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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监测浮标运行维护管理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近岸海域海洋环境监测浮标运行维护流程与要求、海上数据比对、数据质量控制与

评估及维护档案的相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近岸海域锚泊监测浮标的运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696 中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

JT/T 760 浮标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洋环境监测浮标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uoy
一种可搭载、悬挂多种类型的仪器设备，能定点、自动、长期、连续地进行采集、处理、存储和无

线传输海洋环境数据等要素的资料浮标。

注：改写 HY/T 143-2011，定义 3.1。

4 运行维护流程

4.1 运行维护流程

运行维护流程如下：

a）维护类型确定；

b）维护流程；

c）维护工作审核与资料归档。

4.2 维护类型确定

海洋环境监测浮标运行维护有如下三种方式：

a) 例行维护。根据校准周期和维护周期，进行例行维护。

b) 故障处理。根据数据异常或数据中断等情况，核查故障原因，排除故障。

c) 应急事故处理。如发现浮标移位、被撞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浮标损坏时，应按应急事故处理。

4.3 维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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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员按照维护类型，应确定维护时间和任务内容，备好维护、维修工具及海上数据比对所需的

仪器和试剂，并按照相应要求进行维护：

——例行维护。例行维护包含维护前测试，完好性检查，传感器清理和校准，局部保养，海上数据

比对、数据拷贝，填写浮标维护前后对比记录表和浮标现场维护过程记录表等步骤，浮标维护

前后对比记录表和浮标现场维护过程记录表格式参见表 A.1 和表 A.3。

——故障处理。故障处理包含故障检查，现场修复或更换备用传感器，填写浮标现场维护过程记录

表和浮标维护前后对比记录表等步骤，浮标维护前后对比记录表和浮标现场维护过程记录表格

式参见表 A.1 和表 A.3。

——应急事故处理。应急事故处理包含追踪移位或被撞浮标、完好性检查、浮标体或传感器修复

等步骤，必要时回收浮标并重新投放。

4.4 维护工作审核与资料归档

维护任务完成后，应按以下要求完成维护工作的审核和归档：

a) 维护人员填写浮标维护任务验收单，由维护负责人进行验收和审核。浮标维护任务验收单参见

表 A.2。

b) 维护人员整理维护记录，并完成材料提交和归档工作。

5 运行维护要求

5.1 检定/校准

浮标仪器设备按相关的计量检定/校准规程进行周期性的检定/校准，浮标检定/校准周期应根据海区

环境条件、仪器性能和数据比对结果偏差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故障处理/应急事故处理后相关仪器设

备需经重新检定/校准方可再投入运行。

注：不同海区应确定每种监测参数的检定/校准周期。

5.2 例行校准

例行校准参数包括盐度（电导率）、叶绿素a、浊度、pH、溶解氧、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磷

酸盐等。

应按照仪器说明书开展校准工作，具体方法参见附录B，并填写记录表，浮标水质传感器例行校准

记录表和浮标营养盐分析仪例行校准记录表格式参见表B.1和表B.2。
盐度（电导率）、叶绿素a、浊度、pH、溶解氧的校准结果用绝对误差表示，氨氮、硝酸盐、亚硝

酸盐及磷酸盐可采用两点校准或标准曲线校准，用相对标准偏差或标准曲线相关系数表示。

例行校准参数的校准结果应满足表C.1的要求。

5.3 例行维护

5.3.1 维护周期

维护周期参照附录 D的方法进行确定，并结合浮标传感器的检定/校准周期、传感器的海洋生物附

着情况、海上数据比对及各参数数据漂移等情况进行调整。应按照各参数中维护周期最短的时间确定。

5.3.2 维护要求

5.3.2.1 维护内容

维护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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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浮标回收与布放；

