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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统计方法在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样品流转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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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南省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的样品流转管理具有工作量大尧样品信息多尧关联度大尧复杂性等特点袁因而样品流转管理离
不开统计遥本文结合样品流转流程与样品流转管理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袁提出将几种统计方法融合在样品流转管理过程中袁其中序列号法主要
应用在样品接收尧编码等方面袁对比法主要应用在问题的查找方面袁统计信息整合法主要应用在对流转管理工作的预安排上袁数据分析法主
要应用在对问题的分析与处理方面曰同时也需要结合相关表格进行综合式探究袁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分析方法袁以实现样品高效准确流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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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Method in Sample Circulation of Soil Pollution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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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sample circulation for soil pollution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Yunnan Province is characterized
by large workload袁mass sample information袁high correlation degree and complexity袁so sample circulation management depends on statistics.Based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sample circulation process and sample circulation management袁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several statistical methods should be
fused in the sample circulation process and management.Among them袁serial number method is mainly used in sample receiving袁coding袁etc.The
comparison method is mainly used in the problem finding.Th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method is mainly used in the pre-arrangement of the
circulation management.The data analysis method is mainly used in the problem analysis and treatment.At the same time袁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related forms to construct a more perfect system analysis method袁so as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sample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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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背景

2015 年国务院发布的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曳中袁将

大数据的定义为容量大尧类型多尧存取速度快尧应用价值高
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1]遥2018 年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详查工作的全面开展袁便是利用大数据平台开展实施的遥此
次详查主要针对我国土壤污染底数不清尧监测监管和风险

2.2 样品分配
样品分配是在农用地信息管理系统平台上进行袁将每
一个样品分配给中标实验室袁同时将室内和室间平行样的
分配给 2 个不同的实验室遥样品分配需科学化分配袁否则将
导致分配比例失去平衡袁影响测试的分配遥
2.3 样品编码

防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袁在已有调查的基础上袁以农用地和

样品编码是将样品按照测试类别分类之后无机样品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点袁有针对性地推进农用地分类管

数臆50尧有机样品数臆20 的要求袁用手持终端对样品进行创

理和建设用地准入管理袁实施土壤污染分类别尧分用途尧分
阶段治理 遥此次详查具有样点数量巨大尧测试类型繁多尧样
[2]

品从采集至测试流程长尧质控严格等特点袁如果不利用信息
化管理平台和大数据平台袁一是在采样尧制备尧流转尧测试中
的出错率很高袁二是工作难度和强度将会增大遥因此袁信息
化管理和大数据应用在详查工作中具有重要的质控作用遥
2 样品流转目的与程序
此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的工作流程为样品采集寅

建实验室袁按照相同的测试类别对每一个样品从 1 开始编

码袁编至臆50 或臆20 为一包遥按样品数实际数量确定编码
数袁比如样品数为 10袁那编码号也延续编至 10遥
2.4 样品发放

样品发放是将已经编至中标实验室的样品发放至中标
实验室遥此步骤对样品的规整和有序管理很重要袁若管理不
当袁则导致样品混淆或样品缺失的现象发生遥因此袁需要每
天统计出入记录袁同时出尧入总的样包数与农用地管理系统

制备寅流转寅测试袁每一个流程都是通过信息系统管理平台

的流转样包数一致袁才能保证样品不丢失遥

进行跟踪与操作遥样品流转是其中一个环节袁主要是对样品

3 原始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接收尧分配尧编码尧发放至实验室进行管理遥流转流程如图 1
所示遥

2.1 样品接收

数据收集是指根据系统自身和用户的需要收集相关的
数据[3]遥数据整理主要是指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袁同时
用图表形式展示出来袁使之系统化地反映所需要关注的问

