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HJ 442.2-201□ 

代替 HJ 442-2008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二部分 数据处理 
Regulation for offshor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art two Data processing 

（征求意见稿） 

 

 

 

 

 

 

 

 

 

201□-□□-□□发布                      201□-□□-□□实施

发 布 生 态 环 境 部

附件 3 



 

i 

目    次 

前  言 .......................................................................................................................................... ii 

1 适用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监测数据信息与数据处理 ........................................................................................................ 1 

5 数据审核 .................................................................................................................................... 3 

6 数据审核问题判断及处理 ........................................................................................................ 4 

7 数据报送 .................................................................................................................................... 5 

8 数据存档 .................................................................................................................................... 6 

附录 A（资料性附录）数据报表 ................................................................................................ 7 

 



 

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

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规范近岸海域生

态环境质量监测，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全国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的科学性、准确性、系统性、

可比性和代表性，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8 年，原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浙江省舟山海洋

生态环境监测站。本次为第一次修订。修订后标准由下列十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二部分 数据处理 

第三部分 近岸海域水质监测 

第四部分 近岸海域沉积物监测 

第五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质量监测 

第六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监测 

第七部分 入海河流监测 

第八部分 直排海污染源及影响监测 

第九部分 近岸海域应急与专题监测 

第十部分 评价及报告 

本标准作为修订后标准的第二部分，针对数据处理、统计、审核与提交内容，主要修

订以下几方面内容： 

——完善了数据处理、数据报送和数据存档部分；  

——增加了数据审核、审核问题判断及处理。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HJ 442-2008）废止。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浙江省舟山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站、天津市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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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二部分 数据处理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数据的处理、审核与提交。 

本标准适用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水质、沉积物、生物、生物质量）、入海河流入

海断面、直排海污染源及影响、突发性应急事故监测和专题监测等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GB/T 4883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析正态样本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HJ 168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 

HJ 442.6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六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监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监测数据完整性  monitor data integrity 

指监测数据获得过程中的全部信息。包括采样、保存、分析过程的全部信息。 

4 监测数据信息与数据处理 

4.1 原始记录 

原始记录应能够正确记载数据量值、有效位数和产生的相关信息，包括采样、运输保

存、前处理、分析方法、样品稀释或浓缩倍数、量器和仪器、校准、分析等相关过程的信

息。 

原始记录表示测试结果的量纲及其有效位数，应参照分析方法中具体规定填报。若无

此规定时，一般一个数据中只准许末尾一个数字是估计（可疑）值。有效数字位数根据所

采用的测定方法、使用的仪器设备精度及待测物质含量确定，一般容量法和重量法可有 4

位有效数字，分光光度法、原子吸收法、气相色谱法等通常最多只有 3 位有效数字，当待

测物质含量较低时可能只有 1 位有效数字。带有计算机处理的分析仪器，其打印或显示结

果的位数较多时，不代表其有效位数的增加。在使用多种计量仪器的一系列操作时，分析

结果有效位数由有效位数最少的计量仪器决定。分析结果的有效保留的最小数位不能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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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检出限的最小数位。 

原始记录中，低于检出限的测试结果，用“检出限（数值）”加 L 表示。 

4.2 数据的修约 

数值修约执行 GB/T 8170，对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执行 GB/T 4883。 

进行监测数据修约时，遵守四舍六入五逢双的原则，即拟舍去的数字中左边第一位小

于 5 时舍去，大于 5 时进 1，等于 5 时左边第一个数字后不全为 0 时进一位，全部为 0 时

拟保留末尾数字为奇数进 1，末尾为偶数舍去。 

4.3 监测数据平均值计算 

4.3.1 平均值及保留有效位数 

a) 一般污染因子项目的平均值按照算术平均值计算。监测数据产生后，在对数据准

确性确认后进行必要的统计； 

b) 未检出按检出限的 1/2 量参加统计计算； 

c) pH 均值一般按算术平均值计算；参加平均的 pH 测定值存在大于 7 和小于 7 的情

况下，pH 最大差值大于 2 时，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当中和后氢离子过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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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和后氢氧根离子过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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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平均pH 为参与统计的所有样品的 pH 值平均值； 
ipH 为第 i 个样品的 pH 值； 

