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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技术规程》

（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海洋局关于下达 2017 年度《海域使用分类》

等 93 项海洋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国海科字

[2017]459 号），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制定海洋行业标准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

程》）。标准项目编号为 201710043-T。 

（二）制定背景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海洋经济统计工作，《全国海

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加强海洋经济监测与评

估，提升海洋经济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和省级海洋

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能力建设”。《“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

划》提出了“健全监测评估体系”“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发展

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统计数据质量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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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数据可用性，对科学决策起到重要参考依

据作用。当前，数据质量控制环节已嵌套于常规的业务化统

计工作，为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加强与规范统计管理，

自然资源部印发《自然资源统计工作管理办法》，明确提出

了“严格审核”“加强技术校核”“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统计数据

质量控制体系”等统计工作管理办法，为规范我国海洋经济统

计和提高数据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 

海洋经济数据质量是海洋经济统计工作的生命线，高质

量的统计数据可为国家和地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

学决策依据。随着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逐步普

及，社会各界对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的需求越来越广泛，对数

据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时、准确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

对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正确研判海洋经济走势、提高决

策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传

统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方法已不能满足对不同类

型数据时效性和准确性的要求。为进一步提高海洋经济监测

数据的质量，准确真实地反映海洋经济运行状况，总结国家

海洋经济数据质量控制工作经验，指导地方开展海洋经济数

据质量控制业务化工作、促进海洋经济统计标准数据集建

设，满足各级地方政府强化海洋经济指导与调节的决策需

要。在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组织下，国家海洋

信息中心开展了《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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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工作。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在总结前期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工作

的基础上，总结提炼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的技术内

容，开展了海洋行业标准《规程》的编制工作。标准编制过

程如下： 

1.前期研究阶段 

（1）基础工作整理与分析 

参照国家统计部门关于统计数据质量控制相关内容，基

于《全国海洋统计数据审核办法》《全国海洋统计工作考评

方法》《第一次海洋经济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等，研究

了当前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技术规程编制总体思

路，系统梳理了海洋经济统计质量控制业务工作实践，总结

提炼了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基本要求、流程和常用

方法等。 

（2）框架梳理与讨论 

系统研究了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有关方法的分类，对各种

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的适用性进行比较，经多轮讨论，明

确了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技术规程的定位和框架。

本标准以实用性为原则，借鉴国家质量控制有关概念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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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阐述各种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技术

方法，旨在规范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收集和汇总过程质量控制

业务化工作。 

（3）专题研究与论证 

在明确技术规程的定位和框架之后，搜集相关资料，结

合工作实践，开展专题研究与论证。包括对各种统计数据质

量控制方法适用范围的研究，方法步骤的提炼，关键技术节

点总结，实例分析等。经过项目组多次讨论与修改，确定标

准框架、内容和关键技术方法。 

2.《规程》征求意见阶段 

结合专题研究的情况，对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

各类方法进行对比提炼、平衡和调整，按照标准的格式要求

编写《规程》，对各种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的分类、适用

条件、关键技术环节等进行论证修改，对有关技术方法进行

实例验证。标准编制技术组就质量控制思路、方法、结果应

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规程》（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6 月 1 日，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在天津组织海洋经

济领域有关专家，对《规程》（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内部评

审，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该规程能够满足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

质量控制工作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应用价值，可以报全国海

洋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征求意见。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全国海洋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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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正式征求意见。《规范》共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

数：23 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23 个；收

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11 个；

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无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12 个；

没有回函的单位数：0 个。共获得有效意见 37 条，采纳 26

条，部分采纳 8 条，未采纳 3 条。 

3.《规程》送审阶段 

送审稿的编制是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汇集、分析、论

证各类意见后编制完成的。项目组梳理了各单位意见，组织

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对标准意见进行分析，按照 GB/T 1.1 规

范标准文本，对照征求意见逐条修改《规程》文本，完善细

化编制说明，并编制标准意见汇总处理表，形成送审材料。 

2022 年 6 月 2 日，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视频会

议形式主持召开了《规程》（送审稿）审查会。会议由自然

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中国海洋大学、江苏省自然

资源厅、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海洋发

展战略研究所、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国家海洋局南海规划

与环境研究院等单位的 9 名专家组成审查组。审查专家组认

真听取了标准起草单位关于《规程》（送审稿）的制定过程、

主要技术内容等情况的汇报和有关说明，逐条讨论了送审

稿、编制说明和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文件，审查组认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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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一致同意标准通过审查。 

