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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的通知

                                  建标 汇1998] 251号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合 「1993) 110号文的要求， 本规范由水利部负责管理，具体解释等工作由水

由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修订的 《水文基本术语和 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负责，出版发行由建设部

符号标准》，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 《水文基本 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出版

术语和符号标准》GB/1' 50095-98为推荐性国家标
准，自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起施行，原国家标准 《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文侧验术语和符号标准S GBJ 95-86同时废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修 订 说 明

    1993年4月国家计委以计综合 [1993] 110号文

下达了修编国家标准《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任

务。我部于同年8月在北京成立编制组，至今该标准
现已编成并审查通过。标准主要内容包括陆地水文学

科中水文测验、情报预报、分析计算、水资源、水环

境等有关领域术语及符号。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照了我国现行水文专业

及相关专业术语和符号规范 (标准)，并注意了与国

际接轨，借鉴了有关水文术语和符号的国际标准，在
此基础上。经反复征询意见修改形成本标准文本。本

标准较1987年7月1日施行的国家标准GBJ 95-86

《水文侧验术语和符号标准》有全面的扩充和发展。

    在使用本标准过程中，希望各单位及时总结经

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

见和有关资料寄至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1号，邮编:210024) P4家
标准 (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管理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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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 我国水文科学技术的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实现术

语和祠号的标准化，以利f国内外技术交流，促进水文科学技术的

发展，特制定本标准

】。2 本标准适用于陆地水文学科中的水文侧验、情报预报、分

析il算、水资源及水环境等有关领域

1. 0.3 在陆地水文学科中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需符合国家现行

的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 陆地 水 文

2. 1 一段 术语

  2. 1. 1 水 w, III

      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氮原子构成的虹级化合物.化学式H,O,

  一般是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常以液、固和气三种琅粼状态井存于

  自然界中，液态称水、固态称冰、气态称水汽.

    2.1.1.1 水圈 hydrosphere

      地球表层水体的总称。包括海洋、河泥、湖库、沼泽、冰川、积

  雪、含水层及大气圈中的水等

    2. 1. 1. 2 水体 water body

      水的康积体。如澳、河、梁、池、湖库、海洋、沼泽、冰川、积雪、含

  水层、大气圈中的水等水城。

  2.1.2 水科学 wall, 111-

    研究水与其周圈自然环垅和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水《利)工

  程建设和锌理专门技术的综合性学科

2. 1.3 水文学 hydrology

    研究水存在干地球上的大气层中和地球表面以及地充内的各

种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及其内在联系的学科.包括水体的形成、

循环和分布，水体的化学成分，生物、物理性质以及它们对环境的

效应等

  2. 1.3. 1 陆地水文学 land hydrology

    研究陆地上水的分布、运动、转化.化学、生物、物理性质以及
水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

  x.1.3.2应用水文学 applied hydrology

    运用水文学及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娜决各种实际水

  文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为工程建设和生产提供水文致据、参数，预

报服务的专门应用学科

  2.1.3.3  S程水文学 engineering hydrology

    为水资姐开发工程和其它有关工程的规刘、设汁、碗工、管理、

运用提供水文依据的学科

2. 1.4 地表水 ，'dace water

    分别存在于河流、湖库、沼泽、冰川和冰盆等水体中水分的总

称。

2. 1， 地下水 groundwater

    狭义指埋藏于地面以下岩土孔隙、裂隙、溶陈饱和层中的，力
水，广义指地面以下各种形式的水.

2.1‘ 水汽 water vapour

    大气中的气态水

2. 1， 水文要未 hydrologic elements
    水文悄势的各种址，包括各种水文变廿和水文现象。

2. 1。 降水 preapnatron

    大气中的水汽凝结后以液态水或固态水降落到地面的现像。

  2. 1. 9 蒸发 - p- n..

    水分子从水面、冰雪面或其它含水物质表面以水汽形式逸出

  的现象

2. 1.10 径流 runoff

    陆地上的降水汇流到河流、湖库、沼泽、海洋、含水层或沙澳的

  水流

2.1.11 水位 stage

      自由水面相对于某一基面的高程

2.1 . 12 流速 velocity

    水的质点在单位时间内沿流程移动的距离
2. 1.13 流3            discharge

    单位时间内通过河级或管遭莱一过水断面的水体体积

2.1.14 含沙It sediment concentration

    单位体积浑水中所含干沙的质公，或浑水中干沙质t(容积)
与浑水的总质童(总容积)的比值

2.1.15 愉沙率 sediment discharge

    单位时间内通过河菜某一过水断面的干沙质t.
2.1.1‘ 水温 water tempenm,e

    水体中某一点或某一水城的温度

2. 1. 17 冰凌 且ce to.

    水在。C或低于。C时，凝结成的固体为冰，流冰为凌。

2.1.1。 水质 ware, y..h,y

    水中物理，化学和生物方面诸因索所决定的水的特性.
2.1.1， 下垫面 underlying ...face

    承受降水的流城表面的自然地理和河系特征 如地势、地貌、

水文地质、土城、植被、水面等特征

2.1.20水文情势 hydrologic regime

    水文要欢在时空变化的态势和趋势.

2.1-21水文效应 hydrologic effect

    自然的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对水文愉势所产生的影响.

                    2.2 水文.环

2.2.1 不义诵外(不面外) hydrologic cycle

    地球上或某一区城内，在太阳辐射和且力作用下水分通过燕

发、水汽翰送、降水、入洛、径流等过程不断变化、迁移的现象.
2 2.2水盆平衡 water balance

    地球上任一区域或水体，在一定时段内 检入的水t与怡出的

水盆之差等于该区城或水体内的，水变t.

2.2.3热盆平衡 heat balance

    地球上任一区城成水体，在一定时段内，通过各种方式得到的

热盆和失去的热f之差等F该区城或蓄水体的，热变E
2.2.4 tkf平衡 ，ell balance

    地球上任一区城或水体，在一定时段内，盐分的离子总童轴入

t与物出R之差等于该区城绒水体盆分的离子总盆变盆，

2.2.， 大气水M含# atmospheric water vapour content

    大气中所含气态水的致t 通常以单位俄面积气柱中所含水

汽全部捉结成液态水时在气柱所相当的水深来表示。

2. 2二 大气水汽愉送 atmospheric water vap.u. transport
    大气中的水分随着气流从一个地区愉送到另一地区或从低空

抽送到高空的现象

2.2.，水汽翰送通盆 atmospheric water vapour flux
    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垂直面积所翰送的水汽盆

2.2.8 用 rain

    液态降水。

  2.2.8. 1 降雨面积 rainfall area

    降雨笼翠的地表面积，

  22.8.2 降雨分布 rainfall distribution

    雨深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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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3 两季 ra my season

      降雨比较集中的季节

  2.2.9 雪 snow

      161态降水的一种。其中大部分冰晶呈枝状，有时呈星型.

    2.2.9. 1 积雪 snowcover

      陆地或冰表面的雪层段盖

    2.2.9.2 初雪 first snow

      在降雪年度内第一次降雪。

    2. 2. 9.3 终雪 latest snow

      在降雪年度内最后一次降雪

    2. 19. 4 融雪 snowmelt

      雪转变为液态水的现象。
  2.2.10 峨(冰毽) hail

      强对流云中小冰球或冰块状的由透明和不通明冰较相间组成

  的固态降水
  2.2.11 截留 interception

      植物枝叶或建筑物拦彼部分降水.使其未能达到地面即行燕

  发的现象。

  2.2 12 峭洼 depression detention

      降雨或融雪充坟地面凹陷和小坑的现象。
  2.2.13 地面滞留 surface detention

      在降水期间部分雨水暂时滞留在地面的现象，不包括境洼。

  2-1 14 陆面燕发(总蒸发)...potation of land
      流域或区域内水面燕发、土坡蒸发、徽发和冰雪慈发的总和.

  2.2.14.1水面燕发 evaporation of water surface

      水面的水分子从液态转化为气态逸出水面的现象.

    2-2. 14.2 土坡燕发 evaporation from soil

      上嫂中的水分通过上升和汽化从土嫂表面进入大气的现象.

    2.2. 14.3 散发(植物燕肠j transpiration

    土坡中的水分经由植物叶面和枝干以水汽形式进入大气的现

  象

  2.2 . 14‘ 燕发能力 evaporation capability

      在一定的气象和下垫面条件下，有充分供水时 单位时段内燕

  发的水汽It

2. 2. 15下渗‘入渗)infiltration

      水透过地面进入土坡和岩石空隙的现象.

  2.2. IS. 1 德渗 steady infiltration

    当上坡孔隙被水充满达到饱和时 水在重力作用下呈饱和水

流运动，下渗率维持毯定

  2-2. 15. 2 下渗能力 infiltration capability

    在一定下垫面条件下，有充分供水时，单位时段内可能下诊的

水If

2.2.16 河川径流 river runoff

    河流中的水流。

  2.2.16.卫 阵雨径流 rainfall runoff

    由降用所形成的河川径派。

  2.2. 16.2 .雨径流 storm runoff

    由睡雨所形成的河川径流

  22.16.3 融雪径流 snowmelt runoff

    积雪(冰)融化所形成的河川径流

  2.2. 16.4 枯季径流 dry season runoff

    在枯水季节.河流主要依招流城称水为补给水派的河川径

流，

  2.2. 16. 5 基流 base flow

    由前期降水形成的地下水和汇典速度级祖的嫂中沌补给形成

的河川径流

2.2. 17 洪水 flood

    江河水t迅速增加，水位急剧涨落的现浪.

2.2. 17. 1 暴雨洪水 storm flood

  由基雨所形成的洪水

2.2. 17.2 冰凌洪水(凌讯)ice flood

  由冰凌融化或阻塞所形成的洪水

2.2.17) 冰雪洪水 .cc-snow melt flood

  由冰川和积雪融化所形成的洪水

2.2. 17.4 雨雪混合洪水 ram and snowmelt flood

  由融雪和降两所形成的洪水

2.2. 17.5 山洪 flash flood

  由株雨或融雪发生的毋涨基落的洪水。

2.2. 17‘ 改坝洪水 dam-break flood

  坝体失事、堤防决口或冰坝演决所形成的洪水.

                    2.3水文气映

  2.3.1大气环流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大气层其有一定恤定性的各种气流运行的惊合现象 一般抢

  给定时段内大范围大气运动的基本状况。

  2.3.2 夭气形势(环沈形势)weather situation

      天气图上温压场等的配f所显示的大范圈环流型与不同类别

  天气系统分布的状况.

  2.3.3 夭气过程 weather process
      某种天气及其相应的天气系统发生、发展和消失的演变过怪，

  如降水(肠雨)天气过怪、大风天气过怪、梅祠夭气过怪等.

2.3.4天气系统 weather system
    按用气众要众的空间分布而划分的具有典觅特征的大气运动

  系统，通常指气压空间分布所组成的系统.其运动形式大都呈涡旋

状或波状，如气旋、反气旋、饰、白风、高空摺臂等.

  2.3.4.皿行星尺度天气系统 planetary scale weather system

    水平尺度为3000̂  10000ken、时间尺度为3d以上的夭气系
坟，如沿地球纬向运动的西风带、低纬度东风带、热带辐合带、副热

带高压脊和高空长波柑等.

  2.3.4.2 天气尺度天气系统 synoptic scale weather system
    水平尺度为1000̂  3000k.、时间尺度为Id到3d的天气系

统，如饰面、低润、台风等。

  2. 3. 4. 3 中小尺度天气系统 mesa and micro-scale weather

system

    泛指空间尺度较小、时间尺度及生命史较短的天气系统，为中

尺度天气系统和小尺度天气系皖的统称.

2.3.5风母湘 storm surge
    由于热带气旋、盆带气旋、冷怜等强烈的夭气东统过境，其所

伴随的强风作用和气压一变引起的局部海面非周期性异常升降
现旅。

2.3.‘ 风.中心 storm center

    伴有强风、强降水等犯烈天气的天气系统的中心地区，如低涡
中心、气旋波中心娜.

2.3.， 西风抽 westerly trough
    中高纬度绕极地的波状西风气流中的波枯 通常向东移动.

2.3.. 东风波 easterly wave

    热带地区称定深厚东风气流中由东向西移动的一种波状扰

动

2.3.9 低压抽 trough
    水平气压场申.由低压区向较高气压一方延伸央出的狭长区

城 格线上的气压值低于两侧.

2.3.10 高压臂 ridge

    水平气压场中，由高压区向较低气压一方延伸央出的狭长区

城，脊线上的气压值高于两侧.

1.7.11副热带高压 subvopic high
    中心位于副热带地区的吸性高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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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2 阻塞高压 blocking high

    中纬西风带高压青上发展形成的缓慢移动或准静止状态的闭
合高压，对夭气系统的移动有阻塞作用

13. 13 低空急流 low-level jet
    对流层下部距地面1000̂ 4000.的一支低空的泌风带

2_ 3 14 低涡 vortex

    高空夭气图上的气旋性涡旋.中心气压比四周为低，在北半球

涡旋周围的风呈逆时针方向旋转

2.3. 15 反”{旋(高玉) anticyclone

    大飞流场中，在北(南)半球呈顺(逆阳寸针旋转的大型涡旋，在

同一高度卜，反气旋中心的气压比周围高

2.3 16 气旋(低压) cyclone

    大气流场中，在北(南)半球呈逆〔顺)时针旋转的大型涡旋 在

同一高度上气旋中心的气压比周围低

2-3. 17热带气旋 tropic cyclone
    源于热带海洋上的气旋性环流.是热带低压、热带风.、强热

带风基，台风的统称

  2.3. 17. 1热带低压 tropic depreesin,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6-7级的热带气旋

  2.3 17.2 热带风基 trop, storm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8一9级的热带气旋

  2.3. 17.3强热带风基 severe trop, storm
    中心附近.大风力达10-11级的热带气旋.

  2.3. 17.4 台风 typhoon
    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和中国南海，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2级或

以上的热带气旋.

2. 3. 10 气团 alrmass

    温度、湿度和大气加力德定度等物理月性水平分布比较均匀

的大范围气块。

2.31 19 份〔锋面)Front

    温度或密度差异很大的两个气团之间的界面。通常有冷仲、睡

锋之分。

2.3.20 天气 weather

    某一时间某一地区的大气状态，这种大气状态是各种气象要

策的综合表现。

2.3.21气象 meteorology
    大气中的冷、热、干、湿，风、云、雪、擂、雾、苗电、光等各种物理

状态和现象的统称

2. 3. 22 气候 climate

    某地区多年天气状况及变化特征的综合

  2.3.22. 1气候区划 climatic regionalization

    根据气候的不同类型 按一定指标将全球或某一地区划分为

若千气候特征相似的区坡

  2.3.22 2 气候带 climatic zone

    恨据地面气淦纬向分布的相似性.划分与纬圈大致平行的带

状气候区，有极地气候、温带气候、副热带气候、热带气候和亦道气

候

  2.3. 22.3 气候变化 climatic change
    泛指各种时间尺度的气候演变.

  2.3.22.‘ 小气候 mmroclimata

    不同物理特性的下垫面、自然地理环吮和天气、气候条件相互

作用所形成的近地层局地气候.也包括贴地层和土镇内植物裸系
分布层以及农田作物之间的徽气候.

2.3 23 热带 trop, none

    一般指南、北纬25.纬圈之间的广大低纬地区.这一带常出现

热带风肠、东风波等热带天气系统

2.3.24 副热带(亚热带)snbtropic zone
    一般指南、北纬25-40*纬圈之间的地区，为热带和盛带间的

过渡带。副热带高压基本控制普这一带的夭气和气候。

2.3.25 温带 ex[rarmpu' zone
    一般指南、北纬400̂  600纬圈之间的地区，盛行西风气流

2.3 . 26雍带 frigid rune
    泛指南北半球极圈以内的地区。

2. 3, 17 季风 monsoon

    大范围盛行风向随季节有显著变化的现象

2.3.28 梅雨(霉雨)plum rams
    初夏江南梅子黄熟时期 中国江淮流域到日本南部一带出现

的雨期较长的连阴雨天气

2.3.29 基雨 storm

    降雨强度和盆均相当大的雨。1h内雨址等于或大于16mm,

或24h内雨t等于或大于50m. 的雨。

2.3.30 阵雨 showery rain
    降水时间短促开始及终止都很突然.且降水强度变化很大的

雨

2. 3.31地形用 orographic rain
    由于地形抬升作用而形成的用，迎面坡雨扭大，背面坡雨傲

小

2.3.32 台风雨 typhoon ram
    伴随台风而来的PM.降雨强度和盘都很大。

2.3” 热带气旋雨 rainfall int ropic cyclone

    伴随热带气旋而来的附

2.3.34 雷. thunderstorm

    由对流旺盛的积用云引起、伴有闪电雷鸣和强阵用的局地风

基，有时还伴有冰毯和龙卷风

2.3.35温室效应 greenhouse effect
    大气对于地球的保吸作用的俗称.大气对于太阳短波辐射有

较好的透过串，但对于红外长波辐射则有相当程度的吸收，使地面

及大气下层增盆.大气中具有沮室效应的徽盈气体有CO�CH、

NO等3。余种.

2.3.36卫星云田 ..rehire cloud picture
    由星级扫描辐射仪观口到的地球云层反盖和地球表面特征的

图像。

2.3.37气压(大气压强)atmospheric pressure
    通常用单位横截面积上所承受的铅直大气住质盘表示.

  2.3.37.1海平面气压 sea-level pressure
    由本站气压计算得到的平均海平面上气压值.

2. 3.38气温 ,u temperature
    大气的温度.表示大气冷吸程度的t.

2.3.39地沮 ground temperature
    指地表面与空气交界处的温度及地表面以下不同深度土层的

温度的统称

2.3.40湿球温度 wet-bulb temperature
    在绝热等压过程中，让水分燕发.使空气饱和时空气冷却所达

到的温度。

2.东刁1 湿度 humidity
    大气中水汽含t或潮醒的程度，常用水汽压、相对湿度、饱和

差、礴点等物理t来表示.

  2.3,41. 1 水汽压 vapour pressure

    滋空气中水汽的分压圈.

  2.3-41.2饱和水汽压 saturation vapour pressure
    在一定沮度气压下，漫空气达到饱和时的水汽压

  2.3.41.3 绝对湿度 absolute humidity

    单位体积湿空气中所含的水汽质t即空气中的水汽密度

  2.3-41.4 相对湿度 relative humidity
    空气的实际水汽压与同温度下的饱和水汽压的比值
  2.3.41.5 饱和差 ....ration defidt

2- 4- 6



      空气在某温度下的饱和水汽压与实际水汽压的差值.
    2-3-41‘ 比湿 sperifir humidity

    湿空气中的水汽质量与湿空气总质量的比值
  2.3-42 风 wind

      空仪相对丁地面的运动 通常指水平运动，用风向、风速表示
    2.3.42. 1 风向 wind direction

      风的来向。一般地面观测用16个方位 高空观侧用3600水平
  方位角表示

  2. 3. 42. 2 风速 windspecd

    单位时间内空气移动的距离。气象上对空气移动速度以瞬时

风速和时段平均风速表,F.

  2.3, 42. 3 蒲福风级 Beaufon wi,d scale

    风强度〔风力)的一种表示方法.国际通用英国人粉福1805年

拟定的蒲福风级，后几经修改.常用来估计风邃的大小.
2. 3.43 眯 dew

    近地面空气中的水汽因地面或地物表面徽热降温，一般在

OT)以上达到饱和.而在地面或地物表面凝结形成的水摘.

  2.3.43.1 挥点 dew point

    在不改变气压和水汽含爸的情况下.把纯水平面附近的空气
冷却达到饱和时的沮度.

2-3-44 葬 fog

    近地层空气中悬浮的大盘徽小水滴或冰晶徽较的集合体 使

水平能她度降低到I km以下的夭气现象.
2.3 45 格 Iron,

    近地面空气中的水汽因地面或地物表面故热而降温至0C以

下达到饱和 而在地面或地物表面授华形成的白色晶体，

  2. 3.45.1 藉点 frost poi川

    在不改变气压和水汽含公的情况下.把纯冰平面附近的空气

冷却到饱和成箱时的最高沮度.

  2.3.45. 2 初藉 first frost

    每年人秋至第二年春末第一次出现的霜
  2. 3.45.3 终箱 latest frost

    每年人秋至第二年春末最后一次出现的箱.

  2.3.45.4 箱冻 frostbite

    日平均气摇在。C以上，而夜间草温阵低到。℃以下，致使农
林作物遭受冻害现象的统称.

  23.45.5 无君期 frost-free period
    一年中终码后至初盆前的一移段时期_

      (I)流域长度 basin length

      由河)a边线至河口的最长直线距离

    (2)流城平均高程 basin elevenon mean

    流域内各相邻等高线间的面积乘以其相应平均高程乘积之和

  与流域面积的比值.

    (3)流域平均宽度 basin width mean

      流域面积与流域长度的比值

    (4)流域平均坡度 beset slope mean

    流域内最高最低等高线长度的一半及各等高线长度柔以等高

线1司的高差乘积之和与流域面积的比值

    (5)流坡不对称系数 coefficient of basin nonsymmevir
    流域内干流左右两岸流域面积之差与两岸流域平均面积的比

值分布的不均匀程度

    (6)流城面积增长串 growth ratio of drainage ar-
    沿干流自上而下单位河长增长的部分流城面积与全流城面积

的比值.

  2.4-2.2流城自然地理特征 physiogmphic characteristics of
basin

    流城的地理位t.气候条件、岩土性质、地质构造、地形地搜和

植被等的总称.

2.4.3水系(河系)hydrographic net
    由河流的干流和各级支流，流城内的湖泊、沼泽或地下暗河形

成彼此连接的一个系统.

  2.4-3.1人2河网 .nificiel dre月二‘enetwork

    由人工构筑的运河、报道或经整治的旧河道，形成主支流纵徽
交错的网状系统.

  2.4.3.2 河网密度 drainage density
    流城内干支流总河长与流城面积的比值，或单位面积内自擂

与人工河遭的总长度
2.4 . 4 明集 open channel

    由河床与岸里或边璧所组成的级向边界面，水休在其中流动

并具有自由表面.

2.4 沈城及水琪

2 4. 1 流域 watershed (basin)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分水线所包圈的熟水区城或汇水区，习恨

上指地表水的集水区域

  2.4.1.1流域面积(集水面积)drainage area
    流城分水线与河口断面之间所包圈的平面面积.

  2.4.1.2 闭合流城 enclosed basi.

    地表水分水线与地下水分水线t合的流城.

  2.4 1.3 不闭合流域 non一 enclosed basin

    地表水分水线与地下水分水线不，合的流城

  24.1.4闭流区(内流区)blind drainage area
    流域内地表水汇集不与海洋或外流河相通的区城。

  2.4.1.5 分水线(分水岭) divide

    分开相邻流域或河派地表集水的边界线.

2. 4 2 流城特征 basin characteristics

    流域的儿何特征、自然地理特征和人类活动影响的总称

  2.4.2. 1流域n何特征 basin geometric cheraaeristics
    流域的形状、面积、长度、平均高程、平均宽度、平均坡度、不对

称系数等的急称

2.4.5 河流 rlver

    在明渠中.受地表水和地下水补给，戚受径谊调节补给，经常

或间歇地沿粉狭长的凹地或岩润流动的水魄。
  2. 4.5.1 河像 headwaters

    河流最初形成地农水流的傲头部分.

  2.4.5.2冲沟 gully

    坡面水在沿坡面流动，将水集中起来的徽小水道

  2. 4.5.3 澳流 brook

    窄而浅的河流.往往是带有紊旅状态的连续说.
  2 4-S-4 支流 tributary

    流人一较大河流或湖泊的河流

  2.4.5.5 干流 mat. stream

    在水系中汇集全流城径流的河流。

  2.4.5"‘ 分支 fork

    在河流同一地点有两条或两条以上支流汇人.
  2.4，.， 串沟 bifurcation channel

    河流被江心洲分成两股或多股汉道的河段.

  2.4.5.8 运河 canal

    人工开挖以航运为主沟通地区或水城间的河流.
  2.4.5.， 外流河 exorheic river

    直接或经干流流入海洋的河流.

  2.4.5.10 内陆河 endorheic river

    注入内陆盆地或因水廿不足而中途消失.终不流入海洋的河
流

  2. 4.5. 11 减河 rehef channel

    为减轻河流的洪水负担而开辟的分洪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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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冬5. 12 14d砚流〔门通再生) r“叮ge取吧

    河流上的段消失的地面水流，经过地下通谊在它的下游段宜

现于地面的理旅

  2‘，曰 常年河 9srnnnin} sc,.nm

    不受人为影响的悯况下终年连续流水成有水的闷流.

  x“ N 问肚河(时令河).nlerm.七t即.，t代.m

    仪在降水产流或间峨泉涌水时才有流水的河位.

  2.19.15 悬河咬地上阿)cluvm己以ream

    iA味高出Il'岸绝面的间流

  :.a，16 夺流河硬断尖川〕e.,m-d m

    由丁另一河道的洲派发育作用.使一河11裸头虎卜游的水流
被引走的河沉

  2.15.17 盈水河 月.月n们只怪t，e月m
    通过地下获得外流城补给水址的河流.

  2‘，“ 亏水河 I..,雌从r”m
    通过地下补给外魔坡水盆的河瓦.

  2‘，19肠洪河流 NAY --
    易于璐发山洪的河泥

  2‘，” 地下叨阿(地下河)undergroundr i-
    地下排水的通通.

2“ 界间 6..M- over

    以河沉主砚线侧分国界及行政区划的两伍.
14，因际河流 sm<rnumnsl 't-

    广又指流经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河注.映义指同公海相通.

注经两个或两个以上国盆井经沿岸国协议对各国离船开放的河

改

2 .1 8 度阿道(古洲通〕 deedr i-,

    历史上甘经是水流流经的衬瓦遗址.
2.4.9 岸 bank

    河，果、绷.库和澎正常水位以上邻按部分的月、业和高地

  :.‘认t左岸 Id, bank

    面向下汾时间泥的左方边界。

  2‘9.2右岸 sigh, bank

    面向下游时何谊的右方边界.

  ;‘9.3凹印 moove bank

    勺曲闷段纵向水面水魂形击呈凹形的岸

  24，a 凸岸 con- bank

    呀曲两段纵向水面水流形态呈凸形的岸.

  3‘，，岸壁 lend well

    河流两岸成陡状或坡状岸形的边壁.

  2‘，‘ 水边线(岸峡，we- line

    水体水面与陆地岩上接触的界线，
  二a. g-7 1k防 挂咒e

    为防洪保护岸坡，防止波浪水傀的怪蚀及圈海〔门〕遭田沿

河，另期.海边级人工份筑的提举.

2.1. 10河长 rl，er length

    河谊砚头草河口或侧站断面沿河份申吕烧或抽线胜取的距

血，

  2东1压1 河勺 over bend

    阿连改变水流方向.水道具有一定曲串的河且.

  2‘10.2 弯曲举 tor川的.印

    汾河流中线两点同的实际长度与其宜线巨离的比口‘

2.11肛遭 eedgeble channel

    以水k运拍为目的 在河、万、阴.库和角琦等水城内供脸，木

竹往杭行的通遗
2. 4.玲 问段 reach

    限定两徽断面同的河流

  2语遥2几上游 “p‘1向m

  节近河砚或与水流柑反方r的河段卜

2.4.122 中游 md-eam

  上下a}中间的河段

2今12.7 下游 d.-- .,.

  甲近河口或术流所r'v方向的河段.

3.4“3 挖制河段 --l roach

  对某断面水位流址关系起挖制作用的何段.

2.1. 12 1顺获河段 - ighi reach

  河流两侧岸边水边线大体平行，弯曲韦小的河段.

2. .. 12. 6 育曲河段 bem reach

  纵 h:水流平面形态呈 I.或5形的河段

2.4.12，扩敬河段 cxpmAine rash

    在水溉方向仁祖断面面积遥渐增大的河段.

  2.4.12.收用坷段 --s', reach
    在水陇方向上摘断面面积迷渐减小的间段.

  14. 12， 盯荡河段 - derma reach
    水流1 M急.沙雌史布汉遭交职、河床变化迅邃、主流摆动不定

的河段

  2.4. 12】. 感潮河段 efd.l mach

    水旅受潮汐影响的河段.

  2. 4. 12. 11池可取直 channel carol(

    旅去河i1的奄曲部分 姻短河边倪砚.加大比阵的治河份

盛。

1‘13 河箱(阿床)channel

    河谷行水、拍沙的部分
  2布13.1橄定河抽 .1.61e channel

    某河段内M床和边壁在较长时期中明显倪持段定，在拱水催

落期中淤秋和冲俐相对平衡的河抽

  2‘13.2 不晓是河抽戈冲淤河相)umt.ble channel

    摘，而显若地变动其径制条件，水位阮t关肠随时间而变化

的河油.

  2.4. 13.3 主栩 ..in 'h.- 1

    水眯胜大的那部分河抽

  14.13‘ 单式河栩 .nele ch.nnd

    由单一主，组成的何抽.

  2 4. 13， 复式何抽 compound channel

    由主擂与左、有油地或与一岸门地组成的河柑

  Z 4.13‘ 河道搜断固 :.犯rc门.5，氏r功n

    垂直于河道断面平均流向或中压线幽截河傀 以自由水面和

胜周为界的别面

  2. a 13. 7闷遭纵断面 rjver Ioogimdiml nrolilc
    河流从上醉至下游沿探已战所切取的阿味和自由水面拢阅的

剧面

  2‘13.断面特性 aosx-xenon channenanc.

    断面位且、几何特征、组成钧质‘水流形多及其交化的性

1} (.

2.4.14河床形态 ch- l ..印W.9y

    河床表面的形状

  多a】娜1 茂月 .h.1

    河魔，溯即的浅水神地，由沙、母石等组成的沉积休

  2‘“= a月 “比，。

    水流附急.石密布、帆行困难的月地.
  3.3173 河沮月 n.m州.i.

    位于河床主月两侧.在拱水时艘月份t中水时出耳的仲地

  ;‘17.7 三角洲 dd}e

    在河口处由冲积物湘权将河恢分为两限或两股以上水览的二

角形陌居用形平原.

  x.毛“ 3 江心洲 ,h- d 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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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内的泥沙堆积而形成经常露出水面的沙洲

2.4 . 14‘ 潜洲 submerged bar

  河摺中经常淹没在水下的沙洲口

2. 4. 14.7 深潭 deep pool

  河倩中低十河底附近平均高程的深坑

                  25 河流水力学

  2.5.1 水力学 hyd,,ubcc

      研究水的平衡和机械运动规律及其应用的学科

  2. 5.2明集水力学 open channel hydmul且cs
    研究自由水面水体的机械运动规律及其在户二程技术中应用的

  学科

    2.5 . 2. 1 水静力学 hyd,o，t,tics

      研究水在静止或相对睁lb状态下的平衡规律及其在工程技术

  中应用的学科

  2.5.2.2水动力学 hydrodynamics
      研究水的位移、速度、加速度等运动规律及其在工程技术中应

  用的学科 -
  2. 5.3 明集水流 open channel flow

      天4t或人仁河流中具有自由水面的水流

    2.53.1 恒定流 steady flow

      明架水流中，任何一处的流速，压强、密度、水深等运动要众不

  随时间变化的水流。

  2‘3.Z 非恒定流 unsteady月。w
      明渠水流中 任何一处的流速、压强、密度、水深等一个或几个

  运动要欢随时间而变化的水流

  2‘3.3 均匀流(等速流) uniform flow

    流速大小和方向沿流程不变，流线为平行直线的水流。

  2.5 . 3.4 非均匀流(变速流〕non-uniform flow

    流速大小和方向ffi流程变化，流线为不平行的曲线或直线的
水流。

  2.53.5 急流 ,upercdtical flow

    流速大于波速，外界千扰引起的水面波动不能向上游传福的

水流，其弗妆德数F,>1.

  2.5 3‘ 缓流 ,ubcdtic,l flow

    流速小J;波速 外界卜扰引起的水面波动能逆流向上游传播

的水流其弗汝悠致F,<l口
  2 5.3.7 异重流(密度流)deu,ity currem

    两种密度不fl的流体，因密度的差异而产生分层相对运动.
2.5.4 临界流 mtJcel flow

    在给定流量情况下，水流中的总能头最小，或在给定总能头情

况下.流量最大的水流.其弗饮德数等于1，水面扰动不会传播到

上游。

  2. 5. 4.1临界水深 edtic,l depth

    明集中某断面水流发生临界流时的水深

  2.5‘2 临界流速 cnti"l velocity

    明奥水流中发生临界水深时的断面平均流速

  2.5 . 4. 3临界流It    crrtirsl discharge

    明架中某断面保待临界水深时临界流的流量.
2.5.5 水头 head

    羊位质最水体所其有的机械能.包括位势水头、压强水头和流

邃水头

  2.5 . 5- 1 位置水头(位能} elevation head

    从某 水准基面起算的单位质It水体所具有的位里势能

  2‘5. 2 压强水头(压能) pressure head

    单位质且水体所具有的动水压能

  2. 5.5 . 3 流速水头(动能) -locity head

    单位质t水体所具有的动能

    2.5 . 5.4 有致水头 effect- head

      可用丁水电开发某一河段的落差值

  2.5.‘ 水头损失 head loss

      水流流动过程中，单位质t水体因克服摩擦阻力作功而很失

  的能量

    2.5‘1  r1}程水头损失 friction,[ head loss

      水流流动过程中，由于固体壁面的摩擦阻力所消耗的能址.

    15. 6. 2 局部水头损失 local head 1-

    水流流动过程中 由于局部地区几何边界的急剧改变导致水
  流急剧调整而损耗的能蛋

  2. 5， 比降 slope

    沿水流方向，单位水平距离内铅直方向的落差。
    2.5-7. I能面比降 energy slope

      沿水流方向.单位水平距离的总能且水头趋

  2.5-7.2水面比降 ，urfece slope

    沿水流方向，单位水平距离水面的商程差

  2.5.7.3岸阻比降 friction slope

      由于水流和流经的河架管道或多孔介质周边的摩井阻力，单

  位水平距离总能黄损失的水头差

  2.57.4 附加比降(加速比降)edd slope

      洪水波水面比降与同水位下恨定流水面比降之差.

  2.5.7.5河遭比降(河床比降)channel slope

    沿水流方向，单位水平距离河床高程差.

  2.5.7‘水面横比降 transverse slope叮water ..'f-

    在河流弯道处 由于水流受到离心力作用而形成的垂直千纵
  向水流的水面比降
  2.5.7.7 例比降 inverse slope

    沿水流方向 单位水平距离的负高程差.
2.5.8 总水头线 total head line

    沿水流方向的总水头能盆曲线.
  2. 5. g. I 水面线 water surface profile

    沿水流方向，各断面水体自由水面的连线
2.5.9 仙率 roughness

    与何摺边界的粗枪怪度和几何特征等有关的各种影响水流阻
力的一个综合系数
2. 5. 10 谢才系数 Chezy coefficient

    明集均匀流计井流速时，所便用的徐合反映断面形状尺寸和

祖。程度的系效。同，宁公式比较可得c一1 R"<式中，为水力
半径，，为糙率
2. 5.11谢才公式 Chezy formats

    计算明渠均匀流流速的公式之一。其墓本形式。二c勺事污

式中S为水力坡度

;.5.且2 受宁公式 Manning formula
    汁算明渠均匀流流速的经睑公式。原式为o=KRr0S't'后人

it] ?A t2. 5. I7
。一生R"ag"e

翰水因数(翰水率)conveyance factor

    量度河搐愉水能力的因数。其式为K=

遭断面面积

2.5.10 水跃 hvdraulic lumo

AR"，式中A为水
1
一
”

    明渠水流从超临界急流状态过渡到亚临界缓流状态时，水面

级然跃起的局部水力现象

2. 5. 15 水舌 nappe

    垠或跌水滋流时所形成片状射流.

:5. 16 回水曲线(里水曲线， backwater curve

    河床坡度一定时水深沿程增加的水面曲线.
2.5 . 17 弗汝德数 Froude number

    表征S,体中俄性力与重力相对大小的无因次参数。其式为

2- 4- 9



z.巴

卉了·rC'h F为Ni 111HIit.r$:d )} INMf611fq*R
比 宙诺教 Reyr.iJd, vombnr
丧征I体巾IK件力与枯17B力相对大小的无因次参数 其式为

ae= y .,C }P，为dift2'liLAMA,R.
3. 5. 19 书价致 Weher number

    表征液{本中倾性h与农面张力比伎的无因次参数 其式为

pfd式中，为水的+1 )X，为水的表面张力系$1.
20水JJ因嗽 hydreohe f-or
影响水流运动诸因房的统称

  2.5 20. 1 限，份 ，目传d咪rlm曰“

    过水断南的水流与河床〔管追;接触部分的润醒边界长度.

  2，z02 水力半径 by击aolic red-
    过水断面面积与其N R的比佰.

  2.5.30. J 宽深沈 -ddh-dryih rerio

    明奥的水面留与柑应断面平均水深的比值.

2.5.21  $$4线 midaveam of chaarrd

    河退齐俄断面表面跳大7AL速点的it线

2.5.22探汉线 Fhalwcg

    河J各傲断面组大水眯点的连线

2.5ZJ 落趁  fall

    河段两翻同时刻水面的高程差.

Z. 5. 24 附布 wa}erlall

    河床急剧降低.使水流突然跌用的现扭

2.5 . 25 波浪 wa”祀

    在外为作用下 阵有自由水面的质点偏离其平衡(V开有规律

M E动

  2‘25.1肺波 +rxndm6 w,ve
    水面在固定的节点之问上下摆动而不前进的波.

  25.x5.2 移动波 吧阳nslat.0ow月v吧

    波动蔽若水流向前传抽的波.

2‘]p9l流动为学

    研究间道水诬

拜

2‘2 河潇泥沙

    2‘ 河 趁 泥沙

  11-1dyo.m砧，

泥汁运动和河床演变力学规栩及其应用的学

m er sedimen,

    河水伙带的岩上颐位

2‘3 泥沙特性 propany of ,cdlmeo,
    泥沙晰较或泥秒视合物的物理、化学性质.

i‘7 十峨径蚀 ,oil uoaon

    在水力、风力冻跳.该力娜营力作用F.土峨、上搜母质及其

地面组成物质被破坏 刹蚀 掩运和沉积的全过怪。

  2‘a. f水力径蚀 w二e了￡ros.。门

    A降内和水流作用f，土绷、土绷母质及其地面组成物质被破

0认剥蚀、转运和沉积的全那f2程‘

  2‘12 山洪债蚀 ---[ -r巾，o   v

    山区河流洪水对A3通pd华的冲阳.对河床的冲剧和淤积的过
很

  x‘a. J 流域侵蚀 6.m� -o,-

    在水力 风力.冻融、电力等膏力作用下谊城地表被峨坏所倪

帝的iNYDk:石研.冲剧磨蚀地表井把碎月艳质向下铆报运，从而
蚀低地丧 形成沟a.井使其廷长、加深和加宽的过程

2.615 流城产沙S  - errhed -dlmem yield

    在特定时段内浦过河流观洲断面的沙t和其上游拦蓄沙且、

河床沉积沙m的总和
1“ 全沙 rornl hed

    床ti质和冲i4质的总和，或您移质k1推哆质的总和

  王‘61苍移D:f svrpended head
    受水流的章动作J目悬浮于水巾并随水流移动的泥汁.

  2“ 2 推移质 Lrd had

    受水流拖曳为作用沿河床滚动，淆动、跳跃或Id移的泥沙

  2“ 3 床沙 bed mete-[

    在受泥沙愉移影响的那一部分河床山存在的联杖物质
  26.6.7 床沙质 Led .arena) load

    床沙班带起运动，亦运动过礼中随时与床沙交换的那_部分

悬移质和推移质的泥沙

  26‘5 冲泻质 -,h loxd

    在悬移If中牡径较细.水流愉移时不发生沉积的那部分泥沙

i6?河晚泥沙运动 。闭}menl rr napnn in nvu
    PT诬中泥沙城枚在水泥作用下的冲即，橄运和堆积过侄

  2‘，1泥沙起动 nsipiem motion of sedimem

    河床七的泥沙颐较从静止状万转人运动状态的现象.

