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 

 
 

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质量控制指南 
 

编制说明 
 

 

 

 

 

 

 

 

 

 

东营市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2018 年 11 月



 2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质量控制指南》团体标准是由中

国标准化协会批准立项。文件号中国标协【2016】163 号。本标

准由东营市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提出，中国标准化协会归口，东营

市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主要起草，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中国海

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参与起草。曲玉环、吴鑫、王召进、杜辉、

李银忠、于华明、许士斌、秦嗣仁为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 

（二）编制背景与目标 

海洋环境预报是对特定海域在限定的时间范围内的环境状

况进行定量推断，并对其可能形成灾害威胁的要素、时间、区域、

程度发出警告并给出相应对策，为人们的海上活动提供便利，同

时起到防灾减灾的作用。而海洋环境资料的质量是决定海洋环境

预报与预警的准确度、可靠性、时效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海

洋环境资料质量控制标准应是海洋环境预报工作标准化体系中

的必备标准，然而目前我国海洋环境资料质量控制标准尚未制

定。为切实做好海洋预警报工作，完善海洋环境预报工作的标准

体系，本标准提出并规范了海洋环境预警报采用的历史的、实时

的现场、卫星遥感、航测及其反演的数据、资料及引用参考数据、

资料的技术要求与质量控制方法，推荐了计算公式的技术要求，

检查、判定规则和具体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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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起草组于 2016 年 6 月参加标准化政策解读及标准化基

础知识培训班； 

2016 年 9 月与中国标准协会签订《协议》； 

2016 年 11 月开始标准相关内容和框架的分析和研究，并开

展了标准编写工作； 

2017 年 6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在标准起草过程中，

经研究，将标准名称由“海洋数据资料质量控制方法”改为“海洋

环境预报数据资料质量控制方法”。改名的原因为：海洋数据资

料的范围很大，标准起草单位的工作是海洋环境预报，在长期的

工作基础上，总结经验，在标准立项时的目的是制定海洋环境预

报数据资料质量控制方法，为提高海洋环境预报的准确性打下良

好的基础，通过改名进一步明确是“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的

质量控制方法。 

2017 年 6 月 27 日，向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

心、东营市各县、区海洋与渔业局等有关部门、单位征求意见，

形成了征求意见处理汇总处理表，例如引言部分有两处逻辑

关系不够明确；建议第 2 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海

洋调察规范》、《海滨观测规范》等相关规范；建议第 4章增

加小节“海洋环境现场观测资料”，说明船舶、浮标、潜标、

Argo、海洋站等观测数据情况等。 

2018 年至今，起草组根据反馈意见开展了积极讨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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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形成标准送审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 

2.1标准制定原则 

在充分总结和比较了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质量控制

相关文献、调研了国内外对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质量控制

的基础上，参考了 GB/T 19721.1-2017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

第 1 部分：风暴潮预报和警报发布、GB/T 19721.2-2017 海

洋预报和警报发布第 2 部分：海浪预报和警报发布、GB/T 

19721.3-2017 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第 3 部分：海冰预报和警

报发布、GB/T 14914-2006海滨观测规范、GB/T 12763-2007

（所有部分）海洋调查规范、HY/T 217-2017绿潮预报和警

报发布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1.1 通用性原则： 

适用于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质量控制通用 

本标准针对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质量要求，提出了通用性

技术要求，规定了通用性的质量控制方法，通用性高。  

2.1.2 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质量控制方法能为提高海

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质量提供指导性方法，为海洋环境预报与预

警的准确度、可靠性、时效性提供保障。 

2.1.3 协调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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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提出的方法与目前使用的国家标准中的方法协调统

一、互不交叉。对目前使用的标准的有效补充。 

2.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共分为 5 章，规定了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质量控制

方法和要求。内容包括海洋环境预警报工作采用的历史的、实时

的现场、卫星遥感、航测及其反演的数据、资料及引用参考数据、

资料的技术要求与质量控制方法，推荐了计算公式的技术要求。 

2.3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海滨

观测规范》、《海洋调查规范》等国家有关规范文件和海洋环境预

报行业标准，均对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提出了严格的质量控制

要求：一是资料获取单位以各级海洋主管部门为主，其他主管部

门、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因需获取海洋资料的，需要经海洋主管部

门批准同意；二是数据采集设施设备和有关计量器具需要依法经

计量检定合格，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

器具不得用于海洋观测，且各海洋站（点）每月应定期组织至少

一次现场比测，时间长度不少于 48 小时；三是数据在采集、传

输、存储、使用过程中需经过审核，多采用质控软件与人工审查

相结合的方法，先是本站进行资料校对和预审，然后由中心站、

海区信息中心、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复审，多级审核确保数据的有

效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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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的质量直接影响海洋环境预警报和

