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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近年来，在海洋强国、智慧海洋建设、数字政府建设的

战略背景下，广东省海洋信息化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2021

年广东省“十四五”规划纲要设置专章：“积极拓展蓝色发

展空间 全面建设海洋强省”来规划海洋领域全方位发展的

远景目标，提出要提升海洋综合管理能力，建设海洋大数据

平台，加强海域海岛使用精细化管理。《广东省数字政府改

革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数字政府建设要向全面数字化

发展提升，由数字化向智慧化提升，由侧重政务服务向治理

与服务并重提升，由数据资源管理向数据资产开发利用提

升。然而广东省即使是海洋大省，海域辽阔、海岛众多，海

洋港口、渔业、旅游等资源组合优势明显，但是其海洋信息

化整体水平与海洋经济大省的地位严重不符，信息化建设存

在多头布置、分散建设、内容交叉重复、信息孤岛等问题，

因此海洋数据汇集、共享服务和业务协同等需要进一步加强

统筹，海洋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相关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因此，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针对广东省海洋数

据现状，以及结合广东省海洋相关业务需求，编写《广东省

海洋数据分类与编码标准》以明确广东省现有海洋数据分类

体系，为数据管理、存储、汇交与数据库建设提供依据。其

意义在于进一步完善了广东省海洋信息化建设的相关制度，

而且该规范结合了广东省海洋数据现状和相关业务需求,对

广东省海洋信息化建设更具有指导性意义；有助于对广东省

海洋数据进行统一规范的管理，消除各涉海部门间的数据壁

垒，方便数据共享，也促进海洋相关业务流程规范化；在海

洋数据资产管理方面，可将数据资产进行分类和编目，方便



数据的展示和数据共享，同时也为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打好

基础。

2、协作单位

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要负责标准的起草工

作；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提供咨询服务与工作指导；

3、主要工作过程

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多年来在广东省一直致力

于海洋发展战略、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岸

保护与利用规划、海域开发利用规划、海岛保护与利用、海

洋信息研究与咨询服务、海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研究与应用

等领域研究工作，并承担完成了一批国家、省级重大课题，

如国务院批复的《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广

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等，这期间积累了丰

富的理论研究基础、专业实践经验和海洋相关数据，也意识

到建立广东省海洋数据分类标准的重要性。

2019 年自然资源部印发的《自然资源部信息化建设总体

方案》提出了开展自然资源信息化工作总体要求，明确构建

自然资源一体化数据库，实施自然资源数据一体化治理，需

要统一数据标准规范，全面整合共享泛海信息资源。因此，

中心于 2020 年 8 月在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海洋数据采集及应



用能力提升项目中将广东省海洋数据分类标准的建立提上

日程。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中心针对广东省若干涉海单

位开展了信息化及数据调研工作，并根据数据现状逐步梳理广

东省海洋数据分类体系。

2021 年 7 月，在前期海洋数据汇集与治理工作的基础上形

成了标准初稿。

2021 年 8 月针对该标准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并按照专家意

见修改形成专家咨询稿。

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周圆：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心，负责标准框架构