  2_472起动流速 competent velomly
    使床面d2沙报较从静止状态转入运动瞬1司的临界状态的水流

的流逗

  2.6-7.3 造床疏址 dominm diachege

    对造床作用从显著的某一级流址，即流Id比较大.177时又比较

长的某一级流址

  2‘，6 泥沙密度 demny of eedlmem

    单位体积泥沙的质盆

2‘. 离含沙水渡 flow with hypemonccmmrion of aedim.m

    含沙量达到母立方米数百干克或以上水流规律己不再符合

牛倾流体坎律的挟沙水流

2‘， 泥石疏 dcbrla flow

    山地AN的饱含大址泥妙和石块的臾发性洪流

2.6.10水改挟沙能力 a dimen咤它   '-pa cava-y of now
    在 定水流和边界条伴下，水流能够怕移LR沙的能力

2‘1 河床演变 na.ial yr+aaa
    在水陇与阿床相互作用下.阿道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2‘“ .冲刷 ，以]ur

    因水流挟沙能力大于河水含沙世而引起的河床下切的现象.

  2‘11.2 浙积 aedime6uuon

    因水流挟沙能力小于河水含沙址而引起的泥沙淤积和河床抬

离的砚象。

16. 12 沙址平衡 aedimem W.-

    河流 水库、湖泊、海湾或其它水城 在一定时段内，m沙物人

盆与.出盆之趁等于该水城内泥沙的变七

z‘IS泥沙愉移 aedimem oranapon
    河流中泥沙在水沉作用下产生的各种运动

2.6.16泥沙愉移比 .dhnem delivery redo
    在一定时段内通过断面的翰沙总.与该断面以上流城的总

侵蚀.的比值

2‘” 浆河现象 clueeio8dover w<dimem fl-
    高含沙水流中含沙.翅过某一极限值时，在洪娜突然降落，沉

速迅速挂小的情况下，性个水渡己不能佩伶沈动状态.而是停附不

前形成的河摘堵塞现扭.

2.6. 16揭河底理象 teerm6 of river bed
    高含沙和高A速水LE通过时，河床沿程改受剧烈冲刷的现象

                      2， 水 质

2，1天然水质 neuval water goaliiy
    在自然环境条件卜，天然水体中水与其所含物质共同表现的

水的质t的综合特性

2，2 水化学 hd- hem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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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水体化学物质的形成、发展、演变和效应之19)互相关系的

  学科

  2. 7. 3 溶解性总固体 total dissolved solids

      单位容积水样中溶解的矿物质及有机物质成分的总质量，即

  水徉经过滤在l U.3 川5c ig度供至恒重后留下物质的量，包括胶
  态物质

    2. 7.3. 1 离r含量 10、、。ncentra on

      单位体积水样中所含某种离子的质量

    2，3 2 离子总量 total ion concentration

      单位体积水样中所含各种离子的总质量

    2，3. 3 离子流量 ion discharge

    单位时间内通过河染某 ·断面的各种离子的总魔.
    2.7.3. 4 矿化度 mineral content

      单位水容积内含有的无机矿物质总离子量

  2. 7.4 盐度 salinity

      水中溶解性盐类物质的含健程度。

  2.7.5  pH值 PH -1-

    水中傲离子浓度常用对敌的负值表示水中的酸喊性。

  2.7‘ 碱度 alkalinity

      水介质与氢离子反应的定量能力。

  277 胶度 acidity

      水介质与氢暇根离子反应的定址能力

  2，g 酸雨 acid ram

    大气污染源排故大量二暇化硫、氮氧化物及其它酸性物质或

  经演变后形成的酸性气体，与降水汇溶或进行化学反应，形成pH
  值小于5. 6的雨或雪水。

  2，.， 电导率 rleetnc condeuvity

    水传导电流的能力，以通过单位面积的电流除以单位长度的

  电压降落来魔度

2.7. 10 浑浊度(浊度) tnrbidity

      由厂水体中存在微细分触的悬浮性粒子、可溶的有色有机物

  质、浮游生物、微生物，使水透明度降低的程度，是水的光学性质的

    种表达

2，.1 总需暇最 total oxygen demand
      水中全部还原性物质板化成简单德定的无机物质及有机物质

过程中所消耗的氧最

  2 7. 11. 1溶解氧 dissolved oxygen

    以分子状态溶存于水中的暇

  2.7. 11,2 需11LIR 〔 oxygen demand

    水中还原性物质暇化成为简单的德定的无机物质过程中所消

耗的氧最。

27.12 生化需暇量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水‘户有机物质在好载微生物作用下.进行好权分解过怪中所

消耗的试量
2?13 化学需截量 chemieal oxygen demand
    在规定条件卜，用氧化刑处理水样时 水中被权化物质消耗的

该氧化剂数量折算的氧证。

2.7 . 14 硬度 hardness

    反映水的含盐特性，天然水中以钙盐和侠盆为主其值为水中
钙、镁、铁、锰、惚、铝等溶解盐类的总!.

  2，IL 1 碳酸盐硬度(暂时硬度) carbon- hard....

    水中可溶性钙镁INV酸盐、碳酸努盐所引起的硬度 煮肺时可
以除去

  2. 7. 14.2 非碳酸盐硬度(水久硬度) non-carbonate herd-
nes凡

    水中可溶性钙俱等硫酸盐1饭化物和硝酸盐等引起的硬度，煮
沸不能除去

  2. 7.14.3 砷太 h.rd ware.

    钙镁盐含量超过150.g/1-〔以C.CO,计)为硬水,300mg/L
以上为极硬水

  2.7.14.4 软水 "'A' -",

    钙镁盐含量小十]I OOmg/1〔以CWO 汁)为软水，40mg/l以
下为极软水

2.8 河流冰愉

2.9. 1 冰情 me regime

    寒冷季节f口7常出现结冰、封冻和解冻过程的一系列现象
2.8.2 全吉冰河流 }ce-tro..n .vc.m

    常出现冰凌现象的河流。
  l. 8. 2. f 封冻河流 freeze-up stream

    常出现封冻现象的河流

  2.8.2.2 毯定封冻河流 stable freeze-up stream

    在严寒地区，有较长的封冻时期的河流

  2.8-2.3 非巷定封冻河沈 unstable freeze-upstream

    在较寒冷地区 由于气温及河道流址变化等原因，不年年封

冻，或在封冻年度里，封冻、解冻孩傲的河流。
2.8.3结冰期 ee-fro- period

    河流中出砚冰情现象至冰凌有明显消融的整个时期。
  2.813.1 初生冰 moial i-

    在水面最早形成的薄冰。
  2.二3.2 冰针 tee .picot.

    在河岸边出现的透明易碎的两冰，多呈零傲的小片状或针状

  2二3.3 冰淞 rimei-

    潇浮于水面呈针状或极薄状的冰品体.
  2.8-3.4圆扁冰 pan-cake i-

    水面冰凌受风和冻胀引起的片冰破碎，井相互冲恤脑去拔角

形成的圆形或扁圆形浮冰。

  2.8.3.5 冰花 f...it slush

    浮于水面或水中的水内冰、棉冰和冰屑等.

  2.8-3.6 岸冰 border i-

    沿河岸冻结的冰带.

    (1)初生岸冰 tidal border ice

    初冬在岸边形成的碑冰带，气谧升高往往就地融化或脱岸漂

走

    (2)固定岸冰 fixed border ice

    气温低且德定，初生岸冰退渐成为牢固的冰带.

    (3)冲积岸冰 agglomerared border ice

    受风和水流作用 流动冰花或冰块被冲到举边或与岸冰边冻

结而成的冰带，其表面常不平整。

    (4)再生岸冰 regenerative border ice

    存季开河后，又遇案潮再次生成的岸冰

    (5)残余岸冰 residual border ice

    春季开河后.残留在原地的岸冰

  2.8. 3. T 雪冰 slush ice

    雪水混合物冻结而成的冰

  2.8-3.8 水内冰 under- , ice

    在水面或冰面以下任何部位结成的冰或冰结合体.

  2.8.3"， 冰周 shuga

    破碎的冰凌.多呈白色片状或海绵状的屑冰

  2-9-3.1。 冰底边 ce base boundary
    冰层下表面与河岸接触的位置。

  2.8.3. 11 冰确 ice reef

  冻结于河底并礴出水面的冰体。

2.8.3. 12 冰桥 :re bridge
  上下游均为敞霉水面，中间为橄跨河面的固定冰盖

  2.8.3.13 流凉花 slush ice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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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花随水流流动的现象，

  2. g. 3. 10  if冰 floating ice

    浮卜水中的任何形式的冰。

  2.8 3. 15 锚冰 anchoricc

    水面以下冻结厂河底或建筑物上的冰

2.8.4 封冻期 freeze-up period

    河流出现封冻的帷个时期。

  2.41 封冻(封河)freeze up
    河段出现横跨两岸的固定冰盖，且敞露水面面积小于河段急

面积20环的现象

    (1)平封 flat freeze-up
    在水流平缓的河段，先产生冰桥，流冰花或冰块沿冰桥平铺上

溯，导致河段封冻的现象 或两岸岸冰较宽，天气辍冷，敞露水面迅

速冻结.形成表面较平整封冻冰盖的现故.

    (2)立封 upright freeze-up
    在水流较急f9.多浅滩的何段，冰花及碎冰在封冻冰缘前发生

堆积相互挤压.重亚倾斜冻结 封冻冰盖表面形成起伏不平冰堆的

现象

  2. 8. 4.2 冰盖 】仪〔。此r

    横跨两岸侧盖水面的固定冰层

  2.8 . 4}3 连底冻 grounded we cover
    从水面到河底全断面冻结成冰的现象

  2. 8. 4.4 冰8  arc mound

    在封冻冰盏表面，鼓起的谁体或捅球体冰包。

  2.8 4‘封冻冰缘 tic edge of freeze-up
    较长河段敞碍水面与封冻冰益的边界。

  2.8 . 4.6 清沟 Iced

    封冻期间，河流中未冻结的狭长水沟

    (1)初生清钩 primary lead
    封冻初期形成的清沟

    (2)再生清沟 seconderyl"d
    春季转暖 冰盏消融形成的新清沟。

  2.8 . 4， 冰花路毡 sludge road felt

    4两岸岸冰之间，由冰花堆积冻结形成带状的封冻冰层

  2. 8. 4. 8 冰上租雪 .,now c.... over ice

    封冻冰盖表面斑盖积雪的现象

  2. 8‘， 冰脊 tee ridge

    封冻冰盖表面隆起的垄状冰带

  284.18 冰缝 crack

    封冻冰盖上的缝隙

  2.8‘I1 悬沐 suspended ice cover

    悬f水面以上的封冻冰盆.

  2.8.4. 12 冰堆 ire pack

    平临封冻冰盖表面的突出局部冰体。

  2. 8 4. 13 冰寨 t e Jam
    封冻冰盏下面，大td冰花堆积，堵赛T部分水道断面，造成上

游水位堕高的现象。

  2. 8. 4. 14 冰七结冰 aafci,

    冰卜水ff.流水、冰上胃水、雪融化遇到寒冷生成的冰。

2.， 解冻期 break-up period
    河流冰凌开始明显消融或封冻冰盆开始消融 至冰情现象全

部消失的做个时期

  2.5. I冰变色 color change of ice cover
    融冰过程，封冻冰盖表面颜色发生变化的现象.

  2. 8. 5 2冰七留水 upw,IFng
    从封冻冰盖的缝隙、孔洞等处向上曾水的现象

  2.5.3 冰上有水 nceumulation of melt water

    冰面上大面积水洼的现象，

  2 8. 5. 4 冰LA 水 wa"r floe. aver we

    冰而上流水的现象
  2 8.5.5 层冰层水 :,e cover with intercalated water layer.

    冰层中夹有水层的现象

  28，‘ 融冰 thawing
    封冻冰盖明显消融 出现冰盖表面积水或面积大小不辛的敞

露水面的现象。

  2.8.5， 冰层塌陷 tee ,heat dcpressloo
    封冻冰盖向河心方向的凹陷或断落的现象

  2.8.58 冰层浮起 floating ice rover
    封冻冰盖脱离两岸呈整片浮于水面的现象。

  2. 8 5， 冰滑动 dislodging of ice cover
    整片或分裂成大面积的封冻冰盖 时而顺流滑动，时而停滞不

动的现象

  2.8.5. 18 解冻(开河) break-up
    较长河段没有固定冰盏，敝翻水面上下游贯通.其面积超过河

段总面积20%的现旅.

    (I)文开河 tranquii break-up
    水势平缓，水位、流盈没有急剧变化，主要由热力因录作用引

起的开河

    (2)武开河 violent brea卜tip
    水势变化急剧，主要由水力因谈作用引起的开河.

  2. S. 5. 11 流冰 .le了 on

    冰块或兼有少址冰花流动的现象，

  2.8，12 流冰堆积 drifting ice pack
    冰块或冰花在流动中受阻停滞井堆积于局部河段的现象口

  2.8.5.13 冰坝 ice dam

    大ilk流冰至浅滩、弯道、卡口及在未解体的冰盖前缘受阻.形
成椒跨河面并显著也高上游水位的冰块堆积体

  2.8.5.14 残冰堆积 residual ice accumulation

    春乖开河，沿河流两岸、沙滩等边缘堆积的冰块。

                    2.， 河 0溯汐

2.9.1 潮汐 tide
    海水面在月球和大阳等引潮力作用下产生的周期性涨落现

象

  2.9.1. 1 潮位(潮水位) tidal l-el

    受潮汐影响所产生周期性涨落的水位

  2.9.1.2 涨潮 hood tide

    一个潮期内，水位上升的过任

  2.9 . 1.3 落潮 ebb tide

    一个潮期内，水位下降的过程

  2.9.1.4 高潮 high tide
    一个潮汐涨落周期中出现的最高水位

  2.9.1.5 低潮 law tide

    一个潮汐涨落周期中出现的最低水位

  2.9.1‘ 平潮 dead tide
    高低潮附近短时段内出现水位停止涨落的现象.

  2，1.7涨潮溯差 (load tidal range
    低潮位至随后的高潮位的差值.

  2.9.1.8落潮潮差 ebb tidal range
    高潮位至随后的低溯位的夔值

  2.9.1.9 高潮间隙 high lunitidal interval
    当地月中天与随后出现的高潮的时间间隔。

  2. 9. 1. 10 低潮间隙 low lonindal htw7vel

    当地月中天与随后出现的低潮的时1旬间隔.

  2，1. 11 日潮不等 dlurnnlinegoelity
    一太阴日内发生两潮不规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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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 )]甲大 Ivnar transit

      月球经过测站子午圈的时间 天顶的 次称“上中天’，，天底的

  一次称“卜中天气
  2.9.3 引潮力 〔idal gecerauon force

      海洋和潮水河道中 每一个水质点的离心力与该点所受天休

  引力的合力.

  2. 9.4 天文潮 asvonomta tide

      土要由月球和太阳的引潮力作用所产生的潮汐。由月球引潮

  力所产生的潮汐称太阴潮.由太阳引潮力所产生的潮汐称太阳潮

  2.9‘ 气象潮 met eorologic tide

      由水文气象要萦如风、气压等变化而引起的海面涨落现象
  2.9 . 6 潮汐周期 tidal cycle

      潮沙在 一个潮汐日、半个朔望月或更长时间内的涨落变化周

  期。

    2.9‘1 半日潮 sem记vernal tide

      在一太阴日内 出现两次离潮和两次低潮 且两次高潮潮位或

  两次低潮潮位几乎相等的潮

    2. 9‘2 全日潮 diurnal tide

      在 太阴13内，出瑰一次离潮和一次低潮的潮

    2.9‘3 N合潮 mixed tide

      半日潮和全日门过渡的混合形式

    2.9“ 大潮 spring tide

      朔、望后1-3d.由月球引潮力与太阳引潮力相盈加而形成的
  潮差最大的潮

    2.9 . 6.5 小潮 neap tide

    上弦、下弦后1 -3d，由月球引潮力与太阳引潮力相减而形成
  的潮差最小的潮

    2，“ 中潮 moderate tide

    在朔望和七下弦之间，介于大潮和小潮之间逐渐增减变化的
  潮

  2，.， 人阴日 lunar day

      某 地点，月球连续两次上(下)中夭的间隔时间。

2，8 潮期 dureuan of tide

    相邻两次低(离)溯的间陌时间.

  2.9-8.1 涨潮历时 duration of tidal rise

      一个潮期内，从低潮位至随后的高潮位的间隔时间.

  2.9.8.2 落潮历时 duration of tidal fall

    一个潮期内.从高湘位至随后的低潮位的间隔时间.
2，， 潮沌 tidal current

    海水在月球和太阳等引湘力作用下产生的周期性水平流动.

  2，.，.1 涨湘流 flood tidal current

    沿河槽向内陆沉动的潮流。

  2.9，2 落溯流 ebb tidal correm

    i11河槽向海洋流动的潮流

  2.9 . 9. 3 憩流 slack tide

    涨油流与落溯泥交替之际，溯流短暂停止流动的现象 落潮流

转为涨潮流的憩流为落潮憩流;涨潮流转为落潮流的憩流为涨潮

憩流

  2，，4 潮流速 tidal velocity

    潮水河流中水质点沿水平方向的流速。

  2.9.9.5往复流 levers mg current
    受地形的限制水质点大致在一个水平方向作往复运动的阴

流

  2，，.‘ 旋转流 rotary rurrent

    在流速变化的同时流向不断旋转的潮流

2.9. 10 潮流期 dolman of tidal current

    相邻两次落潮憩流的间隔时间

  2. 9. 10 1 涨潮流历时 duration of flood currem

      从落潮憩流至下一个涨潮憩流的间隔时间

    2. 9. 10. 2 落潮派历B寸 duration of ebb current

      从涨潮憩流至下 一个落潮憩流的间RR时间
  2.9. 11 涌潮 bore

      发生f潮差较大的喇叭口形河口或港湾的一种潮水握涨的现

  象

  2，12 河口 e+2u ary

      指河流注人海洋的河段，有时指注人湖泊或其它较大河流的

  河段

  2. 9. 13 河口水文 esmarine hydrology

      河口水流、河口潮汐和河口演变等水文现象和过程的总称口
    2，13.1 河口水流 esmanne flow

      河口地区由径流、潮流、密度流和风海流组成的非恒定周期性

  往复水流。

    2-9,13.2 河口湘汐 -- me tide

      入海河口受外海潮波影响产生河口水面周期性涨落和河水周

  期性水平流动的现象

    2.9.13.3 河13演变 fluvial ptoveasea of estuary

      由水动力因康变化引起河口河床的变迁。
  2，14 拦门沙 e-arine b-

      入海河口在口门附近的泥沙堆积体

  2.91 15 河口三角洲 eatuerine delta

      河水挟带的泥沙在河口沉积并不断向外海延伸而形成的三角

  形淤积体

  2.9 . 16 滩涂(海涂) tide) flat

      地面高程介于高、低潮位之间的地带。

                      2. 10 地 下 水

  2.10.1地F水水文学 groundwater hydrology
      从水文循环出发，研究地表水和地下水转化规律、时空变化、

  开发利用和系统苍理的学科

  2.10.2水文地质学 hydrogeology
      研究地下水的形成、分布、运动、资饵特征‘开发利用等与地质

  环凌相互关系的学科.

2.10.3地下水动力学 groundwater dynamics
    研究地下水在岩土空欲中运动烧律的学科

  2.10. 4 地下水系统 groundwater system

    由具有水址水质抽入、运行和输出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地下

  水荃本单元及其组合的系统.

2. 10.，地下水流城 drainage basin of groundwater

    地面以下由地下水分水岭所限定的汇水区坡的统称.

  2. 10. S. 1 地下水分水岭 groundwater divide

    地下水流城的边界线.

2. 10‘ 地下水动态 groundwater regime

    在各种因欢综合影响下.地下水的水位、水盆、水温、水质等要

康随时间变化的过程。

2.10.，地下水均衡 groundwater balance
    某一地区含水层或含水岩组在一定时段内，地下水的总补给

t J总排fit及地下水C#t的变化tzM的致t平街关系

2.10二 地下水运动(诊流〕groundwater movement
    地下水受里力作用在岩土孔眯、裂眯、溶眯中随时空变化的渗

遭流动.

2.10，地下水椒型 groundwater model
    为椒拟地下水理t而建立的实体结构或数学与逻辑结构.

2.10.10地下水储廿 groundwater storage
    贮存在平衡单元含水层内的t力水体积

2. 10. 11 地下水水库 groundwater reservoir

    由含水层或加建地下坝所形成的地下水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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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12 地下水径流 groundwarer runoff

      潜水层或隔水层间的含水层对河流，湖泊、沼泽、海洋潜出或

  潜入的水流.

  2. 10. 13 地下水流速 velocity of gmuodwater flow

      地卜水径流通过含水层过水断面的平均速度

  2. 10.14地I水力坡度(地「水水面坡度)hydraulic. gradient
of gronadwata

      沿水流运动方向单位渗流路径上的水头损失。

2.10.15地下水等水位线图 water-table contour map
      地下水水位相等的等值线图

2. 10. 1‘ 含水层 aquifer

      能够贮存、渗透的饱水岩土层.

  2. 10，‘1 含水岩系 w, t,, content rock sertea

      由某 一地质时代的不同ii土层所组成的含水岩体.

  2. 10.‘2 含水岩组 water-content rock formation

      含水f"岩性相近的岩土层所构成的统一的含水岩体口

  2. 10. 16.3 含水岩性 wat er-content rack pmpeety

      含水层 "If土的物理、化学fq力学等因未的性质的总称

2.10 17 含水介质 weterhearing medium

      状存地F水d水流在其中运动的岩上物质。

  2. 10. 17. I 均匀介质 homogeneous medium

    渗透系数等与空间坐标无关的多孔介质

  2. 10. 17. 2非均匀介质 iahomogeneous medium

      渗透系数等随空间坐标变化而变化的多孔介质

2. 10. 18 含水层边界 aquifer boundary

      含水层斗有统 一水力特性的边界口

  2. 10. 18【透水边界 permeable boundary

      渗透性良好的含水层边界

    2. 10. 18.2 隔水边界 confining boundary

      渗透性极差的含水层边界.即法线方向水力禅度(流虽)等干

零的边界

  2. 10. 18.3 弱透水边界 agaiterd boundary

      渗透性较弱的含水层边界

2. 10. 19 透水层 permeable bed

      其有孔隙或裂隙能透过水里，又可贮存水址而不饱水的岩土
  层

2. 10. 20 隔水层 confining bed

    结构致密、透水性极弱的导水速率不足以对井或泉提供明显

  水吸的岩土U,

2. 10.21 弱透水层 aquitard

    结构较致密，透水性很弱，其铭水能力较小的岩土层.

2. 10.22 水文地质参败 hydr.geological parameters
      含水层水文地质特性的各种定t指标.

  2. 10. 22. 1 渗透系数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含水层透水能力的参数，当水力坡度为I时单位时间透过单

f立面积介质的渗漏量

  2. 10.22. 2 导水系数〔释水系数)coefficient of transmiasivi-

ty

    含水层翰水能力的参致.为渗遇系数与含水层厚度的乖积口

  2. 10. 22.3 贮水系数 storativity
    地下水头〔水位)上升或下降一个单位高度时.从单位底面积

其含水层厚度等于一个单位高度的柱体中所贮存或释放后的水

量，

  2.10.22. a 水位传导系数(水力扩徽系数)coefficient of we

cc, table conducueity

    ig水含水层水位变化传播速度的参数

  2. 10 22. 5 珠i1传导系数 coefficient of pressure condpctivi
'y

    承压含水层水头变化传递速度的参数

  2. 10-22.6 越流系数 leakage coefficient
    弱透水层在垂直方向土传输越流水量能力的参数。

  2. 10-22.7 延迟指数 delay index
    潜水含水层延迟给水效应影响持续时间的指标

  2. 10. 22.8 影响半径 influence radios

    从抽水井中心至降落漏斗周边的平均距离。

  2. 10. 22， 补给带宽度 range of recharge --
    在有径流补给的含水层中抽水时，流入抽水井的地厂水流宽

度

  2. 10.22. 1。 水位削减值 drawdown value interference

    在相距较近的多个井(孔)中抽水时，其下降值与单井(孔)单

独抽水时的水位「降值之差

  2. 10.22. 11 分子扩散系数 coefficient of molecular diffusion

    多孔介质中在分子扩散作用下溶质运移能力的指标

  2. 10.22.12 机械弥徽系数(水力弥散系数) coeffcent of

mechanical dispersion

    在多孔介质中溶质对流弥徽能力指标

  2. 10.22.13 水动力弥散系数 coefficient of h州,.dynamic

dispersion

      在多孔介质中溶质分子扩傲和机械弥徽作用的综合参数口
2. 10.23 包气带 ...anon W-

      地面以下潜水面以上与大气相通的地带.
  2.10-23.1 饱和层 saturated mm

      孔隙全部被水充城的岩土层。

  2.10-23.2 土幼水 .oil --

      吸附于土坡顺粒和存在于土坡孔隙中的水。狭义指包气带上

层中各种形式的水。

  2.10-23.3结合水 bound water

    被岩土顺较的分子引力和静电引力吸附在腼校或隙璧表面的

水，包括吸，水和薄成水

    (1)吸粉水 absorbed water

    吸附于岩土箱较或峨壁表面结合.牢固的一层水.

    (2)薄腆水 pellicular water

    结合水的外层，由干分子力而枯附在岩土颐较上的膜状水

  2.10-23.4 上层浦水 perched water

    包气带中局部隔水层上所积玻的具有自由水面的重力水

  2.10-23.5 渗入水 infiltration water

    大气降水和地表水通过表层土坡空隙渗入地下的水分

  2.10-23.6 握结水 condensation w.-

    进入包气带岩土空隙中的水燕气遇冷凝结而形成的水分

  2. 10.23.7 毛管水 capillary water
    由卜毛管力作用，保待在岩土层毛细空隙中的水分.

    (1)毛管上升高度 height of capillary rise

    毛管水从地下水面沿岩土层自然上开的最大高度.

    (2)毛管压力水头 。apillary pressure head
    在毛管压力作用下所形成的水性高度。

  2.10-23.8 土绷含水It  soil mo.昌ture     content

    单位体积中土坡孔隙的水容积〔质t)与土坡容积(质及)的比
傀.

  2.10-23.9 饱和含水t(全持水f) saturated moisture。 on-

I-

    土壤孔隙全部被水充满时的土壤含水量。

  2.10-23-10 饱和度 saturat     ion coefficient

    土类含水量与饱和含水t的比值

  2.10-23 . 11  f水势 soil water potential

    在特定高度和标准大气压力下，从纯水池中把极少量水恒温、

可逆地移动到土城中某一吸水点，单位数It纯水所做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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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 23. 12 持水度 water-holding capacity
    饱水岩层在重力释水后，保持在孔隙中水的体积与岩体积的

比滇.

  2. 10-23 . 13土壤水分常数 soil moisture constants

    土坡中某种类型水分如吸艰系数、漪葵系教、田间持水量、毛

节断裂含水母等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U土坡吸醒系数 absorption coeff且rent of so且I口。，sture

    气温200C空气湿度接近饱和条件下 干土坡吸收空气中的水

汽所能达到的最大上坡含水景。

    (2)凋登系数 wilting coefficient

    植物由于缺水开始发生永久性枯葵时的土城含水量

    (3)田间持水量 field capacity

    土镶所能保待毛管悬粉水的最大量.

    (4)毛管断裂含水童 moisture content at capillary rupture
    毛管悬着水由于作物吸收和土壤燕发而逐渐减少，致使毛管

断裂，停止毛管悬着水运动时的土拥含水量

    (5)最大分子吸水童 maximum molecular moisture content

    土城中由分子吸附力所能保持的最大水蚤，包括全部吸粉水

和薄膜水

  2.10.23.14 零通量面法 zero flu. plane method

    包气带中土水势梯度为零的点所构成的断面来推算土壤燕发

景的一种方法

2.10. 24潜水 phreatic water

    地表以下第一个愿定隔水层以上其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

  2.10. 24.1降水入渗补给 precipitauon recharge

    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的过程

  2. 10. 24.2 降水人渗补给系教 coefficient of precipitation

rechergc

    在 定时段内，单位面积上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的水盆与同

时段内总降水t比值.

  2. 10. 24.3 地表水补给 ，urface water recharge

    因地表水与地下水间的水头差，使地表水入协补给地下水的

过程

  2. 10-24.4 凝结水补给 cond.... t且on recharge

    水汽凝结形成的重力水，下渗补给地下水的过程.

  2. 10. 24.5 侧向补给 lateral recharge

    侧向径流流入补给地下水的过怪

  2. 10-24.6 越流补给 leekege recharge

    在水头差作用下，相邻含水层通过上祖和下卧的弱透水层产

生垂直渗透补给含水层的过程.

  2. 10. 24.7 湘溉补给系数 irrigetion recharge co,ffic且ant of

杆rouadweter

    瀚溉补给地下水的水R与蔺溉用水总t的比值

  2. 10.24.8 潜水蒸发 phreatic water evaporation

    潜水向包气带翰送水分.并通过土绷燕发和做发进入大气的

现象。

  2. 10. 24. 9 潜水蒸发临界深度 critical depth of phreeuc we

terevnpor爪山n

    不发生潜水燕发的最小埋深

  2. 10.24. 10潜水溢出址 phreatic water overflow to surface
    从含水层以泉或泉群的形式溢出地表的水t

  2. 10. 24. 11潜水位 phreatic water level

    潜水的自由水面相对于某一基面的高程。

  2. 10. 24. 12 潜水埋深 buried depth of phreatic water level

    从地面至潜水面的竖直距离

  2. 10. 24. 13 潜水含水层厚度 thickness of phreatic ware,

aquil-

    从if4水面到第一个fl,定隔水底板的竖直距离

  2. 10.24. 14 重力水 graertv water
    当土城水的含级超过土壤烦拉的吸引力和毛管力所能保持范

围，在重力作用下，由仁往下运移多余的水.

  2. 10. 24 15 给水度 spedfa, yield

    饱水岩土层在重力作用下自由排出水的体积与岩土层体积的

比值

2 10.25 承压水 confined water

    充满于上、下两个相对隔水层之间的含水层.对顶板产生静水

压力的地下水口
  2. 10. 25. 1 隔水顶板 upper "'fin 且.g bed

    含水息顶部的隔水界面。

  2. 10.25. 2 隔水底板 lower confining bed

    含水层底部的隔水界面

  2.10-25.3 承压含水层厚度 thickness of conf且ned aquifer

    承压含水层中隔水顶板到底板之间的竖直距离.

  2.10-25.4 承压水头 confined water head

    承压水位高出含水层顶板的高度

  2.10. 25.5 自流水井 arteatan wall

    承压水位高于当地地面自行喷出或滋出地表的井

  2.10.25.‘含水层天窗 skylight of upper confining bed
    承压含水层上隔水层局部缺失地段.

2.10.2‘ 孔隙水 pore water

    存在于岩土体孔稼中的重力水。

  2.10-26.1 孔隙含水层 paroua aquifer

    以孔隙为贮水空间的含水层

  2.10.26.2孔隙一裂隙含水层 pore-fissure aquifer
    具有孔隙和裂隙的岩土所构成的含水层。

  2.10-26.3 有效孔隙度 effective porosity

    相互连通的孔隙体积与岩土层总体积的比值。

2. 10.27 裂隙水 fissure water

    贮存于岩体裂峨中的盆力水.

  2.10-27.1裂隙含水层 fissured aquifer
    以裂隙为贮水空间的含水层。

  2.10.27. 2 裂眯度 fissure ratio

    一定面积岩土层所测定的裂隙面与岩土层总面积的比值.

2.10.20 岩溶(喀斯特)karat
    可溶性岩层长期被溶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地质地貌形态

的总称

  2.10-28.1 岩溶水 karat water

    贮存于可溶性岩层溶隙(穴)中的重力水.

      2. 10-28.2 溶闷 karat cave

    可溶性岩层被水溶蚀、破坏所形成的空润穴的通称

  2.10-28.3岩溶含水层 karat aquifer
    赋存地下水的可溶性岩层.

2.10.29 泉 spring

    地下水的天然解头

  2.10-29.1沮泉 thermal spring
    水温超过当地年平均气温而低于沸点的泉

  2.10-29.2矿泉 mineral spring
    F&-SV89f矿物质和气体。有时水温超过20℃的泉.

2.11 湘 泊水 库

2 L.1 湖泊 lake

    陆地上的贮水洼地.由湖盆、湖水及其中所含物质组成的宽阔

水城的综合自然体.

  2. 11. l. 1 外流湖 。aorheic lake
    广义指以湖泊为河流源头的湖泊。狭义指从湖泊流出的河流

最后汇入海洋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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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 1. 2  15流湖 -d-hem lake

    广义指从湖泊流出的水流不汇入海洋的湖泊。狭义指非河流

发源地的湖泊.湖水仅耗损于燕发和土搜渗漏

  2. 11. 1. 3 淡水湖 Gesh lake

    期水含盐童小于1000 mg/l，的湖泊
  2. IL I-4 咸水湖 salt lake

    湖水含盐量在1000--35000 mg/I的湖泊

  2. 11. 1. 5 盐湖 aaline lake

    湖水含盐量大F 35000 mg/1的湖泊
  2. 11. 1‘ 季节性湖泊 seasonal lake

    在丰水期湖盆积一定湖水 而在平水期或枯水期湖盆裸露的

湖泊

  2. 11. 1， 富营养湖泊 ,,-phi, lake
    湖泊中氮、礴等曹养物质丰富，其生产力旺盛的湖泊

  2. 11. 1. 贫营养湖泊 poornntrient lake
    湖泊中氮、确等营养物质贫乏，蔽类、浮游生物和叶绿素很少，

耗级to小 透明度大的湖泊.

2. 11. 2 湖流 lake torrent

    湖水沿一定方向的运动 根据成因可分为梯度流和漂流

  2. 11-2. 1 梯度流 gradient current
    湖面倾斜时产生的一种流动.

  2. 11. 2.2 漂流 current of friction

    由盛行风对湖面的待续作用所产生的切应力而引起的湖水运

动。

2. 11.3 湖浪 lake wave

    湖水质点在风力作用下围绕其平衡位登作周期性振动并沿一

定方向传播的现象

2.11.4 湖泊波涤(假潮) lake aeiche

    湖泊整个或局部水域周期性的摆动

2. I1. S 湖泊增减水 lake wmd denivelledon

    在风的切应力的作用下.使背风湖岸的水位降落和迎风湖岸

的水位增涨 使水面发生偏斜的现象

2.11‘ 湖iH资谏 lake -.--

    湖泊的水资淑、生物资a,矿产资深 旅游资源和气候资砚等

的总称。

2.11.7 湖泊率 lake ratio

    流峨内湖泊面积与流城面积的比值.
2. 11.8湖泊补给系数 recharge coefficient of lake

    流域面积与湖泊面积的比值

2.11.9 湖泊换水阁期 lake residence period

    湖泊容积与年度出湖水t的比值.
2. 11. 10 湖盆 lake basin

    注满湖水到 定水位下的防地表面凹陷的盆地
2. 11. 11 湖面高程 ele}auon of water level in lake

    湖面水位的海拔高度。

2. 11. 12 岛屿率 msalostry
    湖泊内所有岛屿总面积与湖泊面积的比值

2. 11. 13 湖泊分层 lake layering
    湖泊内不同水深的水质 水温、含沙址的分层规象

  2.11-13.1 正姐层 direct thermal svaffirANon

    湖水温度沿垂线分布，上层温度较高而下层较低但不低于

4〔的状况。
  2. 11 13. 2 逆温层 inverse thermal mrafficauon

    在气温降至4r以下湖水沮度沿垂线分布，上层温度较低而

下层较高但不高于4r的状况

2. 11. 14 湖ifl形态参数 morphometdc parameter of lake
    湖泊形态特征的面积、容t.宽度、长度、深度、岸线发育系数

等琴数的统称

  2曰 14 1湖泊面积 lake area

    7m泊在一定水位时的水面面积

  2 11, 14 2 溯泊容量 storage of lake

    湖泊在 一定水位形成湖面以下湖盆的总储量
  2 11.14.3 湖泊长度 length .hake

    湖面的湖本线上相距5"远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2. 11. 14.4 湖泊宽度 width of lake

    湖泊而积与湖泊长度的比Ill.

  2 11.14.5 湖泊最大探度 -.imam depth of lake

    湖面至湖盆攀低处的竖直距离。
  2. 11.14.6 湖泊平均深度 mean depth of lake

    湖泊容量标翻泊面积的比值

  2. 11. 14? 湖泊岸线长度 length of lake shoreline

    湖面周边线的长度

  2一 14.8 解泊岸线发育系数 development coefficient of
lake shoreline

    湖泊岸线长度与湖泊面积相等的圆周长的比值

2. 11-15 水库 丁e，ervol了

    在河道山谷、低洼地及地下含水层修建栏水坝(闸)、溢堰或陌

水墙所形成拦蓄水蚤l81节径流的蓄水区

2.11-1‘ 水库特征水位 rharactedstir warer levels of reservoir

    水库在不同时期为完成不同任务，需控制达到或允许消落的

各种库水位，如正常蓄水位、死水位、防洪限制水位、防洪高水位、

设洲洪水位、校核洪水位等

2. 16 17 库容 - -u '-,age
    坝上游水位水平面以下的水库容积

  2.1t.17.1 加库容 sell storage
    坝上游水位水平面以下或两特征水位水平面之间的水库容

积口

  2. It. 17.2 动库容(锲形库容)dynamic storage
    水库实际水面与坝土游水位水平面之间的容积

  2. 11.17.3库容曲线 stage-capamty curve
    水库水位与库容的关系曲线

2 11.10 水库特征库容 characteristic stomges of reservoir

    水库特征水位以下或两特征水位之间的水库容积，如总库容、

死库容、兴利库容、防洪库容、调洪库容等

2. 11. 1，水库渗漏 'e- on, seepage
    库水沿透水岩土带向外低地渗水的现象.

2.11.20 水库淤积 reservoir sedimentation

    入库水流挟带的泥沙，由于流迎减小 泥沙在库内淤积的现

象.

2. 11.21水库诱发地展 reservoir induced earthquake

    水库蓄水改变了库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和地应力场.使库区和

水库边缘地带地展活动明显增强的现象

2. 11.22 水库拦沙效事 sediment nap efficiency of reservon
    一定时段内、水库拦截的泥沙址占人库泥沙总童的百分数

2. 12 沼 泽

2. 12. 1 沼洋 m，re

    土峨经常浸水饱和 地表长期或甘时积水.生长湿生和沼生植

物.有泥炭暇积或虽无泥炭尽积但有潜育层存在的区域。

2.12. 1.卫潜育沼泽 non-peat mite

无泥炭索积的沼泽。

2. 12. 1.2 泥炭沼泽 peat mne

有泥炭录积的沼泽

2. 12. 1.3 低位沼泽(畜营养沼泽1  low level mire

    地表水、地下水补给丰富，泥炭灰分含址一般达IV/ .植物所

需水分较多.莎草科植物占优势的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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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卜4高位沼泽(贫营养1召泽)ma胜n]evelm【re
    受人气降水补给，值物所需养分贫乏，泥炭灰分含址不足

4男 以泥炭鲜等贫营养植物为主的沼泽

2犷，
15 中位沼泽(中营养沼泽)med川mlevelm:re

2 12 2

低位和高位沼泽之间的沼泽。

沼泽水文 mlrehydrol贬，gy

    泪泽中的水文现象和水文过程的总称.

