质

的永久玻片制备方法。 尽管该方法可以长期保存

海洋浮游植物标本,但由于将海洋浮游植物色素

体等关键鉴定分类信息去除,在海洋植物监测业

务上并不适用,亦不能满足制备标准样片用于海

洋浮游植物检测能力评估的要求。
因此,本研究基于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洋生

态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三年行动计划》(2015鄄2017)
的业务要求,积极创新并探讨了一种可用于浮游

植物比测的标准方法,以期用于检验各海洋监测

机构的浮游植物鉴定和计数水平,有助于提升其

业务能力,提高海洋生态监测数据质量。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浮游植物比测方法和原则

为确保制备的标准样片符合海洋生态监测人

员现实业务工作中常见的监测样本,本研究采用

了综合标准样品比测法。 该方法首先要求制备这

样一类浮游植物标准样片:样品是经由现场采集

及混入培养纯藻种,经固定可保留色素体等关键

分类信息,并在一定时期内可有效保存,其结果为

综合权威专家鉴定统计后形成的。 采用现场集中

比测方式通过对该标准样片进行种类鉴定、数量

计算等定性、定量分析,可科学、有效评估各监测

机构对浮游植物的基本检测能力。 有关综合标准

样片制备原则如下:
(1)样品种类数适宜,控制在 30 种左右;
(2)样品个体数量适宜(100 个 /片 ~ 300 个 /

片),种间个体数量差异适宜;
(3)样品主要种类为国内常见海区优势种,

以广温广布种为主;
(4)主要种类在形态学鉴定上不存在较大

争议;
(5)样片观察效果好,样品质量应达到常规

业务监测要求;
(6)样本保存效果好,可较长时间(可保存至

少 3 个月)保留大部分藻类信息。
此外,由于本研究结果用于各个实验室间的

浮游植物检测能力比对,涉及全国不同类型的单

位,为提高评价工作效率,在保证结果评价具有科

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需尽量简化评价

流程,避免评价方法复杂化。 因此,结果评价上采

用了简易的赋值评分法。
1. 2摇 浮游植物比测流程

本研究结合 2016 年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质量保证工作方案要求,以 2016 年全国海洋浮游

植物比测活动为例,制定了如下浮游植物比测

流程。
(1)综合标准样片制备(详见图 1)
采集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近岸海域浮游植物

样品,并补充单株活体藻种,制作成半永久样片,
委托国内权威海洋浮游植物专家进行鉴定,并根

据专家分析结果挑选综合比测样片,最终形成比

测标准答案。 最后根据参与比测机构数量,配置

综合比测样片,完成比测样品的编号、封存。 需要

说明的是,从藻种库挑选的培养种类,主要为常见

赤潮种,并选取形态学结果特征与自然生活状态

保持一致的种类,避免室内培养条件下部分藻种

形态发生变化的干扰。
此外,参考已有研究报道的标本玻片制备技

术[5鄄10],经过多次试验,本研究创新了一种适用于

本次比测活动的浮游植物标本的制备方法,该方

法已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 该方法首先创新了一

种浮游植物标本包埋剂,由此方法制得的浮游植

物标本最大程度保留了海洋浮游植物细胞信息,
为准确的形态学鉴定分类提供基础。 其主要制备

方法如下(详见图 2):
淤挑选种类和数量适宜的、经过固定的微藻

样品;
于使用过滤器去除浮游动物等非微藻类杂

质,并最终将样品附在膜上;
盂使用混合固定液清洗膜上的样品;
榆预先计算好加样体积。 先加一定体积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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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液,再依次把各个样品按照体积数添加至固

定液上,全部样品添加完成后盖上盖玻片;
虞静置,待藻细胞中后固化,加树脂封片;
愚半永久封片应在冷藏保存。

图 1摇 标准比测样片制备流程

Fig. 1 The process of standard sample preparaion

图 2摇 新型浮游植物比测样片制备方法

Fig. 2 A new type of phytoplanton sample preparative
technique

(2)现场比测流程

根据比测要求,成立质量监督组。 质量监督组

负责比测工作的现场监督及评卷工作,并报告现场

比测工作情况。 各参与比测机构选派两名技术人

员于指定时间内完成一个综合比测样片的分析工

作,并填报有关记录和答卷。 具体流程见图 3。

图 3摇 现场比测流程

Fig. 3 The process of comparing measurement

(3)结果评定规则

a)采用结果赋值评定法;
b)结果判定内容包括对样品的种类和数量

的判定,以正确率为评判标准,并分级赋值评分。
赋值采用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 其中,种类结果