按照审查会会议纪要，项目组对《规程》进行了完善，

形成了《规程》报批稿及相关报批材料。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的起草人为宋维玲、彭星、郑莉、付瑞全、周洪

军、杨洋、张献丽、郭越。 

宋维玲，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系统设计和协调，

技术规程的组织实施和推动，技术规程的修改； 

彭  星，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技术规程及编制说明

的编制，统计异常值检验方法研究和编写，标准征求意见处

理，质控方法的业务验证等； 

郑  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框架的设计，标

准草案的起草与汇总，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逻辑关系检验、

值域参考范围检验方法的研究和编制，编制说明的编写等； 

付瑞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海洋经济数据集质量

评价的研究和编写； 

周洪军，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

齐全性检验方法研究与编写； 

杨  洋，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的规范性检验方

法研究与编写，质控方法的业务验证等； 

张献丽，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工

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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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越，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的申报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实用性原则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技术规程的编制坚持实

用性原则，服务于国家和地方开展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

控制业务化工作需要，选取实际工作中易于理解、便于操作

的质量控制方法，充分考虑到方法的可操作性，选用通用的

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方法，编制语言力求简练、精辟、通俗

易懂。 

2.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在分析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特征的基础上，参考国

民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有关方法内容，充分考虑海洋经

济统计数据集的特殊性，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对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一般步

骤做出相关规范。 

3.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结合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和数据质量控制方法

的特点，系统归纳了适用于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的

技术方法及其适用范围，这是开展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

控制的基础。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的各种方法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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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使用，也可结合其他方法组合使用，在不同维度上对海

洋经济统计数据集的质量进行控制。 

4.前瞻性原则 

为确保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方法的科学性，本

标准内容的编制适当前瞻，不仅包括当前海洋经济统计数据

集质量控制体系下比较成熟的质量控制方法，也包括目前正

在开展，但技术有待完善的方法，还包括由于条件限制目前

尚未开展，但是未来十分重要的方法。 

（二）标准主要内容确定的论据 

1.关于标准定位的确定 

本标准定位为开展各类常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

控制的基础性标准，标准中提出的质量控制原要求和方法是

开展各类常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的收集和汇总过程质量

控制业务化工作的基础与参考依据。 

依据：随着海洋经济统计方式的不断拓展，通过各种渠

道获取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日益丰富，包括海洋经济报表

制度数据集、海洋经济调查数据集、涉海企业直报数据集、

海洋经济共享数据集等，具有覆盖内容广、数据来源多、可

信度不一等特点，不同机构对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处理方

式也无法通用。此外，当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的用途发生改变

时，数据处理过程容易重新返工，不但影响工作效率，且对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管理工作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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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术语和定义的确定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涉及术语的名称和解释

主要参考国家统计局有关术语，结合海洋经济统计质量控制

工作实践，进行归纳总结。 

依据： 

（1）海洋经济 ocean economy 

参考《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 20794）中给出的

定义：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

关联活动的总和。 

（2）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 marine economy statistical 

datasets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来说，

数据集是一种数据所组成的集合。在此基础上，规程将海洋

经济统计数据集定义为“按照不同统计方式、渠道获取的各类

海洋经济统计指标数据的集合”。 

3.标准框架的说明 

综合考虑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方法的科学性

和实用性，在阐述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

基础上，提出实际工作中常用的质量控制方法；然后介绍各

个方法的适用条件、一般步骤并列举实例。各个方法之间的

关系是平等的，只有适用条件差别，而没有方法优劣的差别。 

依据：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方法有多种，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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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角度看，有完整性检验和唯一性检验；从规范性角度看，

