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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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修订主要针对原标准中近岸海域生物监测的样品采

集、保存、运输、实验室分析和质量控制的方法和程序，主要修订以下几方面内容： 

——按照例行监测项目和其他监测项目对监测内容进行了规定； 

——增加确定叶绿素 a 检出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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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监测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近岸海域生物监测的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分析、质量控制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近岸海域的生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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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8.7   海洋监测规范 

GB/T 17826  海洋生物分类代码 

HJ 168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 

HJ 442.1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一部分  总则 

HJ 442.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二部分  数据处理 

HJ 442.3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三部分  近岸海域水质监测 

HJ 442.10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十部分  评价及报告 

HJ 730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 

HY/T 147.5  海洋监测技术规程  第 5 部分：海洋生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浮游植物  phytoplankton 

浮游植物是一类自养型的浮游生物，多为单细胞植物，具有叶绿素或其它色素体，能吸

收光能和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自行制造有机体（主要是碳水化合物）。主要包括硅藻、

甲藻、绿藻、蓝藻、金藻、黄藻以及藻类孢子等水域的主要生产者。 

3.2   

浮游动物  zooplankton 

生活于水层中被动地移动的细小动物统称为浮游动物。包括浮游的原生动物、腔肠动物、

软体动物的翼足类和异足类、甲壳动物、毛颚动物、被囊动物、浮游幼虫以及其它门类中的

个别浮游种类等。按个体大小可分为巨型浮游动物、大型浮游动物、中小型浮游动物和微型

浮游动物。本标准中的大型浮游动物、中小型浮游动物分别指使用 GB 17378.7 浅水Ⅰ、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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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生物网采集到的浮游动物。 

3.3 

微生物  microorganism 

指个体很小、一般需借助显微镜才能辨认的许多类群的生物。广义的微生物包括细菌、

放线菌、霉菌、酵母菌、螺旋体、立克次氏体、支原体、衣原体、病毒、类病毒、原生动物

及单细胞藻类。 

3.4 

群落结构  community structure 

是生物群落总体水平上的特征之一，也是群落一系列属性中最主要的一项。群落结构包

括营养结构、空间结构（垂直分布和水平分布）、时间结构（昼夜节律和季节性分布）和物

种结构等各个方面。 

3.5 

优势种  dominant species 

指生态系统或群落中，数量多、出现频率高的物种。 

3.6 

种类多样性  species diversity 

指群落内或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寡和不均匀性。 

3.7 

均匀度  evenness 

反映群落结构均匀性的指数。 

3.8 

丰度  richness 

表示群落（或样品）中种类丰富程度的指数。 

3.9 

潮间带  intertidal zone 

大潮高潮线和大潮低潮线之间的海岸地带，即从海水涨至最高时所淹没的地方开始至海

水退到最低时露出水面的区域范围。 

3.10 

大型底栖生物  macrobenthos 

生活于水域底上、底内或接近于底上的动植物，统称为底栖生物。大型底栖生物是底栖

生物的一类，为不能通过 0.5 mm 孔径网筛的底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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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岸海域生物监测的一般要求 

