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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属于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的项目标准之一，是在原 2012 版本的基础上升级为 2016

版，用于规范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中涉及到的水量监测设备和水质在线监测设备，是在

SL426-2008《水资源监控设备基本技术条件》基础上，对各仪器设备技术要求的细化和补充。 

本标准中的技术指标要求主要是依据《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中对监测设备以及

信息采集与传输设备的技术要求而确定的，在近几年应用的基础上，根据 2015 年对全国各省及流域机

构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的函调情况，以及对其中几个典型省份和流域机构的现场调研结果，

对 2012 版本标准进行修订升级。 

本标准与原 2012 版本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 对部分监测仪器的技术要求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2） 删除了涡街流量计、超声波水位计； 

3）依据 JJG（水利）004-2015，提高堰槽方面的精度要求； 

4）增加了对使用非化学分析法的水质在线监测仪器的原则要求。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水利部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提出。 

本标准由水利部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南京水利水文自动

化研究所、河海大学、江苏省水文局、北京金水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玉成、黄凤辰、毛晓文、任庆海、郝斌、张黎明、赵凯、陆伟佳、王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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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监测设备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中使用的监测仪器及数据采集传输设备的分类与应用

推荐、通用技术要求和各类仪器设备的技术参数。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中使用的监测仪器及数据采集传输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78.1-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1部分：规范 

GB/T 11826-2002  转子式流速仪 

GB/T 11828.1-2002  水位测量仪器 第1部分: 浮子式水位计  

GB/T 11828.2-2005  水位测量仪器 第2部分: 压力式水位计 

GB/T 11828.5-2011  水位测量仪器 第5部分: 电子水尺 

GB/T 27992.3-2016  水深测量仪器 第3部分：超声波测深仪 

GB/T 27993-2011  水位测量仪器通用技术条件 

GB/T 19677-2005  水文仪器术语及符号 

GB 50179-2015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GB 6920-1986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 7479-1987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 11892-1989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 11893-1989  水质 总磷的测定 

GB 11894-1989  水质 总氮的测定 

GB 11913-1989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GB 11914-19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GB 13195-1991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T 13200-1991  水质 浊度的测定 

GB/T 13580.3-1992  大气降水电导率的测定方法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JJG 162-2009  冷水水表  

JJG 1004-1996  流量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JJG 1030-2007  超声流量计 

JJG 1033-2007  电磁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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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G （水利）004-2015  明渠堰槽流量计 

SL 537-2011  水工建筑物与堰槽测流规范 

SL 337-2006  声学多普勒流量测验规范 

SL 340-2006  流速流量记录仪  

SL 426-2008  水资源监控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SL 427-2008  水资源管理系统数据传输规约 

SL 651-2014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HJ 535-2009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T 366-2007 超声波管道流量计 

HJ/T 367-2007 电磁管道流量计 

CJ/T 133-2007 IC卡冷水水表  

CJ/T 224-2006 电子远传水表  

SZY 205-2016  《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水资源监测设备质量检验》 

SZY 206-2016  《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标准—水资源监测数据传输规约》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677-2005、JJG 1004-1996、SL 337-2006和SL 426-2008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项目标准。 

3.1  

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    

利用声学多普勒原理，测量分层水介质散射信号的频移信息，并利用矢量合成方法获得垂直剖面水

流速度的仪器。 

3.2  

声学多普勒点流速仪   

运用声学多普勒原理，对某一测点水流速度进行测量的仪器。 

4 仪器设备分类与应用推荐 

本项目标准将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中应用的水量监测设备、水质监测设备、信息采集与传

输设备等分类如下： 

4.1 水量监测设备 

水资源水量监测主要包括供水水源地、行政边界控制断面的水量监测，地表水供水渠道、管道的水

量监测，主要取水口、入河（湖）排水口的水量监测，地下水的取水量监测等。主要包括流量测量仪器、

水位测量仪器、流速仪和测深仪： 

4.1.1 流量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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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测量包括明渠和管道流量测量两大类。明渠流量监测仪器包括声学时差法明渠流速仪、声学多

普勒流速仪、堰槽流量计等，其中声学多普勒流速仪又包括固定式和走航式两类。管道流量监测仪器包

括声学时差法管道流量计、声学多普勒管道流量计、电磁管道流量计、电子远传水表、IC卡冷水水表等。 

4.1.1.1 声学时差法明渠流速仪 

声学时差法明渠流速仪主要用于自动测量明渠断面某一水层或多个水层的平均流速，可同时测量水

位。适用于流态较稳定、有一定水深的断面。使用时应标定。 

4.1.1.2 声学多普勒流速仪 

声学多普勒剖流速仪主要用于自动测量明渠断面上某一水层或垂直剖面的水流速度，包括固定式声

学多普勒流速仪和走航式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固定式声学多普勒流速仪不宜在大跨度河道以及含沙

量较大、水深较浅的河床使用，使用时应用流速仪和测深仪等标准测流设备标定流速系数。走航式声学

多普勒剖面流速仪是一种需渡河载体（如小船、缆道）的测流方法，在渡河的同时实现流量测验，能一

次同时测出河床的断面形状、水深、流速和流量，适用于大江大河的流量监测，但不宜在较浅河流进行

走航测量。 

4.1.1.3 堰槽流量计 

堰槽流量计适用于渠道或小支流的流量在线测量，多用于有一定比降的中小渠道的流量测量。堰槽

流量计包括薄壁堰、宽顶堰、三角形剖面堰、巴歇尔槽等多种形式，应根据所测断面实际情况选择。 

4.1.1.4 声学时差法管道流量计 

声学时差法管道流量计采用时差法原理测量管道内的平均流速，有接触式和外夹式。适用于管道流

量测量，可自动记录和输出测得的流速、流量、累积水量。主要用于供水管道，也可用于各种形状的过

水涵洞的水量计量。外夹式可用于管道流量的移动监测。 

4.1.1.5 声学多普勒管道流量计 

声学多普勒管道流量计采用多普勒原理测量管道内的流速分布，有接触式和外夹式。适用于管道中

固体悬浮物浓度不小于60mg/L流体的流量测量，可自动记录和输出测得的流速、流量、累积水量。主要

用于取水管道的水量计量。外夹式可用于管道流量的移动监测。 

4.1.1.6 电磁管道流量计 

电磁管道流量计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来测量管道内导电介质体积流量，适用于供水管道流量测

量，可自动测量管道内水流的平均流速，并转换成流量，能显示和输出平均流速、瞬时流量和累积水量。 

4.1.1.7 电子远传水表 

电子远传水表是冷水水表加装水流量信号的机电转换和信号处理单元组成，加装的电子装置不应妨

碍机械指示装置的读数。具有数据处理与信息存储信号远程传输等功能，可实现远程抄表。适用于较小

口径供水管道的水量计量。 

4.1.1.8 IC卡冷水水表 

IC卡冷水水表是以冷水水表为基表，IC卡为信息载体，以及控制器和电控阀所组成的一种具有结算

功能的水量计量仪表，适用于较小口径供水管道水量计量。多用于需要利用IC卡充值用水，并根据取用

水户卡中的信息对用水量进行管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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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水位测量仪器 