有一般规范性检验和指标规范性检验；从一致性角度看，有

比较逻辑关系检验和相关逻辑关系检验；从准确性和可比性

角度看，有值域参考范围检验和统计异常值检验，其中值域

参考范围检验包括指标极值检验、增长率极值检验，统计异

常值检验包括拉依达（3σ）检验、狄克逊（Dixon）检验等。 

由于广义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涉及经济、资源、环境、

科技、教育、管理等方面，数据具有种类多、结构多样、体

量大等特点。由于不同指标数据的分布规律与特点不尽相

同，很难用同一种方法检验所有统计数据的质量，本标准在

介绍不同质量控制方法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各个方法的适用

条件、一般步骤并列举实例，以满足常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

集质量控制业务化工作的需要。 

4.关于质量控制方法的提炼与确定 

在总结梳理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工作实践的

基础上，着眼于国家和沿海地区各级海洋统计部门对海洋经

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业务化工作的需求，提炼总结出几类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的常用方法，包括完整性检

验、唯一性检验、规范性检验、比较逻辑关系检验、相关逻

辑关系检验、指标极值检验、增长率极值检验、拉依达检验、

狄克逊检验等。可根据不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统计分布规

律和特点，采用合适的质量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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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在传承历史方法，开拓新方法的实践中，总结提

炼，经过反复推敲论证，最终确定了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

量控制的常用方法，既包括当前海洋经济统计调查体系下比

较成熟的质控方法，如完整性检验、唯一性检验、规范性检

验、比较逻辑关系检验、指标极值检验、增长率极值检验等；

也包括目前正在开展，但技术方法有待完善的方法，如相关

逻辑关系检验、统计异常值检验，其中关键技术内容已通过

统计专家的论证。与此同时，对于不适宜以标准的形式表达

的方法，如非传统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等，由于涉及到的方法

流程较为复杂，相关内容不在本技术规程体现。 

5.关于质量控制评价方法的确定 

总结梳理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业务工作实践，

将数据集质控结果分为“无明显缺陷”“轻度缺陷”“重度缺

陷”“极重缺陷”，制定指标数据集质量符赋值与质量分级规

则，将数据质量分别赋值为“1”“2”“3”“4”。对每个指标的各

项质量检验结果进行质量标识与分级，便于与数据报送单位

沟通反馈并进行数据产品的制作。 

依据：《国土资源数据库数据质量检查验收规范》提出

了按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判定数据质量的评价方法，

为本标准中数据集质量评价方法的确定提供了有益的方法

借鉴。 

6.关于质量控制方法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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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开展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各项工作时，可以综合使用多

种方法。 

依据： 

齐全性检验主要检验数据集在规定时间内存在漏报、重

报的情况，可通过完整性检验和唯一性检验进行检验。完整

性检验是指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的情

况（包括数据的地区名称、填报单位名称、数据日期、指标

名称、计量单位、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报出

日期等）；唯一性检验是指通过检验同一来源、同一时间区

间、同一统计范围、同一频次、同一计量单位的统计数据的

唯一性，确认数据是否存在重复报送的情况。 

规范性检验主要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基本信息的

规范程度，可通过一般规范性检验和指标规范性检验进行检

验。数据集基本信息包括数据的地区名称、填报单位名称、

数据日期、报出日期、指标名称、指标计量单位、指标数据

格式等。 

逻辑关系检验主要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的数据之

间符合既定的比较逻辑或相关逻辑关系的情况。比较逻辑关

系检验是指检验统计数据之间是否符合各种增减平衡关系；

相关逻辑关系检验是指检验统计数据之间是否存在较稳定

的比例或比率关系、变动趋势之间存在同向或反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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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指标不同来源的统计数据之间符合逻辑一致性等。 

