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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统一全国水文巡测的技术要求以及测验允许误差 保

证收集水文资料的精度 为各类工程建设提供可靠的基础资料

特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天然河流 湖泊 水库 人工河渠 潮汐影

响和水工程附近河段的水文测验 调查和资料分析整理

水文巡测的测验部署 应根据巡测区的自然地理条件 河

流水文特征 已有水文站布局和测站特性 按下列要求进行

根据收集 分析水文资料的不同要求和技术条件 确定

巡测 间测或水文调查

按 部署测验项目 测次 测验方法和巡测区测

验方案

在扩大水文资料收集范围和增强水文资料的完整性需要

时 可设立辅助站和调查点

巡测区各水文站必须采用本巡测区的水文资料按本规范规

定的方法 对各项误差进行分析计算 当分析计算成果符合本规

范规定的允许范围时 可实行巡测或间测

水文巡测站的水位 降水等项目的观测 流量和泥沙测

验 水质监测 以及仪器设备的采用 均应按现行有关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的规定执行



流 量 测 验 部 署

基本情况调查

巡测区内测站的基本情况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河流 湖泊 水库的水文特征和测站特性 水文要素的

季节性变化和水质状况

水位流量关系形式 流量与输沙率关系特性

各有关水文站 辅助站和调查点间在不同时期 不同水

文情势下的相互关系

对巡测区内的水工程建设规划 已建水工程的布局 规模

与调度运用 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上需要解决的水文问题

应进行调查 并应对水工程给水文测验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平原水网和人类经济活动影响程度较高的地区 应对本

测区水域的水量平衡 巡测线路以及辅助站和调查点的设立作专

门调查

巡测条件与要求

各类精度的水文站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流量测验可实行

巡测

水位流量关系呈单一线 流量定线可达到本规范的允许

误差 且不需要施测洪峰流量和洪水流量过程

实行间测的测站 在停测期间实行检测者

低枯水 冰期水位流量关系比较稳定 或流量变化平

缓 采用巡测资料推算流量 年总量的误差应符合本规范表

的规定者

枯水期采用定期测流者

水位流量关系不呈单一线的测站 当距离巡测基地较



近 交通 通讯方便 能按水情变化及时施测流量者

现有水文站实行巡测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分析论证

测站控制条件及其转移

水位流量关系线的变化规律与处理方法

可能达到的测验精度与巡测允许误差的关系

现有交通 通讯条件 测验仪器设备状况

巡测方法 路线和巡测时机的分析选择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 应根据河流水文特性和测站特征多测

高水或根据需要多测低枯水 对于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的延长 高

水部分不宜超过当年实测流量所占水位变幅的 干旱区占

低水部分不超过 且高水插补延长的精度应符合本

规范表 的规定

新设的实行巡测的水文站 应遵守 先详后简 的原则

积累详测资料 并按本规范 条规定分析论证后 再综合其

他巡测条件 纳入巡测规划 实行巡测

各类精度的水文站 有 年以上资料 经分析论证实测

流量的水位变幅已控制历年 包括大水 枯水年份 水位变幅

以上 历年水位流量关系或其他水力因素与流量的关系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者 可实行间测