水位测量仪器是测量明渠（江河、湖库等）或地下水水位的仪器，主要有浮子式水位计、压力式水

位计、雷达水位计、激光水位计、电子水尺等几种。 

4.1.2.1 浮子式水位计 

浮子式水位计利用浮子感应水位升降，以机械方式直接传动记录或带动水位编码器实现自记。主要

用于便于建造水位测井的江河、湖泊、水库、河口、渠道等明渠水位的监测，以及船闸及多种水工建筑

物处的水位测量。直径和测深条件许可的地下水井也可用浮子式水位计。 

4.1.2.2 压力式水位计 

压力式水位计基于所测水体静压与该水体的水位高度成比例的原理来测量，常用的有投入式压力水

位计和气泡式压力水位计两种，主要用于不便建水位测井的明渠水位监测。投入式压力水位计也适用于

地下水位测量。压力式水位计推荐使用电容式的传感器，使用时要注意定时率定。 

4.1.2.3 雷达水位计 

雷达水位计利用电磁波反射的原理来测量水位，属于非接触型水位测量。主要用于不便建水位测井

的明渠和不适宜采用浮子式水位计进行水位测量的情况。雷达水位计具有测量范围大、测验精度高、不

需建井等特点，但仪器的安装维护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4.1.2.4 激光水位计 

激光水位计运用激光测距原理进行水位测量，适用于水位变化较小的明渠水位测量，多用于水工建

筑物测流时的水位监测。具有测量范围大、测验精度高等特点，但测量时需要水面有专用反射板。 

4.1.2.5 电子水尺 

电子水尺在本标准中主要指电极式和磁致伸缩式水尺。电极式电子水尺利用水的导电性原理，通过

测量分布电极的电信号来测量水位。磁致伸缩式电子水尺由探测杆、电路单元和浮子三部分组成。测量

时电路单元产生的电流脉冲产生环形磁场，探测杆外浮子沿探测杆随液位变化而上下移动，同时产生一

个磁场。当电流磁场与浮子磁场相遇时产生 “返回”脉冲，将“返回”脉冲与电流脉冲的时间差转换成脉

冲信号，从而计算出浮子的实际位置，测得水位。电子水尺主要适用于水位变化不大的明渠水位测量，

多用于水工建筑物及堰槽测流时的水位监测。 

4.1.3 流速仪 

流速仪是测量河流、湖泊和渠道等水体的水流速度的仪器，主要有转子式流速仪、声学多普勒点流

速仪、电磁流速仪、电波流速仪等。通过流速测量及断面面积可推算出断面流量。 

4.1.3.1 转子式流速仪 

转子式流速仪是利用水流动力推动转子旋转，根据转动速度推求流速的仪器，分为旋杯式和旋浆式

两种。旋杯式主要用于较低流速测量，旋浆式主要用于较高流速测量。转子式流速仪适用于点流速测量，

通过已知的固定过水断面积、流量系数计算流量。转子式流速仪需要定期进行检定和校准。 

4.1.3.2 电磁流速仪 

电磁流速仪是利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测量流体流速，是可长期工作的自动点流速仪。 

http://www.hudong.com/wiki/%E6%B2%B3%E6%B5%81
http://www.hudong.com/wiki/%E6%B9%96%E6%B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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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3 电波流速仪 

电波流速仪是一种利用微波多普勒原理的测速仪器，是一种非接触式测流仪器，适合在桥上或岸上

测量一定距离外的水面流速。测量速度快，测速准确性低于转子式流速仪，但在非接触式流速仪中，其

测速准确性比较好。适用于漂浮物多、夹带污物的排水、高洪和含沙量大等常规测量方法困难的场合，

包括明渠流量的移动监测。 

4.1.3.4 流速流量记录仪 

与转子式流速仪配套使用，用于记录、测算流速和流量。 

4.1.4 测深仪 

4.1.4.1 超声波测深仪  

超声波测深仪适用于江河、湖泊、水库、渠道等水体水深的测量，但不适合于河底有水草等杂物环

境下的测量。 

4.2 水质监测仪器 

水质在线监测应根据监测对象选择适当的水质参数和在线自动监测仪器。对于水功能区河道水质自

动监测，以常规水质5项参数（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和水功能区纳污总量考核指标COD、

氨氮为监测参数。对于水功能区湖库水质自动监测，除以上7项外，可加选对湖库富营养化有重要影响

的总磷、总氮、叶绿素等项参数进行监测。 

目前，对水体中有机物在线监测与分析技术可以分为化学法和非化学法。化学法是将符合国家标准

的实验室化学分析流程自动化，宜在具有监测站房场地使用；非化学法，例如光学法是利用水体有机物

对紫外光等光源的选择性吸收原理，通过标定建立对应光谱测量值，可用于趋势分析或预警。 

4.2.1 多参数水质监测仪器 

可以是单一参数传感器，也可以是多参数一体化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主要包括水温、PH、溶解氧、

电导率、浊度等参数）。多参数监测仪主要适用于水质在线预警站，也可配合其他水质自动分析仪组成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站。 

4.2.1.1 水温监测仪 

适用于井水、江河水、湖泊和水库水，一般采用温度传感器直接测量水的表层温度。 

方法标准：GB13195-1991。 

4.2.1.2 pH监测仪 

适用于饮用水、地表水及工业废水，一般利用玻璃电计或甘汞电极测定pH。 

方法标准：GB6920-1986。 

4.2.1.3 电导率监测仪 

适用于天然水，利用电导率仪或电导电极测定电导率。 

方法标准：GB/T13580.3-1992。 

4.2.1.4 浊度监测仪 

适用于饮用水、天然水等低浊度水，最低检测浊度为1～3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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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标准：GB/T13200-1991。 

在线自动分析仪器的原理目前与国标推荐方法的原理可以不尽相同。 

4.2.1.5 溶解氧监测仪 

适用于天然水、污水和盐水，利用电化学探头法进行测定。测量盐水时，需对含盐量进行校正。 

方法标准：GB11913-1989。 

4.2.2 COD测定仪 

COD测定有重铬酸钾法和UV法两种方法，UV法COD测量仪主要适用于水质预警站监测，重铬酸钾法COD

测量仪适用于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站使用。 

应满足经典的2小时消解COD测定方法的基本原理，应内置标准COD测试曲线或支持用户自建曲线。 

方法标准：GB11914-1989、HJ/T191-2005。 

COD反映的是受还原性物质污染的程度，由于只能反映能被氧化的有机物污染，因此，COD测定仪主

要应用于污染水体或工业废水的测定，其值低于10mg/L时，测量的准确度较差。 

4.2.3 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 

适用于饮用水、水源水和地表水水质监测。 

方法标准：GB11892-1989。 

CODMn反映的是受有机污染物和还原性无机物质污染程度的综合指标，由于在规定的条件下，水中的

有机物只能部分被氧化，因此，CODMn (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一般用于污染比较轻微的水体或者较清洁

水体的测定，不适用于测定工业废水、高有机污染等水体的检测。 

4.2.4 氨氮分析仪 

适用于饮用水、地表水和废水水质监测，如水样中含有悬浮物、余氯、钙镁等金属离子、硫化物等，

需做适当的预处理，消除干扰后进行测定。 

方法标准：GB7479-1987、HJ535-2009等。 

氨氮以游离氨或铵盐的形式存在于水中，氨氮是评价水体污染和“自净”状况的重要指标。氨氮测

定仪有氨电极测量仪和氨氮分析仪两种形式，氨电极测量仪主要适用于水质预警站监测，氨氮分析仪适

用于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站使用。 

4.2.5 总氮分析仪 

适用于地表水水质监测，可测定水中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无机铵盐、溶解态氨及大部分有机氮