  21221 守召泽水虽平衡 wa宜erbalanceofm，re

    在一定时段内 沼泽的收入水量与支出水址之差等卜该沼泽

内蓄水变量

  21222 沼泽水 nllrewater

    在类似海绵结构的草根层和泥炭层中，富含有机物质和悬浮

物，呈黄揭色 有腿臭味，矿化度低，呈弱酸性和中性反应的水

  212.23 了召泽燕发 m万re吧va卯rat【on

    沼泽水面蒸发、土壤燕发和散发的总和口

  2宜224 守召泽径流 mlrerunoff

    沼泽表面流和沼泽表层流的统称

    (!)七“了不表面流 surfaceflowo「m吐re

    在沼泽较低的凹地仁的表面水流

    (2)了召泽表层流 surfac祀layerflowofm.代
    在沼泽表层多孔介质中的洛流.

2123 份召泽含水性 mo.sturepropert丫ofm【re
    沼泽的草根层或泥炭层中水的类型和含水教鱿

2]24 沼泽持水性 waterretentlonofmlre

    沼泽保持水分的能力

2见2‘了召泽透水性 pory，ousnes‘olm且re
    沼泽的透水能力，常以诊透系数表示

2126 子召泽率 m:rerat】0

    沼泽面积与流城面积的比值

                      2.13 冰 川

  21321 雪线 snow]苦ne

    指特定冰川的粒雪线.或附加冰雪的上限，高山常年积雪区的

「边界，为降雪量和融雪全开始达到平衡的地带

  21322 消融区 ab玉at】onarea
    冰川平衡线以F的冰舌段，冰川或雪地的冰或雪在融化、燕发

等作用下，雪线以下消融超过堆积的区域。

  2.13.2.3 堆积区 accumulatlonareR

    冰川平衡线以上的粒雪盆区，雪线以上堆积超过消融的区域

2.133 冰川变化 日la亡.ery妞了:at，ons

    冰川物质及其形态的时空变化口

213.4 冰川运动 “lac.er于Iow
    冰川冰在重力作用下自源头向末端的移动

213.5 雪崩 avalanche

    山地大星积雪突然崩落的现象

2.13.6 冰雪融水径流 c。一snowmelt:unoff

    冰川冰、粒雪和冰川表面的积雪融水汇入冰川末瑙河道形成

的径流，包括裸露山坡的雨雪形成的径流。

3 水文测验

213里 冰川 glac】er

    在两极或高山地区，一段长时间内固态降水趾超过融化丝和

蒸发蛋.在重力作用下能自行沿地面缓慢运动，长期存在的天然巨

大冰体

  21311山地冰川(山岳冰川)mounta】ngj.e‘er

    发育在不同纬度山区的各种冰川的统称.
  2里312 谷冰川 val]。y“laoler

    以雪线为界，有明显的积爪区和消融区，长而大的冰舌从粒雪

盆沿着谷地向下游伸长的冰川，是山岳冰川中发育成熟的类型
  21313 宽尾冰川 broad一ta，lglac.er

    谷冰川的冰舌伸出谷口进人山能地带.形成宽阔的冰硫冰凌

形似笼角洲和冲积扇状的冰川.

  21314 冰斗冰川 c.rquegla亡ier

    发育在1可谷源头或谷地两侧围椅状的较雷盆中，冰斗底部平

坦 而壁集陡峻 没有或仅有很短小冰舌的冰川

  2.1315 悬冰川 banglngglac.er

    位于雪线高度附近陡峭的山坡上，无明显的积.区和消触区

的冰川，此外，山脊线两侧，还有形态很不规则的山地冰川 是山岳

冰川中体积小的冰川
  2131‘贯通冰川(山艘冰川)即netratl。“glacler

    若干谷冰川的积暇区汇演在一起互相沟通，充礴谷地系统的

冰川

  21317 冰原 胜cef【eld

    贯通冰川进 一步发展，几乎掩盖了级高峰外山地的地势起伏

的景理‘

2132 冰川平衡线 equillbriurnltneofglac【er

    冰川一年内的消融和堆积相平衡的地借线.

                    3·1一祖术语

3.1.1 水文测拉 hydr(，me飞ry
    从站网布设到收集、催编水文资料的全部技术过程。狭义指侧

盆水文要索所进行的全部作业.

3.1.2 水文勘测 hyd门loglcreconnal，sance
    在流城进行水文要衰的观侧或调查，收集水文及有关资料的

全部查勘及侧址作业

313 水文遥感技术 remote一sen，卫ngtechnology，nhydrol叩犷“
    利用安装茬运级工具上的传感仪器，进行远距离收集水体、流

域的图像或波谱，经过处理和分析，获得水文数据的全部技术。

31.4 水文空1司技术 .pac〔tecbnologylnhydrology
    在水文领域中应用人造地球卫星通信技术和航空、航天、遥感

技术的统称口

3.1.5 水文核技术 nucleatteehnolog，inhydrology

    根据核物理原理，主要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的特性研究和观测

水文要录的一种技术

3.1.‘ 全球定位系统 9]obalposttion.ng，ystem
    利用在地面任惫地点配置的专用接收机从一组卫星接收其定

位信息，实时准确地确定持机者的所在位置和运动速度的系统。

3.1.7 遇测 telemetr犷
    以有线或无线通信方式将现场的水文要宋的自动观侧值传送

至室内的技术和作业.

3.1. 驻侧 stationarygauging

    水文专业人员驻站进行水文侧报的作业.

3.1， 巡洲 tourgau.ing
    水文专业人员以巡回流动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一个地区

或流域内各观侧点的流盆等水文要炭所进行的观侧作业.

31.1. 间侧 inter皿ttent.a“91叩
    水文翻站资料经分析证明两水文要众如水位沈兰间历年关系

德定，或其变化在允许误趁范圈内，对其中一要欢如流盆停口一段

时期后再行施侧的洲停相间的侧脸方法。

  31.1二1检侧 testgaug已ng
    在间洲期间，对两水文要素晚定关系所进行的检脸侧脸

3.1.11 校侧 corre亡tlvegaug胜。9
    按一定技术要求.对水文测站荃本设施的位置高怪控翻点及

水位流址关系等所进行的校正侧址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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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委托观侧 entrust ganging
    为收典水文要欢资料，委托当地具有一定业务欢质的兼职人

员所进行的观侧作业

3. 1. 13 水文仪器 hydrologic instrument
    观洲水文要录骼具的统称.狭义指其中较梢密结构和灵敏反

应的器其

  3. 1. 13， 直读仪器 direcnre.ding instrument

    能夜接读出被侧址值或其倍效值的仪”。
  3.1.13.2 自记仪器 automatic-recording Instrument

    能将被侧址值自动记录下来的仪器.

  3. 1.13.3遥侧装巴 remote telemetry unit
    对水文要素进行远距离侧徽，以实现预定功能的设备.

  3. 1. 13.4 传感器 sen，or
    感受被侧觉并按一定规律将其转换成同种或别种翰出盆的器

件

  3. 1. U. 5 固态存贮器 solid storage
    固45半导体电路储备数宇信息的器件

  3.1.13.6  i十教器 ‘。unler

    具有有限个数位，以机械或电子方法，显示在一定时间内进入

的脉冲数目的器件

  3-1. 13， 记录器 recorder
    能接收传感器或其它测址单元的愉出信号 将彼侧水文参敬

或其变化过程记录在记录媒休上的装咒.

  3卜13. 8 显不器 display unit
    能将被侧址值或其转换健通过指针、声、光或屏书等直接显示

出来的器件。
  3 1. 13-9 平均无故阵工作时间 me-n nine bnween failures

    产品在它的使用费命期内，观侧期1句爪积工作时间与故库次

教的比俏

311-14相应水位 eguivaleni stage
    在一次实侧流觉过程中.与该次实侧流址值相对应的某一瞬

时流址的水位.

                  32*文钻阅

3.2 1水文侧站 hydromevic station
    为经常收奥水文数据而在河、菜、湖、库上或流城内设立的各

种水文观侧场所的总称

3.2.2 基本站 basic steuon

    为公用目的.经统一规划设立.能获取药本水文要素值多年变
化资料的水文测站。它应进行较长期的连续观侧 资科长期存贮

3 2.3 辅助站 auxiliary station
    为补充蓦本姑网不足，而设皿的一个或一组水文侧站

3.2.4 专用站 special staton
    为科学研究 工程建设、管理运用等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水文侧

姑 它可兼作基本站或辅助站，其观侧项目和年限.依设站目的而

定

3 2.5水文买验站 by击,logic experimental station
    在夭然和人为特定实验条件下.由一个或一组水文观侧试脸

项目的站点组成的专门场所

3.2.6基准水文站 bench mark h州rologic station
    为监侧长周期气候演变引起的水文效应和分析人类活动对水

文情势的形响而设t的基本水文站

3.2.，水文气象站 hydrometeorologic station
    进行水文和气象诸要索观侧的水文站.

3.2.8巡侧站 tour gauging station
    对邵分或全部水文要索视其变化定时或不定时到现场进行测

验的水文洲站。

12. 9 水文站 aeucme stanon

    设在河、集、湖、库上以测定水位和流耸为主的水文侧站，很担
书要还可兼侧降水、水面燕发、泥抄、水质等有关项目。

  3. 2.9.1 大河控制站 ma,n-at,eatn rnntrol atattnn

    按规定控制面积，为探索大河及沿河长水文要素变化规律而
在这些河流上布设的水文站。

  3.2-9.2 区城代表站 regional representative stanon
    按规定控制面积，为探索中等河流地区水文要素变化规律而

在有代表性的中等河流上布设的水文站，

  3. 2，3 小何站 smelt-stream station

    为探索不同下垫面条件「的小河径流变化规律，而在有代表

性的小河流上按规定控制面积布设的水文站

  3 2. 9. 4 河道站 rnver --

    天然河进上设置的水文站。

  】219.5 水库站 reservoir stanon

    在水库出口进口或库区进行水文要素观测而没置的水文站

  3.2.9‘ 渠道站 canal station

    在人工河、渠上进行水文要索观测而设凳的水文站。

  3.7.叭， 湖泊站 take sration

    在湖泊出口、进口或湖区进行水文要素观侧而设置的水文站

  3.2-9.8 堰问姑 wen and sluice station
    以堰、阐作为控制进行水文要欢观侧而设哭的水文站。

3.2-10 水位站 stage gauging station
    以观侧水位为主，可兼溯降水盘等项目的水文侧站.

  3.21 10 1 潮水位站(脸湘站) tidal level station

    设在潮水河上记录溯位涨落变化的水文侧站

  3.2. 10.2水库水位姑 reservoirs rage gauging station
    设在水库区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水位观侧的水文目站

  3.2. 10.3闻泊水位站 lake stage gauging station
    设在湖泊区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水位观泪的水文侧站。

3.2-13  Mill站(降水f站)rain gauging station
    观侧降水t的水文洲姑

  312-11.1配套1W *M  complete set rain gauging station
    为分析中小何流降水径流关系而在水文姑以上典水区内设置

的一定数f的两盈姑

  3.2.11.2 Mf观侧场 ram observation yard

    FR$站进行降水IM 侧的场地。

12. 12水面燕发站 waror surface evaporatoo stsrion
    砚侧水面燕发t的水文侧站.

  3.2,12. 1陆上水面熬发场 water surface evaporation yard
on Ian过

    设在陆地上进行水面燕发址观侧的场地.

  3.2-12.2 醉浮水面续发场 floating water surface evspora-

non yard

    设在水体浮筏上进行水面燕发址观侧的场地

3.2.13水质站(水质监侧站)water quality station
    为拿握水质动态.收典和段.水质基本资料而没宜的水文

侧站.

3.2.14 泥沙站 sediment -ti-

    侧脸河派含沙梦 桥沙串或肠较分析的水文侧站

3.2. 15地下水观侧并 。bservetian well of groundwater
    为探求地下水运动规律，进行地下水动态观口的理侧井孔.

3.2.16水文站网 hydrologic network
    在一定AH或流城pi .*-2 fF'P9，用一定致E的各类水文侧

站构成的水文资料收集系统

3.2)，墓本站网 bssio hydrologic network
    经过统一舰划由基本站组成的各类水文姑网的资13收集系

统

  3. 2. 17. 1 流址站网 streemfluw gauging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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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荃本水文站组成的站网

3.2. 17.2 附盆站网 r川n

，它是水文站网中最重要的一种

gauging network

    由雨觉站和其它观测雨量的水文测站组成的站网
  3.2. 17.3 水面燕发站网 water sod- -.p.-m. network

    由水面燕发站和其它观侧水面燕发的水文侧站组成的站网.
  3.2. 17.4 水位站网 stage gauging network

      由水位站和其它观测水位的水文测站组成的站网

  3.2. 17.5 泥沙站网 sediment gauging network

    由泥沙站组成的姑网
  3.2]，‘ 水质站网 water go,Iity network

      由水质站和其它进行水质监测的水文侧站组成的站网。

  3.2]，， 地下水观侧井网 gruundweter observation well
mtwork

      由地卜水观测井组成的观侧并网。

3. 2]. 站11规划 hydrologic network planning

    为满足各方面对水文资料的需耍，根据科学的、经济合理的原

则，对一个地区或流城的水文侧站进行总体布局的工作.

  3. 2. 18. l 水文分区 hydrologic regionalizaUon

    根据地区或流域的水文特征和自然地理条件所划分的不同水

  文区域，在同 一水文9域内，各个水体其有相似的水文状况及变化

  规律

  3. 2. 18.2 站网布设 network layout
    按 一定的原则和方法，经统一规划 对水文测站进行的查勘设

站 1_作

3.2. 19 站网分析 network anslysls
      为充分发挥站网植体功能，对现有站网资料进行的分析研究

  L作‘

  3.2. 19. 1 站网位验 network exammauon

    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对现有水文侧站进行设站目的任务、在

站网帷体功能中的作用等的检青和验证

  3. 2. 19.2 站网优化 network optimization
    在一个地区或流域内.使水文站网能以较少的姑点控制基本

水文要粼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且投资少，效率高，整体功能强

的分析」_作。

  3. 2. 19. 3 站网调俄 network adjustment

    为使站网不断优化，随着情况的变化，对水文测站进行增、撤、
迁的工作

3. 2. 20 站网密度 network density

    反映一个地区或流城内的水文测站数t多少的指标，以每站
平均控制面积或单位面积内站败来表示

  3 2. 20. 1 现实密度 real density
    按正在运行的水文侧站计算的站网密度.

  3. 2. 20. 2 可用密度 usable density

    按正在运行和虽停侧但资料可用的水文侧站计算的站网密
度

  3.2 . 20.3 容许最稀站网 mmtmum network

    在 个地区或流城内，为漪足各方面对水文资料最低要求 布

设的最低限度水文站网

3.2. 21 设站年限 stanon required age

    恨据设姑目的确定的水文测站应观洲的年限口
3.2-22 水文信息 hydrolog月cinformation

    广义抬一切水文数据。狭义指顶先不知道的有关水文悄况的
报道口

3.2.23 水文效益 hydrologic benefit
    水文服务于社会和国民经济有关部门所产生的效益

33 测验荃本设施及测t

33 . 从面 da如m

      计算水位和高程的起始面。可取用海滨某地的多年平均海平

  面或假定平面

    3.3.1.1 绝对基面(标准基面)absolme datum

      将某一海滨地点平均海平面的高程定为军的水准基面。我国

  的标准基面是“1985国家高程基准气

    3.3.1.2假定基面 arbitrary datum

      为计算水文侧站水位或高程而假定的水准基面。常在侧站附

  近没有国家水准点，或者一时不具备接侧条件的情况下使用.

    3.3. 1.3 测站荃面 station datum

      水文侧站选在略低于历年最低水位或河床最低点的一种专用

  假定的固定基面

    3.3 . 1.4 冻结荃面 stationary datum

      水文测站首次使用某种基面后，即将其高程固定下来的基面。
  3.3.2侧站控制 station control

      对水文站水位流量关系稳定性起控制作用的断面或河段水力

  因素综合影响的总称.

  3.3.2. 1河相控制 channel control
      由侧验河段的河抽底坡、枯率、断面形状等水力因素的组合.

  对水文站水位流t关系魏定性形成的侧站控制.

  3.3.2.2断面控制 section control

    由石梁、急滩、弯道等对水文站水位流t关系桩定性形成的侧
  站控制

  3.3.2.3 人工控制 artificial control

    通过工程措鹿使水位流量关系德定形成的测站控制

  3.3-2.4 河底控制 fiver bottom control

    对河底进行整治在洲验河段内形成的河段控制.

  3.3-2.5 槛式控制 sill control

    在侧验断面下游建造潜水坝形成的断面控制

3.3.3侧骏河段 measuring reach

    为测t水文要索，按煦一定技术要求，在河流上选择对水位流

t关系德定性起控制作用，并设有相应侧脸设施的河段

3.3‘ 水流平面图 flaw plane map
    由测t获得侧验河段水体表面的流速和流向的平面分布图。

3. 3. 5水遭地形图 channel topographic map
    用等高线和图例表示的河道水下地形图

3.3.‘ 断面标志 。ros，一。action sign
    设在水文断面两岸用来标示断面位里和方向的永久性标牌
  3.3-6.1断面桩 cros， -section stake

    设在水文断面两岸的侧t标志桩。

  3.3.6.2」标志杆 sign rod
    设在水文断面两岸用来标示断面位置和方向的标杆.

  3.3-6.3 辐射杆 radiation rod

    为侧算垂线在断面线上的起点距而在岸上设立的辅助性标

杆.

3.3.7 荃线 base line

    侧算垂线及浮标在断面线上的起点距而在岸上设里的线段或

三角侧t中推算三角锁网起始边长所依据的荃本线段.

  3.3-7.1 羞线桩 base line atake

    设在苍线两端的侧t标志

3.3.8 水准点 ‘enchmark

    用水准侧t方法侧定的水准点。该点相对于某一采用基面的

离程一般是已知的 并埋设有标石。

  3.3-8.1 基本水准点 basic benchmark

    水文侧站永久性的水准点。应设在侧站附近历年最高水位以

上不易损坏且便于引侧的地点.

  3.3.8.2 校核水准点 check b- hmzrk

    用来引侧和检查水文测站断面、水尺和其它设备高程的水准

点，根据筋耍设在便于引侧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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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公3  I陌“了水准点 tempo,." benchmark

    因水文勘测等〔作需要在行定地点短期设立的水准点

3. 3. 9 ikl'验断面 - ,. -g cr oss一s e--
    在ml验河段内进行水文要康测验的河渠横断面.

  3.3-9 1 荃本水尺断面 basin gauge cuss-section

    经常观侧水文测站水位而设Pt的断面

  3.3，2 流速仪测流断面 current-

sect上on

    用流速仪法侧定流童而设IR的断面
广‘
口 0

meternlensulln又CrO弓5

它可与基本水尺断面重

3.3，3 浮标测流断面 Iloai measuring cr oss一 secnon

    用iR标法测定流董而设置的卜、中、下三个断面。中断面可与

流速仪测流断面或蒸本水尺断面重合

  3.3，4 比降水尺断面 ,lope mealor  ing cross-section
    观Y-0河段水面比降而设置的上，F两个或多个断面。

  3.3，5 辅助水尺断面 书℃... &,y gauging cross-section

    测A通过ITI坝、堰糟、涵洞的流量而在其「游适当位置处设立

的水位〔水头〕观溯断面

  3.3，‘ 陷〕时测流断面 v吧 mpnrary measuring cross-section
    测A断面设施因故渭到破坏，或某 一级水位测站控制发生变

动 或水文勘测中{f测验河段附近临时设立的流量侧拉断面

3. 3. 1。 水文缆道 hydrometric cableway
      为把水文侧9?仪器运送到ill验断面内任一指定起s距和垂线

测点.以进行侧验作业而架设的可水平和铅直方向移动的跨河索

道系统

  3-3. 10 1 悬索缆道 spender cableway

    用柔隆恳索息吊侧最仪器设备的水文观道

  3.3 10 2 悬ff缆道 suspended rod cableway
    用INq YT悬杆悬吊侧盘仪器设备的水文缆道

  3.3 10.3 机动缆道 .."'rued cableway

    由电力或机械功力驱动运行的水文统遭

  3.3. 10.4 手动缆道 hand-.perarng cableway
    由人力运行的水文缆道.

  3.310 5  E.索 mam cable

    水文缆道系统中承载负荷，仪器与行车都沿此索移动的钢索.

  33比.‘ 循环索 loop cable
    水文缆道系统中由岸上绞车控制.将仅器与行车沿断面水平

和铅直方向移勃及定位的活动钢素.
  3.3 . 10? 起履索 suspenaion  cable
    用tK.#吊铅角和采样器等侧脸仪器，井能沿铅直方向定位的

活动钢素它可与绝缘导电芯线相连接井由岸上绞车来挂m1
3311水文缆车 hydrome,rc cable car
    悬拍在水文缝道行车上用来承载人员、设备井能在侧盈断面

任 垂线水面附近进行测验作业的设备

3. 3. 12 吊船过河索 cableway for anchoring b-
    在侧验断面上游架设能牵引测船作横向运动.并使侧船固定

在沿侧验断面上的跨河钢索

3.3-13缆道侧验仪 cableway measuring device
    借助水文缆道进行测深 测速、侧沙等多种水文洲脸作业的专

用侧验设备

3. 3 14 水文侧船 hydromerrlc boar

    配备水文测验设备，用来进行水文侧脸作业的专用船。

3.3 . 15水文侧桥 hydromerric bridge
    进行水文测验作业的工作桥

3.3. 16桥测车 gauging vehicle .n bridge
    在桥仁进行水文侧验作业的专用车

3.3. 17 水文巡测车 to., gauging vehicle for hydrometry

    以巡回流动的方式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一个地区或旅城内多

个水文侧站进行水文要素观测的专用车

3.3.18水准测虽 leveling
    用水准仪和水准标尺测定地面两点间高差的作业

  3.3-18.1跨河水准测盈 over-cros， i，ng leveling
    水准路线跨越河流，视线长度超过常规的特殊水准粗盆.

  3.3. IS 2水尺零点侧量 survey of gauge zero
    由已知水准点接测水尺零点高程的作业

3. 3. 19控制测虽 con,rol survey
    在一定区城内，为地形或工程侧丝建立控制网所进行的酣盘

工作，是高程控制测量和平面控制侧盆的0称

  313.19.1高程控制侧* vertical control survey
    建立各级高程控制网，侧定控制点高怪的甜盆作业

  3.3. 19.2 平面控制测盆 horizontal control survey
    建立各级平面控制网，侧定控制点在投影面上的平面直角坐

标的测蛋作业

  3.3. 19.3 导线测量 traverse survey

    在地面上选择一条适宜的路线并在其中一些点设置侧站，采

取测边和瀚角方式来测定这些点的水平坐标位吐的作业.

  3.3-19.4 只角Mt                  triangulation
    在地面卜布设一系列连续三角形控制点.8侧基线长度及测

定各三角形顶s水平坐标位置的作业

  3.3. 19.5 距离测量 diatance survey

    侧t地面卜两点水平距离的作业口

3. 3.加 河道观测 rover --y
    运用观测手段，最洲河流平面，断面形态和有关水文婆素 井

以数字、图形或图像显示的作业口

3.3.21地形测址 topographic survey
    将测区内地形、地物、地貌的位登按一定程序和方法侧绘在图

纸上的作业

  3.3-21. 1 碎部侧三 detail survey
    以侧绘好的控制点为依据.测绘出测区内所有的地物及地形

平面位里和高程的作业.

  3.3.21.2 水下地形测虽 underwater topographic survey
    测t江河、湖、库、海水底地形点的高程及其平面位置 以绘制

水下地形图的作业

3 4 降水RAAVAIN&$仪器设备

3-4. 1降水It precipitation
    在一定时段内 从大气降落到地面的降水物在地平面上所积

聚的水层深度.

  3.4.1. 1 雨盈 rainfall

    在一定时段内 从大气降落到地面的液态降水It.

  3-4. 1.2 积雾探度 snow depth

    从积雪表面到地面的深度

  3.4.3 积雪密度 snow density
    地面积雪样本中单位体积内所含的雪的质t.

  3.4.1.4雪水当童 water equivalent of snow
    雪融化后的水t，以深度计。

3.4 . 2降水历时 precipitation duration
    降水开始到终止的时间

3们 阵雨强度 rainfall intensity

    单位时间内的降水t

3.4.4降水日数 number of precipitation day,
    在指定时段内 日阵水址大于等于。I..的天数

3. 4. S降水t%$测 precipitation observation
    测定降水t 记录降水起止时间，降水物种类等的作业。必要

时.部分站还应侧记冰毯直径、降水强度、雪深及初箱、终藉日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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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6雨量器 ra+ngauge
    观渭时段降水盘的仪器

  3.4,6. 1承水器 ra mgauge rece ever
    雨量器中直接承接雨水的标准口径，器口壁内直外斜呈刀刃

状的泥斗形圆简

  3.4.6.2爱杯 measuring glasc
    雨最器的组件之一 量杯的口径和刻度与雨童筒的口径成一

定的比例关系，使每一刻度相当于雨僧简内的水深。.1功角即降

水f 0. 1-
  3.4.3 水积雨且器 accumulative -'gauge
    无人驻守的雨肠姑所使用的雨t器 它配备有融雪用的防冻

剂和防止水蒸发的油掖 可1M量较长时间的雨雪降水总量

3. 4.7 雨2计 ，einfa9 recorder

    能自动连续测记液态降水f及其过程的自记仪器，常用的有

虹吸式和翻斗式两神

  3.4，1 虹吸式Wit汁 alphon rainfall recorder

    以浮子升降带动记录笔，根据虹吸原理排水的雨t记录仪器

  ，4.7.2翻斗式雨量计 1月pping-bucket rainfall recorder
    以 一个或多个承雨琳斗交替翻转的次数计魔MR的记录仪

器

  3.4.7.3 长期雨童计 Iong-term rainfall recorder
    能长期连续运行的雨a计、记录周期常在一个月以上

  3. 4.7.4遇侧雨盘计 r0--ring rainfall recorder
    能自动测蚤遥侧记录远脸降水盆的仪器。

3‘. 侧雨雷达 precipitation-maaiaorfng radar
    用于探测降水的空间分布 铅直结构以及替戒和服眯风排的

雷达.

3.4.9  Sit器 *now gauge

    MRS水当皿的仪豁，可El直接称雪的质f也可1U 雪融化
后测t

3.4. 10 WE kit  ram and snow recorder

    能加热融雪或加防冻剂将雪融化为液态进行阵水t自动侧盘
的仪器

3.4. 11 蒸发且 evxparauon

    在一定时段内，液志水和固态水变成气态水逸人大气的t.常

用蒸发掉的水层探度表示

3.4 . 12 蒸发云现翻 evapocadon obaervea

    采用?4,#fduwf"M定同一时段的燕发f ip降水f.并选

定部分侧站进行气姗.起度，风迎和蒸发肠中水沮的观侧

3.4. 13蒸发1析算系数 seduction coefficient of evaporation

    大型蒸发器或标准燕发器侧得的燕发盈与普通燕发器侧得的
蒸发蟹的比fft

3. 4 14 遮挡率 5‘reenrat‘0

    蒸发观测场受周甩障碍物影响的捏度 以百分比表示.

3 4.15 燕发器 - p ....... Pa.

    观侧燕发t的仪韶

  3.4-15.1小型燕发器(燕发皿)sme11 evaporation pan
    一种口径为20c.的肠形金胭器皿
  3.4.15.2 E-601型燕发器 evaporation pan of type E-601
    一种埋人地面以厂，器口高于地面的侧盈落发全的仪器，主要

由燕发捅.水圈、滋泥捅和侧针四部分组成、

  3- 4. 15. 3漂浮燕发器 floating evaporation pan
    由浮筏架托并漂浮于大面积水城水面的慈发器

，.4. 16熏发计 evaponmeter
    能自动连续侧趁、记录燕发盆的仪韶

  3. 4. 16. 1遥侧蒸发计 telemetering aveporlmeter
    能自动侧食遥测记录远处燕发盆的仪器

3.5

3. 5. 1 水位观侧

水位、水通、波浪观测及仪器设.

stage observation

    观测河流或其它水体指定位置水位的作业
  3.5.1.1水尺零点 gaugeZel   o

      水尺的零刻度线相对某_墓面的高程

  3.5.1.2最高水位 maximum .rage

      一定时段内，某观测点所出现的爱时最高水位

  3.5.1.3最低水位 mmtmum stage

    一定时段内，某规树点所出现的瞬时最低水位

  3. 5. 1. 4 平均水位 mean stage

    某观测点不同时段水位的均值或同一水体各观侧点同时水位

  的均值。

3.5.2 水位变幅 fluctuation range of sage

      一定时段内，某观侧点的最高水位与最低水位的差值
3,5.3 比降观洲 slope observation

    河流或其它水体在一定距离内，上F游两断面问时观侧水位

的作业。

3. 5. 4 涨落率 rate of rise and fell

    一定时段内 水位涨落差与时间间隔的比值，即单位时间的水

位涨落值

3.5.5水面起伏度 undulating range of surface

    河流或其它水体的自由水面因风向和风力的影响而出现上下

波动的惶度。

3.5.6 水温观测 water temperature observation

    水体温度的观侧作业。

  3. S. b. I水温表 ware, thermometer

    测址水体温度的仪表

3.9.7 波浪观侧 wave obcervarion

    观测水体波浪的作业

  3，.，1 波离 wave height

    相邻波蜂波爷的铅直距离.

  3.5-7.2 波长 wave length

    两相邻波峰或波谷之间的水平距离

  3.5-7.3 波峰 wave crest

    波浪上凸的峰点.

  3.5.7‘ 波谷 wave trough
    波浪一F凹的谷点

  3.弓，.， 波陡 wave steep
    波高与波长的比值

  3. 5，.‘ 侧波仪 wave mete,

    侧定波浪参效的仪甜

3.59 水尺 gauge

    观测河流或其它水体水位的标尺

  3.5.8.1直立水尺 vertical gauge
    垂直于水平面的一种固定水尺

  3，..2倾斜水尺 二lined gauge
    沿TA定岸坡或水工建妞物边壁的解面设宜的一种水尺、其刻

度直接指示相对于该水尺零点的竖直高度。

  3.5二〕 惫锤水尺 wire weight gauge
    由一条带有重锤的绳成佳所构成的水尺。它用子从水面以上

某一已知高程的固定点侧t距离水面的蟹宜高慈来计算水位。

  3.5.8‘ 矮桩水尺 ，,eke gauge
    由设置于砚侧断面上的一组坡桩和便挤溯尺组成的水尺。将

测尺直立于水面以下某一桩顶，根据其已知桩顶高惶和侧尺上的

水面读数来确定水位

  3.5.8.5 侧针水尺 point gauge
    由一恨针形侧杆所构成的水尺.侧it时格它比低亩到德触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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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根据其读数来确定水位

  3. 5:‘钩形水尺 hook gauge

    由一根带有针形细钩的测杆所构成的水尺.测盈时将钩尖沉

人水下后再向上提升，直到它接触水面根据其读数来确定水位

  3.5.， 最高水位水尺 crot stage gauge

    汛期用于侧记洪峰水位的水尺

  3 5.8‘ 校核水尺 check gauge
    为校汀自记水位记录的水位数值而设置的水尺

  3‘8.9 基本水尺 basic gauge
    水文测站用来经常观侧水位，并以表达该侧站水位的主要水

尺。

  3. 5. 8. 10 辅助水尺 auxiliary gang,
    当测验河段出现横比降或在利用堰闸、隧洞、涵洞侧流有淹没

出流时，在河流对岸或下游专门设立的水尺。

  3.5.II 比降水尺 slope geuge
    为现侧河流水面比降而在测验河段上下游所设立的水尺

  3.5.8.12 临时水尺 ‘emporery gauge
    因出现特殊水姗或原水尺损坏而临时设立的水尺

35， 水泣汁 5rage gauge

    能连续侧记水位变化过程的仪器

  3‘，二 自记水位汁 . mgr: ernrdur

    能白:81连续MI记水位变化过程的仪器

  3.5.9.2 浮子式水位计 float -type stage recorder
    利用水面的浮r叙随水面一同升降.井将它的运动通过水位

轮传给记录装置或指示装置的仪器.

  3，，3 压力式水位计 pressure-type stage recorder
    利用索设干最低水位以下的压力传易骼，通过.水压力变化

来iA徽水位的仪器

  3‘9.i 超声波水位计 ultrasonic stage recorder
    利用粗 rm波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特性差异，将换能器安装在

水下或水上某 一已知高程位侄.通过记录换能器脉冲砚所发射脉

冲在往返时间内的脉冲数来测量水位的仪器.

  3 5，，遥侧水位计 celemetedng stager ecorder
    远距离侧t水位变化并进行自动记录的水位计.

  3 5.9.6接触式水位计 contact-type stage recorder
    以水位探头为传感部件 并将它安装在沿岸坡设置的管道内

以自动跟踪水位变化来侧址水位的仪器.

  3.5.9.7远传水flit  telecontrol stage re .order
    将水泣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以有线成无线的方式传送至室

内进行记录水位的仪器

3.5 . 10 自记水位计台 stage recorder installation
    用来安置自记水位计进行水位自记的建筑物.包括进水管、加

水井和理侧室等

  3.5. 10. 1界水井 stilling well
    为能在比较平肺的水面条件下侧记水位而在岸边或水体中建

造的与被测水体连通、能防止风浪影响的旧井。

3.‘ 水澡、断面翻t及仪.设.

316.1 术咪 depth

    水体的自由水面到其床面的竖直距离

  3.6.1.1 测得水深 measured depth

    从侧深器具所直接读得的水面至床面的长度值

  3‘1.2有效水深 effective depth
    在冰期 冰底或沐花底至床面的竖直距离。

  3.6-1.3 相对水探 relative depth

    从水面算起的垂线上任一测点的深度与实际水深的比值.

  3‘1.4 断面平均水深 mean depth at a cross-section
    水道断面面积与水面宽的比值

3.6.2 测深 sounding

    附量水体水面某点到其床面的垂直距离的作业。

  3.6.2. 1侧深垂线 sounding vertical
    在测验断面上进行水深侧员的所在垂线。

  3‘2.2侧深杆 ，aundmg rod
    用于水深侧址、用金属或其它材料制成并带有底盘的刚性标

度杆

  3.6-2.3 测探锤 sounding weight
    由重锤和带有分米标志的侧绳组成的一种翻盆水深的侧具勺
  3.6-2.4 超声波侧探仪(回声测深仪)ulvasonic sounder

    利用超声波在水中的传播特性和从水下床面的反射特性来侧

定水深的仪器

  3‘2.5 压力侧深仪 pressure sounder

    利用安登在铅鱼上的侧压装笠池定铅鱼以上水层高度的压

力.以确定铅鱼入水深度 当铅鱼置于河底时 可以侧得全水探的

仪器

3.6.3铅鱼 elliptic-type weight
    以铅或韶.铁混合铸造成具有一定质量和细长比 外形是鱼状

的流线型侧具。

3.6.4 起点距 distance frnm initial point

    在测验断面上，以一岸断面桩为起始点 沿断面方向至另一岸

断面桩间任 一点的水平距离

  3.6.4.1断面索 tag line
    用来标志侧云断面并带有标记以指示起点距的钢索.

3.5 水面宽 water - face width

    断面上两岸水边点之间水面的水平距离
3.6.6 河底高程 nver bed elevation

    河床上某点相对某一基面的高程，其值为水位与该点水深之

差

3.6， 横断面 crosssection

    垂直于水流平均流向的河流断面

  3.6-7.1 大断面 possible maximum cr ss-section

    侧验断面内历年最高洪水位以上。.5-1. am高程以下的横

断面 湮滩较远的河流应包括最高洪水边界，有堤防的河流应包括

堤防背河侧的地面.

  3.6-7.2 过水断面 wetted cros，一，action

    河流、渠道或管道内能排泄水流的板断面

  36.7.3 水遭断面 channel cross section

    自由水面与很周所包图的横断面

  3.6.7.4 断面面积 cross一 section a-

    谈断面的某一水位线与退周所包围的面积

  3.6-7.5部分面积 segment area
    测7*或洲速两相邻垂线间或岸边垂线与水边线间的水遭断面

面积

3“.纵断面 longitudinal profile
    沿水流方向的水面和河床纵向剖面。

  3.6.8.1深扭纵断面 thelweg profile
    由河段各按断面的谷点连线和水面所形成的纵例面.

  3.6.8.2 平均河底高程纵例面 mean channel bed elevation

profile

    由河段各搜断面的河底平均高怪点连线和水面所形成的纵例
面。

3.6.9 拉伯索 pull slanting cable
    用惫索悬吊铅鱼或侧深悦圈深时，为减小或消除因水流作用

使悬索对垂线勿科而设!的牵引切索.

3.6. 10悬索伯角改正 。ounding line co- ti-
    用悬索惫吊铅鱼或侧深锤侧深时，因水流作用使愚索对垂线

发生偏斜而对侧得水深进行的改正.通常包括干绳改正和湿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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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两部分

  3‘10.1 子绿改正 at, tins rorrec8on

      用悬索悬吊铅鱼或洲深锤测深时，对水面以上悬索偏斜影响

  所作的改正，即悬索支点到水面的垂直距离与该部分实租惫索长

  度的差值

    3.6.10.2 湿绳改正 wet line correction

      用慈索悬Y铅鱼或侧深倾侧深时，对水面以下惫索偏斜影响

  所作的改正，即水面到侧点的垂直距离与该部分实侧惫索长度的
  差1ft

                  3.，流谊测验及仪翻设.

  3 7.1 流速侧址 velocity measurement

      测ht水质点在单位时间内沿水流方向的移动跪离的作业‘

    3. 7.1 . I 水面流速 surface velocity

      水流表面水质点在单位时间内所移动的距离。

    3.7.1.1 侧点流速 velocity at a point

      在侧毅断面内任一垂线洲点所侧得的水流速度.

      (1)最大洲点流速 mestmnm point veIocity
      一次侧流中各实侧侧点流速中的最大值.

    3，.1.3侧速垂线 veIocity-measuring vertiesl
      在侧骏断面内进行侧点流速侧食的所在竖直线

    3.7.1.4 垂线平均流速 mean veIocity at s vettical

      侧速垂线上各侧点流速的加权平均值.

    3，.I‘ 部分平均流速 mean velocity at a segment
      两相邻侧速垂线的垂线平均流速的平均值，或岸边垂线流速

  乘以相应系数的积.

  3，1.6断面平均流速 mean veIocity at s cross-section
      断面的流址与其过水断面面积的比值.

    3，117 浮标流速 float Velocity
      泽标随水流运动的速度，即浮标通过侧脸河段上、下浮标断面

  间的距离与其历时的比值

    17.1.8 中乱流速 midstream velocity

      测验河段内主流部分的最大水面流邃‘

  3.7.2 流速分布 veIocity distribution
      在水流剖面上，各点流邃在剖面上的分布

  3. 7. 2 1流速梯度 velocity gradient
    流速分布曲线上每单位间巨的流速增t

  3?2. 2垂线流速分布 vertical vel+ity distribution
    在测速垂线匕沿垂线水深方向上各点流速的分布。通常用垂

线流速分布曲线来表示，

  3.7. 2.3 断面流速分布 。toss-seednn velocity dialribotion

    在横断面上 各点流速在全断面流场内的分布.通常用断面等

泥速线来表示

  3. 7.2.4 测点流速系数 point vel+ity coefficient
    垂线平均流速与该垂线上某一测点流邃的比值，

  3.7.2‘水面谁速系数 surface velocity coe价cient
    垂线(断面)平均流速与垂线水面点(水面平均)此遨的比值.