每年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与历年综合关系曲线之间的最

大偏离不超过本规范表 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者 可实行停

年测一年

各相邻年份的曲线之间的最大偏离不超过本规范表

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者可停一年测一年 或实行检测

在年水位变幅的部分范围内 当水位流量关系是单一线

并符合 所规定的条件时 可在一年的部分水位级内实行

间测

复杂的水位流量关系 通过单值化处理 可达到

或 所规定的条件者

在枯水期 流量变化不大 多年枯水总量占年总量在



以内 且对这一时期不需要施测流量过程者

对潮流站 当有多年资料证明潮汐要素与潮流量关系比

较稳定者

堰闸测流的流量系数多年稳定 且不超过本规范表

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者

水文巡测调查应编制专项水文勘测报告 并应包括下列基

本项目

对本测区内进行水文水资源分析计算所需要的水量调查

对当年未测到的大洪水和大暴雨的调查与勘测

当年发生的特枯水位调查

现有水工程变化对水文测验的影响程度的调查

流量测验方案部署

流量测验方案规划应包括测验次数的精简 单次流量测验

方案的选择 以及巡测和间测方案

流量测验次数的布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 应根据精简测次前后由水位流量关

系推算各种时段量误差选择测次 每年可测 次

实行间测的水文站 间测期间的施测年份 可按

的规定执行 检测年份可每年检测 次以上

实行巡测和间测的水文站 单次流量测流方案和精度 均

应根据测站的精度类别和不同测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 河流流

量测验规范 及现行行业标准的规定执行

巡测方案的部署应符合下列规定

结合巡测区内各水文站 辅助站和调查点的水文特征

按高 中 低水 汛期与枯水期 涨 落水面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按区域性巡测 沿线路巡测 常年巡测和季节性巡测等

不同的巡测方法分别控制好各水文站 辅助站和调查点的关键测

次

对巡测地区各水文站 辅助站和调查点历年峰现时间



结合不测洪峰和测洪峰以及当年水情变化等不同情况 分析测流

时机和巡测路线

根据测站控制的变化情况及水工程设施的影响 及时调

整巡测部署

实行间测的水文站 停 年测一年的停测年份 可用

历年综合水位流量关系 或其他水力因素间的关系 推流 停一

年测一年的停测年份 可采用前一年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推流 实

行检测者 检测点应分布于高 中 低各级水位 并必须用较高

精度的测验方案 每次检测成果都要检查是否超出表 规定

的允许误差范围 当不超出允许误差范围时 可继续实行检测

并可采用综合关系线推流 当超出允许误差范围时 应在现场即

时分析 属测验失误 应就地复测 属测站控制条件发生变化

应增加巡测次数 采用当年实测成果定线推流 并应于次年恢复

正常测流 当间测期间 发生稀遇洪水 或发现水工程措施等人

类活动对测站控制条件有明显影响时 应恢复正常测流



测流设备与流量测验方法选择

测流设备

巡测区内的水位 雨量等定位观测项目的观测设备应实现

长期自记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 流量测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新设的实行巡测的水文站或巡测断面 应设置测流基本

设施 并应配备各种活动装备式的测流设备

采用巡测车 巡测船巡测流量的水文站 可只设置基本

测流设施

当有条件时 可因地制宜选择水工建筑物 桥涵 修建

量水建筑物或人工控制断面测流

实行巡测应配备必要的通信设备 交通工具和巡测设备

辅助站及调查点应设置断面标志桩 水准点或临时水准点

等简易设施

流量测验方法选择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应根据河道水文特征 测站特性 测流

允许误差和测验设备等情况选择流量测验方法 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常规测流 率定或校测其他测流方法 应采用流速仪法

当流速仪测流困难或超过流速仪测速性能范围时 可采

用浮标法

当超出流速仪法和浮标法的测洪能力 高水断面较稳

定 且测验河段的水力条件符合国家标准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规定时 可采用比降 面积法

测区内的已建水工建筑物 其流量系数可按行业标准



水工建筑物测流规范 进行率定者 可采用水工建筑

物测流

在中 小河流上 地质及地形条件适宜 可按行业标准

堰槽测流规范 修建量水建筑物或人工控制断面测流

对于其他测流方法 经过率定并检验其测流精度后 可

在同等精度的常规测流方法的使用范围内采用

实行桥上测流的水文站应按本规范第 章桥上测流的规定

执行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 必须施测洪峰流量时 应根据巡测区

的雨情 水情预报和巡测方案 选择测流方法

实行检测的水文站必须采用流速仪法测流



流量资料分析整理与

允许误差指标

一般规定

本章的各项规定 适用于对需要巡测的各水文站的流量资

料进行分析整理与误差分析 对已实行巡测的各水文站的流量资

料整编 其流量定线误差指标不得大于本章规定

巡测区各水文站应按不同精度类别 分水位级进行各项误

差分析 实行巡测或间测的允许误差指标应根据各项误差分析结

果进行综合分析确定 水位级的划分方法应符合国家标准 河流

流量测验规范 的有关规定

误差的表达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水位流量关系线的定线误差 以置信水平为 的相对