n 为样品个数。 

d) 海洋微生物等特殊项目（细菌总数、粪大肠菌群等）的均值以几何平均值表示，

其他叶绿素 a、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及潮间带生物等项目的平均值以算术均值表

示，参见 HJ442.6 相关要求； 

e) 计算监测结果时，数据修约至与参加计算数据的最少数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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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4 个以上同一正态分布总体的监测数据，参加计算数据有效位数不一致的情况下，

允许在最少数位基础上多保留 1 位。 

4.3.2 单次监测点位（断面）测定值的计算 

单次监测点位测定按照先计算采样点各层次平行样品的算术平均值获得各层次的测定

值，再按不同层次结果按算术平均值方法计算获得监测点位的单次监测测定值。 

单次监测断面测定值为先按算术平均值方法计算各不同点位和层次的测定值，将所有

结果按算术平均值方法计算平均值，获得单次监测断面测定值。 

单次监测点位（断面）测定值为计算区域、流域和年度等均值的基础。 

4.3.3 单次监测区域（或流域）均值的计算 

单次监测区域（或流域）平均值为各点位（或断面）测定值的平均值。 

4.3.4 点位（断面）年度均值计算 

点位（断面）年度均值为年度内各单次测定值的平均值。 

4.3.5 区域（流域）年度均值计算 

区域（流域）年度均值为各点位（断面）年度均值的平均值。 

5 数据审核 

5.1 原始记录和数据审核 

监测数据审核是对所有监测信息的全面审核，针对监测结果信息的准确性、精密性、

合理性、一致性和可追溯性，包括确认样品采集、保存与运输、交接、分析方法、前处理、

分析过程与记录等全过程。审核依据为环境质量标准、污染排放标准、方法标准和监测规

范的相关规定。 

原始记录经三级审核后生效，分别由分析室负责人根据样品交接记录、实验记录和自

控结果等进行实验内测定的准确性、精密性等审核；质控人员通过采样、交接、分析和分

析他控等记录进行全过程的完整性、准确性、精密性和可追溯性审核；项目负责人根据采

样至分析全过程、历史比对（或样品来源分析）进行结果合理性和一致性审核。 

5.2 报送数据的审核 

负责数据报送的部门，根据相关监测报送要求汇总监测数据产生过程中的所有原始记

录，包括（但不限于）监测实施方案、采样记录、样品交接记录、分析原始记录、相关质

控结果及记录等有关原始材料和记录。汇总后的相关记录和评价结果由汇总部门按照上报

要求进行结果录入或导出的审核。报送数据经汇总部门人员校对、部门负责人审核及单位

负责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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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数据审核要点 