异常值检验指通过统计学方法，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

集存在异常值的情况，包括检验数据超出相应的参考值域范

围或与正常观测数据有显著性差别等。值域参考范围检验通

过值域统计规则检验数据是否超出相应的参考值域范围，可

通过指标极值检验、增长率极值检验等方法进行检验。统计

异常值检验通过构造检验统计量，检验数据中是否存在异于

正常的数值，可通过拉依达（ 3 ）检验、狄克逊（Dixon）

检验等方法进行检验，但由于统计异常值检验对样本量等有

一定要求，若样本量太小会出现无法检验的情形。此外，常

用的统计异常值检验法还包括四分位距法、格拉布斯检验法

等，也可作为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统计异常值检验的方法，

本技术规程仅列出了统计异常值检验法中最简单适用的拉

依达检验和狄克逊检验法。 

三、主要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一）主要验证的分析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关于“坚持陆海

统筹，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总体部署，以及《全

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关于“加强海洋经济监测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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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提升海洋经济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和《“十四五”海洋经济

发展规划》“健全监测评估体系”“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具体

要求，提高政府正确研判海洋经济走势的能力与决策效率，

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海洋经济运行状况，促进海洋经济

的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开展了海洋经济统计调查制度数

据、海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数据、涉海企业直报数据等不同

来源数据的质量控制业务化应用。 

在质量控制业务化应用过程中，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委托

山东省海洋局、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苏省自然资源

厅分别对《规程》中的主要方法“齐全性检验、规范性检验、

逻辑关系检验、异常值检验”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表明标准

中涉及的质控方法严谨合理，科学可行，具有较强的应用价

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近年以来，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研发的海

洋经济核算数据初审系统、海洋经济统计制度数据填报系

统、涉海企业直报数据填报系统、海洋经济综合数据库管理

系统中相继添加了齐全性检验、规范性检验、逻辑关系检验、

异常值检验等质量控制功能，进一步提高了业务化工作的效

率，节省了人力成本。 

（二）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可作为常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汇总过

程的质量控制工作的技术指导。依据本标准，通过开展海洋

经济统计数据集常规化、业务化的质量控制工作，可提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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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经济统计数据质量，更好服务国家、地方各级海洋统计部

门和公众，具有广泛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对于国家和地方各级海洋统计部门，开展海洋经济统计

数据接收、汇总、审核、入库等质量控制业务化工作，可为

全国和地方各级海洋统计部门开展海洋经济数据质量控制

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推动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

制工作不断向标准化、规范化迈进，从而准确把握全国和地

方海洋经济运行态势，为国家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与决策提供依据，推动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对于社会公众，普及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知

识，促进社会公众更好了解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的

重要性和方法步骤，增进社会公众对政府统计数据的信任，

充分发挥政府统计的影响力和引导力。与此同时，满足社会

公众对海洋统计数据的使用需要。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

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标准的格式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https://baike.so.com/doc/6811012-702796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798185-19015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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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本标准的行业范围参考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 

20794）。 

本标准的区域范围参考了《沿海行政区域分类与代码》

（HY/T 094）。 

本标准的质量控制方法参考了《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GB/T 4883-2008）。 

本标准质量控制要求参考了《国家统计质量保证框架》

（2021 年 6 月）。 

本标准质量评价参考了《国土资源数据库数据质量检查

验收规范》（2008 年 12 月）。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重点规定了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的基

本原则和方法，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相关的现行法律、

法规和推荐性国家标准，与既有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不存

在冲突。在尊重现行法律、法规和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同时，

充分吸收其相关精髓，使之更契合海洋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管

理工作的要求，为海洋经济运行监测指标数据质量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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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针对性和可操行性的技术规范，因此建议本标准作

为推荐性海洋行业标准。 

八、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涉海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开

展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相关业务化工作。 

本标准发布后，由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负

责标准的组织实施，将标准作为推动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

量控制工作开展的技术依据，通过标准的宣贯来推动标准的

实施；在技术措施方面，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的技

术支持，通过制定标准的实施方案和标准的培训等方式，推

动标准的应用和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