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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杭州简臻标准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海洋大学、厦门标普

标准化服务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牟长青、许莉莉、叶芳、汤钰婧、袁恒、梁艳华、袁青、陈智勇、俞彪、吴峰、

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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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海洋综合标准化的工作原则、工作程序和步骤、方法等方面的指导，提出了海洋综合

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件适用于海洋领域的生产、科学研究、公益服务、管理等各类标准化对象综合标准化工作。海

洋领域的团体、企业的标准化工作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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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533.1  标准化效益评价 第 1部分：经济效益评价通则 

GB/T 3533.2  标准化效益评价 第2部分：社会效益评价通则 

GB/T 12366   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36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工作原则 

海洋综合标准化主要采取以下原则： 

—— 系统性原则。为实现系统整体最佳目标，建立解决海洋标准综合性问题的最佳方法，运用系

统理论和方法，系统分析海洋综合标准化对象及其相关要素的原则； 

—— 目的性原则。开展综合标准化活动时，为实现预期目标，以综合标准化对象及其目标为导向

的原则； 

—— 成套性原则。为实现预期目标，在预期的时间内，制修订一整套目标一致、整体协调、效益

最佳的标准，并开展相应的实施、评价工作的原则； 

—— 敏感性原则。标准综合体中的任一标准对标准综合体有影响，均能及时反馈影响采取措施进

行相应调整的原则。 

5 工作程序和步骤 

海洋综合标准化工作程序示意图见图1，海洋综合标准化工作程序和步骤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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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阶段

调研、可行性分析

确定综合标准化对象

和范围

发起方建立协调机构

共享标准相关信息

规划阶段
1.确定综合标准化总体目标。 
2.分解目标，设计标准综合体框
架，确定单项标准及其目标。
3.确定标准优先级及编制计划。

评价阶段

1.建立标准综合体跟踪反馈机制。 
2.开展标准综合体评价工作。

实施阶段

1.编制相关标准。 
2.宣传、实施标准。

改进阶段

1.提出标准制定、修订、终止等
意见建议。
2.发布标准制修订计划。

 

图1 海洋综合标准化工作程序示意图 

 

表1 海洋综合标准化工作程序和步骤 

阶  段 程序和步骤 方  法 目  的 

准备阶段 

调研、可行性分析 6.1 
通过调研、可行性分析，选择具有技术经济意义、可行性

的综合标准化的对象及其范围。 确定综合标准化对象

和范围 
6.2 

建立协调机构 6.3 
开展综合标准化的组织、指挥、协调、组织实施、评价、

反馈工作，确保达到整体目标最佳。 

共享标准相关信息 6.4 
项目内共享标准的相关信息，有助于设立合理的综合标准

化目标，制定协调配套的标准综合体，促进标准的实施。 

规划阶段 

确定目标 7.1 
确定明确、具体、可量化的目标，并明确目标水平。 

设计标准综合体框架 7.2 

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分解目标，确定标准项目，

系统设计标准综合体框架。形成目标明确、构成合理、标

准配套、总体协调的标准综合体规划。 

编制标准综合体规划 7.3 
按照各项标准的相关关系和时间衔接，编制出统一的、具

有最佳顺序的标准制修订计划，实施、反馈、评价等计划。 

 

 



HY/T XXXXX—XXXX 

4 

表1（续） 

阶  段 程序和步骤 方  法 目  的 

实施阶段 

形成标准综合体 8.1 
形成相互配套、相互协调、层次分明、功能完备的标准综

合体。 

组织实施 8.2 
由协调机构按标准综合体规划实施标准，采取宣传贯彻、

培训、示范试点、监督等方式，实现海洋综合标准化目标。 

评价阶段 

跟踪反馈 9.1 
建立健全标准综合体的跟踪反馈机制，及时处理、解决，

完善标准综合体。 

开展评价工作 9.2 
为考核标准综合体的运行效果，评价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综合标准化项目完成后应开展评价工作。 

改进阶段 开展总结工作 10 
协调机构组根据项目的实施、评价情况组织开展项目总结

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完善和提高海洋综合标准化工作。 

6 准备阶段 

6.1 调研、可行性分析 

6.1.1 针对目前海洋相关工作存在的问题，或者针对海洋科学技术未来发展方向，开展调研和分析。 

6.1.2 在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和识别需要并且能通过综合标准化方法解决的问题，初步选定相关的综