  17.2‘ 顺流 downnream now

    向下游方向流的水流

  3，2.7 逆流 upstream flow

    向上游方向流的水沈
3，3 流速脉动 velocity pulsation

    水流中某水质点的运动速度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不断变化的

现象

3，4 中峨 midstream

    河道中水面最大流速水流的运动软进‘

3.7.5 流向测耸 flow-direction .- .-

    侧盆水流方向的作业

    3.7-3.1断面平均沈向 mean flow direction at a cross-

    tion

      断面内各部分流盆的分矢盆所确定的合矢量方向

    37.3.2 流向改正 -r-,ion for flow direction

      侧邀垂线的水流方向与断面不垂直.并超过一定允许范围，对

  所洲流速进行的改正，或洲流断面不垂直于断面平均流向，并超出
  一定范围，对所侧流量进行的改正

    3.7.5.3 溉向仪 flow-direction ow-

      侧盆水流方向的仪器

  17‘ 流盆侧盆 discharge measummem

      侧最单位时间内通过河梁或管遭某一被断面的水休体积的作
  业

  37.7 战邀面积法 -laity area method
      通过实侧断面上的流速和过水断面面积来推求流t的方法.

    水，，1 流速仪法 currem-meter me比园

      用魂速仪实侧断面上各部分的谁速，井与相应部分过水断面

  面积的续积来推求流t的方法.

      t1)积宽法 width imegradng method

      利用洲船或统遭等拖带流迎仪匀速搜渡侧流断面以施侧不同

  水层的平均流速 并结合断面资料来推求流丝的方法。

      (2)积深法 dept卜integrating method

      流速仪沿侧速垂线匀邃提放侧定各垂线平均流速或用积时式

  悬移质采样器在采沙垂线上匀理提放以连续采集水样 分别推求

  流址或悬移质抽沙率的方法

    (3)选点法 point-integrating method
      用流速仪在肠遮垂线侧定各侧点沈邀确定垂线平均流速或在

  采沙垂线上选择一点或几点果匆水祥 分别推求派t或垂线平均

  含沙t的方法

    “)动船法 moving boat method
      利用装有专用仪器设备的机动侧船 沿选定蚕直于水流方向

  的断面线匀速摘彼，并连续施脚各垂线侧点的流速 水深和起点距

  以推隶流t的方法

    伟)单宽流t  unit discharge
    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垂线为中心的单位宽度的水体体积

    (‘)部分流2  segment discharge

    部分过水断面面积与该部分平均流速的乘积

  3.7-7.2 比阵面积法 slope area method
    通过实侧或调查侧脸河段的水面比降和断面面积，通常用水

力学公式来推求泥t的方法.

  3.77.3 浮标法 float method

    通过侧定水中的天然或人工眼浮物随水流运动的速度，结合

断面资料及浮标系数来推求流t的方法

    (1)浮标系数 nnet eoeffieiem

    断IRMft平均流速)与用浮标法侧得的盛at(水面或中86

平均流速)的比值，

    (2)水面浮标系教 surface float coefficient

    用健通仪法侧得的断面流t与用水面浮标法侧得的盛涟盆的
比值.

    (3)中凡浮标系致 .id-e.. float coefficient

    用流速仪法洲得的断面涟t与用中$L浮标法侧得的虑流盆的
比值

    (4)盛流盆 virtual dixherge
    用水面泥邃或其它简侧方法洲得的流速与断面面积乘积求褥

的未加改正的旅且

  37.7.4超声波洲优法 ultrasonic gauging method
    通过侧定声脉冲沿料交子水魂方向的声道往返传拓的时间来

侧定水流速度 井结合断面资料来推求流全的方法

  3.7.7.5 电橄侧流法 electromagnetic -"-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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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根据水流切割磁场所产生的感应电势与

  水流逮度成正比的关系来测定流速.并结合断面资料以推求流运

  的方法

3.7.8 体积法 -b-re

      在潮汐河流中根据潮区界以下水流体积的变率 侧定潮区界

某断面L游流人流童来计算潮流量及潮量的方法口

3，， 流速仪 cu犷ren卜m以盯

      测定水流运动速度的仪器

  17. 9. 1 转子式流速仪 rotating-element current-meter

    具有 个转子的流速仪，转子绕若竖轴或水平袖转动，其转速

与周围水流的流速成单值对应关系

  3.7，2 旋杯式流速仪 "P type current-meter

      以旋杯作为转子的流速仪，旋杯绕着竖轴转动，其转速与周围

水流的流速成单值对应关系

  3.7-9.3 旋桨式流速仪 pt,p,ll,,-typ, --m-met"

    以旋桨作为转子的流速仪，旋桨绕着水平轴转动，其转速与周

围水流的流速成单值对应关系

  3.79.4 电波流速仪 elcanc wave turrenrmeter

    向水面发射与接收无线电波，利用其预率变化与水流速度成

  正比的关系而制成的流速仪

  3,7 . 9.5 粗声波倒面流速仪 .ftraeome profile current-mere,

    利用超声波回波的多普勒颇移直接测出断面流速分布的流速

  仪口

  3，_，‘ 多普勒流速仅 Doppler currenrvmeter

    利用.5学的多普勒效应和流速、多普勒报移与声速成正比的

原理而制成的流速仪.仪器向水中发射声波，侧盈随水流运动的惫

浮粒子反射声波的多普勒翻移来确定水流的速度。

  3.7.9， 参证流速仪 reference current-meter

    作为其它常用流速仪比测基础的一种被性定过的备用流邃
  百义

3.7.10   At计 flow meter

    测盘河渠或管道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断面水流体积的仪器

3.711 文杜里水流 F  vemud now meter

    通过盘测收编甘段与进口管遭之间的压差来推算管内流址的
  种装段

3.7. 12 毕托管 Picot tube

    通过2侧垂直育管上两个小孔之间的压差来推算流速的器
件

3.7. 13 流速仪检定 cur- -meter calibtation

    建立流速仪转子的旋转速率与水流速度之间对应关系的全部

作业

  3，13. 1 检定槽 calibration tank

    配有专17设施用来进行流速仅检定的专用水抽。

  37.132检定车 -lib-ton -triage
    安装存测速记录装哭井沿检定栩轨道运动以实施流速仪性定

作业的专用设备

3.7. 14 浮标 fl-

    受流体浮托漂浮千水流表层或水下用以洲定水流邃度的人工

或天然M浮物

  3.714.1 水面浮标 ...lace float

    派浮「水流表层用来侧傲水面流速的浮标

  3.714.2 小浮标 small fl-

    在沈速仪无法连侧的浅水中侧a水流速度的小型浮标.

  3.7. 14. 3 双浮标 double float

    它由上下二个浮标组成.下浮标用来感应该水层的流速，上浮

标起浮托和标志作用 中间以细线相连，用来侧定水面以下一定水

层水流速度的浮标

  3.7. 14. 4 浮杆 flom-rod

      底端系有重物的一种浮动测速杆，它在水流中以近乎垂直的

  状态随水流运动.其人水深度可以调节，用以侧定垂线平均流

  速口

    3.7 . 14.5 中乱浮标 midstream float
      用来施测河道主流部分水面最大流速的浮标.

  3，l5 浮标投放器 float thrower

      在浮标上断面上游设皿的投放浮标的装f2,

  3，16涉水测流 wading stream gauging
      在浅水河道中，测验人员涉入水中利用测杆进行流量侧脸的

  作业

    3.7.16. 1 测杆 wading rod
        种轻型手握式带有刻度的刚性标度杆，侧流时将旋速仪

  安装在杆上以测定水深和流速

                3.8 皿筑物侧流及稀份法侧滚

  3. 8. 1建筑物11流 structures t,cam-g,,gilg
      利用标准型式的侧流建筑物或河集中已建的水工建筑物来侧

  定流t的作业

3 8.2 侧流垠 welr

    用以测定河梁流觉的溢流建筑物。

3.3薄壁堰 thin-plate weir
    堰顶厚度小于0.67倍堰上水头 具有锐缘堰口，溢流时水舌

离开堰壁的薄板堰的总称.

  3. 8. 3. 1 三角形堰 mangular notcA weir

    堰壁缺口形状为等腆三角形的薄壁堰.

  3.8.3.2矩形堰 rectangular notch weir
    堰壁映口形状为矩形的薄壁垠

  3.8-3.3 梯形服 trapezoidal notch weir
    堰壁缺口形状为梯形的薄壁堰.

3.8.4 实用翅 short-created weir

    堰顶尽度为0.67-2.5倍堰上水头，并具有说线型堰体的一

种短顶堰.

3.8.5 宽顶堰 broad-crested weir

    堰顶厚度为2. 5--10倍堰上水头.能使临界水深在垠顶发生

的一种垠

3.8‘ 三角形剖面坦 triangular-profile weir
    沿水流方向土具有三角形剖面的长底堰

3.8.7 平坦V形堰 flat-V weir

    具有夹角为饨角的V形过水断面的三角形例面堰。

3.8.9复合堰 - p ound weir
    含有两个以上不同堰型或尺寸，可分级侧流的堰。

3.8.9 全宽堰 full-width weir

    一仲无侧向水流收组的堰，堰的长度与河宽一致

3-8. 10 收编堰 contracted weir

    引起水流侧向收编的垠，堰的长度小于河宽.

3.8" 测流柑 flume

    具有规定形状和尺寸的可用来测定流世的人工栩.

3. 8.12 文杜里水格 Vented flume

    含有收姗段的一种侧流擂.通过观侧摘颐上游和组颐处或缩

颈下游两处水位，便可推算流盆

  3.8.12.1  IR界水深水栩 criflcel-depth flume
    吸道中能产生临界流的t水抽

3.8.13 巴歇尔抽 P-hall flume

    一种由收绷段、窄颐段及扩散段所组成剖面上具有反坡的短

暇通侧流擂。

3二14 堰体 weir body

    嵌在堰壁之间的侧流坡部分，水在堰体上流过.

3.8.13 垠高 heichl of w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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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堰体土缘的最低高程与嫂底板或上游河床高怪之差。

3. 8-场 垠顶高程 eI- i- 叮war eras,

    堰体上缘最低点的高程，通常作为水头汁算的零点.

  3.8肠 l 堰顶水头 weir hesd

    堰顶fm流时堰上游水面未发生阵落处的水位与堪体上跪俄

低点高程之差

3.8 17 水工建筑物侧流 flow mescurement by hydraulic
  str以‘tUre

    利用水工泄水建筑物.通过实测水头等水力因索及间门开度

或电功4} .经率定流童系教或效率后，来计算流量的一种侧流方
法

  38.17.1 闸门开启高度 gate opening

    水仁建筑物过水闸底板或垠顶至闸门下缘的垂直距离

3.8 .1. 行近河箱 approach channel
    水流呈缓流状况，或弗tk德数小I-。.5.有足够顺直段长，适

宜于测量要求的邻近测流建筑物或水工建筑物上游的一段河相

3.1，行近流速 approach velndty
    行近河抽内某断面的平均流速

3 .8,20 堰流 weir flow

    具有连续自由水面，不受例门或叉脸等约束的过堰水流

3. 8. 21 流态 flow regime

    在 定的边界条件下，由各种作用力的对比关系所决定的水
流运动状态

  3.8.2 f. 1 内由流 (rte flow

    不受测流建筑物下游水位影响的水流

  3.8.21.2 淹没流 submerged flow
    受测流建筑物下梢水位影响的水流

  3.8-21.3 半淹没流 hs,lf-submerged flow

    水流虽受测流建筑物下游水位影响，但刚刚开始淹投，影响流

量小于同水矢下自由流的1%

  3.8.21.4 孔流 sluice Flow

    具有不连续自由水面.受闸门或释场等约束的过堰水流，

  3. 8. 21.5 射流 jet flu"

    水体从排放口喷出并is入另一流场内的一种流动状态.

  3. 8.21.6 淹没比 submergence ratio

    以堰顶为4准面汁算的下游水头与上游水头之比

  3，21,7淹没系数 submergence eoefHdent
    淹没流流盆与上游水头相同的自由流阮童的比值.

3二22 流速系数 veladry coefficient

    在胶播测流中，用实测水头计算流蚤时，考虑行近流速形响的

  一个系数

3. g- 23 流tfi.?Ik discharge coefficient

    建筑物侧流的流量公式中，表达实际流盆与理论流jt相联系

的系数。

在取徉断面检侧到的浓度的比值。在积分法中，注人示踪剂浓度与
取样时间内取样断面检侧到的浓度平均值的比值

3.8 29混匀长度 mixing length
    从注入断面至某下游断面使注入溶液在该断面上达到均匀

分布的最短距离

3.8.30等速注入法 constant-rate injection method
    将己知浓度的示踪剂，以均匀的速度注入测验河段的上断面，

侧定下游充分混匀的取样断面的示踪剂浓度来推求流量的一种稀

释法

3.8.31积分法(一次注入法)mtegratiog method
    将已知浓度的示踪剂一次全部注入测验河段的上断面，在下

游取样断面连续测定示踪荆浓度变化过程来推求流量的一种稀

释法

3.8.32 多点注入法 multiple injection method

    在注入断面若F处，将示踪剂同时注人 以便改咨给定侧验河

段中的横向混合9h方法
3. 8. 33 注人断面 injection cross-section

    稀释法侧流中，上游注入示踪剂溶液的断面

3.34取样断面 sampling cross-section
    稀释法侧流中.注人的示陈剂溶液经水流均匀棍合进行取样

或直接检测的下游断面

3.9 泥沙到脸、泥沙.较分析及仪器设.

3.9. 1 泥沙侧验 sediment measurement

    泛指河流或水体中泥沙随水流运动的形式、数盈及其演变过

程的测耸以及河流或水体某一区段泥沙冲淤数量的计算，常指河

流的悬移质输沙率、推移质愉沙率、床沙侧定以及泥沙箱拉级配的

分析

3.9.2 断面平均含沙虽 mean sediment concentration et a
cr0SS卜eCI苦0幻

    断面物沙率与断面流虽的比值。

  3.9.2, 1 测点含沙址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t a point

    垂线上某一侧点的合沙贫

  3.9.2.2 垂线平均含沙址 mean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t a
vertical

    垂线上按测点流速和侧点部分水深加权的树点含沙食平均

值，或单宽愉沙串与单宽流公的比值.

  3.9 . 2.3 单样含沙蚤 index sediment concentration

    断面上有代表性的垂线或洲点的含沙址。

  3.9-2.4 相应单样含沙甘 equivalent index sediment con-
centranon

    在一次实测悬移质输沙率过怪中，与该次断面平均含沙蚤所
对应的单样含沙过,

3.9.3 悬移质物沙事 suspended sediment discharge

3.8.24
稀释法测流 dilution method lot discharge measure

    在测验河段的上断面注人一定浓度的示踪剂，经水流充分混

合，在下游取样断面侧定稀释后的示踪剂浓度或稀释比来推求流

量的方法

3.8.25 示踪剂 tracer

    稀释法侧流中所采用的一种溶剂。它所含的物质能与水流充

分棍合 不会损失又便于水流稀释后进行检洲

3.8. 26 标准溶液 standard solution

    含有选定溶娜质浓度的荃准溶液

3.27背景浓度 beckgmsnd concentration
    明渠水流中未注人示踪荆前原有的夭然物质的浓度.

3. 9.28 稀释比 dilution ratio

    在等速注人法中，注人示踪剂浓度与充分混匀达到施定状态、

    单位时间内通过河照某一断面的惫移质质址.

3. 9. 4愁移质输沙率测验 ，日:伴目习，州tmentd括the卿 me.
SU了ement

    侧定单位时间内道过河梁某一断面的悬移质泥沙质f的作
业。

  3.9-4.1全断面混合法 cross一 section mixing method

    按一定技术要求将断面上各垂线或各侧点用积深法或选点法

所采集的水样混合成一个水样，经处理求褥全断面平均含沙量的
方法.

3.9，推移质物沙串 bed load discharge
    单位时间内通过河集某一断面的推移质质琶

  3.9.5. 1单样推移质抽沙率 index bed load discharge
    断面中有代表性的垂线上侧得的推移质抽沙率.

  3. 9. 5. 2 单宽推移质艳沙率 bed iced discharge pe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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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宽度河床的推移质质量.

3.9.6推移质输沙率汉.验 bed load discharge measurement
    测定单位时间内通过河梁某 一断面的推移质质t的作业。

  3，‘1 器测法 sampling method

      用仪器采集推移质样品乘以效率系数，以推求推移质物沙率

的方法

  3，‘2 坑测法 pit method

      用河床上的人工测坑测定推移质辅沙率的方法

  3，.‘3沙波法 done tracking method
      在推移质呈沙波运行的河流上，通过施测河床地形，了解沙波

的尺度和运行速度 用以推求推移质翰沙里的方法

3.9.7 床沙测验 bed material measurement

      测定床沙颁粒级配的作业.

  3. 9.7. 1 照相法 photographic method
      在床沙表层未被破坏粒径较大卵石沙滩断面上取典型地点沙

样，按一定比尺照相，以推求厥较级配的方法

  3.9. 7.2 打印法 stamp pad method
      铅鱼厂贴塑泥 借铅鱼自重 将床沙粒径形状在塑泥上打印保

留，然后逐颐t测，以推求粒径级配的方法

  3，7.3 床沙采样器 bed material sampler

      采取床沙样品的设备。沙质河床采样器有拖斗式、钱管式、钳

式、钻管式，转辅式等，卵石河床采样器有挖斗式、犁式、沉筒式等

3 9.8悬移质采样器 suspended sediment sampler
      为侧定悬移质含沙It及胭较级配，采典河梁悬移质水样的仪

  器

  3，..1瞬时式采样器 instantaneous sa mpler
    在河集过水断面的预定测点，在瞬时内采集蔽移质水样的仪

器横式采样器属此类仪器

  3，8.2 积时式采样括 time-integrating sampler
    在河渠过水断面的预定垂线或侧点，在某一时段内采集悬移

质水样的仪器，分选点式和积深式两种

    (I,瓶式采样器 bottled sampler

    具有进水管、排气管，其盛水容拙像瓶状的积时式惫移质采样

器。

    (2)皮级式采样器 collapsible sampler
    借助皮囊容器柔性以传导和调按器内外压力使其平衡，侧前

将皮班内空气排空的积时式惫移质采样器.

    (3)泵式采样器 pumping sampler
    具有相应进出水口，并由一个策系统构成的惫移质采样器.

    (4)调压式采样器 pressure adjustable sampler
    以采样处水体挣水压力压绷空气的原理 使水样舱内外压力

平衡而吸取水样的积时式悬移质采样器.

3，，同位未测沙仪 radioisotop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meter

    应用放射性同位欢通过不同含沙浓度浑液强度有不同程度衰

减的原理来测定含沙f的仪器.

3.9 . 10 光电侧沙仪 photoelectric sediment concentration me-
tar

    应用光电效应来侧定暇较较细、粗径均匀、含沙t较小的含沙

t仪器

3.9.11 振动式侧沙仪 ，ibranonal sediment concentration me-
ter

    应用振动原理和电子技术测定含沙E的仪器.

3.9. 12 推移质采样骼 bed load sampler

    采集推移质泥沙的仪器

  3.9 . 12. 1 网式采样器 basket-type sampler

    由金月或尼龙丝网和构架组成的采集卵石、砾石推移质的采
徉器。

    3.9-12.2压差式采样器 pressure-difference sampler

      由扩散口门、采样袋和构架组成的采集沙质推移质的采样器。

  3.9.13 进口流速系数 ，,take velocity coefficient

      采样器测点处进水口的流速与相应天然流速的比值.

  3.9.14 采样效率 sampling efficiency

      在推移质物沙率测验中，采样测得的推移质翰沙量与天然推

  移质翰沙盘的比值

  3.9 . 1‘ 水样处理 sample processing

      采集水样后，测定其干沙质量的过程
    3.9-15.1 烘千法 oven-dry method

      将浓缩后的湿沙样连同柑锅一起烘于、称重，然后减去柑锅重

  以推求干沙质量的方法口
    3.9. 15.2 过滤法 filtration method

      浓缩的水样通过as纸沁去清水，将留在涟纸上的泥沙一起烘

  干、称重，然后减去滤纸重以推求干沙质盆的方法

  3.9. 15.3 置换法 displacement method

      将浓缩的水样浑水置干比重瓶中称重，减去瓶加清水重 经换

  算推求干沙质t的方法.

  3.9. 16 泥沙顺粒分析 part且cle sire analysis

      侧定泥沙洋品的沙较粒径和各粒径组的沙重占样品总沙重的

  百分数，井绘制粒径级配曲线的过程
    3.9-16.1 尺f法 direct meas,reme   ,t method

      样品中大的卵石lm粒，直接用尺t算依大小排列各组的平均

  粒径及其质t的方法

  3.9 . 16.2 称重法 grev imevm method

    样品粒径大的泥沙顺粒，依大小排列称其最大颐粒及各组的

  硕较质t.按等容粒径确定肠粒较径的方法。

  3.9-16.3 筛分析法 6- analysis method

    用一组具有各种孔径的啼进行泥沙顺校分析的方法.

  3.9 . 16.4 粒径计法 settling tnbe method
      使泥沙在粒径计管内清水中静水沉降，利用不同粒径沉速不

  同的原理，分别测定不同时刻接沙杯中泥沙质址占水样总干沙质

t百分数，来推求泥沙顺粒级配的方法。

  3.9-16.5 吸管法 pipe, method

    沙徉作混匀连续沉阵.连续侧定某一深度处固定容积悬液内

干沙质t的变化，来推求泥沙顺粒级配的方法.

  3.9-16.6 消光法 photosedimentation method

    利用泥沙顺拉对光的吸收、散射等消光作用，连续测定泥沙浑

液沉降过程中不同时间的光密度.计算浑液的含沙密度，来推求泥

抄顶粒级配的方法

  3.9.16.7 比重计法(密度计法)hydrometer method

    沙样混匀连续在伸水沉降过程中，用比重计测定其不同时刻

的浑液密度变化，来推求泥沙顺粒级配的方法

  3.9-16.8离心沉降法 centrifugal settling method
    利用泥沙箱拉在离心场中沉降所受作用力的原理，结合消光

法测定各时刻光密度变化曲线，来推求泥沙顺较的相对含童及顺

位级配的方法

3.9.17顺分仪器 grei n一51.ea nely,i, meter

    分析泥沙水禅中顺校级配的仪器设备.

  3.9.17.1分析肺 ，ieve

    一组以帅孔大小自上而下相互套合登放的蹄子，来圈定沙样

的校径及各较径组的干沙itff占总干沙质t百分数的设备.

  3.9-17.2沉降管 sedimentation tube

    泥沙顺粒分析的多项设备中的一个羞本部件，泥沙通过此管

在液住中沉降

  3.9.17.3 粒径计 ，ettliug robe meter

    采用规定长度和内径的玻确管.使泥沙在管内清水中静水沉
降，以侧定各粒径组容积千沙质盆占总干沙质童百分数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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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7,4 吸管 ptpet
    用于吸管法作顺拉分析的液管，为标准容积的玻瑞质大肚型

的直管。
  3.9. 17.5光电籁分仪 photoelectric particle size meter

    利用光线通过含沙浑液其光强减弱程度与泥沙浓度的关系，

直接在浑液中测出小于某粒径沙重百分数的仪器

  3，.17‘ 比熏计(密度计) hydrometer

    用来侧定液体密度的一种浮动式仪韶

3，10 泥沙沉降 sediment settling
    水中悬浮颐粒流向水底的运动

  3.9 . 10. 1沉降速度 settling "locity
    泥沙顺粒在水中均匀下沉的速度口

  39.10.2 平均沉速 mean settling velocity

    粒径组平均沉速为较径组上下限杖径沉速的几何平均值。断

面平均沉速为各粒径组平均沉速按各粒径组相应沙重百分数加权

的平均值

3.9.19 絮凝 flocculation

    水中的细服粒泥沙在 一定条件下结合成集合体的现象

  3.9 . 19. 1 反旋剂 dcfloccolant

    能促使泥沙颐粒互相分离的化学试剂.

3.9.20 粒径 panicle diameter

    泥沙顺较的直径。
  3.9.20. 1 中数杜径 median particle diameter

    小I.某粒径的沙重ff分数为50%的粒径

  3.9.20.2 平均较径 mean particle diameter
    较径组平均较径为校径组上下限较径几何平均值.样品的平

均粒径为各粒径组平均fsY径按各粒径组相应沙重百分败加权的平

均值口

  3 9.203 等容较径 nominal diameter

    和给定泥沙抓较体积相等的球体直径

  3，20.4 投影杖径 projected diameter

    和给定泥沙顺枚最德定的平面投影图像相一致的圈的直径.
  3.9 . 20. 5 三轴平均粒径 coaxial mean particle diameter

    泥沙掀粒在相互垂直的长，中、短三个轴方向盆礴长度的几何

平均值

  3.9.20.6  1L伺平均较径 geometric mean particle diameter

    各拉径组平均粒径按各粒径组相应沙重百分欲加权的平均

值

  3.9. 20.7 筛析拉径 sieve diameter
    泥沙颜粒能通过最小筛孔的筛孔尺寸.

  3.9-20.9 沉降校径 settling diameter
    在68一沉降介质中，与给定顺粒具有同一密度和同一沉速的

球体直径

  3.9-20.9 粒径组 fraction of particle size
    按照泥沙粒径大小划分的级组

3. 9.21肠校级配 grain -sue dianibmion
    每一粒径组泥沙在给定的沙样中所占的质址百分数

  3，21.1顺粒级配曲线 gram-size distribution curve
    粒径与小于该胶径的沙!百分效的关暇曲线.

数的侧点翰沙率之和的比值.如采用积深法取得的样品它的顺拉

级配就是垂线平均顺较级配。
  3.9.21.4断面平均顾粒级配 mean grain5  u, disvihuuon in

a cross-section

    垂线平均小于某粒径沙重百分数乘以相应垂线间的部分翰沙

率的乘积之和与各垂线间郎分物沙率之和的比值
  3.9.21.5  9积沙重百分数 accumulated sediment weight

percent

    泥沙城拉级配小于或大于某粒径的承积沙重百分数

3. 9. 22 分沙器 silt divider

    满足用作顺粒分析沙重或浓度要求的分沙设备

3.10 地下水现测及仪器设备

3.10.1地下水动态观侧 groundwater regime observation
    在一个地区选择有代表性的泉、井、孔等按照一定的技术要求

进行的地下水动态要素观测、记录和资料整理的过程.
3.10.2地下水动态要素 elements of groundwater regime

    地下水的水位(水头)、水址、水岛和化学成分等要素的总称

3.10.3地下水天然动态 natural groundwater regime

    仅受夭然因素综合影响下的地下水动态.

3.10-4地下水开采动态 groundwater regime under exploita
tum

    在人工开采地下水影响下的地下水动态.
3. 10.5 地下水动态曲线 hydrogreph of groundwater element

    根据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绘制的地下水动态要素随时间变

化过怪的曲线图

3. 10.6地Ir水位下降速率 decline rate of groundwater level

    单位时间内地下水水位(水头)的下降值

3.10.7 观测井固定点 refere nce mark on observation well

    在地下水观附井(孔)上设贬的或直接标记在井〔孔)口上己知

高捏的坚固标志点

3.10.9 地下水位计 groundwater stage gauge

    测址观侧井(孔)中地下水位变化过捏的仪器口

3 11

3. 11. 1 水质监测

  水质监侧及采样仪即设奋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tl。3.91- 21.2 单样颐较级配 index sample grain-size diatribu

    断面代表水祥经箱粒分析所得的各粒径组沙t占总沙!的百

分数

  3.9 . 21.3垂线平均翰较级配 mean grain-size distribution in
a vemral

    垂线上各测点小于某较径沙盆百分致乘以相应侧点翰沙串的

乘积之和与相应测点输沙率之和的比值，或侧点小于某校径沙重

百分数1(E以相应不同权系数的侧点翰沙率的乘积之和与不同权系

    为掌握水体质贫动态.对水质参致所进行的洲定和分析
  3. 11.1. 1 流动监测 mobile monitoring

    利用安装有侧试仪器设备的运载工具，对河、集、湖、库的水质

参致进行流动性的现场侧定

  3.11. 1.2 自动监侧 automatic momtor mg

    按预先编定的程序对若干水质参数进行连续或不连续的采样

和自动侧定

  3.11-1.3 生物监侧 biologic monitoring

    对水体中水生生物的种群、个体数$、生理功能或群落结构变
化所进行的侧定，

3.11.2便执式水质监侧仪 portable water quality monitor

    可随身携带能在现场快班侧$分析水质参教的仪器.

3.11.3水质自动位洲系坑 automatic water quality enelyaing

.Y.-

    对指定水体的水质参教自动进行侧It、分析处理和显示记录
的成套设备

3. 11.4 卫星水质遥侧系统 remote-measuring symem of water

quality by satellite
    通过卫垦对指定水体的水质参败进行远距离洲t、分析处理

和显示记录的成套设备.

3.11-S 采样断面 ，empling cross-section

    为监侧水质参数而设$采取水样的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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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1 5.1 对照断面 check ....... ection

    河流流经城镇或排污区上游，未受污染影响的采样断面。

  3. 11.5.2 控制断面 control cross-section

    徘污区下游 能反映本污染区污染状况的采样断面。

  111-5.3 消减断面 attenuation cross-section
    河流污染物浓度经河水混匀自净、稀释后显著降低，其左、中、

右二点的浓度差异不明显的采样断面

3. 11‘ 水徉保存 water一 sa mplc preservation
    水样从采祥经运达到实验室，在进行分析之前这段时间内，为

防止发生化学的 物理的、生物的反应所采取的必要防护措境.

3. 11.7 检出率 derectedr .-

    检出某水质参数的样品个数占被检验样品总数的百分数。

3. 11. 8 超标率 over-limit ratio

    检出某水质参散的含览超过规定标准的样品个数占被检脸样

品总数的百分数。

3. 11， 痕迹量 trace

    书份出显示，但小7一分析方法最低检出限的量

3. 11. 10 未检出 ...readout
    俭测结果小厂分析方法最低检出限而难以判断有无的现象

3. 11. 11 回收率 rctt;ery ratio
    在水徉中加入己知数量的标准物质.加入后与加入前该物质

的洲(得值之差占所加入量的百分数。它是评定分析方法的梢度或

检验分析质廿的悯用指标

3. 11. 12 溶解气体采样器 dissolved gases .ampler
    其有进水管、排气管、水样瓶及同步开关装置，采取某一水深

含级址的采样器，适用于流速小、水深不大分层采样。

3.12. 1 冰情观侧

    选择代表性河段

的作业.

12冰摘现测及仪器设.

ice-regime observation
，在整个冰期内对冰情现象进行侧t或目侧

  3. 12. 1 1 团定点冰厚侧址 fixed-point ice thick-, mea-
  SUrem 亡0气

    对某 一固定点封冻冰层的厚度变化过程所进行的系统观侧.

  3. 12吐2冰价目测 visual .bservation of且ce regime
    选择代表性河段 在整个冰期内对冰凌现旅进行目侧的作业.

  3.12. 1.3 冰情符号 ice code

    按统一规定用以表征各种冰凌现象的相应符号，

  3.121.4 冰情图 ice-regime chena

    在冰情观测中为补充文字说明.以写生法、坟图法或摄影法等
绘制的河段冰圈

3- 12. 2 初冰B期 first-ice date

    在一个结冰期内，河流上首次出现冰情现象的日期，即结冰开

始日期

3.12.3封冻日期 (cease-up date
    在「半年首次出现封冻现象的开始日期.

3.12.4解冻日期 break-up date
    在上半年首次出现解冻现象的开始日期。

3.12.‘ 终冰日期 end ice date

    春季解冻后 河流上冰份现象最后消失的日期

3.12.6 封冻历时 free跳 -up duration
    从封冻日期至解冻日期所经历的时间。

3.12， 水漫冰厚 thickness of immersed ice

    冰层凿孔后所健得的自由水面至冰底面的竖宜距离.

3.12. 敞露水面宽 open-water width

    侧验断面上固定冰层搜盖以外的自由水面宽度

3. 119冰流量 ,e discharge
    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断面的冰块或冰花的体积

    3. 12，1 流冰疏密度 ice run concennanon

      侧脸河段内，流冰块和流冰花面积与敞解水面面积的比值。

  3.12.10冰花厚 thickness of frazil slush

      浮于水面和水中或冰盏以下的水内冰 棉冰和冰屑的厚度。

    3.12.10.1冰花密度 density of frazil slush

      单位体积冰花的质滋.

    3. 12.10. 2 冰花折算系数 adjustment fact.. of frazil slush

      平均冰花密度与密实冰块密度的比值

    3. 12. 10. 3 冰花尺 ruler of frazil slush

      测童冰花层厚度的专用酬尺，

    3.12-10.4 冰花采样器 sampler of frazil slush

      采集冰花用的采祥器.

    3. 12. 10.5 冰网 we basket

      采集水内冰专用的金周网罩

  3.12.11 冰钻 .e drill

    在冰上钻孔的工具

3.12-12量冰尺 :ce ruler

      iN盈冰厚的专用侧尺口
3. 12. 13 冰厚仪 【cc thickness meter

    能自动Rl盘封冻冰厚、岸冰或冰块厚的仪璐.

                    3” 溯水河观测

3.13.1 潮水河 tidal over

      潮汐和潮流影响所波及的河段

  3.13.1.1 潮流界 tidal ...rent limit

    潮流沿入海河遭向上游传播时潮流所能到达的河道且远处
  3. 13. 1.2 潮区界 tidal limit

    潮流界以上潮波继续t溯 潮波传播所到达的河道最远处.

3. 13.2潮水位观测(验潮)tidal le.el observation

    观测潮水位变化的作业.

  3. 13.2. 1潮汐曲线 mangra
    潮位随时问变化的过程线

  3.13-2.2 湘汐表 tidal table

    为预报沿海某些地点在未来一年内每天潮汐情况而倒成的

表，

3. 13. 3 验潮仪 tidal gauge

    观侧潮位涨落变化的仅器

3.13.4 潮水河测验 hydrologic observation of tidal river

    在感潮河段进行水文测验的全部作业

3. 13-S 代表潮 representative tide

    能够反映潮汐、潮流周期变化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潮期、潮流

期的总称，如大湘、中潮、小潮.

3. 13.‘ 全潮of测验 discharge measurement of tidal day

    在感潮河进行一个完孩潮汐日的连续流t洲脸的全部作业.

  3.13.6.1 Miftf  tidal discharge

    单位时间内通过某断面的潮流3，有&MRif与落湘流t
之分.

  3.13-6.2 涨翻I flood tidal volume

    落潮憩流至旅翻触流之间通过某断面的总水$.

  3.13.6.3 落翻$ ebb tidal volume

    旅瀚憩流至落翻慈流之间通过某断面的总水t

  3.13.6.4 湘流总f ... of tidal volume

    在一湘流期内，落湘湘E(正值)与涨湘湘f(负值)的代盆和，

其正值称净泄f.负遭称净进f.

  3.13-6.5 潮流曲线 tidal currenr curve

    润优含流速、流t随时间变化的过程线
  3. 13.6.6 翻流表 tidal current table

    顶报某一地点或海城未来一定时间内的翻沉情况而侧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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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3‘7等深点流速改正法 revised isobath-velocity meth-
trd

    潮水河一次垂线侧速期间 假设每侧点流速作等率增、减变

化，利用往返定点旅测等深点处往返流速平均，从而将垂线上不同

时间各侧点流速改正为同时流速的一种方法.

  3.13.‘二 流速过程线改正法 revised velocity-hydrogmph
method

    将不同时间所施胭的各测点流速点绘流速过程线，由该过程

线查读垂线上各侧点正点的同时流速，从而将垂线上各测点流速

改正为同时流速的一种方法.

3. 13.7有效潮差 significant tidal range
    落憩至高潮位或涨触至低潮位的水位之差

3.13.8 负波高 negative wave height
    高潮后至涨憩或低潮后至落憩的水位之差

    水库淤积物单位体积的质址

3. 14.9 异重流测验 density-current measurement

    对两种密度不同的流体中分层相对运动而产生的异重流所进

行的测验.

3.14. 10塌岸观测 bank caving observation
    对水库和河流的岸坡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崩场部位进行的

观测

3” 水文调 变

3. 14 水库水文测脸

  3. 14. 1水库水文Al验 hydromevy of reservoir

      为水库管理运用和研究水库水文要众变化规律，在库区及进、

  出库附近河段进行的水文侧验工作。
  3. 14. 2 入库水t rescrvov inflow

      从人库河流及库区四周流入库区的时段水址

  3.14.3 出库水A   reservoir outflow

      经水库的引水建筑物，泄流建筑物和水轮机流出水库的时段

  水童,

    3.14.3. 1 水库供水 reservoir water supply

      为工农业和生活用水及河道内用水，由水库提供的水t.

    3. 14. 3. 2 水库弃水 ,,,plus water released from reservoir
      为防洪和进行径流调节.从水库中排出的水址

  3.14. 4 水库渗翻甘 reservoir ,,,page volume
      水库中的水沿岩石裂缝或土坡空隙等途径诊瀚的时段水蚤.

  3. 14.5 水库蓄水f   teaervoit      sto rage

    某一时刻水库奋水的数t

  3. 14.5. 1水库蓄水变盈 variation of reservoir storage
    某一时段始末水库蓄水t的差值.

  3.14. 5.2 水库蓄水变率 rate of reservoir storage change

    某一时段内，水库留水变t与时间的比值

3. 14‘ 坝上水位 ，rage behind dam

    坝七游距坝附近水流平穗处的水位

3.14，库区水位 ，tag, in reservoir region
    水库库区内某一有代表性地点的水位.

3 14.8水库淤积AS  re,ervoi, sedimentation survey
    为r解水库内泥沙淤积的部位、形态、数t及其发展规律而进

行的库区内的侧t工作.

  3.14-8.1 水库淤积量 reservoir sedimentation volume

    由于河流挟带泥沙进人水库以及库岸崩姗等原因而在库区淤
积的泥沙体积口

    (1〕地形法 method of topographic survey

    对库区水下进行地形侧世，按时段始末两次侧S的增I以计

算时段淤积鱿的方法.

    (2)断面法 method of cros，一，action survey
    从坝址至库尾布置若干个可控制库区地形的断面，井进行断

面侧里，按时段始末两次侧里的增盆以计算时段淤积f的方法

  3.14二2淤积形态 morphology of reservoir deposition
    水库淤积分布在库内纵向和梢向的形状

  3. 14-8.3 淤积三角洲 sedimentation deIta

    水库淤积体的纵剖面顶端朝上游呈三角形形态.
  3.14-8.4 淤积物密度 dry density of reservoir deposition

  3. 15 1 水文调查 hydrologic investigation

      为弥补基本水文站网定位观测不足或其他特定目的，采用勘

  测、观测、调查、考证、试验等手段采集水文信息及其有关资料的工

  作。

  3.15 2 流域调查 basin mvestigat， on

      对流域内的水系、自然地理、水工程、用水量、水文站网、流城

  特征、水文气象特征值、水早灾害等所进行的调查工作。

  3. 15.3 水系调查 hydrogrsphic net investigation

      收集t算流域或地区内主要河流、湖泊等水体的几何形态特

  征值的工作

  3. 15.4水工程调查 water-project investigation
      对流域内水库、引排水工程、堰闸、水电站、抽水站、常年，洪

  区及水土保持工程等有关称、泄、引、排、提主要指标收集统计的工

  作

  3. 15.5 水环垅调杏 water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对有关水体外部与内部环坡的各种自然因索与社会因索及变

  化所进行的调查工作

  3.15.‘ 水SPIA water-quantity investigation
      为满足流城或地区水f平衡分析、河川径流还原计算及水资

  饵评价等方面的需要，对水文站未控制的水t.通过设立辅助站观

  测或开展面上调查，以补充水文站定位观测资料不足的工作.

  3.15.7早雨调查 storm investigation
      为查明有关地区幕雨的基雨盈、时程分配、空间分布、天气系

  统、灾情、重现期等所进行的调查工作.

3.15.洪水调查 flood investigation
      为推算某次洪水的洪峰水位和流t.总量、过程及其重现期等

  所进行的现场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

    3.15-8.1 洪痕 flood marks

    一次洪水的最高洪水位在岸边或漫水建筑物上所遗留的泥
印、水迹、人工刻记以及一切能够代表最高洪水到达位置的痕迹

  3.15.8. 2 水面曲线法 water surface profile method

    用水力学公式求得的水面线与洪痕确定的水面线进行拟合来

推求洪峰流t的方法.