化合物的总和，应满足方法的消解和测定要求。 

方法标准：GB11894-1989等。 

总氮是水中各种形态无机和有机氮的总量，是饮用水源地和水功能保护区重要的监测指标。总氮测

定仪适用于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站使用。 

4.2.6 总磷分析仪 

适用于地表水、废污水的水质监测。 

方法标准：GB11893-1989等。 

总磷是水中各种形态磷的总量，是饮用水源地和水功能保护区重要的监测指标。总磷测定仪适用于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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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水质自动分析仪 

水质自动分析仪主要是指能够自动抽取水样，并对水样进行自动分析、测量的水质在线分析仪器。

一般需要配备多种分析试剂，并需要一定的测量时间。水质自动分析仪可以根据监测目的选择适当的水

质监测参数，通过将多种水质监测参数仪器集成，实现水质在线自动监测功能，构建水质在线自动监测

站。对于水质参数超过检测方法要求测量范围的，水质自动分析仪器应能具有自动对水样进行稀释后进

行分析测量的功能。 

4.3 遥测终端机 

遥测终端机具有自动实时采集、存储并传输各类水位、流速、流量等监测传感器的监测数据，并配

有数据传输单元实现信息传输的功能。也可具有自动控制水泵的电源或回路、自动控制阀门的开闭等控

制功能。数据传输单元应依据测站特点和周边通讯条件、前期其他水利信息化系统建设状况，以及传输

流量的大小进行合理选择。除视频信息外，其他信息传输流量一般比较小，因此可优先选择公共移动通

信方式。 

4.4 其他仪器 

4.4.1 管道压力仪 

管道压力仪是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控环境的一种压力传感器，是用于监测水流管道压力的专用仪

器。 

4.4.2 闸位开度仪 

闸门开度仪是测量闸门开启高度的仪器，适用于通过闸门开度、稳定的水位-流量关系推算供排水

流量的水闸。 

4.4.3 阀门开度仪 

阀门开度仪是监测阀门开启位置的仪器，适用于通过阀门开启位置来推算流量的场所。 

4.4.4 功率表 

功率表是指测量直流、交流电路中功率的电表，适用于通过泵站机组功率来推算流量的场所。 

4.5 应用推荐 

4.5.1 地表水水位自动监测 

推荐采用浮子式水位计。对不便建造测井的地方，可选择压力式水位计或雷达式水位计。 

4.5.2  地下水水位自动监测 

推荐采用压力式水位计，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采用浮子式水位计。 

4.5.3 河道（明渠）型取水流量自动监测 

有超声波时差法、声学多普勒流速仪法、水工建筑物测流法、堰槽法和比降面积法。超声波时差法

和侧视式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法可实现在线自动测流；水工建筑物测流法和比降面积法在精度不高的

要求下也可以作为在线测流；堰槽法精度较高，但只能适用于较小的流量测验。推荐采用声学多普勒流

速仪、超声波时差法明渠流速仪和堰槽流量计测算流量；采用地表水水位监测仪器测量河段上下游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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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采用电子水尺、激光水位计等监测过堰水流的水位、闸门上下游水位；采用闸位计监测闸门开度。

明渠流量测验，其测验精度应满足SL 337-2006《声学多普勒流量测验规范》、SL 537-2011《水工建筑

物与堰槽测流规范》和GB 50179-2015《河流流量测验规范》的规定。 

4.5.4 管道型取水流量自动监测 

推荐采用声学管道流量计、电磁管道流量计、电子远传水表。流量计的选择推荐接触式，外夹式仪

器推荐作为移动监测设备使用。如果监测站点已经具备自计量监测设备，并具备数据接出条件，推荐直

接使用已安装的计量设备，不必重复建设，仅增加遥测终端机即可。 

4.5.5 由泵站机组特性曲线推算流量      

推荐采用泵站功率表，监测泵站机组的功率，通过效率曲线推算提取的流量。泵站测流时用电动机

带动水泵抽水，可以测得消耗的电能，测得水泵的实际扬程，即上、下游水位差，用泵站单机效率系数

（包括电动机、水泵等方面的综合）推算泵站单机流量，多台单机流量相加可得到多台泵站工作时的抽

水流量。 

4.5.6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 

应根据监测对象不同选择适当的水质监测要素以及水质在线监测仪器和自动分析仪器。对于水功能

区河道水质自动监测，以常规水质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和水功能区纳污考核指

标COD、氨氮为监测参数，应选择水温监测仪、pH监测仪、溶解氧监测仪、电导率监测仪、浊度监测仪、

COD测定仪、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和氨氮分析仪。对于水功能区湖库水质自动监测，除以上7项外，还可

选择对湖库富营养化有重要影响的水质参数（如总磷、总氮）等进行监测，应增加选择总磷分析仪和总

氮分析仪等。除此之外，可根据实际监测需要选择加测叶绿素等参数。 

对水体中有机物在线监测与分析技术主要有化学法和非化学法。化学法宜在具有监测站房场地使

用，非光学法可用于趋势分析或预警。非化学法的在线水质监测仪器应通过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的比对

测试，测试合格的方可应用。对于非化学法的在线水质监测仪器已投入应用的，应合理增加人工巡检频

次，并与实验室化学分析法进行比对，还应定时校准。 

5 通用技术要求 

5.1 气候环境适应性要求 

水资源监控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水下设备 

0℃～35℃； 

——水上设备 

a）温度：一般地区：-10℃～45℃；高寒地区：-20℃～45℃；高热地区：-10℃～55℃； 

b）相对湿度：可在不大于 85％、不大于 95％、不大于 98％三类中选择。 

5.2 电源要求 

水资源监控设备应以自主电源为主，推荐直流12V，允许波动±15%；可使用自适应电源，尽量避免

使用市电直接供电。 

5.3 接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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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监控设备接口应满足以下要求： 

——增量计数（脉冲）型输入接口； 

——模拟量接口：（4～20）mA或(0～5)V； 

——频率量（正弦波或方波）； 

——并行接口； 

——串行接口： RS485\SDI-12； 

——开关量接口。 

5.4 外观要求 

5.4.1 外观表面应清洁、无脱漆、无锈蚀，不得有毛刺、划痕、裂纹、变形等现象。 

5.4.2 仪器设备的显示面板应整洁，字迹清晰、准确，不得有划痕。 

5.4.3 各部分连接应牢固，紧固件应无松动、缺损等现象。 

5.4.4 仪器结构应便于安装、调整、使用和维修，可采取适当的防人为破坏措施。 

5.4.5 遥测终端机的机箱内醒目位置处宜附有详细的接线标识，标识出终端机与不同传感器的接口；

密封条安装应正确、平整，无影响密封性能的缺陷。 

5.4.6 遥测终端机的箱体可在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公布的通用系列中选定，应便于安

装、操作和维护，其外观醒目位置应有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标志。 

5.5 外壳防护要求 

在水下工作的部分，其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68；在水上工作的部分，安装在室内的，其外壳防