合标准化对象。 

6.1.3 开展系统分析和综合论证，对初步选定的综合标准化对象开展可行性分析。可行性分析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意义； 

b) 对象是否清晰明确，拟解决的问题是否具有综合性、复杂性； 

c) 技术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d) 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客观条件是否能满足要求； 

e) 是否具有实施可行性； 

f) 可能存在的风险； 

g) 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6.2 确定综合标准化对象和范围 

6.2.1 从海洋科技、海洋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结合海洋规划、专项规划及相关政策或者本

单位发展规划，选择自然资源海洋领域的生产活动、科学研究、公益服务、管理为综合标准化对象。综

合标准化对象应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 需要多方配合、广泛协调； 

—— 对象清晰明确； 

—— 具有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 可操作性强，在预期时间、范围内能够实现。 

6.2.2 以海洋产业主领域的生产活动为对象的海洋综合标准化，可选择海洋矿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等方面或其子方面。 

6.2.3 以海洋科学研究为对象的海洋综合标准化，可选择海洋生态监测、海洋调查、极地科学考察、

大洋科学考察等方面或其子方面。 

6.2.4 以海洋公益性服务为对象的海洋综合标准化，可选择海洋观测、海洋环境预报、海洋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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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或其子方面。 

6.2.5 以海洋管理为对象的海洋综合标准化，可选择海洋经济规划与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域使用

管理、海岛管理、海洋信息等方面或其子方面。 

6.3 建立协调机构 

6.3.1 协调机构的建立与运行 

根据综合标准化的对象的范围和特点，由发起方组织建立的临时工作机构，可成立领导组、专家组、

标准制定工作组、宣贯工作组、评价工作组等，可由管理、标准化、科研、应用等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组成，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 

6.3.2 工作职责 

负责综合标准化的规划、制修订标准、组织实施、评价改进等综合标准化全过程的工作。 

6.3.3 工作内容 

主要包括计划协调、技术协调、组织实施、跟踪反馈、评价等全过程工作。其中： 

—— 计划协调针对海洋综合标准化对象制定工作计划，并组织、协调、监督计划的实施。 

—— 技术协调主要考虑海洋综合标准化对象的整体最佳技术经济效益，进行技术协调。 

6.4 共享标准相关信息 

明确界定综合标准化项目中的共享标准信息是很重要的，有助于设立合理的综合标准化目标，制定

协调配套的标准综合体，促进标准的实施。共享的标准信息主要包括： 

—— 标准的范围； 

—— 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 

—— 标准的主要方法； 

—— 标准涉及的专利信息。 

7 规划阶段 

7.1 确定目标 

根据确定的海洋综合标准化对象，以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生态环境需求为导向，系统收集法律、

法规、规划、国内外相关资料及成果，通过调研、对比与分析，以整体效益最佳为原则，开展技术经济

分析工作，确定海洋综合标准化对象应达到的目标。确定目标的主要原则： 

—— 目标分析全面； 

—— 目标与对象之间关联性强； 

—— 目标定位准确，针对性强； 

—— 整体效益最佳； 

—— 应能解决相应的重大问题； 

—— 目标水平设置合理。 

7.2 设计标准综合体框架 

7.2.1 根据确定的海洋综合标准化对象和目标，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等相关方法，明确综合标准化对象

的相关要素，以及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功能要求，分析影响综合标准化目标的各种因素，确定相关要



HY/T XXXXX—XXXX 

6 

素的范围、层次关系，编制范围明确、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海洋综合标准化相关要素图。