3. 1S. 9历史洪水调查 historical flood investigati on
    对某河段历史上发生大洪水的水位、流f,置现期和发生价况

所进行的调查工作.

3.15.10演坝洪水调查 as二一break flood in-tig.tion
    对质坝前库内水情、债坝过怪、对下游形晌以及灾害报失.进

行现场助侧并推算漪坝洪峰魂t及洪水演进工作

3. 15. 11固定点洪水调查 fixed point flood investigation
    在无水文站的中小河流上，透择固定河段或断面.每年进行一

次最高水位相最大流f的调查工作.

3.15-12积雪调查 。now -c  v r in-stigstion
    对一个沈城或地区积雪t所进行的调查工作.

3.15.13枯水调查 low-now in-stig,Hon
    对未实侧到的河流最低水位和最小硫t的调查工作.

3.15.14泉水调查 spring investigation
    对泉水类型、水t大小、地区分布、时间变化、主要补给区、补

给t以及水质状况所进行的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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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15
岩溶地区水文调查 hy击。]明.。"vest且gation in karat

    对岩溶地区实际地表集水面积、本流城与外流城间水t的交

换数量、改变河AI径流系列一致性的影响量等所进行的调查工作

  3. 15. 15. 1实际地表集水面积 ectoal -face collecriag are.

    在地形图上量算的岩溶地区地表集水面积，减去本流城经地

「暗河流人外流域的闭流区面积，加上外流域经地下暗河流入本

流域的闭流区面积所得到的集水面积.

  3. 15. 15.2 交换水量 exchangew       ater
    岩溶地区本流域经地下暗河的徘泄量与外流城经地下暗河补

给本流域径流量之差值。

3 15. 16 沙量调查 silt-qu.ntity Investigation
    为补充泥沙站定位观测泥沙资料的不足，采用设立泥沙辅助

站观测或开展面上调查的工作。

3. 15. 17 水质调查 water, quality investigation
    为了解水体水质及其影响因素，对水体及影响因索所进行的

现场查勘、采样分析和资料收集的「作，包括水体本底质、污染物、

水污染事故、水致地方病、水工怪对水质影响等的调查。

3. 15. I8 调查区 mveatigat... zone
    为便千水文调查工作开展和调查资料汇总，按一定规则将调

杳流城划分成若千个调查的区域.

3.16.抽水试验 pumping test
    通过井孔抽水，确定井孔出水能力，获取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

数，判明某些水文地质条件的野外试验工作.

3. 16， 注水试验 mlemton test
    向井孔或洼地注水，同时侧定水头和注水的关系，以分析水文

地质参数的试验
3.16. 10 入渗试验 infilvation test

    研究降水从土坡表面渗人上壤内的运动过程的试验

3.16. l l潜水燕发试验 phreatic water evaporation test

    在专为研究潜水燕发动态而设置的试验场，研究地下水在不

同土壤、不同埋深、不同作物等潜水燕发的试验研究

3.16 12 土城水观测 sail-water observation

    对地下非饱和带土坡的含水量所进行的观侧。

3. 16. 12. 1土墩水分测定仪 50且1-moisture content analyzer

  侧定土坡水分含盆的仪器.

3场 水文变抽研究

3. 16. 1 水文实验研究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hydrology
    在自然和人工条件下，通过观洲水文循环过怪中的各种水文

要素，来探求和研究其物理机制和变化规律的科学实验.

3. 16. 2 代表流域 representative basin
    按一定原刚选定的、能代表水文相似区城内在天然情况下的

水文特征的闭合流城

3. 16.3 实验流域 experimental basin
    在一定的人为条件控制下，研究天然和人为影响的水文现象

的物理过程和形成机制而设ft的闭合小流城.

3. 16.4 相似流域 similar beam

    流域形态和水文特征相似的流域

3. 16，径流实验研究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runoff

    研究产流和汇流的物理机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实脸.

  3. 16.5. 1 径流场 runoff plot
    为了研究径流形成的物理过程和机制，按一定条件选定和设

i{的小面积试验场地

  3.16 5.2 人2降用装置 artificial rainfall device

    人为设计可控制雨强、雨型的降雨装里.

3. 16.6 燕发实验研究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potation
    研究流域内各类燕发及其物理机制和观侧方法的科学实脸。

  3.16-6.1 燕发池 evaporation tank

    为研究近似夭然水体条件的水面热发而设盆的具有较大面积

和适当深度的标准型盛水池.

  3.16.6 2土坡燕发器 soil evaporator
    用以侧定时段土城燕发盆的标准器具.

  3. 16.6 3蒸傲器 evapot-sptrometer
    用以侧定蒸散发t的标准器具.

  3.166 4农田燕发器 evaporator for agricultural land
    用以侧定农田水分燕发最的器具

  3.166 5 燕渗仪 lysimeter
    为研究水文循环中的下渗、径流和燕胜发等而设t的带有地

面，地下排水和土坡水测定装置的容器

3.16.7地下水均衡场 groundwater balance plot
    研究地下水水量平衡及其有关影响要素变化的观侧试脸场

她 .

  3“ 12. 2 中子Ml水仪 neutron moisture gauge
    根据巾子散射和快中子慢化原理，用快中子源所制做的测定

上11d水的仪器。

  3.16.12.3 上栩张力计 soil tenstameter

    将充水的多孔管头或杯埋在土壤中的适当位置，通过毛管张

力侧定土壤含水址的仪器

  3 16. 12.4 微波土壤湿度计 microw-e soil hygrometer
    利用土壤水分对微波功率吸收的原理.侧盘土峨湿度的仪器

  3.16-12.5上雄温度计 soil temperature meter
    侧定土>I温度的仪表

3. 16.13 河床演变观测 fluvial processes observation

    对河床形态变化过程的观侧.

3.” 水文资料盛绮及检脸

3.17.1 术又货科(水又数诏) hydrolog" data

    各种水文要素的侧址、调查、记录及其整理分析成果的总称.

  3. 17. 1. 1 原始资料 raw data

    在现场对各水文要欢进行勘侧、调查、侧母及计算所获得的第

  一性若本成果。

  3.17. 1.2 实侧资料 observed data

    在现场对各水文要素进行侧址所获得的成果

  3.17-1.3 调查资科 investigation data

    采用勘测、调查、访问、考证等手段所获取的资料

3.17.2 M站沿革 hydrometric station evolution

    说明测站的设立、停侧、恢复、迁移 侧站性质和类别的变动，

领导机关的转移等演化变革过程的总称.

3.17.3 侧站特性 staLOn properties

    水文测站的水情变化规律、侧验河段控制条件及水位流量关

系特性的总称

3.17.4 侧站分布图 station distribution map

    按一定的要求 将本流城或本地区的各种水文侧站以不同符

号和统一的编号，标绘在流域或地区相应位置上的地图.

3.17.5水文资料整编 hydrologic data processing

    对原始水文资料按科学方法和统一规格进行整理、分析、统
计、审查、汇编、刊印或存贮的全部技术工作

  3.17-5.1定线 determination o! relation curve

    建立两种或两种以上实侧水文要欢值间关系线的分析工作.
  3.17-5.2水文资料描补 hydrologic data interpolation

    根据水文资料中断前后的实侧值或相邻侧站的同期资料或用

其它方法推算出中断部分致据的工作。
  3.17.5. 3 水文资料改正 hydrologic date correction

    对实圈水文资料进行校核、合理性检查或审查过程中 按照一

定的科学方法对其中发现的明显差错或不合理的反常现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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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处理及校正工作
  3. 17-5.4 合理性检查 rational exammauoa

    为保证水文资料整编的质量，根据水文要漪的时空变化挽律

和各要素间的关系，对整编成果的规律性所作的检验工作.

  3.17.5.5  It.算整编 processing by computer
    用电子计算机整编水文资料的全部技术过怪

  3.17.5.‘ 水文年鉴 water year-book
    按照统一的要求和规格井按流域、水系统一编排会册 湿年刊

印的水文资料

3.17.6 侧站考证 station ezammaUOn

    对水文侧站有关水文测验的基本情况所作的查证和订正工

作 以作为选择水文资料整编方法和使用资料的依据。

3.17.7 站年 station year
    水文资料系列的统计单位，以单站观侧一年的资料为一站年.

3.17.9 平均值 mean value

    水文要素时空变化平均情况的量值，分时段平均值和空间平

均俏

3. 17.9 极俏 extreme value

    水义要来时空变化中最大1最小值的总称.

3. 17. 10 加权平均法 weighted mean method
    以梅个NJ量值及其权重系数乘积之和与权重系数之和的比

值 是计算平均值的 一种方法

3. 17. 11断流水位 .tag' of zero flow
    河段侧验断面处流t为零时所对应的水位。

  3. 17. 11. 1 河9̀   river of zero flow

    在测验河段中，河槽无水或停止流动仅有不连贯的积水的现

象。

3. 17. 11 水文过程线 hydragreph
    水文要紊值随时间变化的连续曲线

  3. 17.12. 1水文综合过程线 synthetic hydragreph
    各种不同的水文要素值给在同一时间坐标上所组成的一组过

程线

3. 17. 13 等值线 zopleth
    在某 时刻或时段 将水文耍素值在空间上分布数值相同的

各点连接起来所形成的曲线

3. 17. 14 分布曲线 disvibodon curve

    某时刻或时段水文要众值沿空间分布所连成的曲线.

3.17. 15 水文特征值 hydrologic cheractedetic value
    反映水文要素变化的待点和性质的数据.

3.17. 16 径流总童 total runoff

    在 一定时段内，通过水文侧验断面的总水盆

  3.17. 16. 1 径流模数 unoff modulua

    时f3往流总量与相应集水面积的比值，或时段内单位集水面

积所产生的平均流里口

  3. 17. 16.2 径流系数 runoff coefficient

    时段或次流域平均径流深与相应降水最的比值.

3. 17. 17 洪峰 flood peak
    由起涨至落平的整个过程，或洪水过程线的峰顶.

  3. 17. 17. 1洪峰流盘 peek diechsrgc

    一次洪水过程中的最大瞬时流t.

  3. 17. 17. 2 洪水总盘 flood volume

    一次洪水过程中或在给定时段内通过河流某一断面的洪水体

积

3. 17. 10 愉沙虽 sediment runoff
    在一定时段内.通过水文侧脸断面的全部干沙质盘.

  3. 17. 13.1 输沙模数 modulo, of sediment runoff

    时段总输沙量与相应集水面积的比值.

3.17.19 水位流纸关系 stage-discharge relation

    河渠中某断面的实滴流量与其相应水位之间所建立的相关关

系

  3. 17.19. 1隐定水位流公关系，table stage-discharge relation

    在较长时期内，河渠某断面的实测流世与其相应水位之间所

建立的相关关系呈单值关系。
  3. 17-19.2 不德定水位流最关系 unstable arege-discharge

relation

    河渠中某断面的实侧流f与其相应水位之间所建立的相关关

系呈非单值关系.

3.17.20单一曲线法 single-curve method
    河渠中某断面的实翻流盈与其相应水位或有关参数点绘的关

系点子分布密集且无系统偏离 可通过点群中心确定一条水位或

有关参数与流蟹关系曲线，用水位或有关参致推求流盆的方法.

3. 17. 21 It}时曲线法 te mpore.Y-curve method
    水位流t关系点据随时段呈分组带状分布.各相对德定的组

带可各自定出单一曲线、用水位推求流危的方法

  3.17-21.1 过渡曲线 transitioncurve

    在两条临时曲线之1句采用自然过渡或连时序过波或内擂曲线

过渡处理所定的曲线口

3. 17.22 校正因数法 adjusting factor method
    水位流t关系点据呈单式绳套状分布.采用以涨落率为主要

参数来校正测验河段受洪水涨落影响时所建立的一组曲线，用水

位推求流量的一种方法

3.17.23涨落比例法 fluctuating rate method
    以涨落串为参数所建立的一组曲线.用水位推求流曦的一种

方法口

3. 17-24特征河长法 characteristic rivet length method
    以相当半个抵偿河长处的水位或本站侧流平均时间后移一个

时段的水位，与断面流址所建立的单一水位流R关系，用水位推求

流t的一种方法

3. 17.25 落差祛 fall method

    以落差作为参变数，处理受变动回水影响下的水位流盆关系

的各种方法的总称

  3.17.25.1 等落差法 equal fall method
    当侧验河段受变动回水形响时，采用以不同落差作为参变数

所绘制的一组水位流t关系曲线。用水位推求流盆的一种方法

  3.17,23. 2 定落差法 conatem fall method

    当侧验河段受变动回水影响时.采用以某一落差固定值为定

落差作参数所建立的一组曲线，用水位推求流it的一种方法.

  3-17-25.3 正常落差法 normal fall method

    当侧验河段受变动回水影晌时，采用以各级水位下不受或少

受变动回水形响时的落差为正常落差作参数所建立的一组曲线

用水位推求流t的一种方法

  3.17.25.4 落差指教法 fall exponent method

    当侧脸河段受变动回水形响或受变动回水与洪水涨落的综合

影响时通过落差Z,及优选落差指欺月建立水位2与耸合变址

fZe)1的单一关系曲，，用水位推求”的一种方法.
3.17. 2‘改正水位法 correcting stage method
    当侧验河段受断面冲淤、水草生长或结冰形响时.水位流童关

系点据较为傲乱，通过确定一条水位At关系的标准曲线 并It取

各目点与标准曲线的纵趁为水位改正致.点绘水位改正盘过怪线

用水位推求流t的一种方法.

3.17.2，改正系数法 correcting coefficient method
    当瀚脸河段受结沐形响时.采用以杨流期的水位流t关系曲

线为标准曲线 实侧冰期8F ft与其同水位时标准曲线查褥的流R

的比值为改正系数，点绘过程线用水位推求流愉的一种方法。

3,17.29 凉底高程流盘关系法 elevation of ice bottom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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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ge relationm  -hod

      当冰期水位流肚关系变化有规律时，采用冰底高程与相应流

  蟹建立的相关关系曲线，用以推求冰期流量的一种方法

  3 17.29 连时序法 chronological method

      当侧验河段受某一因康或综台因家影响而连续变化时 水位

  流童关系点据分布散乱 参照水位变化过程及水位面积或水位流

  速关系变化趋势依测点时序定线 用水位推求流量的一种方法。
    3.17.29, 1 绳套曲线 loop curve

      一次洪水过畏中的水位流最关系点 依时间顺序所连成的绳

  奕形曲线.

  3. 17.30 流量过程线法 discharge hydrogrsph method

      以实测流量为纵坐标反对应时间为横坐标点绘在图中，参照

  水位变化过程将各实测点连接成过程线，用以推求流童的一种方

  法

  3. 17.31潮汐要素法 tidal factor relation method

      以潮汐要素与潮量或平均流址的相关关系所建立的关系曲

  线 用以推求感潮河段流活的各种方法的总称

    3. 17.31. 1 定潮汐耍素法 romtant tidal factor relation

  method

      以纵坐标为潮差或有效波高，横坐标为平均流盆，并选择某一

  特定潮汐要素作冬数所建立的一组曲线 用以推求潮盆或潮流盆

  的一种方法，

    3. 17.31.2 合轴相关法 coaxlalcorrelation method

      潮差与平均流盆建立相关关系，并选择一、二个潮汐要索作为

  参数.通过多个象限相关定线 用以推求潮址或平均流耸的一种方

  法

    3]，31.3 一潮推流法 method of discharge computation

  for a single tide

      在感潮河的I’J坝站，利用潮汐要家与一次开闸的平均流盆建

  立相关关系，用以推求潮址或平均流!的一种方法

  3.17.32水位流址关系单值化处理 single-valued processing of
  stage-discharge relation

      复杂的水位73 -L址关系通过数学公式或图解转换、处理使之成

  为单值关系的技术

  3.17.33 关系曲线延长 。xtension of relation curve

      对已确定的关系曲线的一端成两端，根据侧站特性，在实际极

  俏范围内进行外延的技术

3. 17.34流率表 rating t.his
      从水位流位关系曲线上每隔一定水位高度读出一个流蚤，当

  多条曲线时.按推流时段分别澳数而列成的水位流盆关系表

3. 17.35单断沙关系 index and cross-section average sediment
wncennatioa relation

    断面平均含沙址与相应单徉含沙盆所建立的相关关系

  3 17.35. 1 单断沙关系IN线法 index and cros，一:action aver

ag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relation curve method

    用断面平均含沙盆与相应单样含沙t所建立的关系曲线，以

推求断面平均含沙盆的一种方法。

  3. 17-35.2 水位单断沙比关系曲线法 ，tage versus ratio of
index and cross-section averag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rahrlon
curve method

    由水位与单断沙比值所建立的相关关系曲线，用以推求断面
平均含沙量的一种方法。

  3.宜7.35.3 单断沙比过程线法 hydrograph method of index
end cross-section averag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ratio

    由单断沙比值按时间顺序并参照水位过程线依次连成的过程
线，用以推求断面平均含沙黄的一种方法.

  3. 17-35.4单样过程线法 hydrograph method of index sedi-
ment concentration

    以实洲单样含沙量为纵坐标及对应时1可为横坐标绘在图中，

参照水位流世变化过程将各实测点连接成过程线 用以推求断面

平均含沙址的一种方法
3.17.36 流量输沙率关系曲线法 discharge and sediment dis

charge relation curve method

    以实侧断面翰沙率与对应的流童所建立的相关关系曲线，用
以推求断面输沙率的一种方法

3. 17.37 单断推关系曲线法 index and cross-section average

had load discharge Man- curve method

    以单样推移质翰沙率与断面推移质输沙率所建立的相关关系

曲线，用以推求断面推移质翰沙率的一种方法
3-17-38 水力因素关系曲线法 bed load discharge and by

draulic factors relation curve method

    以断面推移质翰沙率与水力因素所建立的相关关系曲线，用

以推求断面推移质翰沙率的一种方法

3. 17.3，单断肠关系 index and cross-section average sediment
grading relation

    单样水徉颗粒级配小于某粒径沙重百分数与相应断面平均顺

粒级配小干某粒径沙重百分数所建立的相关关系

3. 17.40 洪水水文要庆摘录 selected elements of flood data
    从侧站讯期水位、流丝、含沙童水文要素中选择一次或几次主

婴洪水过程作较详尽完整地摘录，以期能准确地绘出各水文要宋

过程线的工作

3.17.41抽样检脸 sa mpling inspection

    从一批数据中随机抽取少量数据作样本所进行的检验 以根

据样本中的效据检验结果 用以推断整批数据质量是否合格

3. 17.42 统计检验 statistical t-

    总体分布的假设应该予以拒绝与否的一种统计计算过程

  3. 17-42.1 统计量 statistic

    来自某一分布的总体的一个随机样本为二，二 卜卜·，x。的
函数

  117-42.2原假设(零假设)null hypothesis
    根据间题的性质准备予以拒绝与否的初始假设。

  3.17.42.3备择艘设(对立翻设)alternative hypothesis
    与原假设不相容的假设

  3.17.42.4拒绝城 critical region
    所使用的统计t可能取值的典合的某个子典合 如果很据观

测值得出的统计t的数值属于这一集合，则拒绝原假设。

  3.17.42.‘可接受城 acceptable region
    所使用的统计!可能取值的集合的某个子集合t如果根据观

测值得出的统计t的数值不属于这一集合，贝呀不拒绝(即接受)原
假设

  3.17.U.‘ 符号检脸 mark rest

    两个样本是否来自同分布总体的统计假设检验。在水文圈验

中，用以检拉所定水位流盆关系曲线两侧侧点致目分配是否均衡

合理的一种统计检脸方法

  3.17-42.7适线检脸 curve fitting test
    在水文侧脸中.检脸水位流It关系实侧点偏离曲线正负符号

的排列有无明显的系统伯离的一种统计检睑方法.

  3.17-42.8 偏离数值位验 deviation-date test

    用统计f,来检脸侧点偏离水位流a关系曲线的平均偏离值

cap平均相对误差)是否在合理范围内的一种统计检脸方法.

  J. 17-42， 学生氏植致<t检脸)student's test

    总体标准差未知，检验总体均值是否等于(或小于或大于)己
知常数，或已知两总体标准差相同，比较两总体均值的统计假设检

睑 在水文圈脸中，用以检脸德定的水位流t关系曲线是否发生显

著变化，或定线有无明显系统偏离，或两条曲线能否合并定线的一

种统计检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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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7.42. 1。 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在统计计算中，确定某 一特征值或参数所具有的独立资料点

的数目。

318 水文测脸误卿

3. I8. 1真值 lroe value

    被测量的量客观存在的值

3. 18.1 测量值(实测值) measured value
    采用测量仪器、侧具直接对某被测量的t进行观侧(测定)所

得的t值

3. 18.3 最或然值 moss probable -1-
    最接近真值的近似值

3. 18.4 误差 error

    测量值与真值的偏离程度。

  3. 18. 4. 1 绝对误差 absolure error

    侧量值与真Ift之差

  3 18.4.2 相对误差 adau- error

    绝对误差与真值的比值

  3.18.43 随机误差(偶然误差)random error
    在同一条件下，对同-t值进行多次测量时 其数值和符号以

不可预见的方式而变化的那部分误差

  3. 18. 4. 4 系统误差 ay=e-de error
    在同一条件下对同-t值进行多次测盈时，其数值和符号保

持不变.且不随观测次数增加而减少的那部分误差

  3 18.4 5 允i午误差 permissible error

    测最值按一定规定概率误差的允许范围。

  3.18.4.6 平均误差 meanerror

    im t值分散性的一种t度.计算每次&1t值与平均值之差，不

考虑其符号，将差值总和除以观测次数所得的值

  3. 18-4.7 最大误差(极限误差)m日x.mumerror

    误差的最大允许限度，一般取3倍标准差

3. I8. 5 伪误差‘粗差)'PUnoua
    人为因素或者仪器失灵又未及时发现致使某次测里无效，其

1则蚤俏必须舍弃的误差。

3.18‘ 方差 varlance

    表征测量值与其算术平均值离散程度的一个统计指标，对于

月个测盘值」〔r片卫，2， . r)，算术平均值为于，则方差

5=一;生iY(r
3. 18.6

-a)0 e

标准筹 standard deviation

    方差的正平方根

  3.18‘2 相对标准差 relative -nderd deviation

    标准差与真值的比值

3. 18.7 离差(偏差〕d-anon

    测盈值与其标准参考值(平均值)之差.

3.18.8 闭合差 closure error

    在平面或高怪侧盘中，由于侧t存在误差，致使几何图形的理

论要求与外业侧云成果不拟合所产生的不符合值。

3.18.9 平差 adjustment

    由带有误差的测盘值利用最小二桑原理估算洲it的最佳估值

或最或然值的技术.

3.18. 10 精确度(总精度) accuracy

    m量值与真值接近的程度，反映了随机误差与系统误差的综

合结果

  3.18.10.1 精密度 preaaton

    在确定条件下，将实验实施多次所得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反

映侧盘结果中随机误差大小的程度。

  3. 18-10.2 准确度 correctness

    由系统误差引起的测耸值与真值的偏离程度

3.18. 11不确定度 uncertamty

    被侧量值按一定规定概率可能出理置信上下限的区间界值

  3.18.11. 1随机不确定度 random uncertainty

    某一变Ift的测妞中，误差纯属随机性质的不确定度

  3, 18. 11. 2 系统不确定度 systematic uncertamty

    与系统误差相伴的不确定度。
  3.18.11.3 总不确定度 synthetic uncertainty

    随机不确定度与系统不确定度的综合。

3.18.12显著性水平 ，ignificance level

    当原假设正确时，该假设被拒绝接受的最大概率.

3.18.13里信水平(置信概串)confidence level

    对总体参数Ay"' )进行区间估计时，如果对于先给很小的
概率a，能找到一个区间〔B�B.)使得B在此置信区间的概率为

1一口的值，即P(B,<0<B,)二1一a.
3. 18.14 误差分布 error distribution

    某一变盆的侧量值误差与其发生频率之间的关系
  3. 18.14.1 随机误差概率分布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random error

    随机误差与其发生倾率之间的关系，通常随机误差的概率分

布服从正态分布。

  3.18-14.2 正态分布(高斯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

    多次重复侧f被侧f值，其随机误差在密度函数分布曲线上

呈连续对称的铃形分布

  3.18-14.3 学生氏分布(t分布) student's distribution

    样本均值对总体均值的离差分布

3. l8. 15误差传播 error propagation
    测盆值的随机误差与间接计算成果的随机误差之间的关系.

3.18-16 误差综合 error synthesis

    从单项误差求得总误差的过程.
  3.18.16. 1 方和根法 square root of the sum of square

method

    误差综合的一种方法，即由各单项误差的平方和的开方求得

总误差的方法

3.18.17 误差估算 error estimate

    通过羞本因素的误差值来推算样本的误差值的过怪.
3.1二18误差控制(质It控制)error control

    分析影响侧童成果质盆的因家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以减少

或消除可能产生误差的工作.

  3.18-18.1仪舒设备误差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error

    观测时所使用的侧盆仪器、侧具或其它设备，因制造精度所限

所引起的误差

  3.18-19.2 环境误差 environmental error

    观侧时受外界条件，如沮度、湿度、风力等影响所引起的误差
  3. 18.18.3 人为误差 human error

    观测时受人的感觉器官的局限性形响，使仪器安宜、读数等所

产生的误差
  3. 18.18‘方法误差 methodological error

    理侧时采用侧t方法的不同所引翻的误差.

  3. 18 18.5计算误趁 calculating error
    计算过程中，由于数据的位数取舍、系数选用等计算方法的不

同所引起的课差

  3. 18.18‘ 流速脉动误差(1型误差) velocity pulsation et-
to,

    在一次流t侧验过程中用有限的侧速历时，因水流脉动影响

对流盈所造成的误差

1819， 侧点抽样误差(1型误差) in eesunng po且tit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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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误差

  3. I8

,-pling

    (1

误差

次流量侧验过程中用有限的侧点测速，所造成的流髦的

1二 垂线抽样误差(1型误差〕 - --g -t-I

次流量测量过程中由f垂线数月的限制 所造成流贫的

3” 水文数据库

3. 19 1 数据库 data base

    按照 一定的数据模型在汁并机系统中组织 存贮和检索的互

丰9联系的数据集合

  3]，1. 分布式胶据库 d,,trib-d type data base

    以分布处理方式所支持的一种数据库，其数据不是全部存贮

在 一个地f<的一台训界机L，f是分散在一个计算机网络的各台

门fl机上
  3 19. 1. 2 集中式数据库 unmea}rated type data b-

    经过合井YrVl涂了兀余数据的数据库

  3  191.3 IW3. 绪式效据14:     - ork hype data b-

    按M络数据模别组织起来的数据库

  3. 19. 1.4 层次数据库 lammanzation data base

    按层次关系结构概型设汁的数据库

  3. 19- 1.5 准系数据库 tnlmion dale base

    用关系数据模酬来描述的数据库，其最大特点是采用二维表

  存数半

  19. 2 数据模型 data model

    数据在数据库中排列、组织所遵循的规则及对数据所进行操

  的总体

  3. 19. 2. 1 关系数据模型 relation data model

    所有数据彼组织成表格形式的模式

  3. 19-2.2 层次数据模型 ]am inarizat- data model

    以记录利为结点的有恨定向树或林的模型

  3 19. 2.3 网状数据模型 -work data model

    以记录型为结点的网状结构的模'T7

3. 19.3 欲据量 daia bulk

    数据的冲数和姆仲数据在一定时间阶段发生的数址.其大小
对确定47件和硬件有直接影响 是管理数握系统的重要指标.

3!，4  .n点 node

    数据结构中的一个基本单位，网络中的一个控制点.

3. 19. 5 数据处理 data pr,,,casing

    利川一系列规则和方法，对各种数据资料及其它信息所进行

的收集、存F'.分类.检索.计算、比较、综合、判断及fir印等全部加

工的总称

3. 19‘ 数据存贮 data ate rage
    将数据存放在计算机系统的内存或记录在外作的工作

3. 19. 7 数据检索 data retrieval
    根据用户的要求 从已存贮的教据集合中抽取出特定数据的

操作

3.19.9 数据输入 data input
    将经过组织值理的数据，按服设定的格式，输人计算机的工

作

3 19.9 致据输出 data output
    将数据处理的结采，按使用者可以接受的格式，如以报表、图

形等形式打印提供给用户的工作

3.19. 10 数据库文件 data base file
    在数据库中 所有描述一个实体案的全部符号集的总称

3 19.11水文数据库 hydrologic data b-
    用电子计算机贮存、编目和检索水文资料的系统

  3.19. 11 1 水文篆本数据库 hydrologic baste data base

    存贮在数据库实侧的和经过艳编的主要指原水文年鉴刊布的

水文资料的系统
  3. 19. 11.2水文专用数据库 apecfal data base itt hydrology

    存贮在数据库为某些专门目的服务的水文资料系统，如水资

源专用数据库、水质专用数据库等
  3. 19.11. 3  141站代码 hydromeeric station code

    表征测站的地域位置及性质井便于计算机识别的水文测站的

代码。
3‘，12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与地学研究有关的信息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的地理空间致

据辘入、存贮、管理、检索、处理和综合分析的应用技术系统。

4 水文情报预报

                    今1 一般术语

4.1.1 水文预很 hydrologic forecastng
    根据前期或现时已出现的水文、气象等信息，运用水文学、气

象学、水力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河流‘湖泊等水体未来一定时段内

的水文情势作忠定童或定性的预报
  4.l. 1 流域水文预报(降雨径流预报)watershed hydro

logic forecasting
    流域上降水在流域出口处形成的流且过程的预报，包括流域

产流顶很和流域汇流预报

    (1)流域产流预报 watershed runoff yield forecasting
    对流城内降水过程所产生净雨过程的预报

    (2)流域汇流预报 watershed 11- concentration forecast

1119

    对流域内降水的净雨过程所形成的出口断面流量过程的预

报

  4. 1. 1.2 区域水文预报 are, hydrologic forecasting
    很掘水文条件相似地区内的各河流涨水和退水规律 发布洪

水预报或枯季径流预报

  4.1.1.3 洪水预报 flood forecasting
    根据洪水形成和运动规律，利用前期和现时水文、气象等信

息.对未来的洪水倩况所作的预报.

    (1)基雨洪水预报 storm flood forecasting
    根据前期和现时的场次基雨等有关资料，对异用形成的洪水

过程所作的预报.

    (2)融雪洪水预报 snow- flood forecasting
    根据热力学、水力学、产汇流原理，分析融雪洪水形成和变化

规律，对未来融雪洪水所作的预报
  4. 1. 1‘ 实时联机水文预报(实时水文预报} real-time and

on-line hydrologic forecasting
    利用遥侧系统收集流城内的实时水文气象致据翰人计体机‘

直接与水文预报程序和预报误差校正程序连接，即时作出水文要

素的预报。

  ‘1. 1.， 风怪潮顶报 smrm . arge forecasting
    沿海由于气压或风扰动引起的绷发性增水或减水的预报.

  4.1.1.6枯季径流预报 low-flow forecasting
    根据枯季径流消退规律.利用流域前期，水f或前期流R if

料 对未来枯季径流变化所作的预报

  4.1. 1.7冰情预报(冰凌预报)ice-regime forecas之 ing
    报据有关热力、水力等因众和冰份资料，分析冰情的形成和变

化规律，对未来水休冰情所作的预报

  4.1.1.8水库水文预报 hydrologic forecasting of reservoir
    根据前期和现时水文、气象资料.对水库未来的水文情势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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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报

  4.1. 1.9湖泊水文顶报 hydrologic forecasting of lake
    根据前期和现时水文、气象资料 对湖泊未来水文情势所作的

预报

  4. 1. 1. 10 施I-水文预报 hydrologic forecasting for con

umctmn period
    为厂安全顺利地进行上程施工，根据施上不同阶段的要求所

作的水文预报

  4. 1川 1潮汐顶报 tidal prediction
    根据潮汐成因及运动规律，对沿海及感潮河段未来潮汐情况

所作的预报。

  4. 1. 1. 12 泥沙预报 sediment fore...t ing
    恨据河流动力学原理.对河流、水库等水体的含沙量、辘抄过

程.冲淤变化及异重流等所作的预报

  4.1.1.13墒悄预报(早情预报)sail mot.ture f.-- mg
    根据土壤含水量及气象、水文信息，对农作物根系层中未来的

上壤含水量的消退.增长.竖育分布及其对作物生长彩响所作的预

报

  4. L I. 1.1 地I‘水动态预报 gnmndwemr regime forecasting
    根据地下水动态规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对

未来地「水位动态所作的预报

4】2 预见期 forecast lead time

    从发布预报起至预报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

  4. 1. 2. 1  Ill期水文预报 short-,m hydrologic forecasting

    预见胡不超过流域汇流时间的水文预报，预见期通常为数小

时至数天。

  4. 1. 2.2 中长期水文预报 medium and long-term hydrologic

forecasing

    根据气象预报作出的水文预报 预见期通常为3d以上至la

以内亡

  4.1.2.3 超长期水文预报 extended long-term hydrologic
&,rcce, ung

    预见期在]a以r的水文预报

4. 1.3 预报误差 farece.t error

    预报值与实际发生值之差

4.1.4 作业顶报 operanonal furecenting
    且体实施特定流域水文预报的工作.

4. 1‘ 预报方案 forecast scheme

    为了进行水文预报，事先按照一定方法程序编树的计算操作

方案

  4.1-5.1 评定标准 accuracy standard

    评定预报方案梢度的标准。

  4.1‘2方案合格串 qualified ratio of scheme
    用过去实测水文资料对预报方案进行检脸，小于等于允许误

差的点据数占总点据数的百分数。

  4. 1‘3 确定性系数 deterministic coeffidem

    预报婆众方差同该顶报误差方差的差值，与预报要贵方差的

IM4. I.‘ 汛 seasonal flood

    江河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

  ‘1.6.1 春汛 spring flood

    春季由干积雪融化、河冰解冻或春雨引起的洪水.

  4.1.6.2 伏汛 summer flood

    度季三伏前后由舜雨引起的洪水.

  4. 1.6.3 秋汛 autumn flood

    秋季由.用引起的洪水。
4.1.7 汛期 flood season

    河流在一年中有规律发生洪水的时期.
4. 1.8 防汛 flood defence

    为保障保护区和工程的安全，防止洪水灾害发生，汛期对堤

防、闸、坝、铁路、桥梁等所进行的防守和险情抢修工作.

4.1.9 防洪 flood ... -l

    根据洪水规律与洪灾特点，采取对策以尽量防止或减轻洪水

危害的工程或非工程措施

4.1.10 防洪标准 flood control standard

    根据防洪保护对象的重要性和经济合理性，由国家制定的防

御不同等级洪水的标准.
4.1.11 防洪非工程措施 non-structural measures of flood mit-

'germ.

    通过法令、政策、经济手段和工程以外的技术手段，以减轻洪

灾报失的措施

4.1.12 防凌 ice flood control

    根据冰凌生消演变及其运动规律，采取各种槽施来避免或减

轻凌讯危害的工作

弓.1.13 风险分析 risk anal”且5
    对工程措施或非工程借施达不到预期目的或不能实现顶定目

标可能程度的分析。

  4.1.13. 1洪水风险分析 flood risk analysis
    为预防和减轻洪泛区的洪灾损失，对洪泛区发生洪水灾害的

可能性和损失进行的分析

4.1-14河遭安全泄量 safety discharge of river
    洪水期确保河道两岸不致泛滋成灾，河道能安全谊泄的最大

流最。

4. 1.15番戒水位 warning stage
    可能造成防洪工程出现险价的河流和其它水体的水位

4.1.16 保证水位 ‘ueranteed stage
    能保证防洪工程或防护区安全运行的最高洪水位.

心.l. l， 分洪水位 flood divers且on stage

    在河道上采取分洪措施时的分洪起始水位

4.1.1。 干早 drought
    由于降水稀少等自然因素以及人为原因，对农业，工业、畜牧

业、生活及环境等正常用水，造成缺水以致受害的现象.

  4.1.18.1水文干旱 hydrologic drought
    以河道流最(水位)小千(低于)摇水流最(水位)的程度为指标

来划分的干旱

  4.1-18.2 气象干早 meteorologic drought
    以降水、气温、燕发等气象因子或其组合因索与其相应正常值

的负偏离程度为指标来划分的干早.

  4. 1. I8. 3农业千早 agricultural drought
    以作物根系层土城含水t与适宜含水t负偏离程度为指标来

AEI分的干早

  4.1.1二4 十旱指标 droughtindez

    表示干早程度的单因子及多因子组成的综合因子.

  4. 1. 19.5千操度(干早指致)aridity

    一个地区某一时段水面燕发t与降水t的比值.

  4.1.18‘干早等级 dro.ght degree
    恨据干早指标对干旱怪度的分级

  4. l. 18.7早情 drought regime
    降水、灌溉和供水满足不了正常用水t的情况，通常包括雨

情、土城墒惰、工程蓄水情况和作物受早悄况等

  4.1.1一 抗早 drought defence

    为消除或减轻干早灾害而采取的借施

                  4.2水文情报

4. 2. 1水文情报 hydrologic information
    河流、阴泊、水库和其它水体的水文及有关要素现时悄况的及

时报告

4.2.2 报讯 flood-report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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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各种通信手段及时准确地向有关部门和地区报告河流、

湖泊、水库和其它水体的雨悄、水情的下作。

4.2.3 报IR站 flood-r叩or[ mg station
    承扣报汛的水文侧站或气象台站

4. 2.4 报汛站网 (loud-reporting network
    由指定在汛期中按照报汛办法及有关要求，很告河流、湖泊、

水库和其它水休汛情的水文测站、气象台姑所组成的流域或地区

面上的站点群。
  4. 2.4. I常年水情站 perennial hydrologic reporting station
    全年按规定拍报水情的水文侧站

  ‘2.4 . 2 汛期水情站 hydrologic reporting station in flood

    只在讯期按规定拍报水情的水文侧站

  4. 14 . 3 辅助水情站网 auxiliary hydrologic reporting net-
w曰fk

    当水情达到 定标准时 或因临时需要，按规定拍报水情的水

之 MI姑。

4. 2.5  i/4水警报 flood warning
    当出现或即将发生洪水灾害时，为了减免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而发出的告急报告

43 产演及汇渔

4. 3 1 点雨量 point rainfall

      在一定时段内某 地点的降雨t

4.3.2  Iklfhf area[ rainfall

      某一时段内一定面积上的平均雨f

  4.3.2. 1泰森多边形 Thieasen polygon
      由相邻雨t站连线的垂直平分线所构成的多边形，其面积作

  为面雨量汁算中k雨t的权重。

  ‘3 2.2 等雨IN法 iaohyetal method

    用两相邻等雨盆线雨t的平均值，以相应两相邻等雨aft间

而积为权来计算面雨f的方法。
4 3 3 产流 turnoff yield

    降水扣除截留、填洼、燕徽发和土坑缺水E等损失后产生地面

流、城中流及地下径流的现象

  4.3 . 3.1 蓄满产流 runoff yield at natural storage
    降水补足上坡包气带缺水后所形成的径流

  4.3 . 3. 2 超渗产流 runoff yield in exceca of infiltration

    当阵雨强度或融雪强度超过地面的土坡下协能力后所形成的

径流

4.3.‘产流面积 area of runoff yield
    由降雨和触雪在流城内产生径沉的面积.

4.3.5 地表径流(直接径流)direct runoff

    地面流、栩面净雨与表层城中流之和.
  4.3.5.1 地面流(坡面流),,Mace flow

    生成于地面并沿地面流动的水流。

  们 .，2 坡中流 prompt subsurface flow
    在土坡中相对不透水层界面上形成的一种水流.

4.3.‘前期影响雨童 antecedent rainfall

    用流城前期降而t折减值表示流峨前期土坎含水t的指标.