护等级应不低于IP54，安装在室外的，其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55。 

5.6 机械环境适应性要求 

在正常包装状态下，所有仪器设备均应能承受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振动、意外冲击、碰撞、跌落

等。 

6 技术参数要求 

6.1 流量监测仪器 

6.1.1 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 

6.1.1.1 流速测量范围 

-4m/s～4m/s、-9m/s～9m/s。 

6.1.1.2 流速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1%±0.00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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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流向测量范围 

0°～360°。 

6.1.1.4 流向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5°。 

6.1.1.5 流速剖面最大测量深度 

相关工作频率的流速剖面仪流速剖面最大测量深度可参见下表： 

表1 最大测量深度 

工作频率/kHz 300 500-600 1200-1500 2000-3000 

最大测量深度/m 100 50 20 5 

6.1.1.6 底跟踪最大测量深度和最小测量深度 

相关工作频率的流速剖面仪底跟踪最大测量深度和最小测量深度可参见下表： 

表2 底跟踪最大测量深度和最小测量深度 

工作频率/kHz 300 500-600 1200-1500 2000-3000 

最大测量深度/m 150 90 30 8 

最小测量深度/m 2.0 1.5 1.0 0.6 

6.1.1.7 起始测量深度 

相关工作频率的流速剖面仪起始测量深度可参见下表： 

表3 起始测量深度 

工作频率/kHz 300 500-600 1200-1500 2000-3000 

起始测量深度/m 2 1 0.5 0.3 

6.1.1.8 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 

固定式：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25000h； 

走航式： 可靠度R（1000）应大于0.95。 

6.1.1.9 其他 

应满足SL337-2006《声学多普勒流量测验规范》的规定。 

6.1.2 声学时差法明渠流速仪 

6.1.2.1 流速测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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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端应不大于±0.02m/s； 

高速端应不小于±5m/s。 

6.1.2.2 流速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2%。 

6.1.2.3 水中声道长度 

1m～1000m或更长。 

6.1.2.4 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6.1.2.5 其他 

应满足GB 50179-2015《河流流量测验规范》的规定。 

6.1.3 堰槽流量计 

6.1.3.1 堰槽设施应符合 JJG （水利）004-2015的规定。 

水位测量仪器分辨力、最大允许误差应根据测量范围进行选择。 

6.1.3.2 流量测量误差应不大于±6%，宜不大于±5%。 

6.1.3.3 其他应满足 SL 537-2011《水工建筑物与堰槽测流规范》的规定。 

6.1.4 声学时差法管道流量计 

6.1.4.1 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误差 

应参见下表的规定： 

表4 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误差 

准确度等级 1.0 1.5 2.5 

最大允许误差，% ≤1.0 ≤1.5 ≤2.5 

6.1.4.2 重复性 

应不大于相应等级最大允许误差的0.2倍。 

6.1.4.3 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 

——接触式： MTBF≥25000h； 

——外夹式：可靠度 R（t）应大于 0.99。 

6.1.4.4 其他 

1） 外夹式流量计应标明适用管径范围。 

2） 计量检定结论应为合格，计量检定依据是 JJG 1030-2007《超声流量计》。 

3）其他方面应满足 HJ/T 366-2007《超声波管道流量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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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声学多普勒管道流量计 

6.1.5.1 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误差 

在固体悬浮物浓度不小于60mg/L，流速0.3m/s～10m/s的条件下，参见下表： 

表5 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误差 

准确度等级 1.5 2.5 

最大允许误差，% ≤1.5 ≤2.5 

6.1.5.2 重复性 

应不大于相应等级最大允许误差的0.5倍。 

6.1.5.3 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 

——接触式： MTBF≥25000h； 

——外夹式：可靠度 R（t）应大于 0.99。 

6.1.5.4 其他 

1） 外夹式流量计应标明适用管径范围。 

2） 计量检定结论应为合格，计量检定依据是 JJG 1030-2007《超声流量计》。 

3）其他方面应满足 HJ/T 366-2007《超声波管道流量计》的规定。 

6.1.6 电磁管道流量计 

6.1.6.1 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误差 

应参见下表的规定： 

表6 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误差 

准确度等级 0.5 1.0 1.5 2.5 

最大允许误差，% ±0.5 ±1.0 ±1.5 ±2.5 

6.1.6.2 重复性 

应不超过相应等级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 

6.1.6.3 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6.1.6.4 其他 

1） 计量检定结论应为合格，计量检定依据是 JJG 1033-2007《电磁流量计》。 

2）其他方面应满足 HJ/T 367-2007《电磁管道流量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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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电子远传水表 

6.1.7.1 最大允许误差 

应不大于 2%，流量测量范围低端应不大于 5%。 

6.1.7.2 工作环境 

水质：用于原水计量时，应注意考虑含沙量的影响。 

6.1.7.3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公称口径小于 500mm时 ，至少应达到 1.0MPa； 

6.1.7.4 可靠性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电子装置的 MTBF≥26000h。 

6.1.7.5 其他 

1） 水表的计量检定结论应为合格，检定依据是 JJG 162-2009《冷水水表》。 

2）其他方面应满足 CJ/T 224-2006《电子远传水表》的规定。 

6.1.8 IC卡冷水水表 

6.1.8.1 最大允许误差 

应不大于 2%，流量测量范围低端应不大于 5%。 

6.1.8.2 工作环境 

水质：用于原水计量时，应注意考虑含沙量的影响。 

6.1.8.3 基本功能 

1）显示(体积量或金额)：包括购水量、剩余水量、已有累积水量等； 

2）提示：包括工作电源欠压、剩余水量不足、误操作等； 

3）控制：包括用水控制、数据保持与恢复等； 

4）保护：包括电源欠压保护、磁保护、断线保护（适用于分体式 IC卡水表）。 

6.1.8.4 电控阀 

1）在 0.02MPa和 1.0MPa水压条件下，电控阀均应能正常工作。 

2）在电控阀开、关动作各 1000次后，仍能正常工作，其泄漏量应在允许范围内。 

3）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控制器的可靠性 MTBF≥4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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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5 其他 

1）水表的计量检定结论应为合格，检定依据是 JJG 162-2009《冷水水表》。 

2）其他方面应满足 CJ/T 133-2007《IC卡冷水水表》的规定。 

6.2 水位测量仪器 

6.2.1 浮子式水位计 

6.2.1.1 分辨力 

应不大于 1cm。 

6.2.1.2 测量水位变幅范围 

0m～10m、0m～20m、0m～40m、0m～40m以上。 

6.2.1.3 测量误差 

水位变幅≤10m时，应不大于±2cm； 

水位变幅＞10m时, 应不大于 0.2%FS。 

6.2.1.4 可靠性 

在满足仪器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6.2.1.5 其他 

应满足 GB/T 11828.1-2002 的要求。 

6.2.2 压力式水位计 

6.2.2.1 分辨力 

应不大于 1cm。 

6.2.2.2 测量水位变幅范围 

0m～5m、0m～10m、0m～20m、0m～40m。 

6.2.2.3 测量误差 

水位变幅≤10m时，应不大于±2cm； 

水位变幅＞10m时, 应不大于±0.2%FS。 

6.2.2.4长期稳定性 

年输出漂移不大于±0.2%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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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可靠性 