相关部门或单位在数据审核时，对以下方面进行审核： 

a) 数据报表完整性。对照监测方案对整理后的监测数据量进行核对，应覆盖所有监

测点位和监测项目； 

b) 监测信息一致性。对照采样原始记录和监测方案对监测点位信息进行审核，确认

整理的监测数据是对应监测点位的监测结果；对照采样原始记录、运输及保存记

录、交接记录和分析原始记录对样品信息进行核对，确认监测数据是对应层次、

样品的分析结果； 

c) 监测日期。对照采样原始记录进行审核，确认监测日期与采样原始记录所记录的

监测日期一致； 

d) 报表项目名称。对照监测方案对项目名称进行审核，确认所监测的项目符合监测

方案要求； 

e) 监测项目单位。对照分析原始记录对项目单位进行审核，确认项目单位与分析原

始记录一致； 

f) 分析方法及检出限。对照监测单位的分析方法和检出限以及监测规范对分析方法

和检出限进行核对，确认分析方法符合监测规范要求，未检出项目所列检出限与

实验室检出限一致； 

g) 数据有效位数。参照 HJ168 和采用的分析方法，检查和核对各监测项目的检出限

数据有效位数，确认数据有效位数的最后一位与检出限有效位数的最后一位一致，

有效数据位数与要求一致； 

h) 监测数据范围。对照检出限对监测数据范围进行核对，确认报送数据中最小监测

数据范围大于检出限； 

i) 超标数据核实。对评价超标的数据进行核实，对区域主要污染物的异常超标项目

数据参照采样原始记录、运输及保存记录和分析原始记录进行核实，确认监测过

程无失误； 

j) 数据合理性。参照区域历史数据和监测项目的理论值范围对数据的合理性进行核

对，对明显偏离历史浓度和总量水平以及超出监测项目理论值范围的可疑数据提

出质疑； 

k) 平均值计算。报送数据中涉及平均值计算的，应按照规范方法进行平均值计算； 

l) 评价结果。报送数据中涉及评价或达标判断的，应按照规范方法进行评价； 

m) 报送格式。下级监测机构报送格式应符合上级监测机构确定的报送格式要求。 

6 数据审核问题判断及处理 

6.1 数据有效性判定 

监测数据的有效性通过采样、运输、保存、前处理、分析和结果计算的原始记录完整

性和正确性加以确定。其中采样和分析负责人，通过规范要求和记录确定数据的有效性；

质控人员通过实施的质控措施确定数据的有效性。记录出现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判定为不合



 

5 

格或数据无效，记录中描述不完整或存在错误的均为存疑数据。包括： 

a) 容器、固定剂及装瓶前处理记录完整性。包括采样器具清洗和检查、固定剂配制

等； 

b) 采样记录完整性。包括采样器具和采样容器检查、采样时间（年、月、日、时、

分）、采样环境（点位或断面定位或位置描述、水环境情况或污水排放描述、水环

境采样点位深度、水环境采样点位或断面点位分布等）、样品描述（如色、味等）、

采集到的样品量及处理（采集量、过滤等处理、添加固定剂及数量等）记录； 

c) 运输及保存记录完整性。包括采样与保存、运输方式、交接及样品描述、保存与

分析交接时间、保存容器完整性和样品描述、交接人等； 

d) 前处理、分析和计算记录的完整性。包括样品处理和分析时间、前处理方法、前

处理试剂配置、样品处理前后描述、分析方法名称及标准编号、标准溶液配置时

间和有效期、标准溶液标定及结果等描述、标准曲线和工作曲线绘制、计算方法

及结果、分析人员等； 

e) 计算和填写的正确性。包括记录完整、标准曲线计算和数据计算正确，填写方式

和更正方式的正确性等； 

f) 相关质控措施、记录及有效性。包括按照要求实施质控措施（自控和他控）的完

整性、结果的准确性和精密性，结果是否受控等。 

6.2 审核问题处理 

根据 6.1 的审核，发现不合格数据或存疑后，及时反馈相关人员，通过对采样和实验

记录等复核和确认后，进行更正或舍弃数据，提供相关说明，按照数据审核流程重新审核、

上报监测数据。 

判定为计算和填写问题的数据，更正后重新审核后上报监测数据；如数据计算和填写

错误由数据汇总单位提出，在重新上报数据的同时，应提交上报数据说明并附问题及处理

措施。 

判定为无效的数据，应在有效时间范围内，重新补充监测和重新审核后，上报监测数

据；无法在有效时间范围内补测的视为未测，提交上报数据时加以说明，并附问题及处理

措施。 

在进行趋势判断发现问题时，对判定为有效的监测数据，即便出现异常，在没有找到

确切原因情况下不应舍弃。 

7 数据报送 

监测数据按监测组织单位提出的提交时限、传输方式和数据格式等要求进行报送。国

家近岸海域环境监测常用数据报送格式参见附录 A 表 A.1～A.6。 

数据报送时，监测点位（断面）信息、分析方法、检出限等监测信息与数据同时报送。 

属于由未检出结果参加平均后，小于检出限的数据，按未检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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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存档 