b） 浮标体维护；

c） 锚系维护；

d） 供电系统维护；

e） 电子舱维护；

f） 传感器维护；

g） 数据采集与通讯系统维护；

h） 安全防护系统维护；

i） 线缆维护。

5.3.2.2 浮标回收与布放

浮标回收应按以下程序实施：

a） 停止仪器供电；

b） 拆除浮标上所有部件及设备；

c） 利用回收绳回收锚系；

d） 缓慢将浮标移至指定位置，用起吊作业方式吊至指定位置；

e） 清理标体及锚系；

f） 浮标各部件及设备应妥善保存。

浮标布放应按以下程序实施：

a） 对浮标电子舱做气密性检测，结果应符合 JT/T 760的规定；

b） 确认浮标传感器、通讯系统、数据采集系统、供电系统等模块整体运行正常；

c） 检查浮标体支架及水下附属设备的完好性，对浮标上各接头进行防水防腐蚀处理；

d） 连接锚链并连上回收绳；

e） 用起吊作业方式布放；

f） 缓慢拖行至指定地点，记录定位和水深；

g） 检查锚系，抛锚；

h） 布放后，确认浮标海上运行正常。

5.3.2.3 浮标体维护

按以下内容对浮标体进行维护：

——检查浮标体支架，出现安装不稳固、结构变形或损坏等情况，应修复或更换；

——检查浮标体各接头、螺丝等，如出现锈蚀，应更换；

——清除浮标体表面污垢及海洋附着生物；

——根据实际情况，牺牲阳极宜每年更换一次；

——浮标体宜每年重新涂刷防附着生物漆。

5.3.2.4 锚系维护

锚系维护应包含以下内容：

——回收后清理海洋附着生物，去除盐渍，对锚链进行除锈；

——检查锚链的腐蚀程度，如果同一节锚链有 1/3以上连链环有明显伸长，变形磨损量达到原直径

10%，应更换锚链；

——锚链使用 1年~2年后应有计划地调换两端的连接位置，并做好标记；

——锚链宜每年重新涂刷防锈漆。

5.3.2.5 供电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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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系统维护包括按照说明书要求对充电电池进行修复或更换、检测太阳能板的面板、接线盒和充

电控制器、清理太阳能板表面污物。出现下列情况时，应修复或更换太阳能板：

a） 面板表面有裂纹、破损；

b） 面板存在母线断裂，充电电压低于额定电压；

c） 接线盒破损，盒内接线不牢固，有锈蚀；

d） 充电控制器工作异常；

e） 使用期超过 5年。

5.3.2.6 电子舱维护

应按照以下内容对电子舱进行维护：

——检测电子舱湿度，若湿度上升超过 10%，应检查电子舱气密性并更换干燥剂；

——检查电子舱的橡胶密封 O圈，若变形，应更换；

——检测电子舱数据采集模块、信号传输模块及电源管理模块，如有损坏，应维修或更换；

——每三个月应对电子舱接头除锈和防水。

注：电子舱不宜频繁打开，可每年对电子舱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5.3.2.7 传感器维护

水质传感器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清除水质传感器表面的附着物，清理探头表面污物；

——检查仪器的水密性等方面。

营养盐传感器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清洗传感器内部管路，更换试剂并校准；

——检查接头和光源，如果初始吸光度升高 0.2，应将传感器取回实验室进行调试；

——当光源强度明显下降，且无法调至初始值时，应更换光源。

气象传感器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清理传感器表面污物；

——如设备故障或数据异常，应修复或更换。

海流和波浪传感器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清理传感器表面的海洋附着生物；

——进行防生物附着处理；

——对传感器接头进行除锈、防腐蚀处理等内容。

水中油传感器维护包括以下内容：

——清理油膜及传感器表面的海洋附着生物，并进行防生物附着处理；

——对传感器接头进行除锈、防腐蚀处理；

——发现油膜出现断裂、拉伸现象，应更换。

5.3.2.8 数据采集与通讯系统维护

数据采集和通讯系统维护包括清理通讯天线表面污物、检查通讯卡通讯状态是否正常等。如出现下

列情况时，应修复或更换：

——查看系统日志，数据采集程序异常；

——数据采集器供电电压异常；

——通讯天线发生弯折；

——接收软件异常。

5.3.2.9 安全防护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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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护系统维护内容如下：