要素图包括以下内容： 

—— 相关要素分析全面、具体，对总目标的实现具有操作性； 

—— 相关要素数量适中，涵盖所有关键要素； 

—— 要素范围和深度合理。 

7.2.2 根据整体效益最佳的原则，分析海洋综合标准化相关要素对综合标准化目标的影响及其程度，

以对目标影响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要素为主，确定科学合理的要素具体目标。 

7.2.3 根据海洋综合标准化相关要素图和要素具体目标，系统成套的列出海洋综合标准化对象所需的

相关标准，并明确标准的级别。 

7.3 编制标准综合体规划 

海洋标准综合体规划是协调解决综合标准化工作的依据。协调机构根据准备阶段和规划阶段的结果，

组织编制标准综合体规划。主要内容包括： 

a) 按 6.2确定综合标准化对象，按 7.1的要求确定目标，并进行相关分析； 

b) 按 7.2进行设计标准综合体框架，编制要素图，确定相关要素的具体目标； 

c) 系统成套的列出所需的相关标准及标准级别，各标准之间关键指标系统优化，协调性强，能

够保证目标实现和整体效益最佳； 

d) 根据 7.3 b) c)明确标准的关键指标和要求，审查现有标准，提出现行有效标准、应修订标准、

需制定的标准，以及制、修订计划、完成时限；编制开展标准的试验、试用或示范工作计划； 

e) 制定标准的实施和反馈渠道； 

f) 制定标准的效益评价方案； 

g) 制定保障措施等。 

8 组织实施阶段 

8.1 形成标准综合体 

    由协调机构按7.3的规定组织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开展试验、试用或示范工作，根据实施的情况，

适当调整工作计划或标准中不适应的内容，不断改进标准制修订工作，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形成相互配套、相互协调、层次分明、功能完备的标准综合体。 

8.2 组织实施 

 由协调机构按 7.3组织实施，实现海洋综合标准化目标，包括以下措施： 

—— 明确标准综合体实施过程的关键节点，开展标准化关键节点的实施； 

—— 可采取网络、电视、现场等多种形式宣传贯彻标准，提高标准化意识； 

—— 可通过网络培训和现场培训的方式开展培训工作； 

—— 可选择有代表性的综合标准化项目，开展示范试点推进综合标准化项目的实施。 

9 评价阶段  

9.1 跟踪反馈 

9.1.1 协调机构可采取网络、电话、邮件等方式，建立相关标准的跟踪、反馈机制。 

9.1.2 协调机构可采取定期、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跟踪相关标准的实施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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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协调机构及时处理、解决标准的使用方发现的问题，做好记录。 

9.2 开展评价工作 

由协调机构开展或委托第三方开展评价工作，考核标准综合体的运行效果，评价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评价表指标可采用层次分析法根据评价内容进行合理设置。评价指标体系参见附录A。 

协调机构可对第三方评价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包括单位申报、材料初审、社会评价、非现场评

价、现场评价、复核、公示、年度监督评价及满意度测评等环节。 

10 改进阶段  

海洋综合标准化项目完成后，由协调机构组根据项目的实施、评价情况组织开展项目总结工作，提

出意见建议，完善和提高海洋综合标准化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 采用的综合标准化程序； 

—— 海洋综合标准化对象、目标以及相应的设置方法； 

—— 海洋综合标准体规划的系统性、协调性，以及采取的方法； 

—— 制修订标准的科学性、协调性、配套性，以及采取的措施； 

—— 海洋综合标准体的实施过程，以及采取的具体措施； 

—— 海洋综合标准体的跟踪反馈机制； 

—— 标准的评价； 

—— 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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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海洋综合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 

A.1 海洋综合标准化评价可包括过程评价和效益评价，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过程评价主要包括： 

— 准备阶段； 

— 策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检查阶段； 

— 改进阶段。 

效益评价主要包括： 

— 经济效益评价，按 GB/T 3533.1的相关要求进行评价； 

— 社会效益评价，按 GB/T 3533.2的相关要求进行评价。 

A.2 海洋综合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由 7项 A级指标，13项 B级指标组成。评价指标、评价内容和方法，

具体见表 A.1。 

A.3 指标权重可根据综合标准化项目的特点，采用主观赋权法或客观赋权法进行合理设置。定性指标

评价的量化方法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评价方法；定量指标宜采用实际值与基准值比较，计算得出

指标变动率。 

A.4 考虑到不同的综合标准化项目的不平衡，可在同类综合标准化项目内进行横向评价定位，或对单

个综合标准化项目按时间进行纵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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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海洋综合标准化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类