随机不确定度表示

水位流量关系线间的并线误差 流量间测的水位流量

关系线偏离误差 各种时段总量的误差和系统误差以相对

误差表示

分析实行巡测的各项误差所需资料 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有 年以上连续的资料系列 并宜包括高 中 低水

年和不同水情资料

在各水位级内用于计算误差的样本不宜少于 个

误差分析方法

分析巡测的各项误差 应对水位流量关系线进行分析处

理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水位流量关系呈单一线者 可用目估法定线

对于非单一的水位流量关系线 可按水位流量关系的影



响因素 采用不同方法进行单值化处理 定成单一线

不能进行单值化处理的非单一水位流量关系线 可按不

同影响因素定成多条单一线 当线与线之间的过渡时间短时 可

按时间内插 当过渡时间较长时 应分析各单一线之间的变化规

律 确定过渡段处理方法

实行巡测的误差分析应包括下列项目

实测关系点据对当年和历年综合水位流量关系线的定

线误差

单值化关系点据对当年和历年综合单值化关系线的定

线误差

多条单一线的合并定线误差

各种时段总量的误差

流量间测的水位流量关系线偏离误差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应分析精简测次前后的定线误差和各种

时段总量的误差

流量相对误差可按下式计算

相对误差的均值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测点对线或线对线的流量相对误差

第 次实测的或第 水位时某关系线上的流量

与 相应的关系线上的流量

相对误差的均值

样本数

关系点据对关系线的相对标准差可按下式计算



或

置信水平为 的相对随机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相对标准差

相对随机不确定度

各种时段总量的推流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采用分析简化的关系线推求的时段总量

采用与推求 相应的分析简化前的原定关系线推

求的时段总量

与 的相对误差

系统误差的估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实测关系点据与水位流量关系线无明显系统偏离者 以

点对线的相对误差的均值近似估算

实测关系点据与水位流量关系线呈时段性有规律偏离

者 分时段按点对线的相对误差均值近似估算

巡测区各水文站低枯水期的允许误差 应根据本站和区域

水文气象特征划分低枯水期 计算低枯水期总量及其与年总量之

比 并以年总量允许误差作控制进行综合分析拟定

允许误差指标

水位流量关系点据密集 分布呈带状 并无明显偏离 系

统误差的绝对值一类精度的水文站不大于 二 三类精度的

水文站不大于 且实测关系点据与关系线间的定线误差不大

于表 允许误差指标者 可定单一线

水位流量关系点据散乱 用单值化方法处理后可分布呈带

状 系统误差符合本规范第 条规定 且单值化处理的关系

点据与单值化关系线间的定线误差不大于表 允许误差指



表 单一线法定线允许误差指标

站
类

不 确 定 度
水 位 级

一类精度

的水文站

二类精度

的水文站

三类精度

的水文站

高 水

中 水

注 表中指标为流速仪法测流的定线允许误差

浮标法测流的定线允许误差可增大

比降 面积法的定线允许误差可增大

表 单值化关系线定线允许误差指标

站
类

不 确 定 度
水 位 级

一类精度

的水文站

二类精度

的水文站

三类精度

的水文站

高 水

中 水

标 可定单值化关系线

不能进行单值化处理的非单一水位流量关系线 在一段时

期内或受同一影响因素影响的关系点据密集呈带状 且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者 可分影响因素定成多条单一线