——检查 GPS 定位装置、雷达反射器、标灯外观及其固定状态，发现松动、固定螺丝脱落、结构不

完整或损坏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检查标灯是否符合 GB4696 的闪烁方式，若灯光失常，应修复或更换。

——检查 GPS 定位信息是否准确，若定位异常，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5.3.2.10 线缆维护

线缆维护内容如下：

——检查各线缆外皮，如有老化、破损、腐蚀、接触不良等现象，应修复或更换。

——检查各线缆接头及各接线端子，如有松动、腐蚀等现象，应修复或更换。

——浮标上所有线缆应规整有序，在固定时应松紧适度。

注：挪动线缆时，应轻拿轻放，切勿强拉强扯。

5.4 故障处理

5.4.1 传输故障

5.4.1.1 固定 IP服务器网络故障（以 GPRS等无线网络通讯方式），处理方法如下：

a） 检查服务器网络情况，确保网络正常；

b） 检查服务器上软件和服务运行情况，若发生异常，应及时修复。

5.4.1.2 卫星天线故障或者卫星接收站故障（以北斗或海事卫星等通讯方式），处理方法如下：

a） 更换损坏的天线或线缆，若卫星接收站出现故障，应维修或更换；

b） 检查服务器上软件和服务运行情况，若发生异常，应及时修复。

5.4.1.3 浮标上的接头处进水，造成保险丝烧断，导致浮标电子舱停止工作，按以下方法处理：

a） 现场对电子舱进行检测，如发生短路，应处理接头进水故障，并更换保险丝；

b） 现场无法进行开舱操作，应将浮标回收并修复处理。

5.4.1.4 太阳能板、充电电池或供电线缆出现故障，导致供电异常，按以下方法处理：

a） 检查太阳能板，若发生故障，应修复或更换；

b） 检查供电线缆，若出现磨损、断裂、腐蚀等现象，应更换；

c） 检查充电电池，若电压持续偏低且无法正常充电，应更换。

5.4.2 传感器故障

5.4.2.1 传感器故障的处理方法如下：

a） 现场直连传感器检查；

b） 若发生故障，应现场维修或更换备用传感器。

5.4.2.2 线缆接头进水，造成所在线路的保险丝烧断，按以下方法处理：

a） 现场对电子舱进行检测，若发生短路，应更换保险丝；

b） 现场无法进行开舱操作，应将浮标回收并修复处理。

5.4.2.3 传感器接头或线缆出现磨损、断裂，腐蚀等现象，应更换接头或线缆。

5.5 应急事故处理

当浮标出现移位，遭受船舶碰撞或拖带，遭受人为破坏或其他不可抗力损坏时，应按应急事故进行

处理。处理程序如下：

a） 应在 24h之内进行浮标回收，应急响应时间不宜超过 4h；
b） 海上追踪到浮标后，应在现场进行完好性检查，拍照记录；

c） 浮标回收；

d） 浮标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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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重新投放。

6 海上数据比对

开展海上数据比对的参数主要包括水温、盐度、电导率、pH、溶解氧、叶绿素 a等。每次例行维

护前后均应采用检定合格的便携式仪器进行海上数据比对，数据比对时间应与浮标取样时间保持一致。

比对结果应符合表 C.1的要求，若超出其准确度范围，应对传感器重新校准、维修或更换。

7 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

每月进行一次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主要内容应包括：

——汇报上个月浮标数据和维护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结合海域环境变化过程，对可疑数据进行标记和分析，若发生数据漂移，及时调整维护周期；

——对各参数海上数据比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对运行维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进行商讨。

8 维护档案

8.1 维护记录

记录运行维护流程，包括日常维护、故障处理、应急事故处理、海上数据比对及数据评估的整个过

程，记录表格式参见表 A.1~A.4。

8.2 基础信息

记录各仪器设备的基础信息、检定记录、检定周期及维护周期，并存档，记录表格式参见表 A.5~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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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浮标维护记录表格及各仪器基础信息记录表格格式