4. 3. 7 土坡缺水lk  soil moisture deficit

    田间持水盘与实际土坡含水t的差值。

4. 3..下渗能力曲线(下渗曲线)infiltration capability curve
    下渗能力随时1司变化的曲线

4.3.9 初损 initial losses

    产流前根失的降水t.

4.3.10 后损(后渗)continuing losses
    开始产流之后损失的降水盘.

  4.3.11 流城最大，水重 basm maximum storage capacity

      全流域包气带达到田间持水量时，流域上截留、填洼以及包气

  带的蓄水0.容最.

  4.3.12流域蓄水容量M线 basin storage capacity curve
      蓄水容量与小于或等于该蓄水量的面积同全流域面积的比值

  所建立的关系曲线

  4.3.13 净雨(产流量)excess rainfall

      降水扣除损失后的水量

  4.3.14圣·维南方程组 de Saint-Venant equations
      描述水道和其它具有自由表面的浅水体中渐变非恒定流运动

  规律的偏微分方程组 由连续方程和动量方程组成。

    4. 3. 14. 1 水流连续方程 continuity equation of flow

      描述水流运动中质盆平衡的方程式，是质盆守恒定律在水流

  运动中的应用。

    4.3-14.2水流动魔方程 momentum equation of flow
      描述水流动量变化与所受外力之间的关系方程式.是动量守

  恒定律在水流运动中的应用

  4. 3. 15 初始条件 initial condition
      求解水动力学徽分方程所需滴足的一组开始时刻的条件方

  程

  们 .16 边界条件 bounderycondit且on
      求解水动力学微分方程，在区城边界上所需两足的一组条件

  方程。

  ‘3.1，水流能盆方程 energy equation of flow
      描述水流各种形式的机械能的相互转化和总能盘守恒的方程

  式。

  ‘3.18 洪水波 flood wave

    洪水下泄时，其流t和水位随时间变化形成的非恒定流动

  4.3.1二1波速 wave velocity
    洪水波同位相水位(流世)在河遭中的传抽速度.

  4.3-18.2波速系数 coefficient of wave velocity
    波速与断面平均流速的比值。

    4.3-18.3 洪水波扭曲 distortion of flood wave

    洪水波波峰处的运动邃度大于波前的任一点，使波前的长度

不断减小，附加比降增大，而波后的长度不断增加，附加比降绝对

值不断减小的现象.

  4.3-18.4 洪水波展开 attenuation of flood wave

    洪水波波前的附加比降大于波后的附加比降，波前的运动速
度大于波后，使洪水波在运动过程中波长不断加大，波高不断减小

的现象口

4.3.1，特征河长 characteristic river length
    下断面流!与河段抽，蚤之间呈单值关系的河段长度.

4.3.20 线性水库 In,-

    棋拟洪水波运动.a}与all WE I成正比的概念性水库

4.3.21 线性Ocl linear ehennel

    摸拟洪水波运动，只有传播没有衰减和变形的概念性典道.

4.3.22示储ihf# discharge for representative channel storage
    在马斯京恨法中.指与河段相留里成单一线性关系的流蚤，其

值相等子该槽蓄量所对应的恒定流t.

们.23合成流量 resultant discharge
    在有两条或两条以上支流汇人的河段中.同时到达下游站的

各上游站相应流!之和

4.3.24 僧蓄曲线(栩留方程)storage-discharge curve
    表示河段蓄泄关系的曲线。

4.3.25 河网总入流 total inflow of river network

    雨水降落到地面后，某一时段内产生的地面滋.坎中流和地下

径流，通过不同介质面 或经过地面调蓄，分时段汇人河网的水流

4.3.26 汇流 flow concentr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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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除损失后的雨水或雪水错地表、地下汇集于河网或汇集到
流域出口断面的现象

  4.3 . 26. 1 坡面汇流 .-loud flaw - ce.va,i..

    降水扣除损大后形成的水流，沿坡面向河槽的汇集过程。

  4.3 . 26.2 河问汇流(河摘汇流) it,,, .,,work (low .once.

trntlon

    水流沿组成河网的各级河槽向下游的汇集过程

  4. 3. 26. 3 地F汇流 g.... dwater fl- -- n-ti-

    以池下径流的形式，通过岩土空隙向出口断面的汇集过程。

4.3.27 汇流曲线 (low con.entran.n curve

    单位入流经过沿程滞蓄作用.在出口断面形成的流量过程线

  4.3, 27. 1 流城汇流曲线 basin ((ow ...cenrradu. curve

    单位净雨经过流域沿程滞蓄作用，形成的流城出口断面的流

最过程线

地表径流或地下径流过程线的退水段.

4.4 水文扭报方法

4. 3. 27. 2 坡面“_流曲线 overland fl- concem,auo. c.-

单位净雨经过坡而沿程潇蓄作用，形成的坡面出流过程线.

a 3 河M汇流曲线 1- 1- work (low mncentra, i-

单位河网总入流经过河网沿程滞蓄作用，形成的河网出流过

程线.

    4. 3

fl rV e

27-4 地下汇流曲线 ground- er fl- a......丁 raion

单位地卜入流经过地F沿程滞蓄作用 形成的地下出流过程

4.33g 流域汇流时间 b.- fl- .o....,rari.a n-

      流域上最后一点的净雨量汇流到流域出口断面所需的时间

  4. 3. 29  f1t峰滞时 peak time lag

      净雨峰至洪峰流童的时距

  4.3-30 流域滞时 basin time lag
      单位净雨重心至单位线重心的时距。

  4. 3.31 等流时线 u och-

      流域内经过 定的汇if.时间同时到达出口断面的水质点在流

  域上所处位置的连线

  4 3.32 单位线 .air hydr,,g,zph

      在给定的流域土，单位时段内时空分布均匀的单位净雨量.在

  流城出目断面所形成的地表径流过程线

    4.3. 32 1经验单位线 empirical unit hydrograph

    恨据实测出口站流惫资料和相应净甫过程反推的单位线。

  4.3-32.2综合单位线 syn,he,ic unit hydrograph
    根据流城特征与单位线耍索或参数之间的经毅关系，由流城

特征推出的单位线。

  4.3-32.3瞬时单位线 instantaneous unit hydrograph
    净雨历时趋于无限小的单位线。

  4.3 . 32.4 地魏瞬时单位线 geomorphologic instantaneous
unit hydrograph

    根据地貌和水动力因子导出的脚时单位线.

  4.3-31.5坡地单位线 slope unit hydrograph
    单位时间内流城上均匀分布的单位净甫t.经过坡面调翻，形

成的河网总入流过程线

  4.3.32‘ 河网单位线 riper network unit hydrograph
    单位时间内单位河网总入流.在出口断面形成的流t过程缓。

  4. 3.32. 7  S一曲线 S-curve

    单位线各时段莱积流盘和时间的关系曲线，因其形似5而得

名

  4.3-32.8无因次单位线 dimensionless unit hydrograph

    由纵坐标为4/Q.、被坐标为tit,所绘制的单位线，其中4为

出口断面流童，Q.为洪峰流最.t为时间，t，为洪峰滞时。
0.3.33 退水曲线 r即essloncur，e

  4. 4.1河道相应水位预报法 corresponding river stage fore-

  casting method

      根据上游站传摇到下游站时的相应水位及其传抽速度的变化

  规律，建立其经脸关系据以进行预报下游站水位的方法.

  4.4.2 河遭相应流t硕报法 corresponding river discharge
  forecasting method

      根据上游站传播到下游站时的相应流t及其传摇速度的变化

  规律，建立其经脸关系，姗以进行贾报下游站流t的方法.

    4.4-2.1相应流t corresponding discharge

      河段上‘下游站同位相的魂f.

  4.4.3 合成流t预报法 combined-discharge forecasting
  method

      在有两条以上支泥汇人的河段，根握上游站相应流t之和与

  下游站相应派盆成相应水位建立的相应关系，进行下游站相应流

  盆或相应水位预报的方法.

  4. 4. 4 降雨径流预报法 rainfall-runoff forecasting method

      很据降III和降雨形成径流的有关影晌因素，流域内一次阵雨

  所形成的径邃量及其过程的顶报方法。

    4.4-4.1 降网径流相关法 rainfall-runoff correlation method

      利用历史资料.建立降雨、径流与前期水文气象因子之间的经

  验关系，由现时水文气象信息即可从所建立的经脸关系获得预报

  值的方法。

    4. 4.4.2水文模型法 h州rologir model method
      根据降雨形成径流的物理机制与影响因筑的关系，建立具有

  一定预见期的确定性水文模型，把现时水文气象信息输入计算机，

  以求得预报值的方法

  4.4 . 5河道洪水演算法 river flood routing method
      利用河段的水*平衡、，泄关系和水力学原理将河段上游入

  流洪水过程次算到下游出流洪水过程的方法.

  4.4.‘ 马斯京根法 Muskingum routing method

    利用马斯京根线性抽，方怪与水t平衡方怪联解求得的出流

  公式或汇流曲线来进行河道洪水演算的方法.

4.4.，移湘演算法 leg-end-route method
    利用天然河遭洪水波白上游向下游传抽中的传抽平移和调留

滞后作用求得的汇流曲线来进行河通洪水演算的方法

4.‘二 水文统计顶报法 hydrologic statistic forecasting method
    根据概率论和致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从大t历史水文、气象

资料中寻求水文要索蔺饥交t的魄计规律，建立随机水文棋型进

行预报的方法

  4.4.9 . 1多元分析法 multivariate analysis method
    通过建立预报要众与其主要影响因子的多元回归方怪来进行

预报的方法.

  4.4-8.2 时间序列分析法 time aeries analysis method

    把预报要瀚变化过程作为离傲化随机过怪，应用自回归等随

机水文棋型来进行预报的方法

4. 4， 交互式预报系统 interactive forecast system

    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洪水预报及信息显示系统，通过人

机通信方式 实砚预报模型参数自动优化及灵活实时校正，完成不

同断面的洪水预报系统

4. 4. 10 水文卡尔受毖波技术 Kalman filrering technique of
hydrology

    对水文过程误差进行滤波用以校正未来水文预测值的一种
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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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水文棍型

  45.1 水文模型 hydrologic model

      为模拟水文现象而建立的实体结构或数学与逻辑结构
  4. 5. 2 水文物理模型(水文实体模恻) hydrophysical model

      为模拟水文现象，利用儿何相似、水力学相似的原理所建立的

    种实体结构.
    4.5.2. I  ltR模型 scale model

      根据几何相似和水力学相似原理，将水文现象和流域因子按

  一定比尺缩成的模型

    4.5.2.2 比拟模型 analogue model

      用另 种物理峨来比拟水文现象的某些特性的模型口

  4‘3 水文数学模型 hydrologic mach- tic model

      为模拟水文现象而建iL的一种数学与逻辑结构.

    4. 5. 3) 水文概念懊型 hydrologic conceptual model

      对水>t理象进行概化的水文数学模型

    4.5.3. 2 水文数学物理模型 phy,ically-based hydrologic

  n,a}hemaur model

      用数学物理方法描述水文现象内部各物理量之间相互关系的

  水文数学棋咧

  4‘3.3 确定性水文模型 derermi-tic hydrolog且emodel

      描述水文现象必然性规律的水文数学摸型

  4.5.3.0 随机水文模型 ,rocha,rw卜ydrolog且cmodel

      描述水文现象随机性规律的水文数学棋94.

    4. 5. 3.5 分散式悦型 di,vibumd model

      考虑水文现象及其要康空间分布的水文数学模型

    4. 5.3.6 集总式棋IT]       lumped model

      不考虑水文现象及其要策空间分布的水文数学模塑.

  4.5. 3. 7 线性水文模型 linczr hydrologic model

    漠型的解可以线性畏加而且保持比例因子不变的水文数学模
  型「

  4.5.3。 非线性水文模型 nonlinear hydrologic model

    模型的解不能线性登加或不保持比例因子不变的水文数学棋

  型

  J‘3， 时不变水文棋型 tlme一:nvarlan里hydrolog且cmodel

      今数不随时问变化的水文数学模型

  4. 5. 3. 1。 时变水文棋型 time-nanr h州rologic model
      蟹数随时问变化的水文数学模型

4. 5.4 流域水文敖学镇型 hydrologic -thematic model of wa-
- shed

    棋拟流峨上水文过程的败学棋口，包括落徽发、产砚、汇流等

子棋型 有代襄性的涟城水文棋型有我国的断安江倪城傲月、哭国

的斯坦福(Stanford)流域棋型、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流城棋

型等

4，.，棋型结构 model structure

    把物人转变成抽出的数学方怪和逻辑判断.
4.5‘ 棋型参数 model parameter

    含有一定物理概念的棋型特征t.

4. 5.7 棋型误差 model error

    模型轴出的计算值与实侧值之趁.
‘.，.. 模型率定 model calibration

    通过人工调优、数学寻优以及人机对话选优娜泊径确定.优
棋型参数的工作

4.5.9棋型检验 model verification

    通过对未参与棋型率定的资料的拟合优劣，对棋型参数所进

行的评估

4.5.1。 水文棋拟 hydrologic simulation
    对水文现象进行致学和逻辑的概化。

  4.5. 11水流相似准则 flow similarity criterion
      模型和原体的水流系统，在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保持相似所必

  须遵循的准则.

                  本‘ 水文自动刹报系统

  4.6.1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水文遥侧系统)automatic system
  of hydrologic data col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为收集、传递和处理水文实时数据而设里的各种传感器、通信

  设备和接收处理装置的总称.通常由遥侧站、信道和接收处理中心

  三部分组成.

    4.6.1.1 水文自动测报羞本系统 automatic basic system of

  hydrologic data col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由遥测站、信道、中心站组成自成休系的小型水文自动测报系

  统。

      (1)遥测站 remote telemetry station

      能实施远方数据采集和发送的水文侧站.

      (2)中继站 relays ration
      为解决因路径损耗太大、信号徽弱或地形形响，在遥测站与中

  心站之间，设立用于转发中心站指令和遥侧站数据信号的接力站

      (3)中心站 centre station
      在水文自动测报系统中，负贵实时数据采集、处理和发布水文

  顶报的总控制中心
  4.6 . 1.2 水文自动测报网 automatic network of hydrologic

  data collection and vensmss,on

    通过计算机的标准接口和多种信道，把若干个水文自动测报

  荃本系统连接起来，进行水文数据交换的网络.

4.6.2 数据采集 data collection

    将监侧、计算或其它过程中的数据加以汇集，转换为信息并显

示或打印出来的过程.

4.6.3 数据传翰 data transmission

    数字信号的发送和接收。

4.6.4 通信 communication

    通过有线或无线设旅对语言，文字、图像等信息进行传柏、变

换和处理的过程.

  4.6-4.1 短波通信 short wave communication
    利用拓率3 ̂ 30MHs波长100-10m)的无线电波进行的通

信.

  4.6-4.2 超短波通信 ultra-short wave communication

    利用妞串30--300MH.(波长10-lm)的无线电波进行的通

信.

  4.6.4.3 徽波通信 microwave communication

    利用预串l00MH:以上(波长3。以下)的电班波传播进行的

通信。

  4.6 . 4.4 流星余迹通信 meteoric trail communication

    利用流垦在大气层中的高速运动形成的电离痕迹，以反射无

线电波进行远距离的通信

  4.6.0.， 卫星通信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利用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中继站转发或反射无线电信号，在两

个或多个地面站之间进行的通信。

“.， 气象卫星 meteorologic satellite
    拼带大气遥侧探侧仪器 从空间对地球进行气象观侧的人适

地球卫星.

  4. 6. 5. 1极轨气象卫星 polar orbit meteorologic satellite
    卫星运动采用近极地太阳同步轨遭，卫垦轨遭平面和太阳光

线交角保持固定的气象卫垦

  4.6.5.2 同步气象卫星 synchronous meteorologic satellite
    运行高度35800k.,轨遭平面和地球赤遭平面重合，运行周

期和地球自转周期相等的气故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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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遥测终端机 telemetry terminal meter
    能自动完成水文数据的采集、暂存、编码及传翰控制，井能与

无线电台进行连接.自动完成无线信号数据传翰的仪器口

4.6.7 中继机 relay meter
    能通过无线电台或有线信道，自动完成遥测数据信号或指令

的接收及转发的仪器

4.6.8 前竹通信控制机 preset communication controller

    能自动接收、暂存遥测终端机或中继机传辘的遥测站信息，并

作预处理，恨据需要尚具有召测、数据显示、校正时钟、变换数据传

愉速率、对系统设备监控以及双机通信功能的数据传输控制设备

4‘9 自报式系统 self-reporting system
    在遇侧站设备控制下或在规定时1可间隔内，当被测水文参数

发生额定的增减量.即自动向中心站发送一次数据的遥测系统.

4.6 . 10 在询一应答式系统 polling-answerback system
    中心站可自功定时或随时呼叫遥测站 遥侧站响应中心站的

查询并实时采集水文数据发送给中心站的遥测系统。

4‘I1  N合式系统 rmx  system
    山自报式和在询一应答式两种遥溅方式的遥测站组成的遥

叫系统。

4‘12  Af分制遥测系统 time-division telemetry system

    按时lii划分原理构成的遥侧系统
4.6. 13颇分制iii则系统 freeluency-division telemetry system
    按频率划分原理构成的遥测系统

4. 6. 14 误码率 probability of word error
    指错误接收字数占急传输字数的比值，或传愉数据错误接收

的概率值

4. 6.15 接收率 r吧celv且ng probability
    指有效接收字数占总传翰字数的比值，或传翰数据被正确接

收的钱 值

4‘.16 数据收集平台 data collection platform
    与卫星通信.实现实时处理、过程控制以及高速数据收集的装

晋

5 水文分析计算

5I 一 砚 术 语

5.1 . 1水文计算(水文分析计算)hydrologic computation
    为防洪排涝、水资谭开发利用和其它有关工程的规划、设计、

施工和运用，提供符合规定设计标准水文数据的技术 广义包括为

非工程借施提供水文数据的技术。

5.1.2 设计站 design station
    为工程所在地点提供水文数据的侧站.

5.1.3 设计流域 design watershed
    设计断面以上的流城

5.1.4 代表站 representative station
    直接代表或通过换算可代表工程所在地点水文数据的侧站.

5.1.5 参证站 bench-mark station

    水文计算所参照移用水文数据的侧站.

5. 1‘ 典型年(代表年)typm year
    水文特征值接近设计值，其时空分布作为设计依据的年份.

5. 1.，水文系列 hydrologic series
    水文变a按时间顺序排列所组成的系列

  5.1.7.1 同步系列 synchronous ..rice
    起迄年份相同且年份对应的两个或多个水文系列.

  5.1.7.2系列代表性 senes representativeness
    样本统计特性搜近总体统计特性的程度.

  5.1.7.3 系列插补 ... i's interpolation

    根据参证站资料推算设计站同期缺测部分资料的工作

  5.1.7.4 系列延长 ，,ties extension

    根据参证站长系列资料将设计站短系列资料擂补为长系列资

料的推算工作
  5.1.7.5 极值系列 ezveme-value senes

    从 一定时段中选出最大或最小值所组成的水文系列.

  5.1，二 年超定量系列 annual a- darace series

    由每年超过一定量级的数据所组成的水文系列口

  5.1.7.7 随机生成系列 stochastic generating series
    应用统计试验法产生的满足一定统计特性和要求长度的水文

时序系列.
5.1.8 统计试验法(蒙特卡罗法) statistical test method

    能人工生成水文系列的随机模拟方法

‘1.9 流量反演 discharge back routing
    根据水量平衡原理，由下断面流量反推上断面流量的工作

51.10 面积If:改正 ,real ratio mod且fication

    按设计站与参证站控制面积比对参证站水文统计参数和设计

值所进行的改正

‘1. 11 成因分析 genetic analysis
    研究水文现象的形成过程，揭示水文要素与影响因素之间的

定性和定蚤关系的过程

5. 1. 12地区综合 regional synthesis
    分析地区水文规律，建立地区参数的经验公式或绘制特征值

等值线图的工作· 、
5.1 . 13 水文比拟 hydrologic analogy
    在流城水文气象条件和下垫面情况塞本近似的前提下，把有

水文资料的流域水文特征值、统计参致或典型时空分布移用到无

资料流域，或经必要修正以作为设计依据的工作.

5.1.14 水图 water atlas
    反映国家或地区的水文、水资源特征、水资碟开发利用历史、

现状及其背景的专业图的总称.

5. 1. 15水文图典 hydrologic atlas
    表示各种水文要素和水文特征值时空分布的专业图集.

5. 1. 1‘水文手册 hydrologic handbook
    汇典气象、水文要素资料.经过统计、分析和地区综合，将水文

计算有关参教和特征值以图、表、公式等形式给出.供用户查算的

实用手册

5. 1. 17 肠雨洪水查算图表 applied rainstorm runoff chart,
    用于无资料或资料不足的中小流域设计肠雨及其洪水计算的

图表

5.1.18 站年法 ,ration-year method
    合并气候和地理一致或相似的地区上的各站资料 作为一个

单站资料处理的方法。

‘.1.19洪峰模致 peak discharge modulus
    控制断面的洪峥流盆与该控制面积的比值。

5. 1.20设计过程线 design hydrograph
    符合工程设计要求的某一茹串的洪水、雨址等耍众的水文过

程线.

，1.21典型过程线 typic hydrograph
    用作设计依据的实测或调查的水文过程线。

5. 1.22 历时曲线 duration curve

    某一水文要素等于或大于不同定值的恃续时间曲线.

5. 1.23 暇积曲线 mass l- a

    水文系列随时间系加值的过程线。

5. 1.24 差积曲线 resld.el mass curvc

    水文系列的数值与算术平均值的差值爪积数的过怪线

5.125 滑动平均曲线 moving averag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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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对了移动定时段水文系列均,f,的过程线

，1“ r状图 III-,am

    Cl 4N(;A"*文#x时段缝的时17分配图
，1.21诺澳Itl  wm og

    对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白变最的方涅进行i5解计林的图.

，]28 愉汁曦汁算(固体径泥汁算〕camFwerion al sedimena
了」n汀百

      定时段内诵过河ik指3过水断面泥沙总址及其年内分配的
分析计异

SL2g 水库回水汁耳 。湘几wlan}.} cd reaer.o}r玩比w从叮

    ,x n盆水后4各种设汁条件「库区沿程水位蜜高愉况的分析
11许

5. 1- 3o水库淤积汁贾 '-p-,-jre}emmr sedlmenraunn
    水片I111 区泥沙淤积过程.泥汾淤积的相对平衡状态及水库寿

命的分析‘十茸

，1_ JI 水库下游洲讯冲剧计货 canpvteuon of dcgmoU}ion

Lcbw阳叮叭刀「

    水m翻水对下游河道冲IN过侄及冲刷栩对平衡的分析计Ti

5. 1, 32  M:YU74水lr粗 cvaluauon of dam break Ilrwd

    III】大坝大事解选成的水I"水体突Ix泄放而形成的洪水过畏

及其问」下5f传措的分Br计稼，

5 1. 37 感滋河段水勺汁算 hydraulic celcolanon for tidal
rc己ch

    0zQ沙影'PI的河段及找1i彻闸.潮汐电站等水工建倪物控 NJ
运行中的水义、水力要素及tkî.盐分.污染物等在时空1:变化的

Ih#111t*Mi2计3:C?寸 4v选择的汁算

                52水文统计及随杭水文

，3. 1水文统计 hydndogle --l-

    用概率沦}v理统汁学原理和方法.研究水文变t随机规律及

1{ h̀y.用的往术_

532 总体 populminn

    成因相同、相互独立的同一水文变t的斑合

S. 2 3 棒本 “mule

    从总体中随帆抽取一组观侧值，这级观圈值旅是这个总体中

一个样本.

，24 洋本容皿 eemyle mtt

    样本中所含随机变，的个数
52‘蔺机变t ... d.. variable

    受闭矶因众形呐.遵衡统汁规律的交皿

5.2 6随饥系列 random serves

    随帆变ft阔时间取离徽值所组成的疾列.

，3，爪积级串(孩率).- law, frequency
    等干及大干(年于及小子)某水文妥获值出现可能性的t度.

，2.8经脸城率 ,.Pi",] frequency
    为估汁怠体孩率，按一定准pi庄立的径胜公式所确定的某水

文变t的颐事

，2，水文员串分布曲线‘水文州率曲线Jhydrologic frequen

cy.dl‘.rlb“t:on亡以tvr

    水文变t与摘率的关系曲线.
  ，2，1 皮尔进分布 Pnnun di-ibu -p

    英国生物学家卡尔·皮尔进璐出的一组摘率分布，其中第.

必孩率分布常用于水文计算

  5.2 9.2对致正态分布 log -mel distribution
    网机变t的对敬呈正态的扣串分布。

5210预率分析 1,, ...了 -ly.is
    报据某水文砚旅的咬计特性.利用现有水文资料，抽求水文变

公统计今敌及设计皿的工作.

5. 2. 11重现期 ..teer_eee,t�舰 ..1

    等干及大于(等于及小于J一定t眼的水文耍双值出现一次的

平均间隔年致由谈t级拓率的侧数计

5. 212统it参数 n..istme} p.r.met.r.
    All合反映水文变赞统计规徐的一组特征值.

  5. 2.12.1 中值 medi..

    颇率曲线上，预班5065对应的变盈道.

  5 2. 11. 2 众遭 mod.

    对应.大如致的变世谊

  5.2 12.1均值 - -, -1-
    以颐数作权重所得的平均数

  ，E”0 变畏币效‘离差系教〕van创.on-fflciem-w-

    表示硫机变且对其均值的相对离徽程度.用系列的标准差与

IF均值的比值表小，

  S. I 12 5 偏态系数{偏苦系教)skewnen -ffici-

    表不随机变址对其均俏的不对称程度，用系列的三阶中心短

与代标准差守方的It值表承

SA13 明望函 exp- d .aloe

    以陇率作枚重的加权平均欲

5.2.14 机串格纸〔预琳洛纸)probability paper

      种供绘制预率曲线特删的图解纸

S 2. IS统汁参数估计 esumatc of st.nsu."I vemmems
    用样本确定总体统计参数的工作

  5.2 I5.1适线法 curve fining -hod
    用具有一定敬学形式的颇率曲线来3G合水文变盆的经脸然甲

点据，以确定总休统月参数的方法.

  5.21冬2 级计矩 morne川

    描述随机变址概率分布统计特性的苗

  5.2.15.7 矩法 moment method

    用多个不同阶的矩来信计绷率曲线统汁今数的方法，所取矩

的阶欲与统汁参数的个致相网

  5.2. 15.7佩率权里矩法 pr.Wbihty weight-moment method
    对样本进行溉邓加权估计总体统汗参欣的方法.

  S. 2 15‘吸大似然法 ,.eons. likelihood method

    将统计参数代入甄率曲线的叮度函数中，使水文系列中各值

时应狈率密度之乘积为盛大的估计总体统计参数的方法

  ，2. 15‘ 权函敌法 -i& f--. method

    对样本用权两盆加权佑汁总体统计参效的方法口

  5;传，有效性 〔Ilkiency

    两种参致估计方法相比，挑拈计里抽样分布密.性离的拈计

方法有效性好反之有效性按.
  5.215扭 无偏性 unbi- d- .

    !t本会效估值的期望值与总休.效接近的估什方法无何性

好+反之无偏性雄，

，2.‘袖样误趁 -pli.g error
    由随饥样本所推求的估值与其总体值之间的误差.通常用误

燕的均方差来最度

5. 2 17外包线 enveloping curve
    表示点蛋边界的曲线.

‘2.1g概甲 prob.Fllity
    随机甲件出现可能性的里度.

  5.2. Is. 1条件液率 mndiei-l pruh.bilk,
    某一随饥攀件在特定条件下的倾率

5不19 随饥过程 stoch.et m pro"es

    破机交且随时间资化的过程，

  5. 2. 19. 1平息研机过怪 men.nary   ,loch...i eprrceo-.
    统计特征不随时间变化的随机过程

  s. 2. w. x  7E平摘肺扭付脚 nnme..nnn.rv.."r6..ur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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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il特征随时1.1变化的随机过程

20 随机模拟 stochastic simulation

根据Is机过III的统if特征，采用数学模型模拟随机过程的技

  面以及库面降雨所组成的洪水。

  5. 3. 8 非常洪水 ratsstrophic flood

      超过设计标准的洪水

  5.3.9 峰黄关系 peak volume relation

      洪峰旅蚤与同次不同时段洪量间的相关关系

  5.3.10 洪水顺位 rank order of flood

      按洪水大小高低排列的洪水事件的顺位。

  ‘3.11 洪水系列 flood， atica

      对洪水成因相同的洪水要宋，采用一定方法选样如年最大值

  法等所组成的系列

    5,3. 11. 1 连序系列 .,rtes with succesarve order

      考虑调查洪水，无间断情况由大到小排列的洪水系列

  5.3-11.2不连序系列 .eases with non-successive order

      考虑调查洪水，有间断情况由大到小排列的洪水系列

  53.12设计洪水计算 design flood computation

    根据防洪工程要求，推算符合某一地点指定防洪设计标准洪

  峰、洪t.洪水过程线和洪水地区组成的计算工作.
    ‘3. 111 直接法 direct method

    根据设计流城流t资料推求设计洪水的方法.

    5,3. 12.2 间接法 indirect method

      根据设计流城雄雨资料推求设计洪水的方法

  5.3-12.3 类比法 analogy method

    当设计流城没有流惫资料又没有.雨资料时，采用地区综合

推求设计洪水的方法

  5.3-12.4推理公式 rational formula

    依据径流成因原理 通常在中小流城由设计.雨推求工程地

点设汁洪峰流全的公式

5.3.13 安全修正值 safe adjustment value

    根据工怪的重要性和资料的代表性为保证安全在校核洪水
值上所加的修正值

5.3.14 过程线放大 hydrograph enlargement

    将典型过程线乘以放大系数，使其有关特征值与某一设计顺
率要求的特征值相符.

  5. 3. 14. 1同抓率放大 homogeneous frequency enlargement
    将典型过程线的洪蜂OR峪)及各时段的R*(IRK)进行放

大.以符合设计频率的洪峰(雨峰)及各时段洪，(雨t)的方法

  5,3. 14.2同借比放大 homogeneous multiple enlargement
    用设计特征值与典型年相应特征值的比值放大典型过程线的

方法

‘3. 15 典型洪水过程线 typic flood hydrograph
    按一定原则和要求，选一次或几次用于推求设计洪水过程线

的实测或调查的洪水过程线.

‘3-16 设计洪水过程统 design flood h州rograph

    符合工程设计洪水耍求的流t过程线.

5.3. 17典型洪水地区组成 spatial pattern of typic flood
    设计断面发生有代表性的实浦大洪水及其上醉各分区实际来

水的组合情况

5.3. 1.设计洪水地区组成 spatial pattern of design flood
    当设计断面发生设计洪水时，上醉来水在各分区的分配及组

合通遇情况.

                    5.4 设计年怪流

一

52

  术

  ，1.21时间序A  nma serves

      离散的随机过程

  5. 2.22 随机水文分析 hydrologic stochastic analysis
      对既有确定性又有随机性水史现象分析研究的技术

    5. 2. 22. 1 趋势项 trend term

      水文系列中随时程呈增加或减少变化的成分。

    5. 2. 22. 2 周期项 cycle term

      水文系列中随时程皇周期变化的成分
    5.2 . 22.3 随机顶 s-hasuc term

      水文系列中的纯随机成分

    5.2 . 22.4调和分析(谐波分析)hermontc analysis

      对水文系列中周期项谐波成分的分析工作。

    ‘2.22-5 谱分析 spectrum analysis

      对时间序列或随机过程中各种频率波动成分的振幅，或对两

  个时间序列间对应的各种颇串波动成分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工作
    5. 2. 22. 6 嗓声 noise

      振幅和频率呈杂乱、断续的一种振动，水文常用来表示误差
  5. 2.23 回归分析(相关分析，rag- 日 smn analysis

      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水文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致理统计
  方法

    5. 2.23. 1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水文变里之间线性相关程度的指标。

    5. 2. 23. 2 自回归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对水文变蚤系列中相隔一定时间和空间的观侧值之1司的回归
  分析‘

  ，2. 23,3逐步回归分析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通过数学方法筛选相关因子的回归分析。

                    53 设 计洪水

5.3. 1 设计洪水 design flood

    为防洪等工程设计而拟定的工程正常运用条件下符合指定防

洪设计标准的洪水。广一义包括工程在非常运用条件下符合校核标

准的设计洪水

  5.3 . 1. 1滋洪道设计洪水 ，pillway design flood
    按预期的保坝际准通过溢洪道宜泄的设计洪水

  5.3 . 1 2分期设计洪水 stage design flood
    年内不间季节或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或其它指定时期的设

汁洪水

  ‘3. l. 3 施工设计洪水 design flood for construction period

    符合Z程施工期临时度汛标准的设计澡水
5-3.2 校核洪水 check flood

    E程在非常运用条件下符合校核标准的设计洪水.

5:3.3 实测洪水 .b,,-ed flood

    在侧流断面现场侧量并经资料接理获取的某次洪水
5.3 . 4 调查洪水 且.-an gated flood

    通过现场调查、勘测、考证等手段获取的某次洪水
5.3.5 古洪水 psleoflood

    应用水文学、第四纪地质学、年代学和放射性同位素等手段，

考证的古代洪水。

5.3‘ 坝址洪水 dam-site flood

    通过坝址断面处的洪水口

5. 3， 入库洪水 reser.on inflow flood

    通过水库回水末端上游干支流、回水末端至水库周边区间陆

5.4.1设计年径流 design annual runoff

    相应干设计标准的年径流t及其年内分配。

5 4.2径流还原计算 restoring computation of runoff
    在人类活动影响大的地区，把人类活动对河川径流的形响水

最计入实测径流中 对径流资料复原的分析计算
  5.4 . 2.1 还原水琶 restorinu water auan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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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径流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减少或增加的水蛋

5.4 . 2.2分项调直法 item-by-item mxesugation -,hod

  人类活动对河川径流的影响，分项目开展调查还原水盈的

方法

  5.4 . 2-3 降雨径流模型法 rainfall-runoff model method

    建立人类活动影响前的降雨径流模型，用人类活动影响期各

年的降雨资料，推求不受人类活动形响的年径流系列的方法。

  ‘4.2-4 燕发差值法 evaporation difference method

    计算人类活动前后流城燕发量的差值，来作为河川径流还原

水量的方法
5-4.3 径流年内分配 annual distribution of runoff

    设计年径流量在年内的月，旬分配过程.

5.4.4 径流多年变化 multiyear variation of runoff

    各年径流量在多年平均径流量上下波动的情势。

5.4.5 丰水期 high-water period
    年内河川流量显著高于年平均流童的时期

5.4. 平水期 normal-water period

    年内河川流童接近年平均流蛋的时期

，4， 枯水期(枯季) low-flow period
    年内河川流量显著低干年平均流甘的时期。

，.‘. 卜水年 we, year
    年降水盆或年河川径流蚤显著大于正常值(多年平均值)的年

份

5‘9 平水年(中水年，normal year
    年降水童或年河川径流量接近正常值的年份。

5.4.10 枯水年 dry year
    年降水t或年河川径流盆显著小于正常值的年份

5.4.11 特枯水年 extraordinary dry year

    年降水t或年何川径流量为历年最小值或接近历年最小值的

年份

5.4. 12 连续丰水年 continuoue wet years

    连续多年降水童或河川径流盆大于正常值的年组.

5. 4. 13 连续枯水年 continuous dry years

    连续多年降水量或河川径流t小于正常值的年组.

5.4.1‘ 水文年 water year
    由当年枯季末至次年枯季末所经历的12个月时段，包括了一

年中水悄的各个阶段的专用年度.

                    5.5 设计.万

5，.1设计场雨 design storm
    按规定设计标准推求的基雨及其时空分布。

5.5.2 设计雨型 design storm pattern
    设计基雨在时怪上的分配和在空间上的分布型式

5.5.3 雄雨路径 storm track

    基雨中心移动的轨迹.

5.5.4 释雨时程分配 time distribution of storm

    .雨盈在时间上的分配.

5.5.5 .用地区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torm
    .雨盆在流峨或地区上的分布，常用.两等两t纹表示。

5.5.6舜雨参数等值线图 。mrm parametric isoline map
    查算设计地点设计.两用的图。

5.5，点面换算系致 poino-ares converaton coefficient
    点班雨t换算成面.两盈所用的折减系致.

5.5.8点面关系 point-area relationship
    点甫邵与其不同面积平均甜深的关系.

  5.5.8. 1定点定面关系 f xed point-fixed ere. relationship
    固定位置的点用深与固定的流城或区城的面平均胃深的关

系

  5.5.8.2

1、onshID

动点动面关系 movable point-movable area rela

    基雨中心点雨深与不同等雨深线包围面积内的平均雨深的

关系。
“ _， 雨强一历时曲线 rainfall inensity-duration curve

    基雨最大平均降雨强度与相应降甫历时的关系曲线

5.5.10异雨递减指数 storm reduction index
    在雨强一历时曲线中，反映降雨强度随历时通增速率递减的

参数.
5.5-11雨强一面积曲线 rainfall intensity-area curve

    肠雨最大平均降雨强度与相应基雨笼取面积之间的关系曲

线
5.5 . 12时面深关系 depth-area-duration relationship

    不同历时的面积雨深关系。

5.5 . 13分期设计基雨 stage design storm
    年内不同季节或时期的设计.雨.

            5-‘ 可油.大.雨及可能.大洪水

5.6 . 1 可降水量 possible precipitation
    单位水平面积上，从地面至高空水汽顶层空气性中的全部水

汽盆凝结所形成的水深

5.6 . 2可能最大降水 probable maximum precipitation
    现代气候条件下，给定流域面积在一定历时内理论上可能发

生的最大雨深

  5.6.2.1 当地.雨法(基雨极大化) local storm method

    用设计流城内实侧特大肠雨为典型 将影响降水的水汽、动力

因子进行放大，推求可脆最大降水的方法

  5.6.2.2基雨移Y法 storm transposition method
    将邻近地区特大基雨的时面深关系或等雨最线图，移用到同

一气候区内可能发生相同.雨的设计流域，并对移置基雨进行改

正和放大来推求可能最大降水的方法

  5.6.2.3 垂雨组合法 ，form combination method

    将若干场待大.雨，按气旅学颐理，合理地组合成一场理想的

典型粉网.并适当地进行放大来推求可能最大降水的方法.该方法

主要适用于推求大面积、长历时的可能最大降水.

  3.6-2.4基用时面深概化法 depth-area-duration synthetic
method of storm

    利用可移入设计硫城的实侧特大.雨资料，通过.雨放大、移
!、时面深外包等步砚，求褥设什流城的所摇历时的可能.大降水

的方法。

5.6.3 典型垂雨 typtc storm
    推算设计.用戒可能最大降水所擂的实侧特大.胃 包括基

雨盆、时程分配和空间分布.

5. 6. 4阵水效本(雨澳比)prxipitation efficiency
    降水f与可阵水t之比。

5.6.5高效扭用 high efficiency storm

    降水效率较大的.网.

S.6.基雨放大 storm enlargement
    将形响降水的水汽、动力等主要因子合理放大典型.两的过

程.

  S-6-6.1水汽放大 moisture enlargement
    用.大可阵水与典侧可降水的比值放大.两.

  ‘.‘.‘.;水汽效串放大 moisture efficiency enlargement
    用最大降水效率与典里降水效卒的比值放大基用.

  5.6.613 人流指标 inflow i.dicatrix

    降水的风速与其可降水量的乘积

  ‘.‘，‘.‘ 代表性峪点 representative dew point
    在一定的阵水面积及持续时间内，能反映一场璐雨期问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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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区的水汽量的地面露点

  5.‘.‘.5可能最大露点 probable maximum dew po且nt
    可能最大降水相应的露点

5.6.7 基雨移置改正 storm transposition correction

    在暴雨移置时考虑流城形状、水汽、入流障碍高程等影响因未

的改}f .