监测单位完成数据审核后，将所有与监测过程有关记录、数据和文件以纸质和电子文

档两种形式建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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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数据报表 

表 A.1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数据报表 

报送单位   填报人   审核人   签发人   

国控点位编码  省控点位编码  市控点位编码 实测经度 实测纬度 年  月  日 

      

（度） 

    

（度） 
   

 

时 分 水期 采样层次 
采样深度 水深 水温 盐度 悬浮物 无机氮 

(m)  (m) (摄氏度) (千分) (mg/L)  (mg/L) 

 

活性磷酸盐 化学需氧量 石油类 汞 铜 铅 镉 溶解氧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pH  非离子氨 
亚硝酸盐

氮 
硝酸盐氮 氨氮 

生化需氧

量(BOD5) 
总镍 六价铬 

(无量纲)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总铬 砷 锌 硒 大肠菌群 粪大肠菌群 氰化物 硫化物 

(mg/L) (mg/L) (mg/L) (mg/L) (个/L) (个/L) (mg/L) (mg/L) 

 

挥发酚 六六六 滴滴涕 马拉硫磷 甲基对硫磷 苯并(a)芘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μg/L) (mg/L) (mg/L) (mg/L) (μg/L) (mg/L) 

 

活性硅酸盐 总氮 总磷 有机碳 有机磷 有机氯 铁 锰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细菌总数 总大肠菌群 弧菌 石油降解菌 霉菌 酵母菌 放线菌 副溶性弧菌

(个/ml) (个/L) (个/ml) (个/L) (个/ml) (个/ml) (个/ml) (个/g) 

 

叶绿素 漂浮物质描述 色嗅味描述 透明度 现场状况 未上报数据原因 

(μg/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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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单位 备注 

  

表 A.2 沉积物数据报表 

国控点位编码 省控点位编码 市控点位编码 实测经度 实测纬度 年 月 日

   (度)  (度)     

 

时 分 水期 水深 采样深度 沉积物类型 石油类 硫化物 砷 

   (m)  (cm)   (mg/kg)  (mg/kg)  (mg/kg)  

 

铜 铅 锌 总铬 镉 六六六 滴滴涕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多氯联苯 有机碳 汞 现场状况 
未上报数据

原因 
监测单位 备注 

(mg/kg)  (%)  (mg/kg)      

表 A.3 生物质量数据报表 

国控点位编码 省控点位编码 市控点位编码 省份 城市 区县 海区 一级海域

        

 

实测经度 实测纬度 年 月 日 时 分 水期 样品类别 种类名称 感官 

(度)  (度)           

 

粪大肠菌群 总汞 镉 铅 铬 砷 铜 

(个/L)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锌 石油类 六六六 滴滴涕 麻痹性贝毒 腹泻性贝毒 甲基汞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无机砷 氟 组胺 多氯联苯 甲醛 现场状况 未上报数据原因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监测单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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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入海河流数据报表 

监测单位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年 月 日 时 分 水期 
水量 

(104/m3)  

 

流速 测点名称 水温 盐度 pH  电导率 溶解氧 高锰酸盐指数 

  (摄氏度)  (千分) (无)  (mS/m) (mg/L)  (mg/L)  

 
生化需

氧量 
氨氮 石油类 挥发酚 汞 铅 

化学需氧

量 
总氮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总磷 铜 锌 氟化物 硒 砷 镉 六价铬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氰化物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硫化物 

粪大肠

菌群 
硫酸盐 氯化物 硝酸盐 铁 

(mg/L)  (mg/L) (mg/L)  (个/L) (mg/L) (mg/L) (mg/L)  (mg/L)  