应急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可靠性，本标准对上述有关规

范和标准进行总结提炼，将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的质控要求进

行量化和程序化，使之更加明确，并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 

2.4 标准工作基础 

编写组主要起草单位东营市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成立于 2006

年 8 月，先后投入大量资金建立健全海洋环境预报减灾体系。

2011 年以来，根据东营沿岸地理特征，合理布局，在东营港海

洋站的基础上，推动建设完成了青东 5标准海洋自动观测站 1处；

建成新户、刁口和小岛河 3 处简易海洋自动观测站和 1 处船舶气

象观测点；建广利港标准海洋自动观测站 1 处；在东营港、黄河

口和新户海域各布放波浪浮标一套，并实现业务化运行。2017

年，对海浪观测系统、卫星遥感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并引进相机、

DV、望远镜等海洋调查设备，其中包括 1 套向日葵 8 号卫星遥感

数据接收系统以及 1 套 VSAT 卫星接收系统。同时，东营市海洋

环境预报中心与胜利油田合作，实时共享油田海上作业区域 8 个

海洋测点资料。在进行海洋环境预报的工作过程中，涉及的数据

资料众多，包括实测数据、船舶测报数据、卫星遥感数据及其他

参考数据等。这些数据的到报率及准确性直接影响海洋环境预报

的质量。 

多年以来，在海洋数据资料观测、收集工作中，总结摸索出

了较为丰富的数据质控经验，数据异常值的判断，到问题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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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到解决处理，形成了一套有效且高效的问题处理流程，

数据资料的质量得到了提升，为海洋环境预报工作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海洋环境预报的准确性、及时性、可靠性得到了上级主管

部门和广大服务对象的一致认可。自项目开展以来，再次投入大

量精力，从各类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的来源、收集、获取到数

据资料的分析处理，对原有的数据资料质量控制体系进行细化、

归纳及总结，最终形成本标准的主体内容。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来源广、数据量大、数据形式多样等

特点导致各途径获取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而海洋环境预报数据

资料的质量，直接影响海洋环境预报的精度甚至准确性。东营市

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十分重视数据资料的质量问题，每天认真检查

接收数据的准确性和连续性，如有发现数据异常情况，及时检查

其仪器设备运行情况，分析数据异常原因并解决问题。 

东营市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 2015 年至今，已累计对外发布

海洋警报 270 期，具体近海海洋预警报产品如表 3-1 所示。通过

积累大量实践经验并认真分析总结，逐步确定了不同来源的海洋

环境预报数据资料质量控制的有效方法，进一步将其凝练为本标

准。 

表 3-1 东营市近海海洋预报产品 
年份 海浪警报（期） 风暴潮警报（期） 短信人次（万） 短信条数（万） 常规海洋预报（期） 
2015 55 18 13 41 365 
2016 58 19 19 60 366 
2017 30 10 9 28 365 
2018 47 33 15 52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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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90 80 56 181 1430 

（截至日期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本标准介绍并规范了海洋预警报用数据与资料的分类及技

术要求；规定了海洋环境预警报工作输入数据、资料的质量控制

方法以及计算公式的一般形式；提供了质量检查、判定的规则以

及具体实施方法。本标准的设立，意在为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

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及参考。通过本标准介绍的海洋环境预报数据

资料质量控制方法，有效排除错报、误报、质量较差的数据资料，

从而提高海洋环境观测数据的准确率及到报率。标准试运行后，

东营市海洋预报中心每月 2 次对各个海洋站进行常规巡检，检查

站内海洋仪器设备的运行状况，定期维护、及时检修，保证海洋

站数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有效防范了海洋仪器、设备故障导致

的数据异常问题，从而使数据资料的质量得以保障。目前东营市

海洋预报台海洋环境观测数据到报率和准确率均达到 99%，整体

数据质量得到明显的提升，对东营市海洋环境预报的准确率和精

确度的提高至关重要。 

四、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情况 

无 

五、预期目标 

我们希望通过标准的制定和使用，促进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

料的质量，确保海洋环境预报数据的准确性，进一步规范并完善

海洋环境预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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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保持协调一致。在海洋环境预报

方面，尚无海洋环境预报数据资料质量控制相关的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等，本标准的出现填补了国内标准的空白。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尚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

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编制组 

2018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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