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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测站考证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测站水文资料系列一致性有影响的测站考证要素的观测、收集、记录、整理方法

和要求，以及保证资料系列一致性的有关技术措施。测站考证要素主要包括测验环境条件、手段、方

法、精度、运行方式、分辨力、频度等。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基本站、专用站、实验站的水位(潮位)、流量、泥沙、降水量、蒸发等水文

要素观测的测站考证，也适用于在水文调查中对有关站点(断面)建立考证资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萃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只最新如〈吨所肴的修改兽)是用于本标准。
GB/T 50095-2014 水严基本万语与符号标准

GB/T 50138一2010 7J(位观测标准

SL 58-2014 水文测量规范

SL 383 河道演变副测调丢到范
SL 460一2009 水文年盛汇编刊印册范
SL 630-2013 水面蒸主观测规范

3 术语及定义

GB/T 50095-2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翩。 为阱使用，重复列出了部分标
准的术语和定义。

3.1 

测站考证 hydrometric textua!,research 
_f.. _ _. . .. __.. . )1 

为反映水文资料系列一摄制管影响的程度〉明根本要对测同步，对测验环境条件、观
测技术、数据质量和测站测验任房等变化情况进行的相关测量、记录人 说明和形成考证资料的工作 。

注:改写 GB/T 50095-2014，定义 5..2.2.

3.2 

考证资料 data of hydrometric textual research 

广义上指对水文资料利用具有考证作用的各种资料。狭义上仅生测站考证技术过程中的各种测量
结果、调查记录及其整编成果的总称。

3.3 

3.4 

3.5 

考证年份 particular year of hydrometric textual research 

对考证要素定期进行考证的实施年份。

考证期 textual research period 

测站考证的统计周期，为上一个考证年份的年末考证至本次考证年份的年末考证之间的时间。

资用成果 available result 

区域范围的控制网没有联人原点并全网联测和平差所得到的成果。

注:由于资用系统往往是受条件限制下所做的局部控制系统，因起算点条件的不足、历史问题、方法不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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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用系统与全网控制系统的成果不同，资用成果可能含有一定偏差。小范围工程利用问题不大，但在流域

大范围内则需要考虑资用成果与全网控制成果的差异影响。

示例:吴淤(镇江)基面，虽采用"七环平差"，但未联测余山原点，应该覆盖苏州至宜昌的长江沿江高程控制

系统，因此被称为"资用吴淤高程系统"。由于起算点"镇江 308'" 的变动影响，在太湖流域，其与吴淤

基面存在 26.4cm 的差值。

3.6 

3.7 

基面 datum 

经过高程系统起算原点的大地水准面。

注 1 :改写 GB/T 50095 - 2014 ，定义 4.2.10

注 2: 日常应用中常常容易混淆基面与高程基准。虽然高程基准以一个基面为起算依据，但经济生产和社会生

活实际应用所使用的是高程基准，而非直接使用基面。

高程基准 vertical datum 

推算地区或国家统一高程控制网中所有水准高程的起算依据，它包括一个水准基面和一个永久性

水准原点。

3.8 

3.9 

3. 10 

3.11 

3.12 

2 

注:高程基准所采用的起算面并非经过水准原点的大地水准面(基面) ，而是似大地水准面。高程基准与基面有

差异，似大地水准面是一个数学计算面，而大地水准面则是物理等位面，前者对测量应用具有实用意义，

后者过于复杂难以现实应用 。

绝对基面 absolute datum 

将某一海滨地点平均海平面的高程定为零的水准基面 。

[GB/T 50095-2014 ， 定义 4. 2. 1. 1J 

注:一个绝对基面一旦确定，作为名义基面，在物理形态上是固定不变的 。 即使通过验潮重新给出新的绝对基

面，原基面的大地水准面依然客观存在。

假定基面 arbitrary datum 

为计算水文测站水位或高程，通过设定一个起算水准点以假定高程值，而相应形成的水准基面。

注 1 :改写 GB/T 50095←20 1 4 ，定义 4. 2. 1. 2 。

注 2: 常在测站附近没有国家水准点，或者一时不具备接测条件的情况下使用。

测站基面 station datum 

水文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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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T 50095-20 14 ，定义 4. 2. 1. 3J 

冻结基面 stationary datum 

水文测站首次使用某种基面，得到测站基本水准点高程值后，即将其数值固定下来的基面。

注:改写 GB/T 50095-20l4，定义 4. 2. 1. 4 0 

冻结差 deviation of stationary datum 

冻结基面对绝对基面的差数。

注 1 :采用冻结基面时，将测站基本水准点首次测量得到或多次测量认定的绝对基面的离程值，固定后冻结使

用，并以"表内水位 (冻结基面以上米数) ::!::x. XXX米=绝对基面以上米数"的方式表示水位，该等
式中的差数即 "冻结差" 的值，也就是表内水位对绝对基面的改正数 。

注 2: 以似大地水准丽与大地水准面完全重合、大地水准面稳定不变、没有任何地面沉降为条件，假设引据水准

点的高程为真值，则"冻结差"即为基本水准点水准测量的误差 。 在没有任何测量误差情况下，"冻结



3.13 

差"为 "0"。在正常情况下，"冻结差"表现为合理的误差，在 "0" 上下小幅度波动。

测站编码 code of hydrological data series of hydrometic station 

测站水文资料系列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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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标准的测站编码与 SL 502-2010 ((水文测站代码编制导则 》 中的"水文测站代码"不同，测站编码针对

资料系列，水文数据资料一个系列一个码。需要按水文(水位)和降水(蒸发〉分别设置。

示例:甲站原为雨量站，站码为 A1 ， 30 年后，升格为水位站，在原雨量站不远处建立新站址，水位站码为 B1 ，

雨量观测场迁入水位站新址，站码依然 A1。之后水位站再次升格为水文站并迁移几公里，迁移后的水位

系列不为一站资料，于是站名改为乙站，水位站码变更为 B2，但雨量观测场仍在原址，续用甲站原名，

站码继续为 A1; 5 年后，甲站雨量迁入乙站观测，由于雨量资料系列元明显差异不需要作为两站，因此

雨量不改站名、站码也继续保留为 Al，虽然从站所管理上可以强行更改甲站雨量站为乙站雨量，但从水

文资料使用角度，雨量资料维持一站不变相对更为合理，此时水位、雨量同址，但站名不同，站码也不

相同。此例可以看出，对于水文资料系列的测站编码，不能不区分水文(水位)和雨量(蒸发)对一个

测站只采用一个码。如果不区分观测要素而实行"一站一码"的规则，那么对于这个雨量资料系列就不

得不变成了两个资料系列。

4 总则

4.1 水文测站考证应完整记录与水文要素观测相关的环境条件因素及其变化情况。 测站考证不应对

水文要素数值(原始观测值或成果)做出相关的订正或修改，可对考证期内水文要素受环境影响的变

化量做统计。

4.2 水文站、水位站的测站考证应包含下列内容:

a) 测站的地理位置，所在流域、水系、汇入河流或湖泊、海洋、地点 。

b) 测站沿革，其设立、停测、恢复、迁移、测站性质、类别变动和领导机关的变动等较大事件

发生时间、变动情况等。

c) 测验河段和附近河流情况，以及断面水文条件、河流形态、水工程影响、潮沙强度等。

d) 断面的布设情况和相对位置，断面的变动情况。

e) 基面以及测站的引据水准点、基本水准点、校核水准点的变动情况及统计。

f)测站上下游主要水利工程情况和可能受工程影响的情况说明。

g) 水系及测站平面位置图，测站地形图、测验断面、测验设施及设备布置图等。

h) 水文测验设施及设备变动情况。

i) 测站为堪闸站、水库站的，还应考证工程的结构形式与运行的基本情况。

j) 水电站、抽水站的测站，还应考证装机数量、容量、水头(扬程)等情况。

4.3 雨量站、蒸发站的测站考证应包含下列内容:

a) 测站的地理位置，所在流域、水系、河流、地点等。

b) 测站沿革，其设立、停测、恢复、迁移、测站性质、类别变动和领导机关的变动等较大的事

件发生时间、变动情况等。

c) 观测场周围情况、地形地貌，以及气象条件、气流条件、建筑物影响、风沙雾磊、植被情

况等。

d) 观测场的布设情况和设备相对位置，观测设备仪器型式的变动情况。

e) 观测场地的绝对高程、设备器口离地高度。

f)水系及测站位置图，测站地形图或平面示意图。

g) 测站为非地面站的，还应考证所在建筑的结构形式、周围相互情况，如高度、底面情况。

h) 观测场遮蔽情况，绘制遮蔽率图。

4.4 测站观测项目、测验方法与精度指标应予考证。观测项目考证包括水位、流量、泥沙、降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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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冰情、水温、气温等内容。项目及方法变动后，应考证变动时间及原因。各种观测项目的测验