建、主要内容统筹工作。

原峰：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负责标准起草工作

的技术指导、进度跟踪工作。

彭逸桓：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负责标准的起草

编制工作。

崔文君：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负责标准的资料

收集，标准的草稿修订，标准立项工作。

陈德权：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负责标准的资料

收集，内容校对工作。

徐涛：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负责标准的资料收

集工作。



游俊凯：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负责标准的资料

收集工作。

康林冲：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材料国家层面的技

术指导工作。

何隆：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的技术指导以及初步

校对的工作。

赵龙飞：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相关材料的检索工作。

二、确定团体学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

公式、性能要求、实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

验、统计数据），修订学会标准时，应增加新、旧学会标准

水平的对比；

海洋数据分类从现有海洋数据资源类型出发，充分对接

国家海洋数据分类规范，按照数据对象分布的不同，将海洋

资源分为 5 个层级，即海洋地形地貌层、海洋环境层、海洋

自然资源层、海洋管理层。此外，数据分类还根据实际管理

需要设立海洋立体感知层和海洋专项成果，划分类别充分尊

重所有数据资源专项成果自身的完整性。

1、海洋数据分类方法

广东省海洋数据分类采用面分类法和线分类法，门类采

用面分类法，大类及以下采用线分类法。

（1）面分类法：将所选定的分类对象的若干属性或特

征视为若干个“面”，每个“面”中又可分成彼此独立的若

干个类目。使用时，可根据需要将这些“面”中的类目组合

在一起，形成一个符合类目。

（2）线分类法：将分类对象（即被划分的事物或概念）

按所选定的若干属性或特征逐次地分成相应地若干个层级



的类目，并排成一个有层次的，逐渐展开的分类体系。

根据分类编码通用原则，将海洋数据依次按门类、大类、

中类、小类、一级类和二级类划分。

门类包括：海洋地形地貌层、海洋环境层、海洋自然资

源层、海洋管理层、海洋立体感知层及海洋专项成果 6 个门

类。

大类在上述各门类的基础上划分 27 类。

中类在大类的基础上划分出 83 类，小类在中类的基础

上划分出 62 类，一级类在小类的基础上划分出 41 类，二级

类在一级类的基础上划分出 9 类。

门类不得重新定义和扩充。大类、中类、小类、一级类、

二级类不得重新定义，但可根据需要进行扩充。

2、数据编码方法

广东省海洋数据分类编码采用面分类法和线分类法结

合的混合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码，各类分别按照顺序排列为门

类、大类、中类、小类、一级类、二级类，其中门类设定为

一位英文字母码，其他各层分别设定为二位数字码，空位以

0补齐。具体代码结构见下图：

图 1 数据编码结构

左起第1位为门类码，由大写英文字母（A-Z）按顺序编

码。海洋地形地貌层、海洋环境层、海洋自然资源层、海洋



管理层、海洋立体感知层、海洋专项成果的编码分别为A、B、

C、D、E、F；

左起第2位和第3位为大类码，由阿拉伯数字（00-99）

按顺序编码；左起第4位和第5位为中类码，由阿拉伯数字

（00-99）按顺序编码；左起第6位和第7位为小类码，由阿

拉伯数字（00-99）按顺序编码；第8位和第9位为一级类码，

由阿拉伯数字（00-99）按顺序编码；第10位和第11位为二

级类码，由阿拉伯数字（00-99）按顺序编码；编码中空位

以0补齐。

分类与编码的过程中，需要系统分析现有的海洋数据内

容，并进行充足的调研，充分征求意见，全面调查海洋信息

用户的需求，考虑到海洋信息的特性，为保证现有的按学科

划分海洋信息的格局不变，采用了层次分类法建立海洋数据

分类体系。

编码应遵循唯一性、一致性、稳定性、完整性、可扩性、

适用性等原则，从编码原则、编码方法、编码扩充规则等角

度进行规定海洋数据编码规则。

三、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

预期的经济效果；

1、综述报告

资源数据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探索它的信息分类体

系，只有在较科学的信息分类体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适

当的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为资源的管理提供技术手段。于是



为了规范分类标准的编制，2002 年中国标准研究中心的李小

林、冯卫等人发行国标《GB/T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

基本原则与方案》规定了信息分类编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随后国内出现了许多资源信息分类的标准规范，如《GB/T

13923-2006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要 素 分 类 与 代 码 》 、

《GBT-21063.4-2007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4 部分：政

务信息资源分类》、《GB 13923-2016 基础地理信息分类与

代码》、《GB/T 28585-2012 地理信息要素编目方法》等，

但是这些分类标准中对海洋信息的描述较少，针对海洋信息

分类的标准规范仅有《HY/T 075-2005 海洋信息分类与代

码》，而该标准从科学的角度对海洋分类的要素进行全面的

罗列，许多要素在实际工作中无法采集，或者是采集难度较

大，若用于指导数据管理和数据库建设工作将会有许多分类

下没有数据。因此《广东省海洋数据分类与编码标准》将结

合广东省的海洋数据情况和业务需求，综合考虑上述标准，

甄选出常用的、众人关心的海洋要素信息，更好地为实际业

务服务。

2、预期的经济效果

编写《广东省海洋数据分类与编码标准》以明确广东省

现有海洋数据分类体系，为后续数据管理、存储、汇交与数

据库建设工作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有助于对广东省海洋数

据进行统一规范的管理，消除各涉海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方

便数据共享，能够减少数据重复采集整理的成本。

四、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参考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贯彻学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

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批准发布后，计划在广东省各省、市级的涉海部门

和学术机构进行宣传并贯彻实施。同时，合理设计出海洋数据

相关的制度，保障本标准的贯彻执行，并根据本标准实施过程

发现的问题，及时开展修订工作。

七、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制定参考和引用了以下相关文献和标准等方法

[1]GB/T 17108-2006 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

[3]GB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

测

[4]GB12763.3-2020 海洋调查规范第 3 部分：海洋气象观

测

[5]GB12763.4-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

素调查

[6]GB12763.5-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 5 部分：海洋声、光

要素调查

[7]GB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

查

[8]GB12763.7-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 7 部分：海洋调查资

料交换



[9]GB12763.8-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 8 部分：海洋地质地

球物理调查

[10]GB12763.9-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 9部分：海洋生态调

查指南

[11]GB12763.10-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 10部分：海洋地形

地貌调查

[12]GB12763.11-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 11部分：海洋工程

地质调查

[13]GB/T 10113-2003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14]GB12763.1-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 1部分：总则

[15]GB/T29870-2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能源分

类与代码

[16]HY/T 131-2010 海洋信息化常用术语

[17]HT/T 075-2005 海洋信息分类与代码

[18]DB52/T 1123-2016 政府数据 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19]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标准与规范

2012 年版

[20]广东省自然资源一体化数据分类与编码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