系统误差符合本规范第 条规定 实测关系点据对

关系线的定线误差不大于表 允许误差指标 且线与线间的

过渡有较合理的推流方法者

系统误差符合本规范第 条规定 线与线间的过渡

有较合理的推流方法 且各种时段总量误差小于表 允许误

差指标者

表 时段总量允许误差指标

站
类

相 对 误 差
时 段 量

一类精度

的水文站

二类精度

的水文站

三类精度

的水文站

年 总 量

汛 期 总 量

一次洪水总量



多条单一线相互间最大偏离不大于表 并线允许误差

指标 且合并定线后 实测点据对关系线的定线误差符合本规范

第 条规定者 可合并定线

表 单一线并线允许误差指标

站
类

相 对 误 差
水 位 级

一类精度

的水文站

二类精度

的水文站

三类精度

的水文站

高 水

中 水

巡测区各水文站 年总量相对误差符合表 规定 低

枯水期按单一线或合并定单一线推流的低枯水总量与非单一线或

多线推流的低枯水总量的相对误差 符合表 对允许误差指

标的规定者 低枯水期可定单一线或合并定线

表 低枯水期允许误差指标

年 总 水 量

相对误差
相
对
误
差

枯 年



续表

年 总 水 量

相对误差
相
对
误
差

枯 年

注 表内未列数值可近似内插

枯为低枯水总量 年为年总量

当低枯水期流量变化平稳或呈规律性变化时 推流可采用流量

过程线法或退水曲线法

采用水工建筑物测流的水文站和感潮河流的水文站 含感

潮闸坝 水力因素与流量或流量系数的关系点据密集呈带状 无明

显系统偏离 且关系点据与关系线间的偏离不大于表 允许误

差指标者 可定一条或一簇关系线

表 水力因素与流量或流量系数相关定线

允 许 误 差 指 标

站
类

不 确 定 度

关系线部位

一类精度

的水文站

二类精度

的水文站

三类精度

的水文站

上 中 部

下 部

注 相关定线的实测关系点据应不少于 个

小开启度 小水头 小水位差及受冲淤影响时 关系点较散乱者 定线允许误差可

作适当放宽

受变动河床影响和干旱地区实行巡测的水文站 水位流量

关系的定线方法与定线允许误差指标 可根据测站特性 采用符合

本规范第 条规定的资料 参照本规范有关条款的规定 分析

研究确定

采用符合本规范第 条规定的水文资料分析证明实测

流量的水位变幅已控制历年水位变幅 以上 历年水位流量关



系线或其他水力因素与流量或流量系数的关系线都呈单一线 当年

关系线与综合关系线 或各相邻年份关系线间的最大偏离不大于表

允许误差者 可实行间测

表 流量间测关系曲线偏离允许误差指标

站
类

相 对 误 差

水 位 级

一类精度

的水文站

二类精度

的水文站

三类精度

的水文站

高 水

中 水

低 水

水位流量关系统计检验

水位流量关系定线的统计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判断所定水位流量关系曲线两侧点数分配是否均衡合

理 应进行符号检验

检验按水位递升次序 实测点偏离曲线正负号的排列情

况 判断定线有无明显系统偏离 应进行适线检验

检验测点偏离关系曲线的平均偏离值是否在合理范围

内 应进行数值偏离检验

实行间测的水文站 或对多条单一线进行合并定线的水文

站 应进行学生氏 检验



桥 上 测 流

一般规定

选作桥上测流的河段应顺直 稳定 断面沿程变化均匀 顺

直河段的长度宜大于洪水时主河槽宽的 倍 河段内无暗礁 深潭

跌水等阻碍正常水流的现象发生

选作桥上测流的河势 水流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水流较集中 无分流 岔流 回流 死水等现象发生