方法应按使用仪器设备的类型等方面进行考证填写。测验精度应分别填写流量、泥沙的测验精度，按

一类、二类、三类精度划分。

示锣IJ: 如某站水位采用人工观测，流量采用船测，泥沙采用全断面混合法测验，降水采用 20cm 口径虹吸式自记

雨量计观测，填写"水位人工、流量船测、泥沙全断面混合、降水自记"。

4.5 水文测站有多断面的，应按每一资料系列为一站进行考证，独立填制测站考证表、绘制测验河

段平面图。

4.6 考证期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a) 存在沉降情况的地区，考证期不超过 5 年。

b) 地质稳定、不受沉降影响的，考证期不超过 10 年。

-~ 、 -c) 按水准网复测年份进行测站水准点考证的，根据测绘音民问'的复测工作进度，在其外业观测当

年相近时间进行测站水准点考证测量，以平差后的高程植计算; 。

d) 考证期的长度，按区域、河系或.z](f佳网统币注定，并由梳域现省级水文机构确定。

4.7 测站考证年份要求如下: , 
a) 测站水准点的考证，宜按水准网复测年份进才予

b) 水工程出现重大变化或重大运行变化情况 。

c) 出现重大水雨'情的。

d) 发生特殊水文或气象现象。

e) 发生特殊地质情况。

f)其他引起水文要素重大变化的自然或人为影响变化。

4.11 考证资料建立与保存要求如下:

4 

a) 新设站第一年应编制测站考证资料，填写项目应齐全。公历逢五年份应重新编制全部考证图

表;公历逢零年份是否全部编制，可由复审单位确定。含有水准点考证内容的测站考证表，

其编制年份按水准点考证年份计。

b) 接收档案不全测站的资料，应重新考证不详内容及遗留的问题。仍然考证不清的问题应交代

清楚，留作以后继续考证。

c) 按规范完成测站考证资料并建立档案后，下一次的考证范围应只考证考证期内的资料。

d) 考证资料应以纸质和电子文档方式保存，各项考证表应装订成考证簿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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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考证资料应及时整理，并按附录 A 的格式和附录 B 的填写要求进行记录，对于高程基准变化、

基面变更、水准网复测平差、引据点变化、闸坝工程调节运行记录等考证情况，附录 A 和附录 B 的

相关表项无法记录和不足以全面反映的，应以详细的文书记录进行说明附在考证簿最后 。

5 河流水系

5.1 考证内容

5. 1. 1 测站考证应对测站所在河流水系进行考证，考证内容应包括河流的名称是否准确、河流所属

流域水系的自然特征有元变化。

5. 1. 2 河流水系名称应以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地名管理部门发布的相关成果为依据。没有发布成果的

河流，应以当地习惯名称为依据。

5. 1. 3 测站至河口距离应按测站基本水尺断面至该河直接在入的柿、库、湖、海汇合口的距离计。
灌渠、无尾河，不计河口距离。

5. 1. 4 应对测站所在河流流入何处进行考证，并按下列规定执行. I 

a) 正常汇流的河流，按其直接汇入的河、 库、湖、 峙的名称计1

b) 流入沙漠，河流消失的， ì己其沙漠名称。

c) 排水渠道，记其最岳汇入渠道名称。

d) 水流于末端消散的引水要道， 不-ìt流A何处。
巳)水体之间的调水渠道1 则按汇入水体名槐计。

5.2 河名变更的处理

5.2.1 河流名称因浦势自然演变或人工治理造成河名变更，应对所涉及的测站更改河名，并记录发
/ 

生变动的相关情况。

5.2.2 因河道规划、 南道管理需要造成泪流企泪河名变更， 但制邻站范围内原有河系结构未明显
改变时，应对所涉及的嘻站更改河名，并在新河名后将原河名加啻号表示，并说明相关情况。

5.2.3 因河道规划、河道管理需要是成河流局部河段河名变更、同--'河流上下游并未改变， 应继续

沿用原名，但应在原河名k将局帮河段新河名加括号表示。 .
5.2.4 当河流水系发生变化时，应做下列考证措施 z

\ 
a) 编写水系变化情况说朗， 清晰描述变化的原因、 改变结果、 清关河流水情的影响等，除以河

流水系变化说明专题资料存洁保存外，同时在水文年鉴资料严印说明中设专栏说明。
b) 对测站所在河流的流入或流出情况进行考证，并在单站资鸡、统计资料和说明资料中做相应

说明。

6 测站名称、沿革与编码

6.1 现，tl站名称

6. 1. 1 测站设立、变更、迁移时，应对测站名称的命名或处理是否准确进行考证。

6. 1. 2 测站名称应以最小地理信息命名，遵循简单、直接、公认、通俗易懂、字面无歧义等原则 。

6. 1. 3 测站不应直接以河流和湖泊命名，不应以单位、人物、设施、设备、临时性建筑物等命名。

应避免示位不清以及可能导致后续新增测站命名困难等问题。

注:某些小地名含有河、江等字，但其属于地名，这个与直接以河名作站名的情况不同。如，三河水文站，其

名来自所处自然村三河村的名字;沙溪水文站的名称源自沙溪镇沙溪村，而非沙溪江的河流名称。

6. 1. 4 对于历史上已经命名且已进行基本观测的站，其命名如不符合 6. 1. 2 、 6. 1. 3 、 6 . 2.1 、 6.2 . 2

的规定的，不宜做出更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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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新设站命名方法

6.2.1 测站命名应以测站所在地的末级行政区名、公认的地名、地标、特殊的地形地物等为依据

确定。

注:本条所指行政区名、地名、地标、地形地物等，包括乡镇、街道、自然村、庙堂、渡口、水闸、非道路名

的桥梁、知名建筑、典故传说、名胜古迹、 山口、洲滩湾嘴、湖口、河口、山丘等。

6.2.2 一个测站的不同断面，应在测站名称之后用括号内简写注明断面名称。宜以断面迁移顺序、

建筑物、地点缩略、地标名称等表示。

示例:多次迁移的测站 "利 )1 1 (四)" ;好区测站"大治河西闸(内)" "大治河西闸 (外)飞 闸坝工程上下游站

"万福闸(上)" "万福闸(下)";一站同时兼有河渠的站"杨林桥(河道)" "杨林桥(渠)";同一地名不

同河道上的站 "丰镇(寻1)" "丰镇(黑)";水库测站"大伙房水库(溢洪道)" "大伙房水库(水电站)"

"大伙房水库(输水道)" "大伙房水库(坝上)" "大伙房水库(沈取电站)" . 

6.2.3 测流断面距离基本水尺断面较远，不应另设站名，仍与基本水尺断面为同一站。

6.3 站名变更的处理

6.3.1 水文(水位)站的站名变更应根据测站迁移和基本水尺断面的变动情况进行处理，并应符合

下列要求:

a) 测站原地重建，基本水尺断面基本不变或原地位移很小的，保持原有站名不变。

b) 测站移址重建，基本水尺断面变动距离较近、或改变岸别的，资料仍作为同一站，保持站名

不变，测站地址可变更。

c) 测站迁移有一定距离，区间有增减水、水位及过程有差异，但程度很小，对资料系列基本元

影响的，原站名不变，站名之后以括号注明序号。

d) 测站迁移较远， 区间增减水较大、水位及过程差异明显，变更站名。

e) 站名的变更或调整，具体按 6. 3. 2~6. 3. 4 的要求进行比测，按 6.3.5 的要求确定 。

f)水系、河名变更，断面未迁移的，站名不变。

6.3.2 基本水尺断面确定实施调整或迁移的，在启用新断面观测和终止原断面观测前，新断面与原

断面水位的对比观测应符合 GB/T 50138-2010 的要求。当新旧断面水位变化规律明显不一致或比测

困难时，可不进行并行观测，直接作为新站并启用新站名。流量测验项目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比测 。

6.3.3 基本水尺断面计划调整或迁移的，应提前规划新断面，并按下列要求对新断面与原断面水位

进行对比观测和考证处理:

a) 山区性河流，比测水位级应至少覆盖本站平均水位变幅的 75% ，并覆盖当年最大洪水与最低

枯水。

b) 平原河网，应选择不同季节进行比测，并覆盖当年最大洪水与最低枯水。

c) 感潮地区，在正常的水文情势下，连续比测时间不得少于 3 个农历月 ，条件受到限制时不得

少于 1 个农历月，期间水文情势出现特殊情况的应延长比测时间或重新比测。

6.3.4 基本水尺断面确定实施调整或迁移的，在启用新断面观测和终止原断面观测前，按下列要求

对新断面与原断面水位进行对比观测和考证处理:

6 

a) 山区性河流，应进行为期 1 年的并行观测，也可间歇观测。间歇观测应均匀覆盖当年最大水

位变 I~I 。

b) 非感潮平原河网，应进行为期 1 年的并行观测，也可间歇观测。间歇观测应覆盖当年最高水

位、正常水位、最枯水位时段各 1 个月。

c) 感潮地区，应进行为期 1 年的并行观测。

d) 当新旧断面水位变化规律明显不一致时，直接作为新站并启用新站名时，可不进行并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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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站名是否需要变动以及如何变动，要求如下:

a) 山区性河流，消除观测误差后，水位系统差不超过 3cm 的，站名应不变;偏差 4~lOcm 的，

站名应加序号;偏差超过 lOcm 的，站名应变更;上下游站距小、落差小的，应从严一倍;

河床坡降显著的，应根据资料系列一致性的变化情况处理。

b) 非感潮平原河网，消除观测误差后，水位系统差不超过 2cm 的，站名应不变;偏差 2~4cm

的，站名应加序号;偏差超过 5cm 的站名变更;上下游站距小的，应从严一倍。

c) 感潮河段，应根据比测资料，将同潮次的高潮位新旧断面之差、低潮位新旧断面之差、高潮

潮时新旧断面之差、低潮潮时新旧断面之差，各按由大到小排序，由经验频率 lO%~90% 区

间内各项的均值，按照表 1 的各个衡量指标分析结果，以对维持同一资料系列最不利的一档

处理;如果 10%~90%区间内数据分布落差较大，应加以分析，通过论证判断确定。

d) 当新旧断面水位变化规律明显不一致时，可不进行并行观测分析，直接作为新站并启用新

站名。

表 1 感潮河段测站水尺断面调整或迁移后站名处理衡量指标

衡量指标
感潮河段测站分类 站名处理

高潮位、低潮位水位差/m 高潮位、低潮位时间差/min 新旧断面距离/km

三三 0.01 三三5 三三 1 不变

内河河道 O. 01~0. 02 5~10 1 ~2 加序号

>0.02 >10 >2 更名

~O. 01 ~5 4二 l 不变

河口区 O. 01 ~O. 03 5~10 1~2 加序号

>0.03 > 10 >2 更名

~0.01 ~10 ~1 不变

士于区 O. 01 ~O. 02 10~15 1~2 加序号

>0.02 > 15 >2 更名

主二0.01 ~10 三三2 不变

湖泊湖荡 O. 01~0. 02 10~15 2~3 力H序号

>0.02 >15 >3 更名

注:取其各项指标中分析值最大者确定，按判断条件的指标值程度，以"不变" "力[1序号" "更名"三种程度前后为序，按程度

最大的一行对应处理。即:在三种处理方式、五个衡量指标所构成的"三横三纵"中，只要有一项处于"三横三纵"最下

面的，即按其所属的方式处理。

6.3.6 雨量(蒸发)站的站名变更应根据测站迁移距离和地形、局部气象条件变化情况进行处理，

要求如下:

a) 地形、局部气象条件有明显差异的，站名应变更。

b) 山丘区迁移距离大于 5km、平原区大于迁移距离 10km 的，应变更站名。

c) 迁移距离较近，地形、局部气象条件无明显差异的，站名可不变更。

6.4 测站沿革

6.4.1 国家基本站、专用站、实验站，含在此期间撤销的测站，应对上次至本次考证期间的测站沿

革进行考证。

6.4.2 测站沿革考证内容应详实、时间连续、问题处理镇密、遗留问题交代清楚。

6.4.3 本次考证资料应与上次考证资料对照检查。如有不一致的，应查清原因，并在相应的考证成

果中附注说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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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测站编码变更处理

6.5.1 站名不变、站名加序号的，测站编码应不变;站名变更，测站编码应相应变更。

6.5.2 测站所属行政区划改变、测站领导机关改变等，测站编码不应随其改变。

6.5.3 水文测站被撤销，其站码应保留;在原位置恢复观测时‘，应沿用原站码，不重新编码。

7 水工程影晌

7.1 拦河工程

7. 1. 1 应考证测站上、下站之间对本站水文要素产生影响的水利工程情况，包括蓄水工程、电站工

程、河闸工程、桥梁、橡胶坝等工程的楠、地点、距测站的罗干程规模等。

7. 1. 2 应对拦河工程对本站水文测验的影响进行简要说明。

7.2 其他涉水工程

7.2.1 当测站附近存在取水工程、 ~1功栩栩、啡、水
井应对本站测验是否有影响选何简要说明。

7.2.2 考证期内测站附近

8 测验河段及断面

8. 1 测验河段

8. 1. 1 

8. 1. 2 

说明。

8. 1. 3 

8. 1. 4 

描述。

8. 1. 5 

8.2 断面

8.2.1 应对本站各类测验断面的布设及其变化情况进行考证。

8.2.2 应考证断面位置、两岸断面控制点坐标、基线端点坐标、言是垂线起点距相应调整等的变化
情况。

9 泪tl 站高程基准

9. 1 高程基准的采用

9. 1. 1 水准网覆盖的地区，水文测站应采用国家或地区的高程控制系统，且应使用本地区普遍使用

和公共应用的高程基准。当测站未按上述要求采用高程基准时，应对下列内容进行考证说明:

a) 采用高程基准或测站基面、测站高程引据、引据情况等的沿革。

b) 当地国家或地区高程控制系统、当地普遍使用高程基准的情况。

示例: 1985 高程基准为国家高程控制系统;吴淤高程系统为长三角地区及长江沿线的地区性高程控制系统。

9. 1. 2 水文测站采用基面的类型，要求如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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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个区域的水文测站应采用相同的基面类型。

b) 无沉降影响且缺乏绝对基面采用条件的地区宜采用冻结基面。

c) 对能够判断存在沉降情况的地区，应采用绝对基面，不得采用冻结基面， 设置基岩标且首次

测量的引据水准点未受沉降影响的除外。

d) 受地面沉降持续影响时，水准网复调j平差不能及时和定期进行的，应采用绝对基面，并建立

稳固的测站基本水准点群，至少有 3 个以上水准点组成自校系统。

e) 水文测站附近元国家水准网引测或一时不具备接测条件，可采用假定基面;实施水文应急测

验，特殊情况下可先临时采用假定基准，但应在之后及时进行联测。

f)水准网覆盖条件差、水准点稀少、接测条件受到限制的，可建立自定义测站高程基准，设置

测站基面，并将其基面设置在可能最低水位以下。

g) 当受条件限制或历史原因，水文测站采用基面的类型不存合上述要求时，应做考证说明，详

细说明与要求之间的差异以及对水位资料系列和其他高程成呆系列的影响情况。
注:冻结基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地水准面?而直深取冻结水准点高程值而使得该水准点相应建立了一个自定义

水准面。水准点稳定的情况P:.o:'" 在合主测量误差范围内， 多次由量的是程值，始终在既有冻结高程值上下轻
微波动，此时冻结基面是瑶定的/如果水准点以及所处地面发生沉降， 冻结基面实际上也相应沉降，实际就
变成很多个相互平行但房高差的自定义水准面。

9. 1. 3 同一地区应采用同L高程垄准，所采用的7m点资料b同i平差年份的成果。如有不同，
应进行详细的情况说明， 并对jk差异及际通料影日啕情况时出例如
9. 1. 4 实行间测的水文测站卢按 9. 1. 2响要戒采用绝对基旨或专注基面，巡测站可采用假定基面。
相应的考证应按 9. 1. 2 进行