浮标维护记录表格及各仪器基础信息记录表格格式见表A.1-A.7。

表A.1 浮标维护前后对比记录表

编号： 第 页 共 页

对应维护任务单号 站位 日期

维护带班人 维护组员

维护过

程描述

维护前

后数据

对比

维护前

后传感

器照片

对比

记录人： 复核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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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浮标维护任务验收单

编号： 第 页 共 页

任务来源

例行维护 □ 故障处理 □ 应急事故处理 □

（通知单编号： ）

维护站位 维护带班人

本次维护任务

关键点

维护带班人签收 日期

维护

工作

检查

验收

记

录

记录是否完整： 是 否

1、《浮标维护前后对比记录表》 □ □

2、《浮标现场维护过程记录表》 □ □

3、《浮标传感器日常校准记录表》 □ □

4、《浮标维护前后对比记录表》 □ □

照

片

照片是否清晰： 是 否

□ □

验收意见

年 月 日

审核人

年 月 日

归档签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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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浮标现场维护过程记录表

编号： 第 页 共 页

对应维护任务单号 站位 日期

室内准

备

（1）海况 海况适合维护 □ 出海船只确定 □

（2）数据比对
水质传感器 □ 营养盐分析仪 □

气象传感器 □ 无 □

（3）水质参数校准 室内校准 □ 现场校准 □ 无该型仪器 □

（4）仪器试剂准备 仪器正常 □ 试剂正常 □

（5）通知数据

管理员时间

通知

对象
通知人

海上现

场维护

（6）维护前通知数据管理员 □

（7）维护时段 开始时间： 时 分 结束时间： 时 分

（8）日常检查（正常打√，异常备注说明，无该型传感器划 ）

仪器设备

浮标整体外观 □ 电子舱温湿度 □ 供电电压 □

GPS或北斗定位 □ 标灯及雷达反射器 □

营养盐分析仪 □ 水质传感器 □

温湿度传感器 □ 气压传感器 □

风速风向传感器 □ 雨量计 □

流速流向仪 □ 波浪传感器 □ 海流传感器 □

放射性传感器 □ 溢油传感器 □ PAR传感器 □

其他：

（9）维护后传感器 SN号变更记录

（10）维护完成后与数据管理员确认数据情况（正常打√，异常备注说明）

数据传输 各项监测数据

备注：

（11）海上数据比对 有 □ 无 □

回到

室内

（12）是否有传感器替换回

实验室

有 （仪器状态： 正常维护保养 □ 故障 □）

无 □

（13）出海物品清理并摆放整齐 □

（14）完成《浮标站维护前后对比记录表》 □

维护人员：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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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浮标传感器海上数据比对记录表

编号： 第 页 共 页

浮标站位 比对仪器（SN） 浮标仪器（SN） 日期

比对参数
比对仪器 浮标仪器 比对仪器

不确定度

比对

误差检测结果 1 检测结果 2 检测结果 3 平均值 检测结果 1 检测结果 2 检测结果 3 平均值

维护前

__时__分

水温

盐度

pH

溶解氧

叶绿素 a

维护后

__时__分

水温

盐度

pH

溶解氧

叶绿素 a

记录人： 复核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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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仪器设备基础信息记录表

共 页 第 页

序号 仪器SN 仪器名称 购买时间 入库时间 仪器价格 购买人员 使用人员 仪器类型 仪器状态 仪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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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仪器设备检定记录表

共 页 第 页

序号 仪器SN 仪器名称 检定时间 检定地点 检定人员 检定方法 检定结果 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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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 仪器设备检定周期和维护周期记录表

共 页 第 页

序号 时间 仪器SN 仪器名称 检定周期 维护周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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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水质参数例行校准操作规程