  5.6.7.1 流域形状改正 watershed shape correction

    按设计流域的边界，对移健的导雨时面深关系或等值线图的

改正

  5.，2 水汽改正 mo,sture correction

    攀雨移置地与暴雨原发生地，由于可能最大露点和相应地面

高程不同，而进行水汽条件差异的改正。

  5.6.7.3 入流障碍改正 .'flow obstacle correction

    基雨移置地与基雨原发生地，由于平均高怪不同或水汽人流

方向障碍高程差异 而进行的入流水汽的改正

  5.6.7.4 综合改正 synthetic correction
    用反映天气因子又反映地形因子的综合指标 对移置.雨所

作的改正

  5‘.，‘ 班雨辐合分童 co- erg- cmoponcor of storm
    由地形产生水汽辐合作用所产生的攀雨影响t.

  5.6.7‘ 地形增强因子 topographic increasing factor
    由地形抬升增大降水的形响因众。

  5‘，7 等百分数法 isopereental method

    当两地地形差异较大 绘制时段附盆占该时段多年平均两t

百分数等值线图，供进行.雨移里综合改正的一种方法.

5.6 8 可能最大洪水 probable maximum flood

    根据可能最大降水和相应的产汇流条件推算的洪水.

                    ，，排涝排油

位的总称

5.7.11设计排演水位 design water level of subsurface water

logging control

    为控制农田地下水位而要求排水沟集经常维持的水位.

5.7.12排涝模数 modules of waterlogging control
    单位排涝面积的设计排水流盘。

6 水 资 源

‘1 一 般 术 语

5.7. 1 涝 surface waterlogging

    由于地面积水，导致耕作层土搜过湿或作物受淹，形响作物正

常生长发育，造成作物减产的现象.

5. 7.2 演 .,.b ... face waterlogging
    由干地下水位过高或上层瀚水，导致耕作层土坡过湿，影响作

物正常生长发育，造成作物减产的现象

，.，3 刊卜涝 surface waterlogging control

    排除农田内因当地降雨过多而产生的危害作物正常生长的多

余地表水分的工程技术措施

5.7.4 排演 subsurface waterlogging control

    降低地下水位或消除拼作层上层漪水过多，以免除作物被容

的工程技术措施

5，5 排涝规划 waterlogging control planning
    根据受涝地区的特点，在分析苗灾成因及其规律的羞础上，制

定排除捞水、调节土坡水分、控制地下水位和防治盐旅化的专业水

利规划.

‘7‘排涝标准 standard for waterlogging convul
    易涝地区通过排涝借地以达到排涝减灾能力的定t指标.

5.7.7排涝计算 computation of waterlo二mg control
    根据排涝标准，进行的排水果道设计排水流t和设计排漪水

位的分析计算工作。

5，..设计排涝流量 design discharge for surface drainage
    满足一定设计标准的沟渠排水流最。

5.7.9设计排演流$  design drainage discharge of subsurface

waterlugging control

    为控制农田地下水位而要求沟渠徘泄一定设计标准的地下排

水流量。

，.?.IO 设计排涝水位 design water level for surface drainage
    宜泄设计排涝流童时，排涝沟道设计水位和宜泄区的设计水

‘I. I 水资源 - 11 1110111e,

      地球表层可供人类利用又可更新的气态、液态或团态的水 通

常指较长时间内保持动态平衡 可通过工程措族供人类利用，可以

恢复和更新的谈水.

  6.1.1.1淡水 fresh water

    含盆盈小于IOOOmg1I的水

6.1.2水体的更新周期 renewal period of water bodies
    通过水循环或人工干预使水体更新一次所偏要的时间

6.1.3水资通分区 water resources regionalization
    能反映水资砚和其它自然条件地区差别.尽盆煦顾供水系统、

水文地质单元和流城水系完整，适当考虑行政区划且便于水资砚

评价和水资谭规划的单元划分.

6.1.4 水资砚分配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根据水资像供水条件和猫水要求，树定调度方案，按计划合理

分配水资通盆.

6.1.， 水平年 target year
    实现特定目标的年份。

6.1.6 保证率 reliability

    浦足兴利部门箱水t或水位要求的程度.

6.1.， 水资砚供盆分析 demand and supply analysis of water
  r吧巴OUtCeS

    在水资稼分区内，对不同水平年、不同保证率水资像供求关系

和余缺盆所进行的分析研究.

6.1.8 水资浪综合利用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ter

teSOUrCe吕

    通过各种措施使水资母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利用，而进行的水

资稼综合治理、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

6.1.， 水资像开发利用 water resourr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通过各种措施对水资源加以控制、调节、保护和管理以及流城

间、地区间调配，以脚足国民经济用水，要

6.1.10 水资砚可持续开发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

re吕OUr仁es

    水资派供求长期处于良性循环，不致造成可利用水t日益减

少或水体水质下阵丧失使用价值.

6.1.11 水资砚规划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根据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对水的偏求，制定流城或地

区的水资像开发和江河治理的总体方案.

  6.1.11.1 水中长期供求计划 medium and long-term plan-

ning of water supply and demand
    未来10-20a水资砚供擂规划.

二1.12 绮流城调水 interbasin water transfer

    通过工程措比将水资饵较丰富流城的水调至水资砚紧映的流

城。

‘1.13 水资像保护 water reanntces protection
    为防止水污公与可利用水盆日益减少，保证人类生活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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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淡水需要，运用立法、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对水资源进行

释理的情施。
6. 1. 14 水资源危机 waterresourcescrlsis

    水资源紧缺或超量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可利用水量日

益减少 或水环境污染和破坏导致水质恶化，使可利用量严重短

缺.以致危及正常生活和生产的情况

‘.1.15 水荒 - r f..-

    正常生活和生产的用水敏出现严重短缺或中断的现象

6 .1.1‘ 水能资源t水力资源) waterpower resources
    以位能、压能和动能等形式存在于江河、湖泊、水库、海洋等水

体中可再生、廉价而清洁的能量资源

  6. 1. 16. 1 河流水能资漂 waterpower resources of nve

    由河流多年平均流员和落差计算的能量

  6.1.16.2 潮汐水能资源 tidal power resources

    由多年平均潮流量和潮差计算的能量口

‘1.17 可开发的水能资源 d-lopable waterpower resources

    通丁曰 程措施可能开发的水能资源口

‘2 水资派评价

‘2. I 水资源评价 water resources assessment

    对水资源的数量、质最、时空分布特征，开发利用条件的分析

评定

  ‘2. 1. 1 水资源塞础评价 ，ate, resource. b.sic assessment

    对特定地区的水文、气像，水文地质、地形地貌、地理环境等与

水资谭有关资料及水资源墓本特征进行的分析评定.

  ‘2. 1. 2水盆评价 water quantity assessment
    根据水循环和水平衡的原理，以水资饵区为评价单元.在分析

I钾降水份、河川径流量、浅层地下水补给惫及其相互转化关系的

基础上 对水资源数量进行的分析评定

  ‘2.1.3 水质评价 water quality .....Intent
    根据水的用途和水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按照相应的水质

参数 水质标准和评价方法 对水质状况、利用价值、保护和改善水

质等进行的分析评定

  ‘2.1.4 地表水资撅评价 surface water resources -esa-

nl祀nt

    以河流、

源数鱿,质It
  ‘ 2 1. 5

湖泊、冰川、沼泽等地表水体作为评价对象，对其水资

，时空分布特征和开发利用条件等进行的分析评定

地下水资源评价 groundwater resources assess-

n飞(n艺

    对地下水资谭数Al质f、开发利用条件及开采可能引起的环

境地质问题等进行的分析评定。

‘2. 2 水资潭评价指标 indexes of water resources assessment

    评定水资源数量、质蚤、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开发利用条件的羞

本参数

‘2. 3 水资源总量 mtal amount of water resources

    流城或区域内地表水资谭量、地下水资佩t和两者重复计算

付的代数和

  ‘2.3 . 1 地表水资砚盆 surface water resource， amount

    通常指某流域或区城内的多年平均河川径优t.

  6. 2.3. 2 地下水资泥量 groundwater resources sm...t

    某特定区域内的地下水多年平均补给t.

6.2.4 可利用量 otilmble water

    在不造成水蚤持续减少、水质恶化及水环境破坏等不良后果

的条件下，可供开发利用的水资裸t

‘2. 5 地下水可开采*  groundwater available yield

    在经济合理、技术可能、不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质恶化

及其它不良后果的条件下，可供开采的地下水蚤

‘2‘可供水IR      available water sunnly

    考虑来水和用水条件，通过各种工程措施可提供的水资源量。

‘2.， 水资源和{用率 utilixatron factor of water -,.-

    不同水平年多年平均或不同保证率的年供(耗)水量与其相应

水资a量的比值

‘2. 重复利用率 repeated。Ilaation factor
    在供水系统中可重复使用的水量占急用水量的百分数。

‘E， 缺水率 ratio of water deficiency
    缺水量与需水量的比值

6.2. 10 河遭内用水 -cream werer uses
    水力发电、航运、淡水养殖、冲沙、旅游、河遭内环境等用户，只

要求何流、水库、湖泊内有一定流t或水位的用水

‘E. 11 河遭外用水 off-e.. water uses
    农林牧湘溉、工业和生活用水等用户，需要从河流、水库、湖

泊、地下水中引出的用水

  6.2 . 11.1 城镇生活用水 urban domeat且c water

    城镇居民生活及公用设施的用水

  6.2. 11.2 工业用水 :ndostrlel water
    工业生产过程的用水，包括原料用水、动力用水、冲洗用水和

冷却用水等

  ‘2.11.3班溉用水 irrigation water
    人工补充作物、林草正常生长的用水。

  ‘2.11.4农村饮用水 :ural potable water
    农村居民生活及饲养牲畜的用水。

6.2.12 循环用水 retytling water
    引用的水盈在供水工艺流程中反复被使用的水。

6.2.13耗损性用水 tonsu mpnve water
    供水t中耗于燕做发、构成产品成分及被严:污染的用水

6.2.14 非耗损性用水 non-coneu mptive water
    只要求有一定If Ilk或水位，基本不消耗水f的用水

6.2. 15用水调查 water-,s, investigation
    收集国民经济各部门用水的有关资料.并对缺少用水记录的

部门进行调查、侧试等估算工作

6.2.1‘用水定倾 water-,.e quota
    一定生产生活水平下在单位时间内单位产品、单位翻溉面积、

单位人口等的用水全

‘2.1， 用水预测 prediction of water use
    根据国民经济发雇规划，预估各用水部门不同发展阶段的用

水数量和质址的〔作

6,2 . 18 回归水 return flow

    水在利用过怪中，通过地表或地下回流到河遭等地表水体或

地下含水层的水

6.2. 19 回归系数 eoeferient of return now

    回归水最与其引水t的比值.

‘.3 水资派系组分析

‘31 水赞眼系统 water resources system

    在流城或地区范围内，由水文、水力和水利上互相联系的河

流、湖泊、水库、地下水等水体和有关水工程及各屁水部门所构成

的惊合体。

‘3.2水资谏系统分析 water reaoorcea system analysis
    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对水资派系统进行考察和分析，优化水资

潭规划和管理运行的技术.

‘3.3 水利计算 computation of water comerveocy
    水资淑系统开发和治理中对江河等水休的径流情况、用水铭

求、径流调节方式、技术经济论证和环垅效应等进行的分析和计

算

‘3.4 水能计算 hydroenrey computation

    水电站的保证出力、多年平均发电盆、水轮机组工作状况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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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参数等水能指标的分析计算
  6.3.5 径流调节 runoff regulation

      运用水库或湖泊对河II径流和地下径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进

  行再分配 来适应国民经济各用水部门的需要.

    ‘3.5. 1 综合利用水库调节(多目标水库调节) reservoir

  regulation for comprehensive milixation

      担负两种或两种以上水利开发目标的水库径流调节

    ‘3‘2 水库调洪 reservoir flood rout月.g

      水库拦蓄洪水 改变人库洪水过程线，以满足「游河道防洪要
  求的径流调节

    ‘3.5.3 水库供水调节 reservov regulation for water -p-

  ply

      担负以」业及城市生活、农业滋溉等供水为目标的水库径流

  调节

    6.3‘S 水电站径流!l节 :snuff regulation of hydropower
  ，tatIOn

      利用水库或湖泊控制，重新分配径流，以瀚足水电站发电等需

  要的径流调节

    6.3.55 水库反调节 ..regulating reservoir

      为滴足下游用水需要，下游水库对上游水库或上游水电站泄

  流进行的径流调节.

  ‘3.5‘水库群调节 :,,In - reservoir regulation

    位于同一河流上具有水力联系的上下游梯级水库群和无水力

  联系的井联水库群，以及兼有二一者的视合水库群，按一定水利开发

  目标联合运行的径流调节

6.3.6 径流调节计井 computation of runoff regulation

    通常指水库或湖泊咨泄作用，根居水资像综合利用目标对河
  川径流和地下径流在时间过程和地区分布进行调整的水利计算。

  6.3‘1 时历法(长系列操作法) chronological series

  method

      以实侧径流系列为荃础，按一定的水库调度规则.依历时顺序

逐时段进行水库径流调节计算方法

  6.3.6.2概率法(数理统计法)probability method

    以概率论和水库水盆平衡为墓础，应用径流的统计特性和全

概率公式直接求出相应一定调节流量和调节库容的供水保证率的

方法。

  6.3‘3 随机模拟法 aochastic simulation method

    用水文时间序列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径流系列的随机棋

型，棋拟出足够长的径流系列，然后按照时历法进行调节计算的方
法

‘3，调节周期 regulating period
    水库由库空至蓄满，后放水至库空，循环一次所经历的平均时

f61

‘3.8 目标函数 objective (unction

    在满足 定的要求下，衡盆寻求优化方案的指标

‘3， 约束方程 onatratut equation

    数学模型中各项变童应滴足的条件方程或条件不等式
‘31。 状态变蚤 state variable

    表达系统所处状态的变里组

6.3. l l决策变盆 decision variable

    从现阶段某一个状态演变到下 一阶段另一状态时，在一定目

标要求和约束条件下的待求变量。

‘3.12 数学规划 onth-atic programming

    为达到某种目标，在满足给定的约束条件的各种可能方案中，

给出一种最佳方案而使用的欣学方法

  6.3 . 12. 1线性规划 linear programming
    目标函数方程和全部约束方程都是线性方程的数学规刘

  6.3. 12.2 非线性规划 nonlinear programming

      目标函数方程和约束方程中只要有一个是非线性方程的数学
  规划

    6.3.12. 3 动态规划 dynamic programming

    求解多阶段决策过程的数学规划
  ‘3.12. 4 整数规划 integer programming

    几个或全部变耸在整数的约束之内的数学规划.

  6.3 . 12.5 随机规划 stochastic pr哈ramming

      某些变t是随机变盘的数学规划
‘3.13 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

    将某领域专家的知识和经验，以知识库的形式存入计算机 通

  过推理 对该领城内有关技术作出判断和决策的计算机系统

‘3.14 灰色系统 grey system

      既含有已知信息又含有未知的或不确定信息的系统。

6.3.15 地表水系统分析模型 model of surface water system

analysis

    棋拟地表水系统的动态变化并进行优化规划与管理而建立的

一种概化的数学模型。
6.3.且6 地下水系统分析模型 model of groundwater system

analysis

    棋拟地下水系统动态变化并进行优化规划与管理而建立的一

种概化的数学棋型

6.3.17 水资源大系统模型 model of large scale water re-

sources system

    用多层次结构的数学模型模拟水资漂大系统功能的水资源棋

型

6.3.1. 水资很系统模拟徽型 simulation model of water re

sources system

    应用数学棋拟方法对水资摊系统功能和行为进行仿真模拟的

水资砚模型.
‘3.1， 水资诬系统优化分析 analysis of water resources ay,

tam optimization

    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对水资沮系统进行考察和分析，并用以对

水资裸系统规划和管理运行进行优化的技术

6.3.20多目标优化技术 multi-objective optimisation technnl

ogy

    将向址最优化间题转换成标甘最优化问题，或引用决策者的

择优判断于解题过程，以解决两个以上目标的优化方法。

6.3 . 21水资源决策支持系统 water resource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以现代通信设备所采集的水资谭羞本数据为拓础，应用决策

科学、运筹学和水资原工程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 为水资该决策者

提供各种决策信息，并允许水资谭决策者直接干预和接受他们的

经验、直观判断或偏好的动态交互式计算机系统。

                    6.4 水资蕊调度

二‘1水资像调度(水利调度)water resources scheduling
    为兴利除害，综合利用水资浑，合理运用水工程和水体.在时

间和空问上对径流进行重新分配，以适应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要

‘4.2供水调度 water supply scheduling
    运用贮水、抽水、净水、配水等设施对供水水砚进行控制调节，

以清足农业、工业、生活及环境等用水的偏要。

‘.们 防洪调度 flood control scheduling
    根据洪水特性和防护区的实际悄况，运用防洪系统的工程措

施和非工怪潜施.实时地调节洪水，以达到防洪效果

6.4.4 水库调度 reservmr scheduling
    利用水库调蓄能力，按一定规则有计划地对入库径流进行的

，泄安排。

  ‘4. 4. 1 水库兴利调度 rese- tr scheduling for henef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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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滋溉、发电、〔业 生活、航运等用水要求所进行的水库调

度

  ‘4.4, 2 水库防洪调度 flood control scheduling of reservoir
    为减免下游防洪区的洪灾损失，并保证水库本身的防洪安全

所进行的水库阂度

  6 4.4.3 水库实时调度 real-time reservoir scheduling
    为防洪和兴利筋要，根据水库来水、用水、蓄水情况即时进行

的水库调度

  6.4.4. 4水库群调度 mutti-reservoir scheduling
为防洪和兴利需要，对多个有关联的水库所进行的统一调度

.4 4."'t
5 水库预报调度 reservoir scheduling based on Fore

    根攘预报的径流过程所进行的水库调度

‘4.5 油水蓄能 pumped ".rage

    利用电网中负荷低谷时的电力，由下级水库抽水到上级水库

蓄能，待电网负荷高峰时，上级水库放水发电.

‘4‘ 水沙调度 scheduling of warer and sediment
    为有效地利用入库水量，减轻多沙河流上的水库淤积和下游

河道冲淤，对水般和泥沙进行的统一调度

， 水 环 境

7.1 一 盈 术 语

7. 1.1 水环1Q  warer envvonment

    围绕人群空间及可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水体

其止常功能的各种自然因素和有关的社会因索的总体.

7. 1.2meats
水环境要众‘水环境基质) water environmental ale

    由构成水环垅整体的各个独立的、性质不同的而又服从整体

演化规律的基本物质组成.

，1.3 水环境背景值(水环境本底值) water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value
    水环境要家在未受污染形响的情况下，其水环境要班的原始

含量以及水环垅质量分布的正常值。

，1.4 水生态系统 aquatic ecosystem
    由水生生物群落与水环境共同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

动态平衡系统

，.1.5 化学径沌 chemical runoff

    溶解质在水流拚带下的迁移.

，1.‘ 环境用水 environmental water

    改善水质、协调生态和美化环晚的用水。

，1.7 环境水文学 environmental hydrology
    研究人类活动引起的水文情势变化及其与环峨之间相互关系

的学科

，1.8 环境水力学 environmental hydraulics

    研究污染物质在水体中扩散与怕移规律及其应用的学科.

，1.， 环境水化学 environmental hydrochemistry
    研究人类活动与水体化学性质的形成、发展、演变和效应之间

相互关系的学科.

7. 1. 10地下水超a开采 groundwater overdraft
    地下水开采t翅过可开采t,使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的开采.

7. 1.11人S补给(人工回班)artificial recharge
    借助工程措施 将地表水或其它水铆的水引入地下含水层的

过程.

7.1.12 地下水降落肠斗 .round.- depression cone

    开采某一含水层，当开采to续大于补给It时，形成地下水面

向下凹陷 形似踢斗状的潜水面或水压面

7.1.13 地面沉降 lend subsidence

    在自然或人为因索作用下，某一范围的地表面在铅直方向发

生的高程降低的现象

7.1.14 水库场岸 reservoir bank caving
    水库蓄水后，水库周边岸壁发生的坍姗现象

，1-15 水库浸没 reservoir inundation

    水库，水使水库周边地带的地下水立高 引起土地盐碱化、沼

泽化等次生灾害的现象

7.1-I‘ 水库冷害 hsurd of reservoir cold water

    水库下泄低沮水引起的危害

7.1.1， 湖水咸化 ，elinimtion of lake water

    湖水溶解盐分浓度增大的现象

7.1.18 海水入侵 "aware' 11-slon

    沿海地带海水侵入地下含水层或入海河口的现象.

，1.19 淡水阻隔体 freshwater肠mer

    能防止盆水、咸水的授人，保待有足够水头的地下水淡水育.

7.1.加 盐水楔 saline wedge

    海水俊入河口，形成交界面清晰、形态称定的盐水懊形体。

，1.21 咸溯侧蔺 inveramn of tidal saltwater

    感湘河段在涨潮时发生的海水上翻理象

7.1.22 荒澳化 desenification
    生态平衡，到破坏而使原野遥步荒芜的过祖，

7.1.23 沼泽化 ，wampiness
    地下水位接近地表土城长期被水分所饱和，在退性植物作用

和嫌气条件下，进行有机质的生物积.与矿质元索的还原过程

7.1.24 盐旅化 selinimtion
    土坟中可溶性盐分不断向土坡表层积玻形成盐碱土的过程

7.1.25 增蚀 underground erosion

    港透到地下的水分对岩土的水蚀作用.

，1.2‘ 水土流失 soil and water losses

    在水力、风力、冻触、重力等内外曾力作用下，土坡及其它地表

组成物质被破坏、朋蚀、转运和沉积的过程
7.1.2，水土保待 ,oil and water to nser-tiun
    防止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水土资裸的综合性措

施

7.1.28 人2降水 artificial precipitation
    用人工他化方法促成云层产生降水、增加降水或改变降水分

布的措旅。
， .，. 人dki*ghok4'445V  hvd,nl-w effect of humana ,tivi-

tle3

    由水工程、滋概 开采地下水 水土保持、土地利用改变、城市

化、排水等引起降水、洪水、径流、地下水、沙t.水质等沈城水文情

势的变化.

                7.2水环峨Df l评价

，2.1 水环境质址 ware, - ironmental quality

水环坦对人群的生存和价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宜程度

通常指水环境遭受污染的程度。

7. 2.: 2
水环境质it评价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a-

    按照一定目的，很据水环境质A标准.对一个区城的水环境质
里进行总体定性和定t的评定.

，2.3 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由于人为或天然因素，污染物进入水体，引起水质下降，使水

的使用价值降低或正常功能丧失的现象

  7.2-3.1人类活动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caused by human

2- 4- 46



皿rtt}ttiea

    人类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徘放的污染物导致水体污染的现

象

  7.2-3.2 化学水污染 chemical ware, pollution
    水中化学元萦及其化合物含盆异常的水体污染现像

  7.2.3.3 无机物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by inorganic sub-
，t扭nCeS

    水中金属和非金属矿物质过蚤引起的水体污染现象.

  7.2.3. 4 有机物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by organic aub-
勺tanCes

    耗饭有机污染物引起水体溶解氧含盆大幅度下降的水体污染

现象

  7.2 . 3.5

，tanCe吕

有毒物质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by toxic sub

      汞、铅、砷、福、镶等无机毒物和酚、佩等有机毒物进人水中引

  起水体污染的现象

  7.2.3‘放射性水污染 radioactive water pollution
      放射性核素进人大气降水 地表水体和含水层，引起水体污染

  的现象。

  7.2-3.7 热污染 thermal pollution

    水盔异常升高.形响水生态系统平衡 降低水休自净能力的水

体污染现象

  ，2.3. 生物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by organism

    病旅徽生物、寄生虫或卵等进人水体或某些水生物景殖过侄

引起的水体污染现象
    (1)富营养化 eutrophication

    含曹养盐和有机物质的污水，过多地排人流动提倪的水体中，

引起藻类及其它浮游生物异常增殖，水体中溶解权急剧下降，导致
鱼及其它生物大量死亡的现象.

      (2)赤潮 red t9 de

    水城中浮游生物.发性篮殖引起水色异常的现象.

  7.2.3， 次生水污染 secondary water pollution

    积峨于惫浮物和底质中的污柬物质，新引起水休污染的理

象。

  7. 2. 3. W 地下水污染 groundwater pollution
    污染物沿包气带竖向入渗，井随地下水流扩散和抽移导致地

下水体的污染现象

7.2 . 4水污染常规分析指标 index of routine analysis for wa-
tar pollution

    反映水污染状况的重要指标，包括奥味、水温、浑浊度、PH

值、电导率、溶解性总固体、悬浮性固体、总抓、总有机谈、溶解权、

生化需暇盘，化学播暇t.细菌总致、大肠菌群等，是对水体进行监

侧、评价，利用及污染防治的主要依据.

7.2.5 水污染遥感监侧 remote-sensing monitoring of water
pollution

    应用遥感技术从高空或远距离对地表水体污染状况进行的监

测。

，2.6 污染物 pollutant

    由人类活动产生或由自然界释放，进入水体后使水体的正常

组成和性质发生直搜或间接有害于人类的钧质.

  7.2.6. 1 污染物迁移 transport of pollutant

    污染钧在水体中移动、富集、分橄与消失过翻.包括机械迁移、
物理化学迁移和生物迁移.

    (1)机械迁移 physical transport

    由水的机械作用和，力作用，污染物艘水体摘带而进行的旅

迁

    (2)物理一化学迁移 physicochemical transport
    污染物在水体中发生一系列物理一化学作用时所伴随的污染

  物形态变化及言集状况

      (3)生物迁移 biologic transport

      污染物通过水生物新陈代iv、生长、死亡等生理过怪而伴随的

  水生物富集

    〔‘)水生物畜集(水生物浓缩)enrichment of aquatic or
  gan1Sm

    水生物从水环境中咬典污染物的现象
    ，2.6.2 污染物转化 trans(ormeuon of pollutant

      污染物在水体中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的作用，改变形态或转

  变为另一种污染物的过怪.

    (1)物理转化 帅ysical transformation
      污染物在水体中的燕发、诊透、凝.、吸附、解吸及放射性元欢

  脱变等过程
    (2)化学转化 chemical transformation

    污染物在水体中的光化学权化、载化还原、络合分解等过怪。
    (3)生物转化 ‘iologic transformation

    污染物在水体中的生化反应、生物体吸收、代谢作用及生物降

解等过怪

  7.2.6.3 污染物降解 degradation of pollutant

    对水体中天然和人工合成的有机污染物质的破坏与矿化作

用包括生物降解、光化学降解和化学阵解。
    (1)生物降解 biologic degradation
    用需暇徽生物以生化方法的污染物降解.

    (2)光化学阵解 .p.-chemical degradation
    在太阳辐射或价外绷照射下的污染物降解。

    (3)化学降解 chemical degradation

    在催化反应或非他化反应下的污染物阵解.
7.2.7 污水 .ewage

    含有污染物的弃水.

  7. 2. 7. 1  S业废水 industrial wmmtewater

    工业生产中，包括工艺、帆器设备冷却、烟气洗涤、设备和场地

清洗等过程中排放的污水.

  7.2-7.2 农业污水 agricultural sewage

    农田径流、农业滋蔽、牲畜饲并及农产品加工等过粗排故的污
水。

  7.2-7.3 城市污水 municipal sewage

    由城市生活、工业生产和城市径流等过怪所形成的污水
7.2二 水环境容t(纳污盆)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y
    在人解生存和水生态不致受害的前提下，水环境所能容纳污

染物的最大负扮t

7.2.9 污染负荷 pollution load

    在一定时段内，进入水体的污染物质总t.

，2.10 径污比 dilution ratio

    河流径流盘与排人该河沈的污水t之比.

7.2.11 岸边污染带 near-shore pollution belt

    当水休宽探比较大 污染砚向水体岸边排泄污水，其排泄速度

与水体流速整别不大时，水体岸边所形成的带状污染水体。

7.2. 12水体污染砚 pollution source of water body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或对水环境产生有害形响的场所、设备和

装里等，通常也包括污染物进人水体的途径.
  7.2.12.1点污AM  point pollution source

    进入水体污染物有固定范围的排污场所或装，，如城市、工矿

企业、船触等排出的污水有橄定的排污口.

    7.2.12.2

SOUr仁e

非点污染砚(面污染砚)non-point pollution

    进入水体污染物没有固定的排污场所，如地表径流、水土流

失、农田排水、放射性沉降、酸雨等拼带污染物呈“面.范围对水体
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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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12.3 人为污染源 artificial pollution source
    由人类活动而形成的水体污染舔,如工业、农业、交通运物、生

活等污染湘

  7. 2. 12 a 天然污染源 natural pollution source
    自然界自行向水体排放有害物质或造成有害影响的场所口

7.2. 13 污染似调查 investigation of pollution sources
    根据控制水污染、改替水环境质量的要求，对某一地区造成水

污染的原因进行的调查

7. 2. 14 污染淑控制 pollution source control
    为改善水环境，在污染谭调查的墓础上 运用法律的、行政的、

经济的、技术的以及其它管理手段和描施，对污染佩进行监督 控

制污水的排放量

，2. 15水质参数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水体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因子的特征指标。

7.2. 1‘水质模型 water quality model
    模拟水体水质变化规律的实体结构或数学与逻辑结构.

，2. 1， 水温棋型 water temperature model
    以热力学、流体力学、气象学为基础，以热耸平衡为核心，描述

河流、湖泊、水库和其它水体温度场变化规律的数学模型。

7.2.1. 水质生物评价 biologic assessment of water quality
    利用指示水生物对水体污染物会产生某些反应或信息的原

if.7.2

:点

对水质变化趋势进行评定口

1， 水环境效应 water environmental effect

  人类活动或自然界改善或改变水环境系统结构和功能.

20 水污染环坡效应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water poll.

水污染引起的水环境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2.21m  t
水环境影响评价 wate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

    对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水环魂改变及其影响的评定.

                      7.3 水环坡佩护

，3.1 水环填保护 water environments) protection

    为合理利用水资源，保持生态平衡，防止水环境污染和破坏所

采取法律的、行政的、宜传教育的、经济的、技术的等多方面措施
7.3.2水质规划 water quality planning

    为保护水资原与水环境，根据水休条件，开发利用要求及排污

情况 提出 定时期、一定地城内的水质目标及其实现措施的总体

方案。

  7.3.2. 1河流水质规划 rover water quality planning

    为使河流水质在规划水平年达到水环境目标规定的水质标

准，通过建立水质模型，利用模拟、优化技术，寻求保护和改兽河流

水质的总体措施安排

  7.3 . 2.2 水库水质规刘 reservoir water quality planning

    为使水库水质维持高水平，防治水污染，以规划水平年要术的

水质标准，拟定合理措施，通过棋拟、优化技术，寻求保护和改善水

库水质的总休措旅安排

  7.3.2. 3 水污染综合防治规划 planning of comprehensive

were, pollution control

    为保护水资砚，防治水污染 根据规划水平年的水城水质保护

目标，把水环垅同杜会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运用棋拟和优化技

术，制定防治水污染壕合措沌方案.

，3.3 水像保护区 protection zone of ware, source

    为保护水像，按水城功能及水质标准划定和管理的区城.

7.3.4 水质管理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为确足各类水体设定的水质标准，对水质进行的保护行为.
7.3 . 5 水污染碑管理 water pollution source management

    对影响水质的污染浪所采取的行政、技术、经济、法律等防治

措施

7. 3二 水环境保护标准 standard of water environmental pro-
tect-

    在一定时期和地区，根据一定水环峨保护目标，由政府制定的

对水环境管理要求的规定，包括水环境质虽标准、污水排放标准、

水环境保护墓础标准和水环境保护方法标准等口

  7.3-6.1 水环境质量标准 standard of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为保护人群健康和社会物质财富、维持生态平衡，由政府制定

的限定水体中有害物质或因欢的标准，包括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工业用水水质标准、农田瀚溉水质标准、渔业水质标准、地面水环

境质量标准等

  ，3.6.2污水排放标准 stenderd of sewage d且scharge
    为保护与改善水环境，有效地控制构成污染源的污水排放量，

由政府制定对人为排放污水的污染物所作的限额规定 包括工业

污水排放标准、医院污水排放标准等

7.3.7污水资谭化 reclamenon of sewage
    为使污水重新具有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把污水用作低质水

源、污水经处理后再利用或从污水中回收有用物质的过程。

，3.8污水处理 sewage treatment
    为使污水得到净化，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回收或去除

污水中污染物的过程

7.3， 水体复氧 ..oxygenation by water body
    水体自然或利用堰闸，过水坝、跌水等水工建筑物泄水 空气

与水体发生掺混，气泡中含氧在水体中扩散，提高水体中溶解暇浓

度的过程

7-3. 10 自净 sell-purification
    水体依靠自身能力，在物理、化学或生物方面的作用下使水体

中污染物无害化或污染浓度下降的过程

  7. 3.10. 1水体生物净化 biologic purification of water body
    水生物类群通过生命活动，使水体中污染物无害化或污染浓

度下降的过程

，3.11水质预报(水质预侧)water quality prediction
    恨据前期和现时水体的水址.流速场、污染物及浓度场等资

料，对水体未来水污染变化所作的预1m

8 符 号

8.0.1 用大写斜体拉丁字母表示的符号，应符合表8.0. 1的规

定口

用大写拼体位了字母夜示的徐号襄 班 ⋯ 1

符号 佰 义 {。号 组 义

a 面积 一 出改t

a 宽度
」Y

I妞山且 .一 曰..一， 从
!叹 砰二罗巴二于巴该悠n.
1 日分 暇 、彼 平 、爪积 州 早 、比
力

t 1raX't.tX65k!lt.ttI Dt.00."F}.P8}.0f系 Q 流t

D 粗径、地下水峨深.水位伶子
爪盆

R 挂煞 赣 L}#} fs
E 燕发t 误理、抽禅误雄 {‘ 昆指箭 叭货护佩比
F 人诊总.     一}时间、.度.厉时
H 总水头、.顶水头 {1‘ {供2水波晚
t }人，， F }番{I tt "tts FtOR.BIkf.燕t.1lF}k能

K             一W

水l
卜2
掩 2

，
!.}KRftl.AF}k.Ot.K3f#=} } }Kt.trKkt.U"t.iF0l.}kt.套

L 一k1l,f*iE}.fi7iE.i7Cc.}Pi.&r̂lq}7i 段 X }不。:，
M 径硬翻欣、合水层厚 Z {}KLt.iRl}4t.iSt.i73t
N }，砚期、”，比 1I {一

2- 4- 4R



羹。’
用小写斜体拉丁字母表示的符号，应符合表8O.2的规 8.o.4 用小写斜体拉r字毋加上、r标表示的符号 应符合表

8乐4的规定

用小写拼体位丁宇母班示的符号班 斑 802 用小月肠体拉丁李母加上、下标决示的符号农 砚8卜‘

符号 符号 汤 义

丽分 面积 质甘.用水定硕

部今卜饭     一括率.样本容呈 孔峨率

离子含且

召点距.水深

花膝.有径

户 1甩离

万度.冰厚、冰1。 {流t部分优t单宽优t

用门开启高度.燕发率

垂度 下治率

半径.相关系数

样本标准差

￡ }里力加速度 盆间
沮崖、岸已、举生氏统计

符号           }1。号} 汤
              }{，，}。。。沙，百分，

d，               {{;· 洪峰邃t

苗               }l。 单样抽移质怕沙率

j‘               }}· 件本方差

丸 初始下洛率 才， 拱峪带时

八 临界水探 产叫 水盆

幻               } 均遭

凡             1 中傀

内户 压强水头 王 众值

人护 }*，水头 }l }
高度、波离 水头.水深.绷顶
水汉.净丽

    一地下水流速.风速

坡度.降雨强度

跨度、特征河长

离程

8.o.， 用小写希腊字母加上、下标表示的符号，应符合表8.o.5

的规定。

用小耳二 字母加上、下娜玻示的井号班 农:0.‘

8o.3 用大写料体拉丁字母加上、下标表示的符号，应符合表

8.O.3的规定.

            用大写鹤体拉丁字母加上，下标农示的符号玻 砚.o.3

待号 { 。 义 _ 柯号 姗 义

C 偏态系敬 」。 实侧连，

C， 变差系掀 {q .沙率

乌 儿何杜径 佘 溯陇t

刀. 平均粒径 潜水峨发临界深度 Qp 体积流t

D 等容拉菠毛 }R·}。子径。。
D‘。 中数较径 几 ，谙孩

石x 潜水旗股t 凡 地下径泣保

E￡           一}凡 径谊忌t

厂           一}R，地在径流探

Es           一}，-附加比阵

E留 水面菊发且 7油 日点

E了

� —

百分不确定度 T介 产派历时

厂了 弗饮.掀 F 临界健速、.肠二 补路t

子了‘ 二水头 {V厂 浮际连理.田间回归补始t

1了￡ 位能水头 ‘v’ 山曲侧向牛卜给t

厅- 最大水头
                                                    .

    V伟 水面连理 行近渡足

K才             }，，1一。下水，卜。t
MI 洪峥摘胜 V， 阿通洛.补怡.

防 抽抄翻傲、怪蚀橄吸 }、 推移质抽沙t

尸‘             }}*。留水当t

尸产             l}、 韦伯吸

尸k 降水入抽补给且
                                                                      一

甲。 土.含水t

协             }W .沙t

钻 直线魔盆、计葬注t X‘ 日机不确定度

口厂 一。，， 1一x· 不坑不.定度

Q.           }一2。地下水位

爪 洪峰改t.洪水流t Z口 断傲水位、落羞

吼             {

符号 恤 义 将号 肠 义

呈若性水平.动健改正系.，一
径傀系胶，睡书产份补拍场一
彼.流坡不对称爪胶 一

户 宙度

夕 落巨括欲 雄努蔚合公休标准‘农百
了一}柱.电。、踊。租 }}，一}总体方趁
一}断面收。， }}· 汇倪时间

甲一}。旅。， 1}· 砚速

，一「‘。、。. }}， 土水伶

击               }}· 沉降速度

。水:.。体均遭 1} 一}

附录A 汉语拼音术语条目索引

3，.压‘

  吕.313

  2.‘.，

各4.，.5

岸边污推带

岸冰

凹岸 〔公:’{

巴歇尔抽 东B，3

珍上水位 3.1衣‘

峨址酸水 ，.二一‘

半日湘 2，.‘1

半沌役邃 3.:朴.J

包气带 11‘23
碑班堰 务乐3
月腹水 冬1.23，(2〕
巷(冰恤〕 2.弟.拍

保证率 ‘1‘

保证水位 、 ‘·1·“

饱和层 21.，刀 1

饱和登 2.3.41.娜

饱和度 21瓜名31.

饱和含水公(全神水t〕2.膝23.，

饱和水汽压 ‘3.41·2

报讯 ‘吝2

报汛站 423

报汛站网 今各4

.洪间优 2本‘1，

.用 各3.2，

.南今益娜值妞图 ‘，‘
母雨地区分布 ，，，
.加通喊指败 ，.‘1.
.胃调查 1炜7
.用故大 ，.‘.‘

.丽箱合分t ，.‘，·5

.用洪水 22”·1

.用拱水立算图农 5.:17
如.拱水.报 ‘:1.扒:》
平.径‘ 2忿1‘2
.翻璐径 ，，·3
.而时程分配 5.，t‘

.丽时面探祖化法 5‘2‘

.丽移t法 乐‘多2

.雨移世改正 ，‘，

母旧组合法 吕.‘23

背策浓度 3.”

备择假设(对立假设) 3.，们3

泵式采择朋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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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尺懊皇

比阵

比降观侧

比降面积法

比阵水尺

比阵水尺断面

比拟棋暇

比醚

比宜计(诀度汁)

比重计法(密度计法)

毕托管

闭优区(内流区〕

闭合差

闭合流城

边界条件

便拥式水质监侧仪

变是系敬‘离差系致)

拆志杆

标准差

际准佰液

冰坝

冰耳仪

冰安色

冰层浮起

冰层姗陷

冰川

冰川变化

冰川平宙线

冰川运动

冰底边

冰底高怪区t关系法

冰斗冰川
冰堆

冰原

冰针

冰钻

冰淞

波长

波陡

波峰

波高

波谷

波浪

披浪观洲

  4.5.2.1

    z弓3

    3弓3

  3，，2

3.5.9 . 11

  3 3 ， .