水流流向与桥轴线的垂直线夹角不宜超过 特殊情况

不宜超过

桥墩上游 范围内水流较平稳 无急剧的壅浪 漩

涡 要求弗劳德数 小于

桥梁过水断面与天然河道断面大小基本相应

宜选择圆形 双柱型 圆端 头 形墩的桥梁布置流量测验

不宜选择方形 矩形 长边与水流平行 墩的桥梁或拱式桥梁布置流

量测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不宜布置桥上测流

采用流速仪法测流时 桥面离河底最低点距离超过

过往车辆十分频繁的交通枢纽 高速公路桥或交通繁忙

的渡口及码头 不能确保测验操作安全

桥面狭窄有碍来往行车及布置桥测设备 或桥梁结构不

牢固危及设备和人身安全

桥上测流应经过率定检验 方能投产使用 率定办法按下

列规定执行

现有水文站改为桥上测流时 应按高 中 低水同步比测

流量 确定流量改正系数及测验误差



新建桥上测流站 当无条件进行率定检验时 可暂时借用

条件相似的桥上测流站的流量改正系数

桥测河段勘察

勘察河段应包括桥梁上 下游一定距离的范围 对两岸及滩

地的地形 地物及妨碍水流的建筑 工业 水工程设施等进行调查

了解永久设施或临时性设施及其远景规划

勘察桥梁结构 墩型 孔数 桥面宽度及其适用的桥测设备

并调查了解下列资料

设计洪水位与最大历史洪水水位 现有桥面高程 能否确保

安全测到最大历史洪水的洪峰流量

桥面离河底最低点的高差及桥面至中水位的高差

桥栏边缘伸离桥墩端点的距离

测绘测验河段高 低水的水流平面图 勘察高水时水流通

过桥孔前的壅浪 流态 并在桥上游 处测取一个横断面的流

速分布和计算弗劳德数

调查了解河床组成 断面冲淤变化及含沙量情况

调查洪水时测验河段两岸控制情况 有无溢洪 缺口

向交通部门了解过车频度 人流密度及开展桥上测流的可

行性

断面布设

测流断面水尺一般宜布设在桥上测流断面上 因地形条件

限制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在桥上测流断面上布设水尺时 可通过

试验比较确定适宜的水尺断面位置 新建桥上测流站的测流断面

水尺可兼作基本水尺 已设基本水尺的桥上测流站 需经过资料

分析 确认测流断面的水位 流量关系较好时 可按国家标准

水位观测标准 的有关规定将基本水尺迁移至

测流断面处

选择桥测断面应力求减少桥墩阻水所造成的剧烈壅水和乱



流紊动影响 宜选在墩上游 处布设测流断面 具体位置应

结合本站流速变幅 桥墩类型 桥梁孔数 流量改正系数 桥测

设备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并可按下列公式对压缩比及单次流量

改正系数进行重点分析

分析桥梁孔数与选择桥测断面位置的关系 应考虑压缩

比的影响 并按下式计算

式中 压缩比

单个桥墩的厚度或直径

桥梁设计洪水位的水面宽度

单次流量改正系数分析

式中 第 次流量改正系数

第 次船 缆道 测流量

第 次桥测流量

当出现特大洪水超过桥梁设计高程或流速超出桥测设备测

洪能力时 可选用比降 面积法作为抢测洪水的补救措施 比降

上 下断面均应设在桥测断面的上游 比降下断面宜设在上游壅

水影响范围以外 比降上断面的位置应按国家标准 水位观测标

准 有关规定设置

当桥测断面的水深 流速均较大 且不能有效地控制测深

测速悬索偏角时 可在桥测断面上游设置简易拉偏缆索 拉偏缆

索断面的位置选择 应符合行业标准 水文缆道测验规范

的规定

测流方案布置

除河床稳定的断面外 每次流量测验应同时进行水道断面

测量 当出现特殊水情且测量水深有困难时 可在测流后水情较



稳定的时期进行 测深垂线的布置 宜控制河床变化转折点并适

当均匀分布

布设测速垂线应遵守下列规定

根据本站桥梁类型 墩型 孔数及压缩比 分别按

高 中 低水的流速和断面形状等因素确定测速垂线布设方案

孔数较多 大于 孔 的桥梁 可在桥测断面上按每孔