近岸海域生物监测实施方案制定按 HJ 442.1 相关要求执行；监测点位布设按照 HJ 730

要求执行；数据处理与数据上报按 HJ 442.2 要求执行；评价与报告按 HJ 442.10 要求执行。 

例行监测的生物监测频次一般为每年按枯、丰、平水期进行 3 次，采样与水质监测结合。 

例行监测项目一般包括浮游植物、大型浮游动物、叶绿素 a、粪大肠菌群、大型底栖生

物（底内生物）。  

其他监测的近岸海域生物监测时间、频次等依据监测目的确定；其他监测项目一般包括

赤潮生物、中小型浮游动物、大型底栖生物（底上生物）、大型藻类、细菌总数和鱼类回避

反应等。 

5 生物样品采集、保存和运输 

5.1 采样层次 

a) 各监测项目采样层次参照 GB 17378.7 和 HJ 442.3 执行； 

b) 微生物采表层样； 

c) 叶绿素 a、浮游植物定量样品的采样层次同水质采样层次，参见 HJ 442.3； 

d) 浮游植物定性样品、浮游动物样品采集离底 2 m 垂直拖至表层； 

e) 大型底栖生物采集按照 GB 17378.7 执行。 

5.2 样品采样 

a) 各监测项目样品采样按照 GB 17378.7 准备和采集； 

b) 采样前的准备：根据调查项目、点位、层次，配备足量的样品瓶、固定剂及其他器

材。选用合适的监测用船，采样操作必须在船舶停稳以后才能进行，根据当时的气

象及海流条件可适当调整采样的方位，以保证采样的方便、安全； 

c) 微生物采样使用无菌采水器，注意保证整个过程的无菌操作，避免玷污； 

d) 浮游生物采样使用浅水Ⅰ、Ⅱ、Ⅲ型浮游生物网，下网不超过 1 m/s；起网约 0.5 m/s； 

e) 大型底栖生物（底内生物）采样使用 0.1 m2 的采泥器，每站取 5 次；特殊情况下，

不少于 2 次；若条件不许可，可使用 0.05 m2 的采泥器，但需增加采样次数。底上

生物采样使用阿氏拖网，拖网速度控制在 2 节左右，每站拖网时间为 10 min； 

f) 潮间带定量取样：滩涂定量取样用定量采样器，样方数每站通常取8个（合计0.5 m2）。

若滩面沉积物类型较—致、生物分布较均匀，可考虑取 4 个样方；岩石岸定量取样

一般用 25 cm×25 cm 的定量框，每站取 2 个样方。若生物栖息密度很髙，且分布

较均匀，可考虑采用 10 cm×10 cm 的定量框； 

g) 潮间带定性取样：每站定量取样的同时，应尽可能将该站附近出现的动植物种类收

集齐全，以作分析时参考，但定性样品务必与定量样品分装，不可混淆。 

5.3 样品保存及方法 

各监测项目样品的固定、保存与运输参照 GB 17378.7，常见监测项目样品的采集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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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方法见表 1。 

a) 微生物样品采集后应尽快分析，时间不超过 2 h，否则，应将样品置于冰瓶或冰箱

中，时间不得超过 24 h； 

b) 叶绿素 a 样品采集后要立即过滤，然后用铝箔将滤膜包裹起来，在-20℃条件下干

燥保存待测； 

c) 浮游植物采水样品加入 6～8‰的鲁戈氏液（碘片溶于 5%碘化钾溶液中形成的饱和

溶液），网采样品加入体积分数为 5%的甲醛溶液，摇匀； 

d) 浮游动物样品采集后加入体积分数为 5%的甲醛溶液，摇匀； 

e) 大型底栖生物样品采集后经现场海水冲洗干净，暂时性保存用体积分数为 5～7%

中性甲醛溶液，永久性保存用体积分数为 75%丙三醇乙醇溶液或体积分数为 75%

乙醇固定。固定的样品，超过两个月未进行分离鉴定的，应更换一次固定液。 

表 1  海洋生物样品的采集与保存方法 

项目 器具名称 
适用范围 
及采集对象 

采集方法 容器
样品量 
（ml） 

贮存方法 
贮存

时间

微生物 无菌采水器 细菌等 表层 G 500 0-4℃冷藏 24 h

叶绿素 a GO-FLO 采水器 叶绿素 a  分层 P、G 500~1000
避光，干燥，

-20℃ 
30 d

浮游动物 
浅水Ⅰ型 

大型浮游动物和

鱼卵、仔稚鱼
垂直拖网 P、G 500 加固定剂，避光 永久

浅水Ⅱ型 中、小型浮游动物 垂直拖网 P、G 500~1000 加固定剂，避光 永久

浮游植物 
（网采样品） 

浅水Ⅲ型 浮游植物 垂直拖网 P、G 200~500 加固定剂，避光 永久

浮游植物 
（水采样品） 

GO-FLO 采水器 浮游植物 分层 P、G 500 加固定剂，避光 永久

大型底栖生物 
拖网 底上生物 平拖 P、G  加固定剂，避光 永久

采泥器 底内生物 采泥 P、G  加固定剂，避光 永久

潮间带生物 
采样器、定量框 
和过筛器等 

潮间带生物 定量和定性 P、G  加固定剂，避光 永久

注：P 为聚丙烯容器，G 为玻璃容器。 

5.4 采样记录、样品交接 

海洋生物样品采集过程中必须认真做好记录，对于采样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要作详细

的记录。样品交接必须做好交接记录，同时备案。 

5.5 样品运输 

样品运输应附有清单，清单上注明分析项目、样品种类和数量。 

装有样品的容器在运往实验室的过程中，应采取保持样品完整性、防止破碎和倾覆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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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物样品分析 