用手持终端对无机样品渊已制备完成冤和有机样品渊鲜

题[4]遥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袁是统计工作的首要步骤袁其数据准

样袁已采集完成冤进行逐一扫码接收袁在接收的过程中袁核对

确性和统计要素选择正确性决定了统计工作的质量遥一般

样品的重量尧测试类别尧标签以及包装容器尧样品数量的完

而言袁首先需确定统计要素袁统计要素应完整尧有效并且可

整性尧资料完整性袁若有一项缺项袁则拒收样品遥因此袁在接

及时反映问题曰其次就是要保证统计的数据准确遥

收样品时袁需要通过有效的统筹安排来进行逐一甄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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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品流转管理过程中袁根据流转本身的特点及考虑
实际工作中需要的信息袁确定了统计要素遥样品流转管理的
统计要素主要包括 4 个方面院一是样品接收数据袁如接收日
期尧送样单位尧样品接收数量尧每个测试类别接收量等曰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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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样品流转流程图
样品编码打包的数据袁如编码日期尧编码样品项目类别尧编

渊4冤样品流转需协调采样单位尧制备单位尧测试单位管

码数量尧内部平行样和统一监控样插入信息等袁这些信息存

理三部分袁其管理又涉及外在单位的有效及时等外在层面

在一定的关联性曰三是样品发放信息袁如样品发放日期尧发

的需要遥三者存在极大的关联性遥

放实验室尧发放样品项目尧发放数量尧发放库存数量等袁这些

综上所述袁面对巨大的样品流转量和样品流转的复杂

信息是样品管理最基础的信息曰四是样品出入库信息袁如样品

性袁如何有效地管理样品袁保证样品溯源性和样品接收编码

的入库统计尧样品出库统计尧样品的实物统计等袁这些信息

准确性袁避免样品丢失及在流转过程中因样品混淆导致根

具有溯源性袁可避免样品的丢失遥上述信息是环境管理最基

本性错误袁都是样品流转需要关注的问题遥从某种角度上讲袁

础的信息袁为有效地串联这些信息袁设置数据信息统计部门

样品流转情况代表着一个部门或机构的管理能力遥

将这些信息进行归纳整理遥在整理的过程中袁根据各个部门数

5 样品流转管理运用常见的方法

据的关联性特点袁需认真核对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遥
4 样品流转存在的难点

由于云南省样品数高达 30 余万份袁测试类别又繁杂袁

而且需保证 3 个月内对所有样品高效尧准确及时流转袁其难
度是可想而知的遥在流转过程时袁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难点遥

渊1冤接收样品准确性遥在样品接收时袁需用手持终端对

由于样品流转管理具有涉及范围广尧工作量大尧样品信
息多尧关联度大等特点袁在日常管理中会面临各种问题袁而
问题的预防和解决离不开数据收集尧分析和归纳袁更离不开
统计方法遥本文对样品流转管理时运用到的几种统计方法进
行简要的介绍遥
5.1

序列号法

每一个样品进行接收袁若出现漏接尧样品测试类别分类错误尧

序列号法最初是应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估计德国

与实际样品数量不一致等情况袁则样品编码不能正常进行袁

武器的生产量[5-6]袁对德国一年内生产的每辆坦克用一个序

另外也容易导致样品之间的混淆袁影响流转的准确性遥
渊2冤编码准确性遥样品编码是对每一个样品用手持终端

列号渊从 1 开始连续编号冤袁来预估德国武器的生产量袁此方
法是非常有用的遥现在序列号法广泛应用在社会各个领域袁

进行逐一编码袁是样品流转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遥若编码错

比如手机序列号尧生产设备批号等袁通过对每一个合格的产

误渊漏编尧编码重复尧错编等冤袁则导致样品编码与实际样品

品编制一个唯一的编号袁相当于为每一个产品确定身份证

不能一一对应遥这种错误会导致所测试的数据不能精准代

代码遥因为序列号的唯一性袁所以能在大批量的数量管理中

表样点的污染物含量袁应严格避免遥

对发现问题和排查问题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遥

渊3冤对样品的规整管理遥在样品流转过程中袁样品的数
量巨大袁因而需要对样品进行分类袁分模块管理尤为重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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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比法
对比法是通过实际数与基数的对比来提示实际数与基