别 
A级指标 B 级指标 评价内容及方法 

过

程 

A1.准备 

B1.可行性程度 

①项目目标明确，从立项意义、技术、经济等方面分析，项目实施可行性强； 

②项目目的含糊，可行性不强； 

③未明确项目目的，项目不具有可行性。 

B2.对象与范围的明确性 

①将项目所关注的海洋相关的内容纳入到综合标准化项目；或者所涉及的综合标准化的对

象与范围明确；  

②未将项目所关注的主要海洋相关的经济、技术内容纳入到综合标准化项目，或者所涉及

的综合标准化的对象与范围不太明确；  

③未将项目所关注的主要海洋相关的经济、技术内容纳入到综合标准化项目，或者所涉及

的综合标准化的对象与范围不明确。 

B3.协调机构的完整性 

①成立协调机构，人员组成合理，机构运行有效，出台了完善的支持性政策；  

②有组织机构，人员机构不全，机构运行不畅，出台了基本的支持性政策；  

③未建立协调机构和机制，未出台相关的支持性政策。 

B4. 共享标准信息的齐全性 

①项目组内制定了共享标准信息的机制，完全共享了标准的相关信息；  

②项目组内未完全共享标准的相关信息；  

③项目组内未制定共享标准信息的机制，未共享标准的相关信息。 

A2.策划 

B5.目标的确定性 

①总体目标分析准确、全面，且目标量化；  

②总体目标分析部分全面，定位不准确，目标部分量化；  

③没有对总体目标进行分析，目标未量化。 

B6.标准综合体框架的全面性 

①分解了目标，有明确的标准项目，标准综合体规划和计划详实，内容全面；  

②分解了目标，标准项目不十分明确，标准综合体规划和计划简单；  

③未分解目标，没有对标准综合体的建立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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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类

别 
A级指标 B 级指标 评价内容及方法 

过

程 

A2.策划 B7.编制的标准综合体的系统成套性 

①明确了标准化对象，设计了系统成套的标准综合体框架，有详实的标准开展工作计划和

修订计划，相应的评价方案和保障措施；  

②标准化对象不十分明确，设计的标准综合体框架缺乏系统成套性，标准开展工作计划和

修订计划简单，相应的评价方案和保障措施不全面；  

③没有明确标准化对象，设计的标准综合体框架不合理，未制定标准开展工作计划和修订

计划，缺乏相应的评价方案和保障措施面。 

A3.实施 

B8.形成的标准综合体的系统成套性 

①建设了标准综合体，各项指标之间配套完整，且各项标准现行有效，形成相互配套、相

互协调、层次分明、功能完备的标准综合体；  

②建设了标准综合体，不完整，但以以关键控制点为中心的相关标准齐全完善，但是配套

标准不全、相互协调不够、层次不分明、功能不完备；  

③围绕总体目标的综合标准体没有形成，适用性和协调性差。 

B9.标准综合体的实施应用 

①标准实施按计划完成，宣传培训力度大，在整个海洋综合标准化项目中得到了整体实施

和应用，标准化意识明显提高，辐射带动作用强；  

②标准实施部分完成，在整个海洋综合标准化项目中得到了部分得到应用，标准化意识有

所提高，辐射带动作用较强；  

③标准没有实施推广，没有得到应用，无辐射带动作用。 

A4.检查 B10.跟踪反馈机制的建立与落实 

①建立了相关标准的跟踪、反馈机制，定期、不定期开展标准实施跟踪，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  

②建立了相关标准的跟踪、反馈机制，但是没有经常性实施跟踪，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理；  

①未建立相关标准的跟踪、反馈机制，发现问题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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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类

别 
A级指标 B 级指标 评价内容及方法 

过

程 

A4.检查 B11.工作评价过程的完整性 

①对设定的标准预期目标开展社会效果、经济效果和生态效果评价，评价过程完整，有记

录；  

②未按照设定的标准预期目标开展社会效果、经济效果和生态效果评价，评价过程不完整，

有记录；  

③未对开展标准的效果评价，没有评价过程。 

A5.改进 

B12.总结分析的全面性 

①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做法进行全面、符合实际的经验总结，对发现问题进行全面总

结分析；  

②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做法进行了经验总结，对发现问题进行总结分析；  

③未开展项目实施过程的经验总结和问题总结。 

B13.改进提升措施的落实 

①针对改进目标和方向，制定全面符合实际的措施，改进措施落实到位，实现了预期目标

和方向；  

②针对改进目标和方向，制定片面或脱离实际的措施，改进措施落实部分到位，部分实现

了预期目标和方向；  

③针对改进目标和方向，未制定措施，改进措施未组织实施，未实现预期目标和方向。 

效

益 

A6.社会效益  按 GB/T3533.1规定的内容和方法进行评价 

A7.经济效益  按 GB/T3533.2规定的内容和方法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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