近岸海域海洋生物分析按 GB 17378.7 等相关方法进行，常见海洋生物监测项目方法见

表 2。 

表 2  海洋生物分析方法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 引用标准 

叶绿素 a 
分光光度法 GB 17378.7-2007（8.1） 

荧光光度法 GB 17378.7-2007（8.1） 

粪大肠菌群 发酵法、滤膜法 GB 17378.7-2007（9） 

细菌总数 平板计数法、直接计数法 GB 17378.7-2007（10） 

浮游植物定性 镜检法 GB 17378.7-2007（5.3.2） 

浮游植物定量 
浓缩计数法 

GB 17378.7-2007（5.3.2） 
沉降计数法 

浮游动物定性 镜检法 GB 17378.7-2007（5.3.3） 

浮游动物定量 分种计数，称重 GB 17378.7-2007（5.3.3） 

大型底栖生物定性 镜检、目检法 GB 17378.7-2007（6.3） 

大型底栖生物定量 分类称重 GB 17378.7-2007（6.3） 

潮间带生物定性 镜检、目检法 GB 17378.7-2007（7.3） 

潮间带生物定量 分类称重 GB 17378.7-2007（7.3） 

麻痹性贝毒 
小白鼠试验 GB 17378.7-2007（14）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 HY/T 147.5-2013（19） 

生物毒性试验 生物毒性试验 GB 17378.7-2007（11） 

鱼类回避反应试验 鱼类回避反应试验 GB 17378.7-2007（12） 

滤食率测定 滤食率测定 GB 17378.7-2007（13） 

7 生物监测质量控制 

7.1 现场样品采集 

a) 采样船只装有可变螺距和减摇装置，拖网采样时控制航速稳定在 2~3 节； 

b) 微生物、叶绿素 a 样品采集用现场平行双样进行质量控制，平行样应占样品总量的

10%以上。当样品总数小于或等于 10 个时，可只采集 1 个现场平行样。 

7.2 微生物分析 

微生物在同类同批的水样中，选出最先检出阳性的 15 个水样，由同一实验人员作平行

双样分析，计算双样结果对数差的绝对值之和R 与精密度判断值 3.27 的乘积作为判断值，

与日常监测的平行双样结果的对数差距值 Rlg比较。当 Rlg≤3.27 R ，为可接受；Rlg＞3.27 R 为

不可接受。示例如下： 

表 3 中 n1、n2 为双样分析的两组数据，如果任一双样结果中有一个为零，则将 n1、n2

均加 1，再计算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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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精密度判断值的计算 

水样号 
双样试验结果 双样试验结果的对数值 对数值的差距 Rlg 

n1 n2 Lgn1 Lgn2 ︱lgn1-lgn2︱ 

1 89 71 1.9494 1.8513 0.0981 

2 38 34 1.5798 1.5315 0.0483 

3 58 67 1.7634 1.8261 0.0627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14 7 6 0.8451 0.7782 0.0669 

15 110 121 2.0414 2.0828 0.0414 

 

∑Rlg = 0.0981+0.0483+0.0627+…+0.0669+0.0414= 0.71889     （1） 

0479.0
15

71889.0lg === 
n
R

R
      （2） 

精密度判断值=3.27 R =3.27×0.0479=0.1566     （3） 

取待测水样中的 10%做双样分析，按上所述计算结果。当对数值的差值大于 3.27 R（精

密度判据）时，表示试验的精密度已失控，须废弃自上一次精密度检查之后的双样试验结果，

并找出原因加以纠正后，方可继续监测水样。 

定期用最新获得的 15 对双样试验数据计算出最新的精密度判据值，用以比较和检查控

制精密度的程度。精密度检验的示例见表 4。 

计算：1) 3.27 R  =3.27×0.0384=0.1256 

判断：由于 3.27 R ＜0.1566，因此可接受（A） 

2)  3.27 R  =3.27×0.0414=0.1354 

由于 3.27 R  ＜0.1566，因此可接受（A） 

3) 3.27 R =3.27×0.1643=0.5373 

由于 3.27 R  ＞0.1566，因此不可接受（U） 

表 4  微生物监测双样计数的精密度检验 

编

号 
试验 
日期 

双样试验结果 双样试验结果的对数值 对数值的

差距 Rlg

差距能否接受 

n1 n2 Lgn1 Lgn2 3.27 lgR  判断 

1 8.29 71 65 1.8513 1.8129 0.0384 0.1256 A 

2 8.30 110 121 2.0414 2.0828 0.0414 0.1354 A 

3 8.31 73 50 1.8633 1.6990 0.1643 0.537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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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叶绿素分析 

a) 叶绿素 a 取 10%~20%的样品进行平行双样分析，其平行双样相对偏差要求同水质； 

b) 检出限的确定按 HJ 168 执行。 

7.4 海洋生物种类鉴定 

海洋生物种类分类系统按 GB/T 17826 执行。原则上生物的分类鉴定，尤其是优势种，

应鉴定到种的水平并计数。确实鉴定不到种的，可上升至上一级分类单位。 

种类鉴定质量控制，采用实验室内不同鉴定人员间互校的办法。实验室内不同鉴定人员

对优势种类或常见种类鉴定的误差不超过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