在满足仪器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6.2.2.6其他 

应满足 GB/T 11828.2-2005 的要求。 

6.2.3 雷达水位计 

6.2.3.1分辨力 

应不大于 1cm。 

6.2.3.2测量水位变幅范围 

0m～10m、0m～20m、0m～30m及以上。 

6.2.3.3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2cm。 

6.2.3.4可靠性 

在满足仪器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6.2.3.5其他 

应满足 GB/T 27993-2011《水位测量仪器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6.2.4 激光水位计 

6.2.4.1分辨力 

应不大于 1cm。 

6.2.4.2测量水位变幅范围 

0m～50m、0m～100m及以上。 

6.2.4.3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2cm。 

6.2.4.4可靠性 

在满足仪器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6.2.4.5其他 

应满足 GB/T 27993-2011《水位测量仪器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6.2.5 电子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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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1分辨力 

磁致伸缩式：1mm；电极式： 1cm。 

6.2.5.2测量水位变幅范围 

0m～0.5m的整数倍。 

6.2.5.3测量误差 

磁致伸缩式：应不大于±2mm；电极式：应不大于±2cm。 

6.2.5.4可靠性 

在满足仪器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6.2.5.5其他 

应满足 GB/T 11828.5-2011 的规定。 

6.3 流速仪 

6.3.1 转子式流速仪 

6.3.1.1流速测量范围 

旋杯式：一般在 0.015m/s～4.000m/s之间； 

旋桨式：一般在 0.030m/s～15.000m/s之间。 

6.3.1.2 流速测量误差 

1)全线相对均方差 

旋杯式：应不大于 1.8%；当流速不大于 0.030m/s，绝对误差应不大于 0.002m/s。 

旋桨式：应不大于 1.8%，低速部分相对误差应不大于 5%。 

2)各速度级的相对误差 

各速度级的相对误差应满足 GB/T 11826-2002的规定。 

6.3.1.3工作环境 

水深：最浅不小于 0.2m；最深不大于 20m； 

含沙量：宜不大于 10kg/ m3
； 

盐度：宜不大于 2g/L。 

6.3.1.4 检定 

转子式流速仪应经过检定合格，具有正式检定合格证书。 

6.3.1.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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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 GB/T 11826-2002的规定。 

6.3.2 声学多普勒点流速仪 

6.3.2.1流速测量范围 

    0.01m/s～4.50m/s。 

6.3.2.2流速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 2%±1cm/s。 

6.3.2.3工作环境 

水深：最浅不小于 0.05m； 

测点与换能器距离：5cm～20cm。 

6.3.2.4其他 

    应满足 SL337-2006《声学多普勒流量测验规范》的规定。 

6.3.3 电磁流速仪 

6.3.3.1流速测量范围 

0.000m/s～10.000m/s（可在此范围内分档选则）  

6.3.3.2流速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2.0%。  

6.3.3.3可靠性 

可靠度 R（1000）应大于 0.95。 

6.3.3.4其他 

    应满足相关流量测验规范的规定。 

6.3.4 电波流速仪 

6.3.4.1流速测量范围 

0.3m/s～10.0m/s。   

6.3.4.2流速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3%。 

6.3.4.3角度范围 

俯角：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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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4可靠性 

可靠度 R（1000）应大于 0.95。 

6.3.4.5 其他 

    应满足相关流量测验规范的规定。 

6.3.5 流速流量记录仪 

应能设置、显示流速仪的技术参数，具有计时、计数功能，可具有存储测量数据、流量计算等功能。

测量过程和结束应有声光提示功能。可具有接收“无线”传输信号的功能，并明确对水下信号发射器要

求和信号传输接收的性能指标。流速、流量计算应符合 GB 50179-2015《河流流量测验规范》的要求。 

6.3.5.1计时分辨力 

应不大于 0.1s。 

6.3.5.2计时误差 

应不大于 0.1s。 

6.3.5.3定时计数误差 

应不大于±1。 

6.3.5.4测速历时 

30s、60s、100s及任意时间挡。 

6.3.5.5可靠性 

    可靠度 R（1000）应大于 0.95。 

6.3.5.6其他 

应满足 SL 340-2006《流速流量记录仪》的规定。 

6.4 测深仪 

6.4.1超声波测深仪 

6.4.1.1分辨力 

应不大于 1cm。 

6.4.1.2测量范围 

0.5m～20m、0.5m～50m、0.5m～100m及以上。 

6.4.1.3测量误差 

在测量范围内，工作频率为200 kHz左右的，测量误差应不大于 2cm＋0.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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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D是指所测深度。 

6.4.1.4可靠性 

可靠度 R（1000）应大于 0.95。 

6.4.1.5其他 

应满足 GB/T 27992.3-2016《超声波测深仪》的规定。 

6.5 水质在线监测仪器 

6.5.1 多参数监测仪 

    可支持交流或直流供电，具有 RS-232，SDI-12，RS485类型的计算机接口；工作环境温度为-5℃～

50℃；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1440h。各传感器其他技术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6.5.1.1水温监测仪（采用温度传感器） 

1）测量范围：-2℃～40℃。 

2）分辨力：应不大于 0.2℃。 

3）重复性：应不大于±0.2℃。 

6.5.1.2 pH监测仪（采用玻璃电极法） 

1）测量范围：pH 0～14。 

2）分辨力：应不大于 0.01。 

3）重复性：应不大于±0.1。 

4）实际水样比对试验：误差应不大于±0.1。 

5）24h漂移：应不大于±0.1 。 

6）响应时间：不大于 0.5min。 

6.5.1.3溶解氧监测仪（采用电化学探头） 

1）测量范围：（0～10）mg/L、（0～20）mg/L。 

2）分辨力：应不大于 0.01mg/L。 

3）重复性：应不大于±0.3mg/L。 

4）实际水样比对试验：误差应不大于±0.3mg/L。 

5）24h漂移：应不大于±0.3 mg/L。 

6）响应时间：不大于 2min。 

6.5.1.4电导率监测仪（电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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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范围：（0～100）mS/cm 、（0～500）mS/m多档可选。 