B.1 YSI系列传感器常规水质参数校准操作

B.1.1 pH的校准方法

pH的校准方法按以下程序操作：

a） 在 MAIN MENU中，选择 CALIBRATE，然后按下 ENTER；
b） 进入校准窗口，选择 pH 选项，按下 ENTER，显示 pH校准窗口；

c） 选择 2-POINT 选项，按下 ENTER，显示 pH 值输入窗口；

d） 在干净的校准杯中倒入适量校准液，将探头末端浸入到校准液中，轻轻转动探头或上下移动，

消除探头上的气泡；

e） 输入当前温度下的校准液值，按下 ENTER，显示 pH校准窗口；

f） 在校准前让温度平衡一分钟，此时显示当前测量值并且不断变化，观察 pH读数，当读数稳定

后，按 ENTER显示校准被接受，并提示按 ENTER继续；

g） 按 ENTER返回 pH校准窗口，清洗探头、校准杯并擦干；

h） 重复d-g步骤进行第二个点的校准。

B.1.2 溶解氧的校准方法

溶解氧校准一般采用饱和的湿润空气进行单点校准，在校准杯内加入少量的自来水，将校准杯拧到

主机上旋进一到两个丝扣，保持校准杯内与大气相通，等待15分钟，当校准杯内水汽达到平衡后开始校

准。溶解氧的校准方法按以下程序操作：

a） 在 MAIN MENU中，选择 CALIBRATE，按下 ENTER；
b） 进入校准窗口，选择DISSOLVED OXYGEN选项，按下ENTER，显示溶解氧校准窗口；

c） 选择DO PERCENT%选项；

d） 按下ENTER，显示输入当前大气压窗口，当650MD手持终端内配有气压计时当前大气压会自

动显示，若没有配置气压计则手动输入当前大气压值；

e） 获得当前气压值后，按下ENTER，显示溶解氧百分比的校准窗口，当溶解氧百分比读数稳定

时，按下ENTER，输入校准值，返回MAIN MENU。
注：在当前大气压下使用水溶液校准溶解氧百分比时，应确保水中溶解氧达到饱和。

B.1.3 电导率的校准方法

电导率的校准方法按以下程序操作：

a） 在 MAIN MENU中，选择 CALIBRATE，按下 ENTER；
b） 进入校准窗口，选择 CONDUCTIVITY，按下 ENTER，进入电导率校准窗口；

c） 选择 SPECIFC CONDUCTANCE，按下 ENTER，进入比电导率校准输入窗口；

d） 在干净的校准杯里倒入适量校准液，将探头浸入校准液中，轻轻转动或上下移动探头，消除探

头上的气泡；

e） 输入校准液的电导率值，按下 ENTER，显示电导率校准窗口；

f） 在校准前先让温度平衡一分钟，此时各探头的当前测量值显示在屏幕上且不断变化。观察比电

导率，当读数稳定大约 30秒后，按下 ENTER。屏幕显示接受校准，并且提示用户按下 ENTER；
g） 按 ESC回到校准菜单，用纯水冲洗探头并擦干。

注：校准前确保探头干燥。先用少量校准液清洗电导率探头，但要避免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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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浊度的校准方法

浊度的校准方法按以下程序操作：

a） 在 MAIN MENU中，选择 CALIBRATE，按下 ENTER；
b） 进入校准窗口，选择 TURBIDITY-6136，按下 ENTER，显示浊度校准窗口；