对应于孔中央位置处布设一条测速垂线 孔数较少的桥梁 可每

孔布设 条测速垂线 垂线位置宜对称于孔中央线

桥墩两侧水流涡漩强烈的 范围内 不得布置测速垂

线 在离墩侧 内布置测速垂线时 应根据实测资料分析确

定布线位置

桥测断面形状复杂时 可于控制性位置增设测速垂线

垂线测速点布设 应遵守下列规定

正常情况下 在 水深处采用两点法测速

遇有特殊原因不能用两点法测速时 可于 水深处采

用一点法测速 但必须由实测资料分析垂线平均流速系数

当用于垂线平均流速系数的分析或其他专门需要时 可

根据具体要求采用多点法测速

当发生稀遇洪水后 河势 断面有重大变化时 对原测流

方案应按本规范 至 条的规定重新审查 以确定方案

是否需作调整

桥上测流主要设备配置

桥测车的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桥测车的机械性能可靠 仪表信号传递误差在规定

范围内

悬臂伸长应能满足至桥测断面的要求 悬臂应力强度应

能承受施测本站最大流速时所悬吊的配套铅鱼重量及水流的冲击

力

桥测车操作运行时 车身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安全系



数

悬吊铅鱼的重量宜随流速 水深不同而变更 保证定位能

符合必要的精度 偏角改正办法应按国家标准 河流流量测验规

范 的有关附录的规定执行

有条件的桥上测流站 可试验新技术 新仪器的应用 经

过比测试验 精度符合要求时方可采用

应配备太平斧及其他必要的应急安全设施

流量计算

现有水文站改为桥上测流时 宜同步比测收集一年以上的

流量资料 比测次数不少于 次 并应按下式分析计算各级水位

下的流量改正系数

式中 某划分水位级内的流量改正系数

相应水位级内各单次流量改正系数

某划分水位级内流量比测次数

新建桥上测流站 可按本规范 的规定选用 值

垂线平均流速的计算 当采用一点法测流时 必须将测点

流速乘以本站试验得出的垂线平均流速改正系数

每孔平均流速 采用对应于每桥孔的各条垂线平均流速的

算术平均值 边孔部分 应根据试验确定边孔流速系数 计算边

孔的部分平均流速

特殊情况下 未实测水道断面时 应根据断面冲淤变化规

律选用相邻测次断面插补

每孔水道断面面积 采用以桥墩中心线与分界点所对应于

桥孔的各部分面积之和计算

计算的桥测流量应乘以流量改正系数作为本站天然河道的

流量成果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天然河道的流量



流量改正系数

桥测流量

当缺乏高水 相当于断面平均流速 以上 试验资料 且按每

孔对应于中央位置处布置一条测速垂线时 值可按各站中 低

水位的桥测水位 流量关系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在表 的

值范围内取值

表 桥测流量改正系数

测流断面距桥墩上游米数 值范围

桥测精度要求与误差控制

经过式 改正后的单次流量测验的精度 应符合

国家标准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有关单次流量测验允许误差指标

的规定

水位流量关系定线精度 应符合本规范 的规定

消除或控制误差来源应遵照下列规定

避开或减小桥墩对水流的急剧影响 桥上测流断面离桥

墩端上游的距离 应根据试验资料分析确定 或参照类似水流条

件和墩型的试验成果确定

测速垂线的布设宜在建站初期选取典型桥孔 加密测速

垂线 经抽样计算分析后再确定垂线位置

未经试验 不宜采用常规的 水深一点法测速

可加重铅鱼重量并选用优化铅鱼体形以减少偏角 当河

面不太宽 条件允许时 可采用拉偏缆索校正测点位置



泥 沙 测 验

一般规定

国家基本泥沙站 应施测悬移质输沙率和含沙量 对推移

质 床沙和泥沙颗粒级配等测验任务 应根据国家标准 河流悬

移质泥沙测验规范 的测站分类要求和实际需要确