彭银霞等院传统统计方法在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样品流转中的应用
数之间的差异 [7]遥对比法是统计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方
法袁是辅助找出问题的较佳方法遥通过对比法可以快速发现

未送样品数目 2 个方面进行统计遥单元化统计加之与之关联
信息的综合式探究袁才能保证对样品流转工作的准确判断遥

问题并锁定问题的根源遥

最后袁变量统计信息整合袁在流转过程中袁为了提高样品流转

5.3 统计信息整合法

的通畅性袁在各种信息的平均数尧总数等原始数据信息的基

统计信息整合法是指将多重信息进行统计整合袁用统计
结果进行综合概述遥一般而言袁统计信息整合法主要应用于

础上袁适当预留统计信息调整空间遥
6.4 数据分析法
数据分析法主要应用在对问题相关性因素的分析上袁

对现有信息的有效整合之后来对工作进行预安排遥
5.4 数据分析法

比如样品流转管理费用与样品流转量相关性分析遥样品流

数据分析是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的大量数据

转管理费用与送样单位送样时间渊期限冤尧样品接收错误率尧

进行分析袁并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结论 遥在实际的工作中袁

编码错误率等导致工作人员闲置存在一定的关系遥因此袁利

可以通过线性渊或非线性冤多链条分析袁来实现有序高效清

用数据分析将相关联的信息归纳在一张表上袁并找出其关

晰化管理遥

联性袁可实现样品流转的清晰化管理遥但是袁数据分析时应

6 统计方法在流转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注重收集数据的标准性渊如哪些费用是样品管理费用尧什么

[8]

6.1 序列号法

传统序列号法是样品接收和编码过程中应用最常见的

情况属于工作人员闲置冤袁才能确保相关性分析的准确性遥
6.5 多种统计方法的综合应用

方法袁在样品接收和编码时袁每一个样品从野1冶开始连续编

为了精准实现样品流转袁往往需要综合应用多种统计

号或者将某一制定批次的样品进行分类别尧分批次的从野1冶

方法袁比如应用序列号法对样品进行编码袁当发现编码不正

开始连续编号袁以实现对样品数量的精准管理遥同时袁序列

确时袁可以通过对比法逐一排查遥同时袁在样品管理过程中

号法也可以有效降低出错率袁并快速锁定问题袁比如在样品

通过统计信息整合法对样品流转的工作进行预安排袁以保

编码时袁样品实际数量为 10 个样品袁但是序列号编码却是
野9冶袁数目不一致袁故需注意排查解决遥因此袁序列号法是样
品精准化管理和锁定问题最为主要的依据遥
6.2 对比法

证样品准确无误的流转遥
7

结语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的样品流转是一项复杂尧工

作量大而琐碎的工程遥应用统计方法是为了保证样品准确

对比法是现场辅助统计找出问题的较佳途径遥比如样品

无误地流转袁其中序列号法主要应用在样品接收尧编码等方

接收数尧样品编码数尧样品发放数量统计有差异时袁可以通

面袁对比法主要应用在问题的查找方面袁统计信息整合法主

过日期尧样品测试数目尧数量进行逐一对比袁找出问题根源袁

要应用在对流转管理工作的预安排上袁数据分析法主要应

并及时解决问题遥

用在对问题的分析与处理方面曰同时也需要结合相关表格

6.3 统计信息整合法

进行综合式探究袁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分析方法袁以实现样

统计信息整合法是将多重信息进行整合袁以便对统计结
果进行概述遥首先袁绝对信息整合是对样品流转过程中某种
情况作出判断袁最直观的信息整合法就是概率遥比如袁样品
接收样品数目出错率尧编码出错率尧样品发放准确率等遥其
次袁相对信息的整合中统计的各种信息既相互关联袁又存在
一定差异袁在统计某方面的信息时袁需将统计范围缩小袁并
且与之关联的信息也要统计袁然后再分析统计结果遥比如袁
统计样品未接收数目袁应按照样品采集数量尧制备数量尧制

备流转量尧样品已接收数量 4 个方面统计进行综合式探究曰
再比如样品未编码数量袁应按照样品已接收数目尧送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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