2）分辨力：0.1 mS/m 

3）重复性：应不大于±1%。 

4）实际水样比对试验：误差应不大于±1%。 

5）24h漂移：应不大于±1% 。 

6）响应时间：不大于 0.5min。 

6.5.1.5浊度监测仪（采用光学探头） 

1）测量范围：（0～100）NTU、（0～500）NTU、（0～1000）NTU 多档可选。 

2）分辨力：应不大于 1NTU。 

3）重复性（量程为 100NTU 时）：应不大于±5％ 。 

4）24h漂移（量程为 100NTU 时）：应不大于±5％ 。 

6.5.2  COD监测仪 

6.5.2.1测量范围 

（0～100）mg/L、（0～500）mg/L、（0～2000）mg/L 多档可选，最低检出限 10mg/L。 

6.5.2.2重复性 

应不大于±3%。 

6.5.2.3测定时间 

应不大于 60min。 

6.5.2.4采样周期 

测定时间～9999min任意可调，或整点测量模式。 

6.5.2.5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1440h。 

6.5.3 CODMn(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 

6.5.3.1测定范围 

（0～20）mg/L多档可选，最低检出限 0.5 mg/L。      

6.5.3.2重复性 

应不大于±5%。 

6.5.3.3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21 

    误差应不大于±10%。 

6.5.3.4  24h漂移 

应不大于±5%。 

6.5.3.5测定时间 

不大于 1h。 

6.5.3.6  采样周期 

1,2,3,4,5,6h一次（任选），连续周期性测量。 

6.5.3.7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1440h。 

6.5.4氨氮分析仪 

6.5.4.1测定范围 

电极法：0.05mg/L～20mg/L多档可选，最低检出限： 0.05mg/L； 

光度法：0.01mg/L～20mg/L 多档可选，最低检出限：0.025mg/L。 

6.5.4.2重复性 

电极法：应不大于±2%。 

光度法：应不大于±10%。 

6.5.4.3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误差应不大于±10%。 

6.5.4.4  24h漂移 

电极法：应不大于±5%。 

光度法：应不大于±10%。 

6.5.4.5响应时间（电极法） 

应不大于 5min。 

6.5.4.6采样周期 

响应时间～990min任选任意可选，10min为单位。 

6.5.4.7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1440h。 

6.5.5总磷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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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1测定范围 

0mg/L～2mg/L多档可选，最低检出限 0.01mg/L。 

6.5.5.2重复性 

应不大于±10%。 

6.5.5.3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误差应不大于±10%。 

6.5.5.4  24h漂移 

零点漂移：应不大于±5%。 

量程漂移：应不大于±10%。 

6.5.5.5测定时间 

应不大于 30min。 

6.5.5.6采样周期 

测定时间～90min任意可选，10min为单位。 

6.5.5.7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1440h。 

6.5.6总氮分析仪 

6.5.6.1测定范围 

0～20mg/L多档可选，最低检出限 0.05mg/L。 

6.5.6.2重复性 

应不大于±10%方案。 

6.5.6.3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误差应不大于±10%。 

6.5.6.4  24h漂移 

零点漂移：应不大于±5% 

量程漂移：应不大于±10%。 

6.5.6.5测定时间 

应不大于 30min。 

6.5.6.6采样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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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时间～90min任意可选，10min为单位。 

6.5.6.7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1440h。 

6.5.7水质自动分析仪 

6.5.7.1功能要求 

——自动连续测量或调整时间间隔测量； 

——断电保护和来电自动恢复； 

——自动抽取水样（化学分析法）； 

——能进行参数设定； 

——测量数据显示、存储、输出； 

——远程控制等 

6.5.7.2性能要求 

与本标准 6.5.1～6.5.4相同。 

6.5.7.3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10000h。 

6.6 遥测终端机 

6.6.1 功能要求 

6.6.1.1 基本功能 

——数据采集：采集传感器的测量数据； 

——数据显示：显示设置参数、采集的数据，以及经过处理后生成的各种信息； 

——参数设置：支持现地和远程设置； 

——查询：支持现地和远程查询； 

——存储：宜能保存不少于 12个月的数据。 

——通信与传输：能和中心站数据交互，接收执行中心站的指令。 

——时钟校准：实时时钟校准，实时时钟与系统时钟误差不超过±1s/d。 

——自诊断：本身供电电压不足。 

——可支持多种通信方式（任选），可具有多信道自动切换功能。 

——具有定时自报、查询－应答功能。 

——可 24h实时保持在线，掉线时，在设置时间内应可以恢复上线。 

6.6.1.2 扩展功能 

——数据采集（采集计量数据、采集状态信息） 

——控制：自动控制水泵的电源或回路，自动控制阀门的开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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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水泵的电源或回路，远程控制阀门的开闭。 

——充值剩余水量：IC卡充值、无线网络远程充值。 

——就地、远程告警： 

——剩余水量、水位、压力、温度等数据超限（包括欠费）时就地/远程告警。 

——外接仪表设备信号中断、故障（传感器线路断、水泵停止、220V 断电、通信模块故障、SIM

卡损坏、信号太差、移动线路故障等）等就地/远程告警。 

——现场数据和状态非预期变化时就地/远程告警。 

——可扩展现场图像拍摄及传输功能：远程控制实时抓拍，或按规定时间点抓拍。 

6.6.2 性能要求 

6.6.2.1功耗 

静态值守功耗：≤2mA@12VDC 

工作功耗：≤ 10mA@12VDC 

（不含通信模块及有源传感器，且自带彩色 LCD屏等（如果有的话）关闭） 

6.6.2.2绝缘电阻 

交流电源端子（电源引线）与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0MΩ； 

6.6.2.3抗电强度 

交流电源端子（电源引线）与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应能承受 1500V、50Hz的交流电压，历时

1min，应无飞弧和击穿现象。 

6.6.2.3抗干扰 

    一般情况下，工频磁场的抗扰度应满足 GB/T 17626.8-2006表 1中的 2级规定。特殊情况下，电快

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还应满足 GB/T 17626.4-2008表 1中的 3级规定。 

6.6.2.4防雷 

应能承受 GB/T 17626.5-2008表 1中的 2级规定的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6.6.3传输规约 

应符合 SZY206-2016《水资源监测数据传输规约》或 SL651-2014《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的规定。 

6.6.4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6.6.5数据传输单元 

目前可以使用的公共移动通信主要有GPRS、CDMA和GSM-SMS、CDMA-SMS，根据当地信号强度选用。

有关这些通信方式的使用规定和要求应符合SL427-2008标准。自动监测站应该具有备份信道，所配置的

数据传输单元应具有通信主备信道的自动切换功能，并应符合移动通信网技术规范的规定。 

6.7 其他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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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管道压力仪 

6.7.1.1测量范围 

（0～0.6）MPa、（0～1.0）MPa、（0～10）MPa 。 

6.7.1.2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 1%FS。 

6.7.1.3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6.7.2 闸门开度仪 

6.7.2.1测量范围 

0m～5m、0m～10m、0m～20m。 

6.7.2.2分辨力 

应不大于 1cm。 

6.7.2.3测量误差 

10m量程内时，应不大于±2cm； 

大于 10m量程时，应不大于±0.2% FS。 

6.7.2.4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6.7.3 阀门开度仪 

6.7.3.1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 2%。 

6.7.3.2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6.7.4 功率表 

6.7.4.1输入 

标称输入：AC220V、AC380V； 

频率：50Hz； 

过负荷：持续 1.2倍；瞬时（10s）2倍。 



  

 
26 

6.7.4.2准确度等级 

显示等级：0.5级、0.2级； 

变送精度等级：0.5级。 

6.7.4.3电源 

交流：220V，允许波动±10%；50Hz, 允许波动±5%。 

6.7.4.4可靠性 

在满足正常维护条件下，MTBF≥25000h。 

7 其他要求 

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中使用的监测仪器及数据采集传输设备的质量检验规则和方法应符

合本项目的另一标准SZY205-2016《水资源监测设备质量检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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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内容索引表 

标准第一版于 2012 年 11 月发布实施。为了解标准的应用执行情况、完善标准以更好地支撑后期项

目的建设与运行，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于 2015 年 6 月对各建设单位进行发函调研；根