• I 

9. 1. 5 水文调查中的嘶面和站点，可根据任务的需要，整体或局部屎月绝对严面或假定基面。相应

的考证，可按水文调查顿目整伸进行z次说明?也可按---9 . 1. Z 进行 。

9.2 高程基准的使用
\ ..，，-、』、

9.2.1 水文测站使用的高程主主班'一经确定 ， 应固定使启，不得随意变更。对高程基准历史变更情况 ，

应通过国家基础测绘资料的查考，做出详细说明。

9.2.2 高程基准应慎作变更。仅当本地普遍使用和公共应用的高程控制系统采用新的基面，或者进

行高程基准的调整时，水文测站的高程基准方可夜动，要i如下:
a) 高程基准启用或调整后，如防汛设防水位、*'荆工程控制水位、水利规划等未相应变更到新
的高程基准的，为满足其需要，测菇扫立仍应保留原基准表达;同时，应根据新基准的水准
点进行水准测量，水位成果通过高程基准变更或调整伪测绘悴门公布的基面换算值，换算至
原高程基准使用，并在有关成果的附注中说明。

b) 高程基准启用或调整后，如防汛设防水位、水利工程控制水位、水利规划等相应采用新高程

基准的，水文测站也应相应变更到新高程基准。

9.2.3 当本地区采用新的高程基准时，元论测站是否变更使用高程基准，均应对原用高程基准的水

准点做一次全网测量平差，并做相应的考证记录和说明 。

注:如变更高稳基准时缺乏对原高程基准水准点的系统测量， 则旧基准水准点终止时的高程情况不明，会导致

调整高程基准时，最后一个考证期的原基准系统水准点缺少高程变化量，进而无法有效进行考证测量。及

时的全网水准联测，也是对水准点高程基于新旧高程基准的变化的一次合理性检查。

9.2.4 高程基准未做调整，仅其水准网进行全网复测平差，全网统一更新水准点高程数值和适当增

减水准点的，应按下列要求进行相应的考证处理:

a) 采用绝对基面的，相应更新基本水准点高程值，同时更新校核水准点、水尺零点高程。

b) 采用冻结基面的，继续冻结使用原用基本水准点高程值，其新旧接测的绝对基面高程值之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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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冻结差的变化。

注:采用冻结基面时，基面未变更、水准网的原点高程未改变、接测结果既含有测量误差也含有点位变动因素，

不能简单把新旧引测结果的绝对基面高程值之差直接认为是冻结基面的绝对变化。

c) 如发生原引据点重设、灭失、废弃等水准点变动的，另行增加 2 个以上引据点、以不同平差

年份的新旧高程进行联测考证。

9.2.5 当社会和地区经济生产启用或调整高程基准，且必须变更水文测站使用的高程基准时，应按

下列要求做考证处理 :

a) 以测绘部门公布的两个高程基准的换算值为依据，作为测站的基面换算关系，不使用水准引

测得到的测量值。

b) 测站高程基准需要变更的，变更前同时以原高程基准和新高程基准进行测站水准点考证测

量，并以原高程基准最后一期考证周期的水准点高程考证结果，提供本期水位订正的依据。

注:如变更高程基准时，缺乏对原高程基准水准点的系统测量，会导致调整高程基准时，原基准系统最后一个

考证期缺少水准点变化量，无法获得水位受沉降影响的变化量。及时的全网水准联测， 也是对水准点高程

基于新旧高程基准的变化的一次合理性检查。

9.3 高程基准的转换与换算

9.3.1 本地不同高程基准(基面)的换算，要求如下:

a) 应采用测绘部门公布的换算值。

注:两个高程系统的换算值为常数。

b) 不应通过引据不同高程基准的水准点以水准测量得到的高程差作为高程基准换算值，也不得

以引据水准点的不同高程基准的高程值的差作为基面换算值。

9.3.2 本地不同高程基准(基面)的换算，不应将高程基准的名义差(基面差)和两者所属的水准

点的自身变动量?昆合在一起处理，相关的考证要求如下:

a) 应采用测绘部门公布的基面差作为高程基准之间的换算数值，分离和独立统计水准点沉降引

起的偏差。

b) 不得通过引据不同高程基准的水准点以水准测量得到的高程差作为高程基准换算值，也不得

以引据水准点的不同高程基准的高程值的差作为基面换算值。

9.3.3 不同地区、不同基面的测站之间，水位基准关系的确定不具备 9. 3.2 中任一条件，但确需掌

握水位相互一致性情况的，可通过测量做分析，其水位的一致性校测或水位高程基准关系的水准考证

校测，要求如下:

a) 可采用某一高程基准或假定基面，以局部的专用水准网(路线)测量，在短期内对测站水准

点进行联测，在测站基本水准点上以该专项测量平差成果所得到的高程与原用基面的高程之

差，作为相邻站水位的换算参考值，但仅对短期和被测站点有效，不应替代测站水准点考证。

b) 测量时间应与测站所用高程基准的水准网维护时间一致，起算资料应采用该水准网维护的同

期平差成果。

c) 局部的专用水准网(路线)为资用高程系统，其对测站基本水准点的测量成果也应为资用高

程，无论测站原用高程基准是否得到有效维护，资用高程系统与测站原用高程基准在测站水

准点上的高程差，不得作为基面换算值。

d) 不得在专用水准网(路线)自身高程系统以外的其他高程基准上，根据资用成果对水位进行

换算表达及利用。

e) 局部的专用水准网(路线)测量结果，应仅作为资用成果覆盖范围内的站与站水位对照参考

使用，不应成为基面换算的依据，不得被用于测站基本观测及资料整编，也不应作为测站水

位订正使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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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局部的专用水准网(路线) ，其对测站基本水准点测量成果虽然为资用高程，以其高程基准自

身表示的水位值仍可在其专用网范围内供调度控制或分析研究使用。

g) 专用水准网(路线〉各次测量，应分析其有效性和可靠性，起算资料不同、起算点稳定性不

足、水准网环结构不同所形成的各资用高程成果，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应作为高程变化衡量

的一致性依据。

9.4 高程基准的控制

9.4.1 水文测站应建立维持本站高程基准能够连贯考证的水准点高程系统。水准点的布设应符合 SL

58-2014 的要求。

9.4.2 水文测站应建立本站水准点标志的资料档案，及时填制"点之记"，每一考证年份应进行"点

之记"内容变化的考证。

9.4.3 应按 SL 58-2014 的要求，进行基本水准点、校核水准点以及水尺零点的测量。应每年对基

本水准点自校系统进行的检校测量，发现问题及时补设水准点。

9.4.4 采用绝对基面时，应利用水准网复测平差年份进行水准点考证测量，根据需要采取建立专用

水准网定期进行系统的专项考证测量。

9.4.5 采用冻结基面时，应在水准网复测平差年份增加水准点考证测量。

9.4.6 采用测站基面的，应进行观测或收集沉降变化情况，宜通过基岩标观测，或通过可靠途径收

集沉降资料，也可使用卫星定位测量按长基线联测国家一等点的方法做大地高变化的观测。

9.4.7 测站高程基准的考证措施要求如下:

a) 校核水准点、水尺零点高程、水位计基值等，应常年统一至测站基本水准点所对应的高程

基准。

b) 每一考证期，测站基本水准点应统一至引据水准点所对应的高程基准。

c) 每一考证期，宜对引据水准点做考证，以检核其在水准网内的相对稳定性。

9.5 水位考证

9.5.1 每年应对校核水准点进行不少于 1 次考证测量，对水尺零点进行不少于 2 次考证测量。水尺

零点考证测量应在汛前和汛后分别安排。当发现可能存在变动影响或洪水漫过水尺、校核点等情况

下，应及时进行考证;当水位出现年特征值时，也应及时进行考证。

9.5.2 应按 SL 58-2014 的有关规定进行测量考证。

9.5.3 水尺零点高程的使用与变更要求如下:

a) 水尺零点高程的考证，应按基本水准点提供的测站高程基准为依据;当因基面维护水准网平

差，测站基本水准点启用新高程时，水尺零点高程应相应更替，差异显著小于测量限差的可

不更替。

b) 水准考证后发现水尺零点高程有变化，与采用高程值的差值不超过测量允许不符值，或虽超

过允许不符值，但不超过 10mm 的，水尺零点高程应沿用原高程，否则应采用新高程。

c) 水位记至 0.5cm 以内的水尺零点高程的使用和变更，应根据需要确定是否按 5mm 为变更控

制限。

d) 湖区采用静水面推算水尺零点高程的，还应按照观测条件、观测资料及参考站水位分析确定。

9.5.4 水尺零点高程每次测量的成果值的记录与使用，其数值取用要求如下:

a) 水尺零点高程的测量成果值，在水位记载表、水位校核记录表 、 考证表、大断面测量记载表

等表项中，均应记至毫米。

b) 仅用于与水尺读数计算水位时，水尺零点高程的数值可进行取位。应根据水尺分辨力、水位

计精度或水位(水头)观测精度需要，合理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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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水尺零点高程数值取位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7.1<尺零点高程数值取位表

水位观测精度 记录值1m 数值取位1m 修约方法

水尺读至 1cm 0.001 取 0. 01 "囚舍六入五成双"去末位

水尺读至 0. 5cm 0.001 取 0.005 先乘 2 ， "四合六人五成双"去末位，再除以 2

水位调j针读至 O.lcm O. 001 取 0.001 不修约，直接使用

注: 一般情况下的水位观测仅记至 1cm ， 7](力学法测流的7](位需要记至 0.5cm，量水堪的水头观测可能需要记至 1mm.