定 进行推移质 床沙测验和泥沙颗粒分析方法 应按有关行业

标准的规定执行

实行巡测的泥沙站 应根据测站条件和流量测验方案 采

用全年巡测或非汛期巡测汛期驻测等不同方式 进行悬移质泥沙

测验

采用悬移质泥沙测验方法的精度 应经资料分析检验 并

应符合 河流悬移质泥沙测验规范 规定的精度要求

采用单断沙关系的单一线法整编资料的站 输沙率测验符

合 河流悬移质泥沙测验规范 间测条件或流量已实行间测时

输沙率可实行间测 间测期间 可只测单样含沙量 并可采用历

年综合关系线整编资料

实行泥沙巡测的站 应采用历年的降水 流量及悬移质输

沙率等实测资料 或有效的物理成因参数 进行流量输沙率关系

分析 建立较稳定的经验关系

采用单断沙关系 流量输沙率关系或其他关系法整编资料

的站 其定线允许误差 应符合表 要求

表 各种关系曲线法定线允许误差指标

测站类别 中 高沙部分的不确定度 低沙部分的不确定度

一 类 站

二 类 站

三 类 站



需要进行泥沙颗粒分析的三类站 在每年汛期洪水时 应

取样分析 次 非汛期时应分析 次 并可不计算月年平

均颗粒级配 在取得 年以上具有丰 平 枯水年的资料后 可

停止分析 一 二类站的颗粒级配测验 应按 河流悬移质泥沙

测验规范 有关规定执行

非汛期悬移质测验

实行巡测的二 三类泥沙站 当每年低 枯水期连续三个

月以上的时段输沙量小于多年平均年输沙量的 时 在该时

段内可停测泥沙 停测期间的含沙量作零处理 当低 枯水期的

含沙量有显著变化时 应恢复观测

当流量已实行定期巡测并应用流量过程线法整编资料时

悬移质输沙率测验 可与流量测验结合进行 并可采用断面平均

含沙量过程线法整编资料

当流量已实行巡测并采用水位流量关系线法整编资料时

悬移质输沙率测验可与流量测验结合进行 并可用流量输沙率关

系线法整编资料

非汛期悬移质输沙率测次分布及资料整编方法 应经历史

资料分析确定 精简后的测次分布及资料整编成果与当年未精简

测次的整编成果比较 非汛期输沙量的相对误差 不应超过年输

沙量的 与当年非汛期输沙量比较 其允许误差 应符合

表 的要求

表 非汛期输沙量允许误差指标

非汛期输沙量占年输沙量百分数 相对误差



汛期悬移质测验

流量已实行巡测的有人值守站 悬移质测验可按下列规定

进行

采用断沙过程线法整编资料时 可采用适合本站条件的

全断面混合法进行输沙率测验 测次分布应控制含沙量变化过程

采用单断沙关系线法整编资料时 单沙测次分布应控制

含沙量变化过程 输沙率测次分布 可结合流量测验进行 在含

沙量有较大变化时 可采用全断面混合法增加输沙率测次

采用单断沙关系比例系数过程线法整编资料时 测次应

均匀分布 在流量和含沙量的主要转折变化处 应分布测次

经资料分析采用流量输沙率关系线法整编资料的站 可

不测单沙 在施测流量时应结合施测输沙率

流量已实行巡测的无人值守站 悬移质输沙率测验可结合

流量测验进行 并可采用流量输沙率关系线法整编资料 在有实

测含沙量资料时 可采用其他方法整编资料

悬移质测验仪器和方法

有人值守的泥沙站 应根据河流水沙特性 精度要求和测

站条件等情况 选用 河流悬移质泥沙测验规范 中规定的有关

仪器进行悬移质测验

无人值守的泥沙站 可根据实际情况 选用自动取样仪器

或自记式的现场测沙仪器

对三类站可采用一组不带铅鱼的普通瓶式采样器 自动

采集洪水涨坡及峰顶水样 根据水位自记记录 确定各个水样的

取样时间 洪水落坡的含沙量变化过程 可根据资料分析得到的

经验关系确定

采用自动抽水式采样器 在洪水过程中 应能自动抽取

若干个水样并分别自动贮存

采用自记式的现场测沙仪 必须进行率定并符合 河流



悬移质泥沙测验规范 规定要求

实行巡测的泥沙站 其垂线上的取样方法 可采用两点法

或两点等取样历时的垂线混合法 水深不足时 可采用 水深

一点法 水深大于 时 可采用积深法 高含沙站的垂线取

样方法 可不作限制

悬移质输沙率测验 可采用适合本站条件的全断面混合