据函调反馈情况，选择了 3 个流域机构和 6 个省（市、自治区）建设单位进行现场调研。根据标准在应

用中发现的问题和各建设单位提出的建议，同时考虑二期项目的建设需求，编制组对本项目标准进行了

修订，与 2012 版本相比，SZY203-2016《监测设备技术要求》修订内容及原因如下表所示。 

 

章节条款 原内容 修订内容 原因说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25922-2010  封

闭管道中流体流量的

测量  

用安装在充满流体的

圆形截面管道中的涡

街流量计测量流量的

方法 

 涡街流量计在本项目中

并未有应用，故本次予

以删除。 

GB 50179-1993  河流

流量测验规范 

GB 50179-2015  河流

流量测验规范 

版本更新。GB 50179 已

经被修订，本次引用修

订后的新版本。 

JJG 711-1990  明渠堰

槽流量计 

JJG （水利）004-2015  

明渠堰槽流量计 

版本更新。JJG 711 已经

被修订，本次引用修订

后的新版本。 

JJG 1029-2007  涡街

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在本项目中

并未有应用，故本次予

以删除。 

GB/T 11828.4-2011  

水位测量仪器 第 4 部

分: 超声波水位计 

 因超声波水位计精度略

偏低，在本项目中不再

推荐应用，故本次予以

删除。 

SZY 205-2012《国家水

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

目—水资源监测设备

质量检验》 

SZY 205-2016《国家水

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

目—水资源监测设备

质量检验》 

版本更新。SZY 205 已经

被修订，本次引用修订

后的新版本。 

SZY 206-2012《国家水

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

目标准—水资源监测

数据传输规约》 

SZY 206-2016《国家水

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

目标准—水资源监测

数据传输规约》 

版本更新。SZY 206 已经

被修订，本次引用修订

后的新版本。 

 SL 537-2011  水工建

筑物与堰槽测流规范 

在原 2012 版标准编制

时， SL 537-2011  《水

工建筑物与堰槽测流规

范》还未发布，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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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537 已经发布实施多

年，故在本次修订时予

以增加引用。 

4.1.1 流量测量仪器 

 

流量测量包括明渠和

管道流量测量两大类。

明渠流量监测仪器包

括声学时差法明渠流

量计、声学多普勒剖面

流速仪、堰槽流量计

等，其中声学多普勒剖

面流速仪又包括固定

式和走航式两类。管道

流量监测仪器包括声

学时差法管道流量计、

声学多普勒管道流量

计、电磁管道流量计、

电子远传水表、IC 卡冷

水水表、涡街流量计

等。 

流量测量包括明渠和

管道流量测量两大类。

明渠流量监测仪器包

括声学时差法明渠流

量计、声学多普勒剖面

流速仪、堰槽流量计

等，其中声学多普勒剖

面流速仪又包括固定

式和走航式两类。管道

流量监测仪器包括声

学时差法管道流量计、

声学多普勒管道流量

计、电磁管道流量计、

电子远传水表、IC 卡冷

水水表等。 

涡街流量计在本项目中

并未有应用，故本次予

以删除。 

4.1.1.4 声学时差法

管道流量计 

声学时差法管道流量

计采用时差法原理测

量管道内的平均流速，

有插入式、管段式和外

夹式。 

声学时差法管道流量

计采用时差法原理测

量管道内的平均流速，

有接触式和外夹式。 

因插入式、管段式均属

于接触式，为了与现行

JJG1030《超声流量计》

标准一致，本次将声学

时差法管道流量计的分

类改为接触式和外夹

式。 

4.1.1.5 声学多普勒

管道流量计 

声学多普勒管道流量

计采用多普勒原理测

量管道内的流速分布，

有插入式、管段式和外

夹式。 

声学多普勒管道流量

计采用多普勒原理测

量管道内的流速分布，

有接触式和外夹式。 

因插入式、管段式均属

于接触式，为了与现行

JJG1030《超声流量计》

标准一致，本次将声学

多普勒管道流量计的分

类改为接触式和外夹

式。 

4.1.1.6 电磁管道流

量计 

电磁管道流量计根据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来测量管道内导电介

质体积流量，有分体型

和一体型，适用于供水

管道流量测量，可自动

测量管道内水流的平

均流速，并转换成流

量，能显示和输出平均

电磁管道流量计根据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来测量管道内导电介

质体积流量，适用于供

水管道流量测量，可自

动测量管道内水流的

平均流速，并转换成流

量，能显示和输出平均

流速、瞬时流量和累积

电磁管道流量计由一次

仪表（传感器）和二次

仪表（转换器）组合而

成，分体型和一体型只

是其组合型式，其产品

技术指标要求并无差

异，故本次修订不再将

电磁管道流量计分为分

体型和一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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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瞬时流量和累积

水量。 

水量。 

4.1.1.9 涡街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应用流体

振荡原理来测量流量，

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

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

压力、温度、粘度等物

性的影响。主要适用于

封闭满管中稳定的或

者变化缓慢的单相液

体流量测量。 

 涡街流量计在本项目中

并未有应用，故本次予

以删除。 

4.1.2.3 超声波水位

计 

超声波水位计应用声

波反射的原理来测量

水位，分为液介式和气

介式两大类。主要用于

不便建水位测井的明

渠水位测量。超声波水

位计精度略偏低，适用

于水位变幅小、温度变

化不大的监测点。 

 因超声波水位计精度略

偏低，在本项目中不再

推荐应用，故本次予以

删除。 

4.2 水质在线监测

仪器 

 目前，对水体中有机物

在线监测与分析技术

可以分为化学法和非

化学法。化学法是将符

合国家标准的实验室

化学分析流程自动化，

宜在具有监测站房场

地使用；非化学法，例

如光学法是利用水体

有机物对紫外光等光

源的选择性吸收原理，

通过标定建立对应光

谱测量值，可用于趋势

分析或预警。 

增加了对使用非化学分

析法的水质在线监测仪

器的原则要求。 

4.3 数据采集（测

控）终端机 

数据采集（测控）终端

机 

遥测终端机 为各标准间的协调一

致，统一将“数据采集

（测控）终端机”或 RTU

等均统称为“遥测终端

机”，以下同，不再重复。 

4.4 数据传输单元 数据传输单元  与 4.3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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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地表水水位自

动监测 

 

推荐采用浮子式水位

计。对不便建造测井的

地方，可选择压力式水

位计或雷达式水位计。

上述水位计均不适合

的地方，可以选用超声

波式水位计。 

 

推荐采用浮子式水位

计。对不便建造测井的

地方，可选择压力式水

位计或雷达式水位计。 

 

因超声波水位计精度略

偏低，在本项目中不再

推荐应用，故本次予以

删除。 

4.6.3 河道（明渠）

型取水流量在线自

动监测 

 4.5.3 

明渠流量测验，其测验

精 度 应 满 足 SL 

337-2006《声学多普勒

流量测验规范》、 SL 

537-2011《水工建筑物

与堰槽测流规范》和

GB 50179-2015《河流流

量测验规范》的规定。 

增加了对明渠测验方法

与精度的原则要求，提

出现行的明渠测验方面

的技术规范，重申在项

目建设中必须采用和执

行。 

 