示例: 3.245 、 3.215 四舍六人后分别为 3. 24 、 3.22.

9.5.5 每年应按附录 C 的要求填制水位考证表。

9.5.6 水位基准差的分析与水位改正数的确定应符合附录 D 的

9.6 变动或沉降的处理

9.6.1 

年表。

a) 山地河段， 5cm。

b) 平原非感潮河段， 3cm。

基面条件具备时，联测绝对基面并可用绝对基面，

10 测验设施设备

10.1 测验设施

10. 1. 1 设施考证应记录和反映考证期内设施运行、维护和改造的状况对资料收集有影响的方面和

内容。

10. 1. 2 水位观测设施考证宜包括下列内容:

a) 水位观测平台的测井内径、进水管口径、进水管长度、沉沙池等。

b) 安装水位计的悬空支架、支座、结构物的变化。

10. 1. 3 流量测验设施考证宜包括下列内容:

a) 测船的材质、大小、吃水深等。

注: 铁船对 ADCP 内罗盘有影响，过大的船只对测流仪器的良好观测有影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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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流量测验所使用的缆道类型。

注:缆道类型有铅鱼缆道、吊船缆道、吊箱缆道、浮标缆道等。

c) 桥测测流中，桥墩的形状、桥孔情况、断面离桥墩墩头距离。

10.2 观测场

10.2.1 观测考证内容应包括测站沿革、观测场地环境、观测仪器说明等。

10.2.2 测站沿革考证应包括观测场地面高程、场地大小、周边环境等情况及变动说明。

10.2.3 独立的蒸发量观测站的考证，应符合 SL 630-2013 附录 A 的要求。

10.2.4 遮蔽情况应按下列规定观测:

a) 以观测场中心为观测点，以磁北为 0 方位，根据周围地物的实际遮蔽情况，测定遮蔽面的边

线，绘制其高度角的全圆过程线。

b) 以观测场中心为观测点，以磁北为 0 方位，测定遮蔽面边去的距离，绘制该距离值的全圆过
程线，距离极限值为 500m，大于'500m 的按 ">500r 记。

c) 观测方法按附录 D 的规定'执行。

10.3 仪器设备

川J 仪器设备考证应记录和反映考证期内仪器使用、维护吗更新射状况对资料收集有影响的方面
和内容。

且 3.2 水位观测设备者证应反映仪器型式及-变在情况。 l
毗 3.3 流量测验设甸考证严反映测流仪器类型及使用情册，包屈 ADCR的频率、走航式或是固定

式、电波流速仪、辅助设备等。
飞， I 

川.4 泥沙采用测哝气的考证瞅瞅样及分析仪器的事式平性能指萨、容量等的变化情况。

10.3.5 泥沙颗粒级配}析仪器的考证应反映仪器类型、 参数、非准情事等的变化。

10.3.6 雨量观测仪器字证应包括雨量器(计)的精度指标、防fA固和二深观测等内容。

10.3.7 蒸发观测仪器考证应包d蒸发仪器曲里号和器口离地面高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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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水系:

河(湖〉名:

地址:

管理部门:

14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7.1<文测站考证表

站 年一

测站编码:

年填制

年考证记载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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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沿革

设立或变动 发生年月 站名 站别 主管部门 变动原因或情况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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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东经:

距河口距离 :

水位级划分

备

注

设防水位

流量测验精度

16 

二、测站基本情况

水系 :

~~纬:

km I 汇入河流:

高水 z 二::::=. m ，中71<: m -

警戒水位

泥沙测验精度

m，低水 :<S;;

河 (湖)名 z

集水面积 2

口1

保证水位

测站等级

km' 



四、测站上下游及附近水利工程情况

1.测站区间主要水利工程分布图

2. 测站附近、上下游工程运行对本站水文测验的影响

SL 74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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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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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测验河段及其附近河流情况

1.测站上下游邻近的干支流、弯道、浅滩、石滩、堤防、建筑物等对水流及测验的影响

2. 测验河段的特征

(1) JI顶直情况、河滩宽度及在高低水位时岔流、串沟回流及死水、感潮强度、冰情影响等情况

(2) 河床及河岸组成、冲淤拥塌情况

(3) 水生植物、滩地或河岸附近植物的生长及洪水期波浪和漂浮物对水文测验的影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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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验河段协|滩考证

(1)讪|滩地形图(含水下地形)

(2) 讲|滩形态变化情况及其对水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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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测验河段平面图与测验断面布置图

(比例尺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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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测验断面及主要测验设施布设情况

名称 位 置 设立日期 使用情况

备注:

八、水文(水位)站测验标志

名称 标志编号 纵坐标 N/m 横坐标 E/m 设置时间

备注:

22 



1.高程基准的采用情况

2. 引据点说明

编号 位置

3. 测站水准点

(1)水准点设置

至基本

λ七、\JE日E目 前r句T 

Ikm 
高程

1m 

SL 742一-2017

九、基面及水准点

高 程

使用时间
变动情况

高程控制系统 测量时间 测量单位或资料来源 及原因

位置 变动情况及原因

(2) 水准点高程的测定及采用

测定情况 采用情况

编号
引据点 寻|据点资料 水准

测得高程1m
冻结差 使用

日期
编号 年份 等级 绝对基面 |冻结基面 | 测站基面 1m 时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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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测站地形图及观测场布置图

(比例尺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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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观测场遮蔽与植被情况

1.障碍物遮蔽高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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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观测场内及周围植被情况

4. 观测场遮蔽率概算

主要遮蔽物 遮蔽角1(") 至仪器距离1m 高度1m 折实系数 C 遮蔽率 t::.Z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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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测验项目 变动情况

设立或变动日期

测验项目 测验项目变动的原因

年 月 日

十三、流量、泥沙的测验及整编方法

观现~项目 起止时间 观测方法 整编方法 测验及整编方法改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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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水位、流量、泥沙的测验仪器与相关设备

项目 仪器设备 起止时间 类型 型号、指标、 参数 使用情况与说明

回d句

「

一/
飞、与

Jι/ ~ 
/ - ( \飞 l

/ -一 ， /' \飞飞
j 一~ / 飞\飞-- \_ \ \__\ 
Lι 」 \\、~

『
) J _j 
I /__ / 

--、\ I 1/ I 
\ \-7' -..、 // I 
\ 一 / \ /1 ,-, / /1 

气、 ---飞飞 _____., 

『、、4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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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流量测验有关系数、参数

1.流速仪法

使用年月 系 数

仪器型式 左右岸边 水面 0.2 相对水 半深 死水边
开始 终止

流速系数 流速系数 深流速系数 流速系数 流速系数

旦-í... 

/ 
....-- 』、、坦、

/ ~ 飞、 \ 

2. 浮标法 /{ > \飞
使用年月 / " ........... 、.. ~.A 系\飞数 飞

开始 终止 户品标毛数 中瓶浮哇1>.:数r lì，浮标幸大 ~i孚杆浮标系数 其他

飞

j 一」 、 '-l 
k / 

t j / 
~ -、h / 

JL/d \ 、 I 1/ 
飞 / \ /1 

气 < / /1 飞

\ "-~ / 1 
3. 比降面积法 \飞~

使用年月 目 t

开始 终止 明半河段长度/m_J 糙率来源 1‘~ 流量计算公式及符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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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走航 ADCP

使用年月 仪器型式 设置参数

开始 终止 及频率 单元宽度 | 单个剖面呼数 | 面积计算方式| 外接设备

5. 水平式 HADCP

使用年月 仪器型式 设置参数

开始 终止 及频率 位置高度 | 单元宽度 | 计算区间 姿态情况 | 测次间隔

6. 其他

使用年月 仪器型式 内 :t哩~

开始 终止 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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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测仪器说明

(1)雨量器(计)

使用年月

终止

(2) 蒸发器

使用年月

年

型号

月

( 3) 防风圈和雪深观测

防 风阁

名称 安装时间

口径

Imm 

型号

使用时段

SL 742-2017 

十六、降水、蒸发仪器

器口离
分辨力

量测精度 自记周期 地面高度 备注
Imm 

1m 

器口离地面高度1m 备注

雪深观调l

ì>>ltl雪板 平坦地面
备注

面积
安置方位

而积
方 位

1m'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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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颗分仪器

1.悬移质

3. 床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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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附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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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水文测站考证表填制说明

B.l 水文测站考证表应采用 A4 幅面，并装订成册。如有另外的专题补充说明，可在最后增加附页。

B.2 考证表册的封面填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站名、测站编码、流域、水系、河(湖)名、距河口距离和汇入河流应符合第 5 章、第 6 章