评定包括浮游植物种类评定,赋值 60 分;数量结

果评定是指对浮游植物细胞总数量的评价,赋值

40 分。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制作的浮游植物标本

种类均为常见种,因此,除个别属外(如拟菱形状

藻属、角毛藻属、圆筛藻属等),种类鉴定原则上

要求鉴定到种,种类赋值以判定出多少种类数的

比例赋值。 数量结果评定是以细胞总数量误差率

评定。 具体评定依据见表 1。
表 1摇 结果评判依据

Tab. 1 The judgment basis

比测项目 序号 指标 赋值

种类 1 判定出逸90%的种类 60

2 判定出逸80% ~90%的种类 50

3 判定出逸60% ~80%的种类 40

4 判定出逸50% ~60%的种类 30

5 判定出逸20% ~50%的种类 20

6 判定出 0 ~ 20%的种类 10

7 种类全部判定错误 0

细胞总数量 1 数量误差 0% ~ 臆20% 40

2 数量误差 20% ~ 臆30% 35

3 数量误差 30% ~ 臆40% 30

4 数量误差 40% ~ 臆50% 20

5 数量误差 50% ~ 臆60% 10

6 数量误差 60% ~ 臆70% 5

7 数量误差>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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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c)结果评定标准:
总分逸80,评定为优秀;
60臆总分<80,评定为良好;
40臆总分<60,评定为合格;
总分<40,评定为不合格。

1. 3摇 浮游植物比测质控措施

为确保浮游植物比测全过程质量保证可控,
在标准样片制备、标准答案选取和样片数量评分

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质控设计(如图 4 所示)。

图 4摇 比测全过程质量控制

Fig. 4 Total process quality control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浮游植物样品制片

采集了海洋浮游植物样品,并按照本研究浮

游植物标本的制备方法制备标本,经包埋封胶后

的浮游植物标片如图 5鄄淤所示,将样片于光学显

微镜下观察并拍照,部分样片拍照效果如图 5鄄于鄄
舆所示。 其中,于为活动盒形藻(Biddulphia mo鄄
biliensis)200 倍光镜下的效果图;盂为具尾鳍藻

(Dinophysis caudata)200 倍光镜下的效果图;榆为

旋链角毛藻(Chaetoceros curvisetus)200 倍光镜下

的效果图;虞为波状石丝藻(Lithodesmium undula鄄
tum) 400 倍光镜下的效果图;愚为米氏凯伦藻

(Karenia mikimotoi)200 倍光镜下的效果图;舆为

拟菱形藻(Pseudo鄄nitzschia sp. )200 倍光镜下的效

果图。 由图可见,按照本方法制得的海洋浮游植

物标本,细胞保持完好,结构特征明显,色素体

显著。
2. 2摇 浮游植物比测结果

以 2016 年 9 月国家海洋局组织的全国海洋

浮游植物比测为例,由全国计划单列市及以上的

近 20 家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参与。 根据参与比测

机构数量,配置综合比测样片 30 片。 本次比测结

果显示 40%的机构种类正确率在 70%以上,50%
的机构总数量误差率在 30% 以下,各机构在海洋

浮游植物的鉴定能力上可在较大程度上量化区

分,评价结果符合正态分布规律,体现了样品选择

和评价方法的合理性,比测活动具有科学性。
2. 3摇 讨论

我国海洋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主要通过自

控和他控两种方式开展。 自控主要指监测机构内

部采用的质量控制方法,其最终体现在检测数据

能否达到检测方法所对应的最佳测量不确定度。
他控是指监测机构以外的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对