4.6.4 管道型取水

流量自动监测 

推荐采用声学管道流

量计、电磁管道流量

计、涡街流量计、电子

远传水表。 

4.5.4 

推荐采用声学管道流

量计、电磁管道流量

计、涡街流量计、电子

远传水表。流量计的选

择推荐接触式，外夹式

仪器推荐作为移动监

测设备使用。如果监测

站点已经具备自计量

监测设备，并具备数据

接出条件，推荐直接使

用已安装的计量设备，

不必重复建设，仅增加

数据采集与传输终端

机即可。 

1、涡街流量计在本项目

中并未有应用，故本次

予以删除； 

2、增加“流量计的选择

推荐接触式，外夹式仪

器推荐作为移动监测设

备使用。如果监测站点

已经具备自计量监测设

备，并具备数据接出条

件，推荐直接使用已安

装的计量设备，不必重

复建设，仅增加数据采

集与传输终端机即可。” 

4.6.5 由泵站机组

特性曲线推算流量 

 

推荐采用泵站功率表，

监测泵站机组的功率，

通过效率曲线推算提

取的流量。 

4.5.5 

推荐采用泵站功率表，

监测泵站机组的功率，

通过效率曲线推算提

取的流量。泵站测流时

用电动机带动水泵抽

水，可以测得消耗的电

能，测得水泵的实际扬

程，即上、下游水位差，

用泵站单机效率系数

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流量

推算方法，增加“泵站

测流时用电动机带动水

泵抽水，可以测得消耗

的电能，测得水泵的实

际扬程，即上、下游水

位差，用泵站单机效率

系数（包括电动机、水

泵等方面的综合效率）

推算泵站单机流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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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电动机、水泵等

方面的综合效率）推算

泵站单机流量，多台单

机流量相加可得到多

台泵站工作时的抽水

流量。 

台单机流量相加可得到

多台泵站工作时的抽水

流量。” 

4.6.6 水质在线自动

监测仪器 

4.6.6 

对水体中有机物在线

监测与分析技术主要

有化学法和非化学法。

化学法宜在具有监测

站房场地使用，光学法

可用于趋势分析和预

警等领域。 

4.5.6 

对水体中有机物在线

监测与分析技术主要

有化学法和非化学法。

化学法宜在具有监测

站房场地使用，光学法

可用于趋势分析或预

警。非化学法的在线水

质监测仪器应通过第

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的

比对测试，测试合格的

方可应用。对于非化学

法的在线水质监测仪

器已投入应用的，应合

理增加人工巡检频次，

并与实验室化学分析

法进行比对，还应定时

校准。 

1、将“光学法可用于趋

势分析和预警等领域”

改为“化学法宜在具有

监测站房场地使用，光

学法可用于趋势分析或

预警” 

 

2、增加了对于非化学法

的在线水质监测仪器应

合理增加人工巡检频

次，并与实验室化学分

析法进行比对，还应定

时校准等方面的要求。 

6.1.3.1 堰槽流量计 堰槽设施应符合 JJG 

771-1990 的规定。 

堰槽设施应符合 JJG 

（水利）004-2015 的规

定。 

版本更新。JJG 711 已经

被修订，本次引用修订

后的新版本。 

6.1.3.2 堰槽流量计 水位测量仪器应符合

本标准 6.2 的规定。 

水位测量仪器其分辨

力、最大允许误差应根

据测量范围进行选择，

并应分别满足以下要

求： 

a）水尺 

最小刻度应为 0.01m，

误差应不大于 0.5mm。

当水尺长度在 0.5m 以

下时，累积误差应不大

于 0.5mm；当水尺长度

在 0.5m 以上时，累积

误差应不大于水尺长

度的 1‰； 

b）浮子式水位计 

1、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堰

槽流量计的技术指标要

求，并与最新版本的 JJG

（水利）004-保持协调一

致。 

 

2、压力式水位计 

最大允许误差改为了应

小于±0.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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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子直径应不大于Ф

0.25m，测量范围宜在

1～5m，分辨力应不大

于 0.01m，最大允许误

差应小于±0.02m； 

c）压力式水位计 

测量范围宜为 0 ～

10m，分辨力应不大于

0.01m，最大允许误差

应小于±0.02m。 

6.1.3.3 堰槽流量计 流量测量误差应不大

于±8%，宜不大于±

5%。 

流量测量误差应不大

于±6%，宜不大于±

5%。 

提高了堰槽流量测量的

精度要求，并与最新版

本 JJG （水利）004-2015

保持协调一致。 

6.1.3.4 堰槽流量计 

 

其他应满足 SL24《堰槽

测流规范》的规定。 

其 他 应 满 足 SL 

537-2011《水工建筑物

与堰槽测流规范》的规

定。 

版本更新。原 SL24《堰

槽测流规范》已经被 SL 

537-2011《水工建筑物与

堰槽测流规范》代替，

故本次修订引用最新版

本。 

6.1.7.4 可靠性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电

子 装 置 的 MTBF ≥

4000h。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电

子 装 置 的 MTBF ≥

26000h。 

作为电子装置，可靠性

指标 4000h 太低了，根

据调研结果的需求，本

次修订将此项指标提

高。 

6.1.9 涡街流量计 6.1.9.1 准确度等级 

6.1.9.2 重复性 

6.1.9.3 其他 

 涡街流量计在本项目中

并未有应用，故本次予

以删除。 

6.2.3 超声波水位计 分辨力 

测量水位变幅范围 

测量误差 

可靠性 

其他 

 因超声波水位计精度略

偏低，在本项目中不再

推荐应用，故本次予以

删除。 

6.2.4.3 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1cm。 

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2cm。 

原规定“应不大于±

1cm”不尽合理，故本次

予以修改。 

6.2.5.1 分辨力 

1mm； 1cm。 

分辨力 

磁致伸缩式：1mm；电

极式： 1cm。 

为了与测量误差的表述

一致，故本次予以修改。 

6.2.5.3 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1cm。 

测量误差 

应不大于±2cm。 

原规定“应不大于±

1cm”不尽合理，故本次

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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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1 流速、流量计算应符合

GB 50179-1993 的要

求。 

流速、流量计算应符合

GB 50179-2015 的要

求。 

版本升级。GB 50179 已

经被修订，故本次引用

其最新版本。 

6.5.7.1 功能要求 

 

——自动抽取水样 ——自动抽取水样（化

学分析法） 

具体指明适用于化学分

析法。 

6.6.3 应符合SZY206-2012或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

规约》的规定。 

 

应符合SZY206-2016或

SL651-2014 的规定。 

 

版本升级。SZY206 已经

被修订，故本次引用其

最新版本。 

6.7 数据传输单元 6.7 

目前可以使用的公共

移动通信主要有GPRS、

CDMA 和 GSM-SMS、

CDMA-SMS，根据当地

信号强度选用。有关这

些通信方式的使用规

定 和 要 求 应 符 合

SL427-2008 标准。自动

监测站应该具有备份

信道，所配置的数据传

输单元应具有通信主

备信道的自动切换功

能。 

6.6.5 

目前可以使用的公共

移动通信主要有GPRS、

CDMA 和 GSM-SMS、

CDMA-SMS，根据当地

信号强度选用。有关这

些通信方式的使用规

定 和 要 求 应 符 合

SL427-2008 标准。自动

监测站应该具有备份

信道，所配置的数据传

输单元应具有通信主

备信道的自动切换功

能。 

合并到 6.6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