d） 选择 1-POINT，按下 ENTER，显示浊度值输入窗口；

e） 将所有探头置入 6073-1 校准液；

f） 输入浊度浓度值，按下 ENTER，显示浊度校准窗口；

g） 不断搅拌水样或者快速转动探头，使浊度探头与水样充分接触；

h） 在校准前先让温度平衡一分钟，此时显示当前测量值并且不断变化，观察浊度的读数，当读数

稳定时，按下 ENTER显示校准被接受，并提示按 ENTER继续；

i） 按 ESC回到校准窗口， 用纯水冲洗探头并擦干。

B.1.5 蓝绿藻的校准方法

蓝绿藻的校准方法按以下程序操作：

a） 在 MAIN MENU中，选择 CALIBRATE，按下 ENTER；
b） 进入校准窗口，选择 BGA-PE，按下 ENTER，显示蓝绿藻校准窗口；

d） 选中 1-POINT，按下 ENTER，显示蓝绿藻值输入窗口；

e） 显示蓝绿藻(CELLS/ML)的输入窗口，将探头置入已知蓝绿藻浓度的水溶液中；

f） 在校准前先让温度平衡一分钟，此时显示当前测量值并且不断变化，观察 CELLS/ML的读数，

当读数稳定时，按下ENTER，显示校准被接受，按ENTER继续；

g） 按 ESC回到校准窗口，用纯水冲洗探头并擦干。

B.1.6 叶绿素 a的校准方法

叶绿素a的校准方法按以下程序操作：

a） 在 MAIN MENU中，选择 CALIBRATE，按下 ENTER；
c） 进入校准窗口，选择 CHLOROPHYll，按下 ENTER，显示叶绿素 a校准窗口；

d） 选择 CHL（μg/L）；
e） 选择 1-POINT 选项，按下 ENTER，显示叶绿素 a（μg/L）输入窗口；

f） 将探头置入已知叶绿素浓度的水溶液中；

g） 输入叶绿素 a浓度值，按下 ENTER，显示叶绿素 a（μg/L）校准窗口；

h） 不断搅拌水样或者快速转动探头，使叶绿素 a探头与水样充分接触；

i） 在校准前先让温度平衡一分钟，此时显示当前测量值并且不断变化，观察叶绿素 a（μg/L）的

读数，当读数稳定时，按下 ENTER，显示校准被接受，并提示按 ENTER继续；

j） 按 ESC回到校准窗口，用纯水冲洗探头并擦干。

B.2 SYSTEA系列分析仪营养盐参数校准操作

营养盐分析仪校准方法按以下程序操作：

a） 打开试剂仓，清空试剂袋的残留试剂，用纯水冲洗试剂袋 1次~2次；

b） 清空废液袋，取下纯水袋填装 4L纯水；

c） 连接多管路，清洗管路内部和流通池的污垢。首先，将 9号试剂管接到 30%（体积比）的次

氯酸钠溶液，启动WASH程序。其次，接到纯水，启动WASH程序，需交替清洗多次。此时

还应查看废液排放是否顺畅，判断电磁阀是否有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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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将新配制好的 1至 6号试剂填装到试剂袋，与对应编号的试剂管连接，1号和 2号试剂一次填

装 150ml，其余的试剂一次填装 250ml，填装完成后将试剂袋固定在试剂仓内；

e） 查看 REF V和 SAM V是否在 2-3V范围内，若 REF V不在该范围，则要调整 REF V和 SAM V
在 2-3V。SAM V可在 NPAPANEL软件操作界面直接调整；

f） 仪器调试完成后，测试标准溶液并绘制校准曲线，相关系数应大于 0.995，校准数据需手动输

入保存。测试同一样品 RSD应小于 5%。

B.3 例行校准记录表

浮标水质传感器例行校准记录表格式见表 B.1，浮标营养盐分析仪例行校准记录表格式见表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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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浮标水质传感器例行校准记录表

编号： 第 页 共 页

记录人： 复核人： 审核人：

仪器名称 气温/℃ 湿度/%

仪器编号 日期

参数
校准

物质一

校准前

读数

校准后

读数

校准

物质二

校准前

读数

校准后

读数

溶液温度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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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浮标营养盐分析仪例行校准记录表

编号： 第 页 共 页

仪器名称 室温/℃

仪器编号 日期

分析参数 NO3-N PO4-P NH3-N NO2-N

校准物质

浓度 1/μg•L-1

吸光度

浓度 2/μg•L-1

吸光度

试剂空白吸光度

配制浓度/μg•L-1

测试结果 1

测试结果 2

测试结果 3

测试结果 4

测试结果 5

RSD/%

记录人： 复核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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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海洋环境监测浮标各水质参数数据比对结果和仪器性能指标的要求