的规定;雨量站按所产生的径流直接汇入的河流〈湖泊)名称，如不能确知该站地面径流流

入哪一条河流，可填上一级河流的名称。

b) 地址填写基本水尺所在地地名。按五级或四级行政层级填写，最末填写至门牌地址或村。

c) 管理部门填写流域机构或省级水文部门及其二级水文机构(地区、分局)全称。

B.3 水文(位)站应按时间顺序填写沿革表，并符合下列要求:
a) 设立或变动及发生年、月填写设立、停测、恢复、迁移、测站性质和类别、集水面积量算、

领导机关等事件及其发生的年、月，其中迁移的填写基本水尺断面迁移的方向和距离。

示例:迁移的填写方法 ， 如 "上迁 3000m" 等;测站性质和类别变动的填写方法，如"水文站改水位站" "常年

站改汛期站"等;集水面积量算变动的，填写"集水面积变动";非断面迁移等原因而改变站名者，填

"更改站名"或"恢复站名"等。

b) 站名填写各观测时期采用的站名，按站名命名规定填写。

c) 站别填写测站的类别。

示例:如 "水文" "水位"等。

d) 主管部门填写流域机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水文或水利领导机关全称，也可填写

直接的主管部门全称。

e) 说明填写需要说明的有关情况，如迁移前后新旧断面水位的换算关系;是常年站还是汛期站

或巡测站。

示例:如水文 (位)站因断面上(下)迁移撤消或新建站，相互具有一定联系，填写与原站或新设站之间的情

况。如绕阳河新兴站 2014 年 1 月因断面下迁 20.1km，新设四家子站，其说明栏填记"下游 20.1km 处新

设四家子站";四家子站说明栏填写"距上游原新兴站 20.1km" 。

f)附注填写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

B.4 降水(蒸发)站应按时间顺序填写沿革表，并符合下列要求:

a) 设立或变动及发生年、月填写场地设立、停测、恢复、迁移、测站性质、仪器和场地四周变

动及其发生的年、月。其中迁移的填写观测场迁移的方向和距离。

示例:迁移的填写方法，如"东北方向迁移 15km" 等;测站性质的填写方法，如"常年站改汛期站"等;非观

测场迁移等原因而改变站名者，填"更改站名"或"恢复站名"等。

b) 站名填写各观测时期采用的站名，按站名命名规定填写 。

c) 站别填写测站的类别。

示例:如 "雨量" "蒸发"等。

d) 地址填写观测场所在地地名。按五级或四级行政层级填写，最末填写至门牌地址或村。

e) 领导机关填写流域机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水文或水利领导机关全称，也可填写

直接的领导机关全称。

f)说明填写需要说明的有关情况，如常年站或汛期站，面雨量站或配套雨量站或面雨量站兼作

配套雨量站，观测场地迁移前后的变动距离、变动原因、变动后的代表性差异。

g) 附注填写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

B.5 水文测站基本情况填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流域、水系、河(湖)名、距河口距离和汇入河流应符合第 5、第 6 章的规定。

b) 地理坐标使用 WGS-1984 坐标系，水文(水位)站填写基本水尺断面起点距为零的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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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经、北纬，记至 O. 1飞雨量站按观测场中心计。

c) 集水面积填写基本水尺断面所控制的集水面积，没有独立集水区的测站、湖泊站可空白不填。

d) 测站有设防、警戒、保证水位则按实际填写，否则任其空白。

e) 高、中、低水位按测站流量精度类别根据流量测验规范的相关要求计算。

f)测验精度分别填写任务书规定的流量、泥沙的测验精度，按一类、二类、三类精度划分填写，

测站等级按站网中的重要站、一般站等设置情况填写。

g) 备注栏填写其属站管理的水位、雨量、巡测断面等情况，可说明报汛任务情况。

B.6 河流水系及测站位置示意图，应按照水文年鉴的测站分布图截取，给出比例尺。整图应能清晰
表示水系结构，并展现各测站分布。水系范围分布较大的，可截取区域，但应局部完整，应以能反映

上下游情况和旁侧汇流情况为宜。

B.7 测站上下游及附近水利工程分布图，符合下列要求:

a) 选用适当比例尺的地形图编绘，图幅大小应以完整反映上下游区间的空间尺度，兼顾地图形

状确定图幅范围。

b) 分布图包括图幅范围内的水文站、水位站、雨量站(包括巡测、间测、委托、调查点)以及

主要水利工程，用符号标注出水利工程分布情况。

c) 标注线比例尺，指示北方向。

B.8 在测站附近、上下游工程运行对本站测验的影响说明中，应详细说明水利工程、码头、锚地、

泵站、水闸等的运行给测验带来的各种影响以及程度，主要针对测验精度、资料质量加以说明，兼顾

对工程运行情况的叙述。

B.9 测站区间主要工程基本情况表的编制要求如下:

a) 填写顺序可按测站上游区间和下游区间分段填写。

b) 河名栏中，库、堪闸应填写所在河流名称，灌区、虹吸、抽水站填写引水河名。

c) 工程名称应填写水利工程的名称，如"白莲河水库" "红旗灌区"等。

d) 地点应填工程所在地名，宜填写村或道路门牌，水库填大坝位置的地名，灌区填渠首位置的

地名。

e) 坐标应按进出水主要位置计，采用 WGS -1984 坐标系统。

f)水库应填写控制面积及总库容，堪闸填写控制面积，可从有关部门收集数据填写。

g) 实际最大灌溉面积，应从有关部门收集近几年实灌面积最大一年的数字填写。

h) 最大引水、排水量，应从有关部门收集近几年引水、排水量最大一年的数据填写，汇入为

正，取出为负。

i) 建成年月中，水库应按蓄水时间计，其他工程应填写开始实际运行时间。

j) 距测站距离，应按实际填写 。

k) 影响测验程度，应按照影响显著、有明显影响、部分影响、基本元影响等填写。

1)说明栏中可补充有关问题。如水库的淤积、干酒、工程变动等情况。

m) 附注中应填写其他需要说明或者对表内有关栏目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

B.I0 测验河段及其附近河流情况说明应按下列要求填写:

a) 详尽说明测验河段范围以及毗邻段，测站上下游邻近的干支流、弯道、浅滩、石滩、堤防、

建筑物等对水流及测验工作的影响。

b) 对测验河段的特征做详尽说明，能够准确和完整说明各种情况，反映测验河段对水力因素影

响的各个方面。

B. l1 测验河段和l滩考证中，应填入标准的地形图(含水下地形) ，详尽描述洲滩形态在考证期内的

变化情况，并对水文测验控制条件相应的影响变化进行简要分析说明。

B.12 测验河段平面图与测验断面布置图的编制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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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测验河段平面图包括水库、堪闸、渠道站的测验河段平面图。一个测站有几个测验断面者，

可合绘一张图。应根据最近一次实测的测验河段平面图，用地形图式绘制，地形图式之外的

地物用 SL 460-2009 规定的整编图式表示。

b) 图内应包含断面上下游一定范围的河段长度，内容包括:

1) 河道、流向，其中河道在图上的宽度宜大于 2cm，测验河段偏长的可不小于 1cm 。

2) 水准点及测验标志的位置、编号、名称，如果数量较多、直接表示影响观读的，图上只标编

号，在图下专门采用注释方式按编号一一列出名称。

3) 按各种断面的实际位置，用 SL 460-2009 规定的整编图式与标注方法，将其在图上表示，对

于整编图式未有规定的，原则上按同类图式加注汉字。 各种断面在考证期内有迁移时，应将

新旧断面同时绘入，并注明序号及使用时间。如距离较远属于不同站的，另做一站考证表册，

但在本考证表册的相关表项和平面图中反映原断面停测时间才
的各水尺断面、水位观测平台，按所在岸别分别绘入。

5) 主要测验设施，如水文缆道、水文缆车、 过河索吊船、i水文部桥、浮标投放器等，并绘入各
种支架的类型。

6) 图幅范围内，测验河段附近的村庄、山崖、

堪闸、堤岸、主要水工建筑物等地形地物应完整给人，

比降水尺

面为基准按其河流下游距

家高程基准、吴搬基面、 56

d) 考证期内如果进行专项水准联测的，应说明其起算点毛目的字号、等级、数据年份，测量路

线情况、闭合差情况和平差情况，并说明外业测量时间 二

B.16 引据水准点说明中，应按测站基本水准点水准测量所引据的水准点填写，在测量时间中填写

在测量单位或资料来源中说明引据水准点来自测绘部门、水利部门还是其他部门，在变动范围内说明

"灭失" "损坏" "更换引据水准点" "水准网点位调改"等。

B.17 引据水准点说明填写中，如果同一点有不同高程基准的高程值时，应按测绘部门提供的数据

填写，但应在"高程基准的采用情况"中，对同一点不同高程基准的高程值之差与高程基准换算值的

不吻合情况加以说明。应通过调查研究并说明不同高程控制系统的测量时间有无差异、水准点沉降情

况、水准网环的路线允许误差、两个水准网结构差异等情况。如果非测绘部门发布的，不应作为测量

依据，不予填列。

B.18 测站水准点设置中，填列基本水准点、校核水准点和有测高作业应用的固定仪站高程点。

B.19 水准点高程的测定及采用，应依据附录 C 的结果和各水准点的埋设使用情况填写。

B.20 观测场布置图，应绘入观测场周围 500m 范围的地形地物，可直接采用测绘部门的地形图，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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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比例尺输出利用。布置图应按下列要求绘制:

a) 观测场位于图幅中央，正北方向向上 。

b) 场地尺寸较小的观测场，在地形图中的范围小于 2cm 见方或标注观测场设备不清的，在地形

图下方另行按 5cm X 5cm 大小、正北方向向上来绘制观测场布置示意图。

c) 标明观测仪器的实际位置，标注编号。

d) 如有辅助气象要素观测的，也应绘入相应的设备。

e) 在图幅下方，按编号对设备名称、型式进行注释。

示锣'11: 注释如 20mm 人工雨量器、 20mm 翻斗雨量计、 E601 水面蒸发器、标准百叶箱(高低温)、标准百叶箱

(干湿度)、 10m 高度 EL 风速风向等 。

B.21 观测场遮蔽与植被情况中 ， 障碍物遮蔽高度角按下列要求观测和记录:

a) 在观测场中央，应以正北方向为 00 ， 观测和绘制 360动在型的遮蔽高度角的过程线。
b) 每一方向，应按最大遮蔽高度角计，按遮敲物的遮蔽面品实际天际线进行观测，分辨力

B.22 观测场遮蔽与和

a) 在观测场中共《 应以正北方向为 00，观测和绘制 360。她写的严咋离的过程线。
b) 每一方向，应接最走寓;度的百二近遮蔽物:距离计?按遮蔽物的遮蔽酷的实际天际线的最近距离

飞里主如J)于5m 的J可以于绘制更新线。
B.23 观测场内及周围植被情况 ， 应说明观测场内一年四季曲植被情况，周围 500m 以内的植被常年

变化情况，测站所在地点周围的地面植被情况，落叶与否、就在与杏。如果居住区或城市化比较明显

的，还应说明建筑密集情况和地面不透水面大致情况。

B.24 观测场遮蔽率概算，应按照B. 21 、B. 22 中的观测数据，按下列要求计算:

a) 按实际遮蔽面积与障碍物整体面积之比，计算障碍物的折实系数，可根据实际情况估算。

注: 建筑物一般元孔隙，其折实系数为1，而各种树木、篱笆等往往有一定孔隙， 其折实系数小于 1 。

b) 障碍物遮蔽率以 Z 表示，场地周围某一障碍物遮蔽率为ð.Z，可采用公式 (B. 1)计算:

c o-m H-L 
一

Z A 
(B. 1) 

式中:

H 障碍物高度， m; 

L 障碍物与蒸发器的水平距离，障碍物各点与蒸发器的距离是不等的，应取平均值， m; 

。 水平遮蔽角 ， 为障碍物两侧的方位之差 ， C); 

C 折实系数，以小数计，取小数点后两位，可根据障碍物的空隙率来估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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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四周各障碍物遮蔽率之和，即为场地总的遮蔽率。当场地四周全部被高度与距离之比为 1 的

密实障碍物所包围时，其遮蔽率为 100% 。

B.25 测验项目及其变动情况填写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测验项目包括水位、流量、泥沙、降水、蒸发、冰情、水温、气温、气象等内容。

b) 测验项目设立时间为最初正式观测时间。

c) 变动情况包括停测、恢复、撤销等，有变动的做相应填写并简要说明原因，元变动的则按

"延续至今"填写，有过变动的则既要反映变动又要说明现状。

示例:变动及形状说明如"某某年期间停测，恢复后延续至今"等。

B.26 流量、泥沙测验及整编方法填写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填写流量、含沙量项目。

b) 主要填写测验载体如船测、缆道等作业方法，诸如转子式流速仪、 ADCP (走航、水平式)、

浮标、代表流速法等测流方法，积时式、横式等采样泥沙采样方法，熔干法、过滤法等含沙

量分析方法。

c) 整编方法主要填写连时序、单一线等方法，含沙量填写单断沙关系等方法。

d) 测验及整编方法改变说明中填写方法变动的原因、精度保障情况等。

B.27 水位、流量、泥沙测验仪器与相关设备，应按下列要求填写所用各种仪器和相关设备的情况:

a) 以水文观测项目、使用时间先后为序。

b) 仪器设备栏目按种类名称填写，诸如水尺、自记水位计、转子式流速仪、缆道、走航 ADCP 、

固定式 HADCP、天平等。

c) 起止时间按所填写仪器设备的实际使用时间填写 。

d) 类型按仪器型式分类填写，如浮子式全量程编码、气泡式、四波束宽带 ADCP、双频 ADCP 、

相控阵 ADCP、横式采样器、小型测船、大型测船、单跨开口式、电子天平等。

e) 型号、指标、参数按实际填写。

示例:型号、指标、参数填写如机械式格雷码 15m 钢丝、元气源气泡式、频率 1200k 、 容量 2000mL、玻璃钢船

(长 5.8m、宽 2.2m、吃水 0.3m、舷外机 60HP) 、钢质船体(长 26m、宽 2.9m、吃水1. 5m) 、跨度

250m、垂度 10m、最小净空 5m、最大偏角 20。、万分之一天平等。

B.28 流量测验有关系数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各种观测方法涉及的计算系数、观测设置、有

关参数、计算公式等。

B.29 降水、蒸发仪器中，应按实际情况填写仪器设备的型式、参数、感量、精度、器口高等，有

防风圈的还应做相应的说明，北方地区应根据观测任务需要填写雪深观测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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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测站校核水准点的考证测量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水位考证

C. 1. 1 校核水准点的考证测量，应由基本水准点引据、按三等水准要求、做往返观测，不得采用单

程双转点测量。

C. 1. 2 测站设有多个基本水准点的，校核水准点应固定使用某个基本水准点，无特殊情况不得

更换。

C. 1. 3 校核水准点应每年至少进行 1 次考证测量。

C. 1. 4 当发现变动或有变动可能时，应随时进行校核水准点的考证测量，必要时应及时补设 。

C. 1. 5 对于比降观测、低水头差的堪闸测流等对水位精度要求高的，上下游或闸内外水尺断面的校

核水准点应做闭合环， 由同一基本水准点以一等、二等水准测量，并做路线平差 。

C.2 7.1<尺零点高程的考证测量

C.2.1 水尺零点高程应每年至少进行 2 次常规考证测量，宜分别在汛前和汛后进行。

C.2.2 当发现或发生下列情况时，应立即进行水尺零点高程考证 :

a) 自记水位计与水尺观读水位明显不符，排除观测误差和水位计异常的 。

b) 水尺出现碰撞、变动、松动的，固定水尺的建筑物、支承结构出现碰撞、变动、松动的 。

c) 不同水尺观读水位之间相互存在明显不符的。

d) 水尺沉降变化接近 10mm 时 。

e) 出现特殊水情，需要对水位进行考证时。

f)怀疑有变动迹象或其他认为需要时 。

C. 2. 3 重新安装或整修水尺时，应在安装或整修前、后各进行水尺零点高程的考证测量。

C. 2. 4 水位记至 0. 5cm 以内的，水尺零点高程应按需要进行加密考证。

C.2.5 水尺零点高程应由校核水准点引据进行考证测量， 测站设有 2 个以上校核水准点的， 水尺零

点高程应固定使用某个校核水准点，无特殊情况不得更换。

C. 2. 6 测站基本水准点距离水尺较近的， 不另设置校核水准点的，水尺零点高程由基本水准点引据

进行考证的，水尺零点高程应固定使用某个基本水准点，无特殊情况不得更换。

C. 2. 7 水尺零点高程的测量，应使用不低于 S3 等级的水准仪，仪器设置应满足三丝能够读数或条

码尺有全像，观测站数应尽量少。前视点为水尺时，应以水准标尺置于水尺尺顶进行观测 。

C.2.8 水尺零点高程测量外业计算的数值取位，按表 C.1 的规定执行 。

表 C.l 7.1<尺零点高程测量外业计算数值取位表

观测手段
单程路线长度 单站高差 单程高差总数 路线高差中数 水尺零点高程

1m 100m 100m 100m 100m 

普通光学水准仪 1 O. 5 0. 5 1 1 

电子水准仪 1 O. 1 0. 1 1 I 

C.2.9 水尺零点高程测量的观测设置要求和限差控制，应不低于 SL 58-2014 的规定。闭合差超限

的， 应对往返测或左右线全部重测 。

C.2.10 对于比降观测、低水头差的堪闸测流等对水位精度要求高的，可根据需要，按一等、 二等

水准进行各支水尺零点高程的接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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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1 临时水尺的水尺零点高程测量，要求如下:

a) 对于测站设置的临时断面，未布设有校核水准点的，需要接测临时水尺零点高程时，应由测

站基本水准点直接接测。

b) 对于水文调查断面，可不设基本水准点、校核水准点，由水准网水准点就近接测。

c) 观测设置要求和限差均应按三等水准测量的相关要求执行。

C.3 水位考证表

C.3.1 水位考证表应按年填制，具体格式见表c. z、表 C.3 。

C. 3.2 测站水准点考证的填记方法要求如下:

a) 各个水准点应先填写基本水准点，后填写校核水准点，各水准点按测量或变动日期依次

排列。

b) 每一基本水准点应先填写上年考证最后的高程及其测量时间， 后续填写本年考证时段内各次

测量后的高程及其时间;本年水准点末做考证测量的， 只填上一年考证的最后的高程及其测

量时间。

c) 每一校核水准点应先填d上年考证最后的高在苓其引tl量时间， t后续填写本年考证时段内各次
测量后的高程及其时间， 15苦水准点应按 9_- ~.Y _9: .5~ 、 f' ~型要求进行考证测量。

d) 引据水准点编号应按原测设诙点的机关所编的编号点写。 E 已使用的引据水准点，如特殊原因

重新编号，应填写新编斋 ， 并用括弯洼dIE编卢 。
e) 基本水准点的编号，周按编号规顶。缤一编亨。编号由标识符、 站啡、 站内号组成。标识符
应按统一规定使币，站际号按分配规则取用，站内号按英文大写字符顺序编号。各基本水准

点编号一旦确定不得随意更改。如测站基本水准点之中有发生变罗的， 重新埋标后，应另行

编号，新点号的标识和站际号应保持不变 ， 顺序号继已使用的字符，后取用。

f)校核水准点编号宜为 t校"字冠头流水编号。一站多断面的 ， 各断面的校核水准点编号，应

避免混淆。

g) 位置按水准点点记的地址填毒，水路点集中布主的应再以 λ志建筑或地物作区别表述。
冒‘、，

示例:位置表述如"松tE区叶钳嘻国结村松浦水文站院。观测场外苗南角" 川松江区叶栅镇团结村松浦水文
站院内观测场内" "松江区叶械镇团结村松浦水变站院外，大门"。

h) 测量或变动日期，各基本水准J叫主填写上年考证最后尚在用高程及其测量时间，后续填写
本年内各次校测的高程及其盹间;各校核水准点应先填写上年考证最后的在用高程及其测量

时间，后续填写本年内各次校测的高程及其测量时间。

i)用测站基面表示高程，应采用测站基面的填各水准点在本站测站基面以上的高程数值，当各

水准点没有上升下降等变动时，则其测站基面以上高程不变。睬用绝对(或假定)基面的栏，

任其空白。

j) 用绝对或假定基面表示高程，应在"绝对或假定基面以上"一栏内，填写各水准点相应的高

程数值和基面名称(假定基面名称即"假定勺。上年考证最后的在用高程填写在采用栏内，

本年内各次校测的高程分别按序填写在实测栏内，如某次校测后需变更高程的，将变更后的

高程值同时填写至采用栏内; U月j站基面栏，任其空白。

k) 单程距离应填写基本水准点和引据水准点之间的水准线路长度，记至 O.Olkm。直接联入水

准网的基本水准点栏内任其空白不填。

1)高差不符值填写实测高差不符值指本次测量的往、返高程之差，允许高差不符值应根据规范

规定计算得出，记至毫米。直接联入水准网的基本水准点，此栏不填。

m) 引据水准点编号和高程，基本和校核水准点应填各自的引据水准点的编号和高程。直接联入

水准网的基本水准点，编号栏应填写"全网平差"，高程栏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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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尺零点高程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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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用水 1m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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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变动原因或说明，应用简单文字填入。每次基面复测维护而水准点高程调整时，所有基本水

准点应相应填写"基面复测维护，高程调整"。除此之外，应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给予简单

说明，如"平差" "更换引据点" "重新埋标" "改基面"等，使用冻结基面的应注明考证后

各水准点"冻结差"及其变动情况 。

0) 附注应填写有关水准点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

示例:补充说明填写如 "SW955K 灭失，引据点改用 SW955L，补充埋设 SW955N" "引据点 19 - 999 变动，

改用 1 9 - 999A" "SW9 77X 冻结差由原 O.056m 变为 O.097m" 等。

C. 3. 3 水尺零点高程考证的填记要求如下:

a) 水尺零点高程考证表，应按一尺一表填写。

b) 水尺编号:各支水尺应按 GBjT 50138-2010 的规定编号 。

c) 第一行应在"上期最后考证水尺零点高"栏内填写上年最后一次考证测量记录，"原用水尺零

高"栏内填写上年在用水尺零点高程，"水尺零高启用或变动日期"栏内填写该在用高程的测

量时间，"基面名称"栏内填写基面名称，"变动原因或说明"栏内做相应的说明。

d) 从第二行起，应填写今年水尺零点高程考证测量的记录以及水尺零点高程的变动使用情况。

如某次考证后发现水尺零点高程应做变动调整的，在"采用高程"栏内填写新的采用值并在

"水尺零点高程启用或变动日期"栏内填写相应日期;下一考证记录， 在"原用水尺零高"栏

内，填写该高程值。

e) 从第二行起，所有"水尺零点高程校测"和"引据水准点"栏内，应按实际测量及其引据情

况填写。

f)从第二行起，除发生水尺零点高程变动外，"采用高程"栏内，均应填写原在用水尺零点高

程值。

g) 如一日内发生不止一次变动的，每次记录均应按序填写，在"变动原因或说明"栏内注明变

动时刻。

h) "变动原因或说明"栏内，宜填写水尺变动原因、基面维护复测平差、维护更换水尺等。

i) "附注"栏内， 可填写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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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技术标准咨询服务中心
简介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标准化出版分社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一个创新、进取、严谨、团结的文化团队，一家把握时

代脉搏、紧跟科技步伐、关注社会热点、不断满足读者需求的出版机构。作为水利

部直属的中央部委专业科技出版社，成立于 1956 年， 1993 年荣膺首批"全国优秀

出版社"的光荣称号。经过多年努力，现已发展成为一家以水利电力专业为基础、

兼顾其他学科和门类，以纸质书刊为主、兼顾电子音像和网络出版的综合性出版单

位，迄今已经出版近四万种、数亿余册(套、盘)各类出版物。

水利水电技术标准咨询服务中心(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标准化出版分社)是水

利部指定的行业标准出版、发行单位，主要负责水利水电技术标准及相关出版物的

出版、宣贯、推广工作，同时还负责水利水电类科技专著、工具书、文集及相关职

业培训教材编辑出版工作 。

感谢读者多年来对水利水电技术标准咨询服务中心的关注和垂爱，中心全体人

员真诚欢迎广大水利水电科技工作者对标准、水利水电图书出版及推广工作多提意

见和建议，我们将秉承"服务水电，传播科技，弘扬文化"的宗旨，为您提供全方

位的图书出版咨询服务，进一步做好标准和水利水电图书出版、发行及推广工作。

主 任:王德鸿 010-68545951 电子邮件: wdh@waterpub. com. cn 

副主任:陈吴 010-68545981 电子邮件: hero@waterpub. com. cn 

主任助理:王 启 010 - 68545982 电子邮件: wqi@waterpub. com. cn 

责任编辑:王丹阳 010- 68545974 电子邮件: wdy@waterpub. com. cn 

章思洁 010-68545995 电子邮件: zsj@waterpub. com. cn 

罩薇。10- 68545889 电子邮件: qwei@waterpub. com. cn 

刘援援 010-68545948 电子邮件: lyuan@waterp山. com. cn 

赵智 010-68545622 电子邮件: zz@waterpub. com. cn 

传真: 010- 6831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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