法 取样垂线数目 应经资料分析确定 但不应少于 条 高含

沙量 可采用主流边一线取样

特殊困难条件下采集单样 可在近岸边正常水流处测深和

取样 但应经资料分析并应与断沙建立关系

泥沙巡测时的水样处理 多沙河流测站 可采用简易置换

法在现场处理水样 少沙河流测站 可采用快速沉淀法或强迫过

滤装置 在现场浓缩或过滤水样



水 文 调 查

一般规定

实行巡测后 应按本规范规定开展下列水文调查

水文站在设站的初期应对测区内进行流域基本情况调查

并建立调查档案 以后各年根据流域上的变化作补充调查

对测区内当年未测到的大洪水 大暴雨和新设测站的历

史洪水应组织调查

当测区内的水文站 径流观测受到水工程中等以上程度

影响时 应根据生产需要对影响河川径流的水量进行调查

根据生产单位委托进行专项水文水资源调查 可包括区

域水资源调查与评价 枯水调查 平原水网区水量调查 泉水调

查 岩溶地区水文调查 固定点洪水调查 溃坝洪水调查和沙

量调查等

水文调查形式 可采用设立辅助站和调查点 进行观测和

开展面上调查

辅助站单次流量测验精度 应按国家标准 河流流量测验

规范 及有关行业标准中对三类精度的水文站的要求执行 辅助

站流量定线允许误差指标 测次要求和间测允许误差指标 应按

本规范三类精度的水文站的要求执行

水文调查的成果 其可靠程度宜分可靠 较可靠和供参考

三级评定

各项水文调查资料应建立资料档案 其中辅助站观测资料

影响河川径流的主要分项水量调查成果 当年特大暴雨调查资料

宜纳入水文数据库

调查要求

流域基本情况调查宜包括如下内容



地形地貌

土壤 植被的种类及水文特性

对径流有制约关系的水文地质条件

水文气象特征值的多年平均值及极值

水工程现状

对影响河川径流的调节水量或耗损水量应分项进行调查

其中主要分项水量宜设立辅助站观测 对次要分项水量可粗略调

查

水量调查的总体精度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山丘区 水文站和辅助站实测年水量的代数和应占天

然年径流量的 以上

在平原区 水文站和辅助站实测进 出 年控制量应占全水

平衡区进 出 水量的 以上 其余水量可采用面上调查

暴雨 洪水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暴雨调查

点暴雨 含 小时和次暴雨 超过 年一遇

水文站洪水超过 年一遇的相应面暴雨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水文站洪水调查

新设水文站的历史洪水

未测到的实测系列中的大洪水

专项水文水资源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区域水资源调查与评价 可包括对区域水资源 含水量

和水质 时空分布和特征的调查分析 水旱灾害调查和工农业用

水调查等

枯水调查 可包括对河道 湖泊 水库的最低水位 或

最小流量 和发生时间及持续天数的调查

平原水网区水量调查 可包括在巡测路线上设立辅助

站 进行水量巡测 并开展面上水量调查

泉水调查 可包括对出露泉水的大小 分布 时间变

化 主要补给区以及泉水水质状况的调查



岩溶地区水文调查 可包括对实际地表集水面积 本流

域与外流域交换水量 主要暗河段的过水能力 主要河段的枯水

流量以及改变河川径流系列一致性的影响量调查

固定点洪水调查 在未设水文站的中小河流上 可选择

某河段或断面 每年进行一次最高水位和最大流量的调查

溃坝洪水调查 可包括对溃坝前库内水情 溃坝过程

决口断面 溃坝后对下游影响以及灾害损失调查

沙量调查 可包括对蓄水工程淤积量 灌溉引水沙量

水保措施拦沙量等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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