海洋环境监测浮标各水质参数数据比对结果和仪器性能指标的要求见表C.1。

表 C.1 海洋环境监测浮标各水质参数数据比对结果和仪器性能指标的要求

监测参数
测量

范围
准确度 精密度

零点

漂移

量程

漂移

例行校准

绝对

误差

标准曲线

相关系数

相对标

准偏差

水温/℃ -5～50 ±0.2 —— —— ±0.2 —— —— ——

溶解氧/mg•L-1 0～50 ±0.3 10% —— ±0.3 ±0.1 —— ——

电导率/mS•cm-1 0～100 ±0.2 —— —— ±0.2 ±0.1 —— ——

盐度 0～70 ±0.2 5% —— ±0.2 ±0.1 —— ——

pH 0～14 ±0.2 ±0.2 —— ±0.2 ±0.05 —— ——

叶绿素 a/ μg•L-1 0～400 ±20% 15% ≤0.1% ±10% ±0.2 —— ——

氨氮/μg•L-1 0~1000 ±25% 10% ≤1% ±10% —— ＞0.995 ＜5%

硝酸盐/μg•L-1 0~1000 ±25% 10% ≤1% ±10% —— ＞0.995 ＜5%

亚硝酸盐/μg•L-1 0~1000 ±25% 10% ≤1% ±10% —— ＞0.995 ＜5%

磷酸盐/μg•L-1 0~1000 ±25% 10% ≤1% ±10% —— ＞0.99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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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维护周期确定方法

D.1 维护周期确定的方法

D.1.1 维护周期确定的实验要求

在确定维护周期的实验期间，不对仪器设备进行清理和维护。

D.1.2 维护周期确定的程序

一般情况下，冬春季维护周期的确定在4月或10月进行，夏秋季维护周期的确定在6月或8月进行。

针对所有的使用设备，进行零点漂移和量程跨漂实验（参见D.2）或仪器准确度和精密度检查实验

（参见D.3），在投放当天，5天，10天，15天，20天，25天，30天和35天分别进行一次实验，监测结果

满足表A.1要求时，实验继续进行，不满足要求时实验终止。

受气象条件影响，测定可提前1日或顺延1日~2日。按实际测定时间记录。

D.2 零点漂移和量程跨漂实验

在现场对模拟海水空白、20%和80%量程浓度的样品各测试3次。

D.3 仪器准确度和精密度检查方法

选择国家有证标准样品，实验仪器连续测定标准样品 6 次，以测定结果计算精密度；以测定结果和

标准样品保证值的绝对误差计算准确度。

D.3.1 仪器准确度检查

准确度一般按规定浓度样品测定结果的绝对误差或相对误差进行检验，叶绿素a、蓝绿藻及营养盐

参数使用相对误差进行检验；pH、DO、温度、电导率等参数按照绝对误差进行检查。以相对误差检查准

确度时，样品浓度为量程20%和量程80%。

相对误差检查方法：测定6次各检验浓度的样品，计算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检查方法适用于pH、DO、温度、电导率等项目。pH准确度检查按照pH=4、7和10的样品进

行检查；DO准确度按饱和浓度下测定结果进行检查；温度、电导率准确度采用对2个不同浓度或温度的

实际或模拟样品（低浓度样品浓度应在满量程10%-30%浓度之间，高浓度样品浓度应在满量程50%-80%

浓度之间），采用比对方法进行检查。

绝对误差检查方法：测定6次各量程检验浓度的样品，计算单次测定值与参照值的绝对误差，以最

大单次绝对误差满足表A.1的要求。

D.3.2 仪器精密度检查

精密度（pH除外）检查包括对量程20%、量程80%浓度测定结果或对2个不同浓度实际或模拟样品结

果的检验，以相对标准偏差判定。

精密度检查方法（pH除外）：测定6次各量程检验浓度的样品，计算每个样品测定结果的相对标准

偏差。

pH精密度检查方法：计算每个样品（pH=4、7、10）连续测定6次结果绝对误差，各浓度样品单次测

定值与参照值的绝对误差最大值满足表A.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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