监测机构进行的质量控制方法,如上级主管部门

或参加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等组织的

能力验证及实验室间比对,通过此类方式对实验

室资质方面进行相应的考核[11]。 而本研究提供

的浮游植物标准样片比测方法是一种采样间接手

段对各机构浮游植物检测能力进行自控或他控的

方法。 2016 年全国比测活动就是一种用于实验

室间比对的他控措施。 从对海洋生态监测数据质

量控制来看,基于以人为主的鉴定数据产出现状,
其质控措施主要集中在对技术人员鉴定能力水平

的考核,必然要求减少鉴定过程中客观的取样误

差和主观的人为判读误差。 以海洋浮游植物比测

为例,制作标准化的海洋植物标片就是这样一个

评价人为鉴定数据质量水平的实践。
制作标准化的海洋植物标片的前提还需要一

项可满足用于海洋浮游植物比测的制片技术。 由

于当前海洋浮游生物标本标准化制作的技术较

少[5鄄10],与海洋浮游植物相关的制片技术更少,已
公开的方法均主要用于易于固定且细胞内含物可

较完整保存的大中型生物标本或者人体组织标

本,或者是用于提高显微镜清晰度的方法,均未涉

及可较长时间固定保留海洋浮游植物细胞特征的

标本制作方法。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研究创新性

提出了一种浮游植物标本的标准化制备方法,并
采用了一种适当的包埋剂,不仅不会破坏浮游植

物细胞,还具有较好的光学通透性,可在较完整保

留浮游植物细胞信息,为准确的形态学鉴定分类

提供基础。 此外,该方法采用树脂封片后,隔绝了

空气,有效避免了色素体等有机质受微生物分解,
使得标本可较长时间保存。 通过浮游植物标本制

备技术在 2016 年的浮游植物比测活动中较好地

检验了各海洋监测机构海洋浮游植物检测的技术

能力和水平。
摇 摇 尽管本方法在 2016 年浮游植物比测活动中

有较好的运用,但在实践中仍发现一些问题: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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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浮游植物比测样片效果

Fig. 5 The design sketch of phytoplanton sample

品采样过程中自然采集的浮游植物样品经固定后

易形成絮状,导致制片过程中难以分离出纯种,且
多数小型甲藻样品经固定后易破碎变形,因此使

用自然状态的浮游植物样品进行制片存在较大的

问题;再如本研究提出的质控评价方法较为简单,
在生物量评价上仅采用了浮游植物细胞总数量评

价,没有反映各种类或主要优势种的数量,不能完

全体现鉴定结果的准确性。 有关问题的产生一方

面是为避免评价流程的复杂化,另一方面也是目

前未能找到一种更科学的、易操作的和高效的统

计评价方法。 此外,为避免质控监督工作仅限于

对质量管理要素定性评价、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
综合评价结果缺乏说服力和严谨性等问题[12],仍
需构建一项可为完善且有效指导被监督单位的综

合评价法。 以上问题都是本研究未来需进一步思

考和实践的。
此外,针对当前传统的形态学分类存在诸如

表型的延展性和基因的变异性在物种鉴别时可能

导致不正确的鉴定、常规形态学鉴定忽视了形态

上的隐藏分类单元[13]以及形态学分类方法费时、

费力等问题,许多学者探索了藻类自动鉴定的方

法和仪器[14],发展了包括基于藻细胞形态的与计

算机技术结合的图像法,基于藻类色素组成的吸

光光度法、荧光分光光度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基
于藻细胞大小、色素组成、DNA 等的流式细胞仪

法,基于细胞分子系列的分子探针法[15],还有表

观和固有光谱法、卫星技术以及基于荧光光谱法

的技术等[16]。 其中,基于藻细胞形态的与计算机

技术结合的图像法是当前快速鉴定分类的趋势,
海洋浮游植物在壳面形态结构方面存在明显的种

间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以借助显微镜扫描系统

来进行区分。 高亚辉等[15] 就通过建立了一套浮

游植物的特征数据库,并通过显微镜扫描系统和

计算机等形成一套浮游植物自动识别鉴定系统。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如果发展和推广了这样一套

浮游植物自动化鉴定的软件和程序,并逐步建立

相应质量控制体系,就能有效减少人的影响,而我

们在海洋浮游植物监测的质量管理上也会有量化

标准,这也是解决目前海洋生态监测质控困境的

一种新出路。

3摇 结摇 论

针对日益增加的海洋生态监测质量管理需求

与当前海洋生物监测数据考核方法不足的现状,
研究了一种新型的浮游植物比测方法,并成功试

用于 2016 年全国浮游植物样品比测活动,采用该

方法总体上客观检验了当前各海洋监测机构海洋

浮游植物检测的技术能力和水平,对各单位业务

能力的提升有积极推动作用。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

的不断深入,国家海洋局提出了海洋督查工作将

涵盖海洋生态环境的专项质量督查,对海洋生态

监测数据的考核也将纳入了督察工作内容。 因

此,研究并完善海洋生态监测质量管理评价方法,
特别是建立对技术人员鉴定能力的标准化评估方

法,切实提升海洋生态监测数据质量,具有迫切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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