 

锰 硅酸盐 现场状况 备注 

(mg/L)  (mg/L)    

表 A.5 直排海污染源数据报表 

采样年 采样月 采样日 分析年 分析月 分析日 监测单位 上报单位 

        

 

省份 城市 企业名称 排污口代码 排污口名称 是否达标 不达标项目 

       

 

污水流量 
污水排放时

间 
污水量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 悬浮物 pH  

(m3/h)  (h)  (万吨/年) (mg/L)  (mg/L)  (mg/L)  (无量纲)  

 

石油类 挥发酚 氟化物 动植物油 六价铬 硫化物 氨氮 总锌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总硒 总铜 总砷 总铅 总铍 总镍 总锰 总汞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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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铬 总镉 总余氯 总有机碳
色度（稀

释倍数）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氰化物 

粪大肠菌群

数 

(mg/L)  (mg/L) (mg/L)  (mg/L)  (度)  (mg/L) (mg/L)  (个/L)  

 

苯 甲苯 乙苯 元素磷 
有机磷农

药 
硝基苯类

显影剂及

氧化物总

量 

五氯酚及五

氯酚钠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烷基汞 四氯乙烯 四氯化碳 三氯乙烯 三氯甲烷 马拉硫磷 氯苯 
磷酸盐(以 P

计)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邻二氯苯 邻二甲苯 邻苯二甲酸二辛脂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乐果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AOX)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间-甲酚 间二甲苯 甲醛 甲基对硫磷 对-硝基氯苯 对硫磷 对二氯苯 
对二甲

苯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彩色显影

剂 
丙烯腈 苯酚 苯并(a)芘 苯胺类 

2,4-二硝

基氯苯 

2,4-二氯

酚 

2,4,6-三

氯酚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总氮 总磷 是否监测 未测原因 未上报数据原因 备注 

(mg/L) (mg/L)     

表 A.6 功能区海水水质数据报表 

功能区点位编码 实测经度 实测纬度 年 月 日 时 分 
水

期 

采样

层次

 (度)  (度)     

 

采样深度 水深 水温 盐度 悬浮物 无机氮 
活性磷酸

盐 
化学需氧量 

(m)  (m) (摄氏度)  (千分) (mg/L) (mg/L) (mg/L)  (mg/L)  

 
石油类 汞 铜 铅 镉 溶解氧 pH  非离子氨 

(mg/L)  (μg/L)  (μg/L)  (μg/L) (μg/L) (mg/L) (无量纲)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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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酸盐氮 硝酸盐氮 氨氮 生化需氧量(BOD5) 镍 六价铬 总铬 

(mg/L)  (mg/L)  (mg/L) (mg/L)  (μg/L) (μg/L)  (μg/L) 

 

砷 锌 硒（四价） 大肠菌群 粪大肠菌群 氰化物 硫化物 挥发酚 

(μg/L)  (μg/L) (μg/L)  (个/L)  (个/L)  (mg/L) (mg/L)  (mg/L) 

 

六六六 滴滴涕 马拉硫磷 甲基对硫磷 苯并(a)芘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活性硅酸盐

(μg/L)  (μg/L) (μg/L)  (μg/L)  (μg/L)  (mg/L)  (mg/L)  

 

总氮 总磷 有机碳 有机磷 有机氯 铁 锰 细菌总数 

(mg/L)  (mg/L) (mg/L)  (mg/L) (mg/L) (μg/L) (μg/L)  (个/ml)  

 
总大肠菌

群 
弧菌 

石油降解

菌 
霉菌 酵母菌 放线菌 

副溶性弧

菌 
叶绿素 

(个/L)  (个/ml)  (个/L)  (个/ml) (个/ml) (个/ml) (个/g)  (μg/L)  

 

漂浮物质描述 色嗅味描述 透明度 现场状况 未上报数据原因 监测单位 备注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