  4. s.2 . 2

2.3.61‘

3.9. 17‘

3.9.16，

  J ， 12

  2.4.1.6

  J l目 口

  2.4.1. 2

  d. 3.16

    l. 11. 2

5. 2.12.4

  3. 3 ‘ 2

3. 1翻.‘ 几

  J日26

2. 8 5 ID

  J. 12. 13

  3. 8.5 .

  2吕弓.

  2.8 ，.，

  2.  13.1

  2.13 】

  2卫32

  2.13.4

2 二 J. 10

  3 盖7.幼

各 13.1. 4

2.‘.，之

2. 13.1，

  z. e 3 a

  J. 13.11

  名.二33

  J弓，I

  3，，5

  3弓.李3

  〕5， 1

  3，，‘

  2，23

    3 弓 ，

冰级 2.8.410

冰盆 2.8.1.2

冰花 2目」5

冰花采样肠 3.12.10.

冰花尺 ，.12. 10.3

冰花厚 3.12-20

冰花路毡 2.8.1.7

冰花密度 . 3. 12.10. 1
冰花折算层掀 3 12. I0 3

冰洛动 2.弓，

冰* 2.‘，

冰礁 2.8.3u

冰凌 1， .，17

冰映洪水(凌汛) ，2172

冰倪t                 3.12，

冰桥 2.3.U

冰情 ，日I

冰份符号 3.12 1.3

冰份观侧 3.12.1

冰馆目侧 3.13 1.2

冰倪图 3U.l‘

冰悄顶报(冰硬翻报) 41.1.7

冰丘 2.白“

冰塞 2吕‘13

冰上，雪 1压⋯

冰上结冰 2. B. l N

冰上生水 2.5.令

冰上.水 20，2

冰上有水 2二5.3

冰网 3.12.10.5

冰月 2.今东，

冰留洪术 1217.3

冰，.水径流 2.扫.‘

波迫 奉东10.1

波邃系吸 ‘3.10.2

争卜泊带宽度 110 22.0

不闭合砚峨 242.3

不连7护乖列 东东13.2

不.定反 3.18.11

不毯定闷，(冲徽何，) 2.!.13.2

不.定水位倪t关不 3.17. 9.2
郁分改t           3.7，1(6)

那分面积 ，.‘.7.，

部分平均班邃 3.7.1.3

查淘一应菩式展筑

整积白找

产陇

产流团权

常年河

常年水份站

长期，.计

限峪水面宽

妞标率

妞长用水文扭报

旧短波粗信

超协产流

二声波侧深仪

  ‘回声侧母仪〕

超声砍日浦法

加声坟例面倪班仪

粗声波水位计

溯倪

翻倪表

翻倪界

闯旅盆

.邃期

翔倪曲纽

翻渡速

翻砚总t

一期

门区界

润水河

湘水河侧脸

翻水位砚口(脸湘)

翻水位枯(脸口站I

翻位《翻水位〕

湘沙

初生岸冰

初生冰

初生清沟

初的条件

初栩

出库水t

传品吕

申沟

床沙

床沙洲睑

  1.6.10

  7 1.31

    433

    1.3.1

2心，13

1.3-9.1

J‘73

  3启急皿

  31  l3.1 .

‘1.3.3

“ 1.2

水3.3.3

    J‘3. 0

    3，7."

    3.7.9.3

    东万.，4

      2.9.9

  313.‘.‘

  Y 33- l. 1

  3.13‘1

      2.9. 1口

  3.13.石弓

    1犷9'"

  3.13. 6.1

      z，..

  】73.1.2

    3. 13. 1

    3. 13.1

    3.13.2

  3.2_口压1

    二，1.1

      念9.1

冬压3.6(U

    2.3. 1

各乐4.6(ll

    奉} I弓

      水3.9

    3.11.3

  3.1.13.1

    2‘.，，

    2‘.‘.J

      3 ， ，

翻汐表

翻汐曲线

翻汐水内贾砚

翻汐耍欢法

翻沙预报

翻沙周期

沉阵管

沉阵较径

沉阵速度

城市污水

城该生活用水

成因分析

承水路

承压含水层厚度

承医水

承压水头

徐皿法

持水度

尺t法

赤翻

冲沟

冲积岸冰

冲剧

冲呜质

，复利用本

对理期

油水试脸

抽水，能

抽样检拉

抽样误差

初口

切亏

初陈日期

床沙质

床妙采样韶

垂线抽洋误差

  (m公误差)

垂块流速分布

垂找平均含沙t

垂线平均.较级配

垂线平均傀速

.汛

次生水污染

  3.1322

    3 13. 2. 1

    6. L 16. 2

    3.17.31

  4.1 . 1.11

        2 ，‘

  7.9.17.2

  3，20.

  3，18.1

    7.2.7.3

  石211.1

      ，1.11

    3.0‘1

  2. 10. 25. 3

    2. 10.25

  2. 10.25.4

  3. 9. 162

2. 10. 23. 12

  3.，16. 1

7.23.8(2)

    2.3.5.7

2.8.3.6(3)

  2‘11]

    2“ 弓

        ‘ 不 8

    5.2.11

    71‘9

      6.3.5

    7. l7. 01

    52. ]6

  之.7司臼2

    2.2.9.2

    3 32.2

    2.6.6.3

    3，，3

3.19.88 月

  水，22

  3，2. 2

7.9.31.3

  ， ， 1.6

  0.1‘ 1

  ， 2.7 ，

玻呀取夜

采样断面

采样效率

参证琉速仪

奋证站

残冰堆积

残余岸冰

抽率

抽，曲线〔相，方租》

翻向补给

侧波仪

侧褥水深

翻点抽样误壁

  (1蟹误差)

侧点含沙i<

侧点流邃

测点流速系教

测幸于

测蚤值('足侧值〕

侧流抽

  2亦12.11

    311.5

    3.，1

    3.7，.，

      5二，

  J压乐16

2.8.36(5)

      1.绍.，

      .3j门

2.10】本5

    3.，.，.‘

    3‘ 1.1

3.1& 1已，

  3.9-2.1

  3， 名2

  3 ， 2.6

3.7 16 1

    J_ Ia.

    3 自 11

口流妞

目深

翻深.

侧深垂线

侧深杆

甜魂.麟

猫脸断口

口位何段

翻而，达

洲站代妈

侧站分布田

口站井面

侧站今诬

侧站住翻

脚站特性

浦站汾草

侧针水尺

层冰层水

层次吸据库

层次吸怪恤旦

      3.二3

      3‘.忿

  3‘2.  33-C2.

  36么1

  3.‘落.3

  3.7.1.3

      3 3.9

    3.3.3

      3.奉.

3.19. 11.3

    3.17.6

  3各1.3

    3.17.6

    3.3二

    3.17.3

    ，17. 3

  3任.乐5

  2.9，.，

乙19.1.9

j 1仁2.2

打印法

大湘

大断盯

大河控翻站

大气环砚

大气水汽含t

大气水汽抽进
代粗门

代农砚城

代安性月点

代袅站

草断.关系

单断沙比过目找法
单肠沙关不

单断沙关疾曲峨法

单断擂关系曲舰法

草宜流t

单盆抽移成.沙草

单式何月

单位线

单禅过租组法

    J，.，2

    2，.“

    】.‘.，1

    32.，口

      2.3.1

      2.2，

      2.2、‘

    3 U.5

    ，16.2

    吕G5 .0

        ， 1..

    3.17.39

  3.，，.3，3

    317.3孚

3.17. 35.1

    3 17.37

3.7.7.1(5)

    ，9.弓2

  2.9.13.

      L 1.31

3.17.35.0

单样含沙lk           3.9.2.3

单祥.较级配 3，21. 2

雄徉推移质.沙率 3，51

单一曲映法 3. 17. 20

淡水 ‘.1.L1
谈水翻 2.21. 1.3

饭水困厢体 7.2.19

当地.两法(.网极大化)，.‘2. 1

侧比降 2.5，7

岛峭率 2. 11. 12

耳水系数(释水系盆) :10.22.2

导纽目A             3.3.19.3

每百分盈法 5‘，，

娜流时线 ‘331

伸落挂法 3” 韶 1

辱容较径 3.9.20.3

等裸点流瑰改正法 3.13‘.，

等速注入法 3乐30

4191t线法 -.2 .22

与值线 317”

坦防 2.s，7

2- 4- 50



  低潮

  低潮间隙

  低位沼泽‘富者养'A泽)

  低空急流

  低渴

  低压挤

地表径流 白接径ik )

地表水

地表水f卜给

地表水系Pfi分析恨型

地表水资浪最

地表水资源评价

地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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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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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16.1

      5.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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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16.2

  3.17.16

    7.洛10

    今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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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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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式挖制

抗早

暇分仪器

顶位级配

硕较级配曲线

可供水从

可降水坛

可接受城

可开发的水能资源

1̂利用从

可能最 尺洪水

可能最R降水

可能班大麟点

可用W}l度

坑侧法

孔流

孔隙__裂隙含水层

孔隙含水l

孔隙水

控制侧愉

控制断面

  3-32s

  1. 118. 8

      ，， 1，

      ;， 2.

  3 ，卜31.1

      ‘ 2. 6

      5 ‘ 口

3. 1'r. 42. 5

    4， . 勺，

      6.2_1

      5 b .

      5 ‘ 2

  弓 “ .5

  1 2.20.2

  3 9 ‘ 2

  3 眨.2卜 ‘

2. 111. 36. 2

2. lll. 26_ 1

  2 10_ 26

    之卜3 1，

  3. 11. 5. 2

控制河段

枯季径旅

枯季径流预报

枯水调蠢

枯水年

枯水朋〔枯乖)

库区水位

IV容

库容曲线

跨间水准侧量

跨疏城调水

宽顶绷

宽深比

宽尾冰川

矿化度

矿泉

亏水河

圈坝哄水

砚坝洪水调查

彼坝洪水计界

扩胜河段

  z今 12. a

  :. z. 1s.1

  ‘ 1. 1.6

  3 15.13

    5.1.10

      5.本7

    3. Id了

  2. 11 .1 17

2.11.17.3

  331日.1

    ‘ 1.12

      3.6 5

  2.5.20_ 3

  2.13.1.5

  2 ， 3.d

2.10.29. 2

  3.1.5.18

  2.2.17.6

  3.15.10

    3. 1.32

  2.6.12 ，

流城产沙t

流峨长度

流城调直

泣城汇A1ohIt

泥城汇流时间

流城汇沌预报

流峨几何特征

流城面积咬集水而积)

流城面积增长率

流城平均高程

硫城平均宽度

流城平均坡度

流城傻蚀

流坡水文傲学模型

涟城水文预报

  〔降雨径流怕报〕

流城特征

流城形状改正

        z ‘ s

2.42.1 (I

      J. Is. S

  d. 3.27. 1

      4 3 江日

d. L 1.1(2)

    S. 6. 2. I

    2.1.1.1

2.4.2.1(6)

:.4.:.1(21

2.4.2.1(3)

2.6.2.1(4)

    2‘.4.    32. 6.4.

      东 ， d

0.1..1..12.6.25:6.7. 1

流城，水容盈曲线

流城姗时

流城自然地理特征

流城最大蓄水盈

深

皿点

陆地水文学

陆面慈发〔总燕发)

陆上水面燕发场

落差

落差法

落位指欣法

落瀚

落潮翻差

落潮历时

落湘峨

落瀚流

落翻倪历时

    4    .    43.12

    6 3 3.

  2_4 2 2

    4 J.11

    5.3.63

  2.3. d3. l

  2.1.7.1

    7.2 17

  3 二 IS t

    z. s. 23

  3.17幼

3 .? 宝， ‘

  多 ， 1.3

  2 ， 卜8

  2肠S. S

7 !东 ‘ 7

  2.，，2

2.9.1你 2

  拉偏市

  拦门沙

  缆道侧脸仪

  涝

  雷.

  留诺数

  峨积细率‘报率)

  离子战谧

  离子总故

  Ih时曲线

历史洪水调旋

  立封

较1全

校径计

93径计法

较径组

连I'E冻

连时序法

连续系列

连续丰水年

连续枯水年

皿杯

童冰尺

裂陇含水层

裂隙度

盟除水

1比界流

临界流世

临界沉速

临界水深

临界水深水抽

临时洲流断面

临时曲线法

临时水尺

临时水准点

霉通t面法

S(L冰

流冰堆积

流冰花

流冰连密度

        3 ‘ ，

        2', 9.14

      2 3.】3

        5.7 翻

      急 3 3月

      才.5 二

        5 2.7

      2 了 J 3

      二 ， Y 2

      S. 1 22

      J..日.，

各呀.6 1(2)

      3.， 2.

    3. 9. 17. 3

    3， 1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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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东3

    3 17 1，

    53.l卜1

      5. 0.12

      亏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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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12

  2.10..21 1

  2 1亦 27 2

    2 已称27

        ;.， s

    2.绍 ‘.3

    二.纬4.念

    2.月卜.今 1

  3.二 :. 1

    3 3 ，.‘

    3.17 2  1

  3弓吕.12

    3 3.二 3

2} 10. 2d-10

  2 . ， .且

  2.3. 12

  2 S.3. 13

  3 12. 9. t

  爪积曲线

  暇积沙重百分欲

  峨积雨甘答

类比法

离差〔们差)

离心沉阵法

离子含盆

流动监侧

流盆

流性侧盆

愧甘反演

傀盆过程线法

虎t计

沈t箱沙率关系曲23t法

连盆系皿

流甘站同

流率农

流邃

流速圈且

流迎分布

流速过程线改正法

旅速件动

旅速脉动误差

  (1型误差)

流速面积法

砚速水头(动能)

流邃份度

流邃系致

流迎仪

流速仪侧流断面

流速仪法

流速仅检定

旅态

流向侧退

流向改正

流向仪

流星余进遇信

流城

流城不对休系数

流峨产流预报

    5.1 2l

3.0. S1. S

  3.6.6.3

33.盈23

  31吕.，

3.9.16.8

  2，3.1

311. 1. 1

  2. l.13

    37.6

    吕.1.0

  3 17J.

  37 二

  3.17』石

  3.6.33

3.2.17.1

  3.17.J月

  2.1.12

    3.7.1

    x 7.2

3.13.6.8

    3.7 3

马斯京很法

受宁公式

锐冰

毛管断裂含水t

毛管上升高度

毛管水

毛管压力水头

梅用(.用〕
面权比改正

面用1}

            e.今 6

        2.吕12

  " 20.3.15

2.10.27.13(4)

2. 10幼 7(ll

    2.10刀 7

2.10.刀.7(2)

        S水36

        乐1.10

            L 7.3

明限

明甲水力学

明级水流

娜血奋盆

撰型位脸

祖皿结构

祖口率定

价公谈差

序阻比哪

目标函欣

  2 4 6

  3.5.2

  名写3

  6.5‘

  ‘.， ，

  6.5.5

  今5.8

  4.乐7

3.5.7.3

  6.1 日

内泥湖

能面比阵

泥沙侧脸

泥沙沉降

泥抄.桂分析

泥沙官度

泥沙召动

泥沙.移

泥沙.移比

泥沙特性

甜沙顶报

泥沙站

泥沙站网

2.11.1 2

  2 日 7.1

    3 9.1

  3.9.18

  3.9.16

  洛幼吞 ， 6

  2.6.7.1

  2.6.13

  2 ‘ 16

    2<百3

4 1.1.12

  3.二 16

】 2.扭， 弓

内陆阿

泥石吃

泥炭旧泽

逆流

逆圈层

年妞定t系列

砚站水

服结水补怡

农村饮用水

农田班发器

农业1:早

农业污水

诺说圈

  2.6 5.10

      2.‘.，

  2.12 . 2

  3.7.蕊.，

2.1 1.13.2

  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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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

      3， 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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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3 7 ，.2

    3.，.弓.3

    东 ‘.本 6

        2.1. 1

2.6.3.1(5)

‘ 1 二 I(U

排曲

排亩标准

排份舰助

排份计算

排涝棍效

排流

配容雨t站

皮尔通分布

皮砚式采样臼

偏离致镇植脸

伯奋系份(.趋拱盆)

口浮水面落发场

目浮熟发器

目流

妞分制盆浦系统
绷率分析

贫营养湖泊

平差

平姗

      ，.，3

      乐，.‘

      j7.5

        S.7 .7

    6:7 .12

      5.，.‘

  3. 2.11. 1

    5.2.9.1

玉，.:之(2)

3.17.02.8

  S. S. 115

  J. 3.12. 2

  3.415.3

  2.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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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冬 10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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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9.1.6

平封 2.8.6.10)

平均沉速 3.9. 1肠3

平均无故阵工作时间 3. 1. 13 9

平均河底高程纵09面 3.48.2

平均狡径 ，9.30.2

平均水位 3. S...4

平均误差 3.18.6‘

平均值 317.8

平面控创目f          3.3.19.3

平水年(中水年》 56.9

平水期 S.6 .6

平坦V形堰 J. e，

平橄日机过穆 ，2.19.

施式采样公 3，.乐2(U

评定标准 ‘1.3.1

坡地单位线 4.3.32，

坡面汇流 4.3.肠 1

坡面汇倪曲线 4.3.舒 1

漪福风级 2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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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51 ffrM1G ，:22.255.20
pH值 2 ，.弓

朋望值

起点巨

起动流速

起10索

器M法

气候

气候变化

气候带

气候区划

气团

气温

气象

气象潮

气象 卜早

气象卫星

气旋了低压加

气压(大气爪强)

触流

铅鱼

前期彭响附t

前t通信权侧机

僧蚀

落水

潜水含水层厚度

带水埋深

潜水位

僧水滋出伙

潜水热发

    弓2. 13

      3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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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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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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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万沼译

潜甜

改伸

强热带风.

桥目车

倾断水尺

浦沟

秋汛

趋势项

区城代裹站

区城水文移报

卑遭站

取祥断面

权而致法

泉

泉水调查

全翻沉口侧脸

全断面成合法

全宽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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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湘

全沙

缺水串

确定性水文懊员

确定性系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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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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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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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弓3

绷中砚

热带

热带低压

热带风.

热带气旋

热带气旋雨

热f平衡

热污染

人丁补给r人工回泊〕

人工阿网

人工降水

人工阵雨装t

人工控侧

人类活动水文效应

人类活动水污染

人为污典佩

人为误差

日潮不娜

  本3，2

    3.3.23

  考.J硬甲 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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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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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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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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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雪

.s洪水顶报

胜亏径邃

溶润

泊娜气体采禅奋

筋解住总固体

溶娜暇

容许二 站网

入库腆水

入库水t

人魂阵礴改正

人傀指标

人诊试脸

软水

润通水边界

胭盆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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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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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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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今4

2.10.1压3

    冬1421

三角圈皿

三角形皿

三角形剖面垠

三角洲

三轴平均粒径

徽发〔植物斌圈)

沙波法

沙t调查

沙t平衡

偏分析法

，.3.，4

  3扭.37

    3.压‘

二.‘，‘4

3.，.2..5

2泣11.3

  3.9‘.3

  3 15 16

  2.6. 12

3.9.10.3

伸析位径

山地冰川(山岳冰川)

山洪

山洪任蚀

润悄顶扣(早情双报〕
上层浦水

上游

射班

涉水目阮

设计.用

3.9j.下

  么13.1.1

  2.21，，

  东‘奉2

毛1.1.13

冬1二盆34

2.东12.1

3.皿21，

    〕7.1石

      弓 5.1

设计过怪线 5. 1.20

设汁供水 531

设计洪水地区组成 东3”

设计洪水过程线 ，3“

设计洪水计算 53n

设计Ir1城 ‘卜3

设计年径涯 ‘4.1

设计排涝疏盆 5，B

设计排涝水位 三，.115.7.1

设计作演流祖 ‘7，

设计排彼水位 ，7它1

设计用型 5.5.2

设计站 3.1 2

设姑年限 3.2.别

保潭 2.3.14.7

保汉线 25.金2

深澎粼断面 3.6.乐t

诊入水 2.10刀.5

洛透系教 2. 10. 22. 1

生化韶暇t             2. 7. I2

生物监侧 311.卜7

生物降解 ，2.6.30)

生物迁移 7.2.6.1(3)

生钧水污染 7.23皿

生物转化 ，z‘a1a)

绷奋曲线 3.17.29. 1

圣。维南方程组 43. 16

施工设计洪水 ，3:3

旅毛水文预报 6.11“

砚度 23.‘伪

艘草巴度 2.3叨

漫绳改正 ，.‘10. S

趁周 2.5.2肠1

盈据t $.，.3

致据很型 319.2

教据收集平台 “ “

致据怡出 319.9

胶侣偏人 3.19.件

盘举舰划 ‘，.飞2

箱 2.3.65

呀点 23招 直

月冻 :.3.65. a

双俘标 3，16.1

水 2.祖.1

水边线(岸线) 1.本，.‘

水尺 J.55

水尺零点 35.11

水尺零点侧1t 3.3.，二2
水通地形图 』35

水道断面 3.6.73

水电站径流调节 ‘3‘.‘

水动力睁胶系数 2.j乐犯 13

水动力学 2.5.2.2

水工怪调查 3招.‘

水工建筑物侧流 3.璐.n

水化学 L不2

水环垅 7.1.

水环橄保护 731

水环级保护标准 1.3.6
水环峨背.谊

  (水环境本底值) 7. 1.7

术环吸调查 】I5. 5

水坏峨容f(APSt)                  7-2.5

水环境效应 ，】19

水环境要索(水环峨鉴质) 7.1 2

水环垅影晌评价 伙2.”

时变水文杭型 4，3.10

时不变水文懊型 45.3，

时分例遥侧系统 本‘”
时间序列 ，2 21

时间序列分析法 ‘.4翻2

时历法(长系列如作法) ‘3.‘、

时面保关系 ，5.12

实侧洪水 弓3〕

实侧资料 317.12

实际地表集水面积 3巧 朽.于

实时联机水文顶报

  {实时水文拓报〕 4.1.1.4

实业流域 3.16.3

实用堰 J吞a

示绪流1 4.3z21.3.

示踪剂 3..2，

适线法 ‘2.151

适线植脸 3”4z，

收绷河段 2‘ue

收绷堪 3e.阳

手动婉道 ].3_ 10.4

枯沙且 3 17”

翰iSt计算(团体径a计算》s. 1”

抽沙串 2卜比

物沙模傲 3”18. 1

愉水因致(翰水串) 2.513

致据采集 4‘2

盆国处理 3” ，

收据传翰 4‘3

数每存C                            3.19‘

致胭位索 319，

数据库 3.，I

数姆库文件 3.19.10

水环境质t              7.2.1

水环境质.标准 ，.3‘1

水环境质tw价 7.2 . 2
水荒 ‘1. Is

水及冰厚 3.玲，

水.力学 2.5.2. 1

水科学 2. l. 2

水库 2111s2.11.1

水库阅度 ‘40

水库调洪 ‘.352

水库反调节 ‘3.5.5

水筛防洪调度 ‘.东今2

水库供水 3,14-3.1

水库供水调节 ‘.353
水印回水汁算 ，.卜舒

水库授没 7.1”

水库拦沙效率 2. 11.22
水库冲害 7.1.16

水库拜水 3，今3.2

水库群调度 “ “

水库解调节 ‘.35‘

水库沙. 2. 11. 19

水厚诊OR              3. 10. 4

水库实时调度 “ ‘3

水库水位站 3. 2比2

水库水文侧脸 3 14.1

水库水文预报 4. 卜侣

水库水质舰划 ，322

水库场岸 ，1.14

水库特征库容 2.11.19

水库特征水位 2.11.16

水库下游河道冲刷计算 ，1. 31

水库兴利调度 “ .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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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库召水变盆 3“.，1 水面曲线法

  水库留水变率 314.s: 水面线

  水库，水蟹 3.1/ 5 水面燕发

  水库诱发地展 2.11-21 水面燕发站

  水库淤积 2.11却 水面组发站网

  水库IV fpl Alt f            3“ s 水内冰

  水库议积计算 ，1.30 水能计算

  水1Vt$:Y           3“二1 水筋资砚〔水力资橄)

  水库顶报调度 ‘东‘5 水平年

  水库站 32，5 水汽

  水利计算 ‘.33 水汽故大

  水力半径 2.5加 2 水汽改正

  水力侵UY 2“‘1 水汽艳遇通t

  水力学 2，1 水汽效率放大

  水力因素 2.5.20 水汽压

  水力因爪关系曲线法 317.3. 水.

  水峨调直 3，，‘ 水沙调度

  水蟹平衡 2.2.2 水舌

  水蛋评价 ‘2I2 水深

  水傀动月方程         dJ“2 水生钧，维

  水流连级方程 奉3. 14_ 1 (水生钧浓幼)

  水流能谈方程 a3竹 水生态系统

  水倪平面图 33e 水体

  水a相fu准则 a. s. u 水体的更新周期

  水流挟沙能力 2610 水体复暇

  水面比降 2.5，T 水体生物净化

  水面俘标 ，，“ 1 水体污级口

  水面浮to系敌 3，，.3〔2) 水头

  水面栩比降 35.，‘ 水头栩失

  水面宽 3‘5 水图

  水面流迁 3，1‘ 水土保挤

  水面流迷系致 3.7.2弓 水土班失

  水面起伏度 3.5.5 水位

  水位变相 3，3 水文空间技术

  水位传导系胶 水文绷车

  (水力扩徽系数〕 2.10”4 水文聪道

水位单晰沙比关系 水文妞拟

  曲线法 东IZ]乐2 水文撰口

水位观侧 3，1 水文祖型法

水位计 3.，.， 水文年

水位s* 关系 3” 19 水文年盛

水位流.关系单值化处理 31，]3 水文猫率分布曲幼

水位削减值 Y I0 22.10 (水文报率曲组)

水位站 3. 2 10 水文气象站

水位站A 3J.你毋 水文份很

水温 2. 1“ 水文悄势

水流表 3，.‘1 水文实泊研究

水脱观麟 3.5‘ 水文实盆站

水砚浪里 ，，11 水文手册

水文比拟 弓:U 水文胜橱库

水文侧船 3，la 水文益学懊皿

水文测桥 3.J” 水文位学钧理摘皿

水文侧公 3.2. 1 水文枪征皿

水文测站 32. 1 水文位计

水文地质参数 2.10.22 水文晓计顶报法

水文地质学 2.10. 2 水文目.

水文调查 3.18.1 水文物理谊口

水文分区 3.若，.1 (水文实体翻口)

水文橄4翻皿 .，33 水文系到

水文干早 4118.4118 10 L 18 水文效盆

水文过程线 3竹.Ii 水文效应

水文核技术 315 水文信息
水文若本胶国库 工19.11. 水文学

水文计界‘水文分析计算) 51卫 水文皿环(水西环)

水文卡尔受绝波技术 ‘6_ 10 水文巡侧车

水文肋侧 3.1 3 水文遥感彼术

3.18.2

  2.8.二1

2.2. 10. 1

  冬2.12

3冬1，3

  1压3.3

    ‘3.6

  6 1.16

    ‘.1.，

    2.1.6

  36.61

  8.6 7.2

    2.3.7

，.“ 3

2.3.61.1

  2.11.1

    ‘ 东 ‘

  2.5.15

    3.‘.，

  日.3 .0

  玉2. 7

  本3. I

  :1.1.

  3.16.1

  3落.，

  5.1. I6

31叭11

  45.3

6.3.3.J

，17.13

  9: 1

  东⋯

  乐 1. IS

  水文耍t

  水文仅翻

  水文预报

  水文站

  水文站网

  水文专用分姗库

  水文资料《水文狱据)

  水文炭科抽补

  水文资科改正

  水文资料盛妞

  水文自动侧报荃本爪统

  水文自动洲报网

  水文自动洲报系统

  (水文遥目泉统〕

  水文峥合过粗线

  水污身

  水污染常舰分析相标

  水污期环境效应

  水污染遇感监侧

水污免砚管理

水污染峥合防治舰划

水系(河系)

水系门查

水下地形侧t

水禅保存

水样处理

水砚日护区

水断

水炭

水质今效

水度漪查

水质管理

水城舰划

价时式采样.

一时单位线

月倪

舰宜阿段

艘度

.用

口帆变t

臼执不确定度

成帆舰划

蔺帆过性

口机摘很

      2 .7

    东1.13

      6.1 I

    3.3，

    3.3.16

水15.333

    3I7. 1

3.17.52

7. 1753

    3.17.5

  6.6.1.1

  心.6. 11

72‘1(U

      下 1.6

    3.1.1.3

      6 7.Z

      ，3.，

  ，3.10 1

    7.2.13

      2，5

      2.5.6

    5.1. 13

      7. 1.2，

      7. 2.笼石

    2.1.11

      3. 1.a

    33.11

    3.3.10

    ‘绍.10

      6.压.1

    “ 东2

    1.6.16

  3.17.1.6

      66.1

3.17.12. 1

      7.2.3

      乳 2.6

      7.2 1.

      7.2.!

      7_ 3 ，

    ，3.2.3

      143

    3.15.3

  3J.2口.2

    3.11.6

    玉9.15

      7.J.3

    5.5.1!

    :.1.1e

    7.各 15

  3 1乐且了

      ，3.e

      ，32

  】卜二1

‘Y韶.3

  玉7.1.‘

  2.东15.5

      2.7.7

      S.，二

    ，.二.S

318.11.皿

‘312.5

    ，1 I1

    5.二W

  水质监侧 111 . 1

  水质徽型 7.216

  水质评价 6.2.1.3

  水质生油评价 7.2. I8

  水质硕报(水成预侧) ，3. 11

  水质站(水度监侧A5)                  3.2”

  水质站网 3.2.17‘

  水质自动性甜系统 J.“3

  水中长期供求计划 6. l. 11.1

  水Alma                            3.3.1.

  水准点 33.

  水资派 ‘1.1

  水资砚保护 ‘刀.曰

水资祖大系统棋蟹 ‘3.17

  水资砚调度(水利调度) 6_6.1

  水资砚分配 ‘1‘

水资砚分区 ‘卜3

水资砚供佑分析 ‘17

水资砚舰加 ‘1.u

水拼洲基拙评价 ‘2.1.1

水炭砚决策支持系统 ‘3.21

水盗砚开发利用 ‘.J.，

水资谭可特续开发 ‘1.10

水资瓦利用申 ‘.名.，

水资砚评价 ‘2.1

水资砚评价指标 ‘2.2

水决抓危机 ‘1.16

水资.系统 ‘3.1

水资砚系院分析 ‘.33

水资砚系统懊拟饭皿 6.3.18

水资叮系统优化分析 ‘3.”

水歼砚峥合利用 ‘.1.
水资派总盆 6.2.3

门机俄拟法 6.3.&3

月机水文分析 ，2.21

口机水文摘型 毛，.J.‘

目机生成系列 5.1.7.7

艘机误墓了们书误差， 328本3

曰机误差橄串分布 3-18.la1

门机项 5.2.22.3

国机不列 5.2.6

碎部侧f             3.1.51.1

S-曲拔 1.3.32.7

  东5.2

  月1.7

}1J，

冬1.22

3.2-幼

  11.J

  3.1口

33_17

  3..,3

姗岸理砚 3.11.10

台风 Y 3.17.6

台风用 3 3.32

移魂事边形 .3 2.1
太阴日 i卜，

月价(海除) if. 16

二 盆砚度(百时硬度) 各7.1东1

特枯水年 5.6.11
特任柯长 ‘J，”

怜征何长法 J17.加

.度泣 3.71.2.1

禅形组 ，二.33

体翻法 3.7.8

夭气 各}加

天气尺度天气暇统 名乐‘.名
天气过恤 2.3.3

天气乐获 2.3.0

天气形势(环流形势) 232
天热水质 名.，1

天热污白诬 卜多12. 4

天文湘 2.9.9

找位 2.2.12
田阿持水=       2功刀 13(3)

侧和分析(谐波分析) 5T刀.‘

月节周朋 6.3，

润压式采样困 工，_乐ztu

条件扭率 s.1 I9.L

通信 9.69

同倍比故大 53I今2

网步气旅卫且 “ 吕.2

同步系列 乐1.7.1

同翻率放大 3.3.19.1

间位索侧沙仪 3.9.9

统计今欣 弓.;12

忱计今放估计 ，2I9

魄汁恤脸 J.价12

坟计矩 ，2.妇.二

坟计恤 7”12 .1

坟汁试脸法(趁特卡罗法) 51.
扭形艘径 3，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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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水边界

班水层

凸岸

土绷含水里

土峨任蚀

土锐映水，

七幼水

土城水分侧定仪

七坡水分常数

土搜水魂测

土组砚度计

  2. 10. 19. 1

    2.10.19

    2本9.4

多10. 23. 5

      多‘a

      ‘ 3.，

  2，压T3. T

3 1‘12. 1.16.

2. l你 23.13

    3I6.)2

  3.16. 12. 5

土城吸限系峨

土城张力计

土城燕发

土城落发臼

上水势

推理公式

榷移质

推移质采样答

推移质箱沙率
推俘质佑沙串侧睑

退水曲线

2.10.23.13(1)

    J1 6.12.3

      2.2. 14.2

      3耳“ 1

    2.1卜刀 11

      5.3.11.4

        2‘石2

        3.9.12

          3.鱿弓

            3 ，.‘

          4.3.33

外包线

外旅河

外侄期

弯曲河段

宵曲率

网络式致据库

网式采祥器

网状掀据棍型

往X砚

徽波通伯

橄波土城砚度计

穷伯欣

委托理侧

伪误搜(祖挂)
未位出

位I水头{位能李

卫里水质遥侧系晚

卫里姗信

卫里云阳

沮带

无机物水污染

无归性

无.期

无因次单位线

武开河

井

物理一化学迁移

物理转化

      ，.2.，

    2d万.，

    2.11】]

    2.4.12.6

    1屯10- T

    31913

    J.甄II-2

    3.1，    .    3.1， 2. J3.19

    2.9.9.5

    d 6.本3

  316.1多‘

      2519

      3.1 .12

      3.15.5

    3.11.10

    忿.孚J.I

      3.1 4

    4‘.‘，

      之3. 36

      盆3.1弓

    l.J.】〕

    52.15.6

    2.3.15，

    433盆.

2.6.5.1(2)

      2.3月刁

  ，2.6.1(2)

  7.2.6.2(1)

温泉

祖室效应

文性里水抽

文杜里水流计

文开河

厄定封冻河流

抽定河抽

.定水位流盆关系

恤协

污众负荷

污染物

污兔物降解

污级物迁移

污兔物转化

污染砚润交

1#染泣撞创

污水

污水处翅

污水排故标准

污水贾百化

误基

误位传拍

谈注分布

谈搜估算

误建控侧〔质t控侧J

澳趁稼合

诬妈率

  2. 10. 29.1

      2东”

      38.12

      3，11

2二，10(ll

    金.二1. 2
    Y水13】

  3.17.19.1

    2.冬15.1

        7. 2 ，

        7.孟‘

    ，:‘.3

    ，2.6. 1

    7.16.2

行近流速

行里尺度天气系统

翻暇t

血流f

盆碑产EL

留脸

后冰

瓜冰川

赚理水尺

居杆组道

是河(地上河)

惫索砚遭

惫嗽伯角改正

扭移度

奋移质采择璐

念移质愉沙奉

惫移质箱沙率侧脸

翅杯式位邃仪

    3.8. 19

    2.3.1 1

  2，11 2

3.7.7. 3(4)

    月3-31

    3.，19

  2 8.0.11

  2 13.1，

    35乐J

  3.3.10.2

  2.1.5 IS

  33.10.1

    36.10

    2.6.6. 2

      39.

      3.9.3

      3，4

    3，.，2

旋桨式流邃仪

旋转流

选点法

拿生氏分布(t分布J

李生氏挽纷!枪脸)

雪

胃阴

雪冰

雪t器

雪水当t

圈竣

循环索

循环用水

迪胭

巡侧站

汛

汛期

爪润水愉站

    3，9.3

    2，，.‘

3.7.7 I(3)

J三已王4J

  3.17.42，

      229

    2.13.5

    x. e-3. 7

      J刁.，

    3.a1-/

  S. 13. 2.1

  3. J. 10‘

    6. 2.12

      } 1，

      3.2!

      本 1‘

      /.1 .7

    a 么 月.s

7.27.2
  下.27

  7.3，.

，3.6 2

  l.东7

  水1爪d

3. 1二15

3.1二1/

，.卜17

3. 141日

3二冬 16

  6.6.1/

西风摘 2.3.7

吸管 } 9. 17.4

吸管法 3，“.弓

吸粉水 2.10.23. 30)

铃释比 3.一涪.

月禅故侧健 3·乐别

澳班 2.水乐3

系洲抽tF ，:，，

爪列代农性 5. 1.7. 2

系列延长 l.1.7. /

系倪不.定度 3.2a.U2

系拢误整 3.1冬1.6
下垫面 2.1-19

下诊(人沙) 2.2”

下诊能力 2.2.15.2

下渗能力曲峨‘下渗曲线) 43.8
下研 2.4.12.3

威翻侧旧 ，.L21

成水湖 2-1.-1‘

握示器 3孟口召

显等性水平 3]吞】〕

现实留度 3乞20 1

纽性姚划 6.3.111

线性纽道

线性水库

找性水文该口

相时标准盈

相对砚度

相时水深

相对误整

相关系傲

相似健城

相庄单禅含沙t

招庄流t

相应水位

梢光法

润减断面

消已区

小门

小浮标

小何站

小气候

小毖成发娜(万发皿)

谢才公式

通才系致

行近河月

  4.3.-名宜

  4.3J口

  45.3、，

各1二‘2

2.玉右1.1

  J、乐1.J

3.1二衣2

8.2.23.1

  3.16.1

  】9.3.1

  本本 2.1

  31.17

3.9.16.6

3. 11吕.3

不13-2,2

  】，‘吕

水7.1衣2

  31.93

2.3.3么1

乐41乐1

  盆.8 1l

  L8.10

  3.0.18

压趁式采禅器

压力侧深仪

压力伸导系致

压力式水位计

压吸水头(压能)

庵役比

沌没沈

海投系盆

盐度

盆溯

赴旅化

盆盆平翻

趁水懊

样本

禅本脚t

遥侧

遥侧水位汁

通目而盈计

.侧枯

通口孩发计

通侧睡幼机

泣翻璐t

一妞抢旅法

枯动波

移姗油算法

仪.说各俊盆

盈洪边设汁洪水

异t傀《密度流)

异t倪口脸

引.力

应用次文学

盈水阿

形响牛径

砚度

硕水

而湘

用水娜查

用水定翻

用水份侧

的拓何段

有翻钧质次污染

有机钧水污瘫

有效翻差

有效孔陈度

有效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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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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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 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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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3.10 26.3

    3.‘ 1.2

岩洛(喀斯特)

台溶地区水文调责

姆洛合水层

脚溶水

延迟指放

洽巴水头彻失

组顶离侄

.下水头

甩高

场流

姐体

通闸站

脸湘仪

有效水头

有效性

右岸

潇润

徽积三角洲

淤积钧密度

淤积形书

附

哪攀

网f

用t计

蔺t观侧场

附t翻

礴云站〔睁水皿站》
用t站网

网强一历时曲线

用强一面积曲规

礴9阻合拱水

用留t计

琪报方案

顶报诬t

顶见期

原砚设(零假设)

城曲资料

回扁冰

远传水位计

约甫方程

劝流补给

曲流爪致

月中天

允许误差

运河

  2.1二2吕

  3.r弓泣弓

3. 10. S妞3

2.10.24.1

2_ 10. 2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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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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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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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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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1全

  3.16.私3

  3.7本兔4

  3.16.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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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3.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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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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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1

  3.3.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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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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