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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水体水质监测系统 浮标式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内陆水体的浮标式水质在线监测，为水质预警提供数据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内陆水体浮标式水质监测系统的产品组成及要求、试验方法、系统建设、

运行维护等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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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标准。 

GB/T 9359  水文仪器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9638.2  固定型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 第二部分：产品品种和规格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5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SLZ 349  水资源实时监控系统建设技术导则 

SZY 205  水资源监测设备质量检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内陆水体水质监测系统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of inland water 

用于内陆水体水质的实时在线监测、采集、传输、显示及分析的在线监测系统。 

4  系统组成及要求 

4.1 系统组成 

如下图所示，系统由浮标子系统、水质监测子系统、岸站接收子系统、供电子系统等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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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陆水体浮标式水质监测系统组成 

4.1.1 浮标子系统由浮标体、系留模块、安全警示模块组成。 

4.1.2 水质监测子系统由水质传感器组、控制/采集/传输系统组成。 

4.1.3 岸站接收子系统由无线信号接收终端、软件平台组成。 

4.1.4 供电子系统由电池独立供电或与太阳能电池板、充放电控制模块组合供电。 

4.2 系统技术要求 

4.2.1 工作环境 

内陆水体浮标式水质监测系统应能在如下的环境条件正常工作： 

a) 风速：≤28.4m/s； 

b) 波高：≤9m； 

c) 表层流速：≤3.5m/s； 

d) 水下设备工作温度：（0～+35）℃； 

e) 水上设备工作温度： 

1) 一般地区：（-10～+45）℃； 

2) 高寒地区：（-20～+45）℃； 

3) 高热地区：（-10～+55）℃。 

f) 冲击：峰值加速度≤300m/s
2
； 

g) 水深：≥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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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功能 

系统设计应遵循 SLZ 349 中 3.1.2 所列举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基本功能： 

a) 水质监测：能够对目标水体的水质进行在线监测； 

b) 数据采集：具备连续数据采集的功能； 

c) 数据传输：可按照相关行业通信规范进行实时数据传输，并具有数据校验，断点续

传，自动补报等功能； 

d) 数据存储：可实时接收和存储指定的监测数据及各种运行状态信息等； 

e) 软件平台：具有远程查看系统运行状态的功能，具有数据的分析处理功能； 

f) 监测报警：具有监测参数超标报警功能； 

g) 可扩展功能：系统应具备良好的扩展性和兼容性，根据实际应用需要，可增加剖面

（垂线）测量方式及其它水质、水文、气象等监测设备的安装与接入； 

h) 远程调试：应具有远程对主机常用设置进行修改和保存的功能。 

4.2.3 站点选择 

4.2.3.1 建设位置应综合建设条件、水域代表性、维护检修、安全性等因素确定，应符合 SL 

219、HJ/T 91 等行业标准要求。 

4.2.3.2 对于高寒、高温、高污染、高含沙量等区域的特殊应用，系统需先进行实际水样比

对测试，在比对测试结果符合要求后方可使用。 

4.3 浮标子系统技术要求 

4.3.1 系留模块要求 

4.3.1.1 锚 

a） 根据应用要求，锚可采用多种类型和材质，锚的类型如霍尔锚、丹福尔大抓力锚等，

锚的材质如金属、水泥等。 

b） 锚的重量应根据浮标锚位点的水体底质、布设水深以及浮标的受力情况合理选择。 

4.3.1.2 锚链 

a）锚链的长度应为水深的 1.5 倍～3.5 倍，具体可根据当地水深、环境等实际情况来

确定； 

b）锚链的尺寸应根据浮标锚的重量、锚链长度以及浮标受力的情况合理选择。 

4.3.2 外观 

4.3.2.1 浮标体的外表面应无明显划痕和碰伤等缺陷；如有防护涂层，涂层应无明显起皮、

漏涂、褶皱和气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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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外部零部件应无机械伤痕和锈蚀，结构部件应联接牢靠，无松动和变形。 

4.3.2.3 浮标上使用的仪器、设备或安装这些仪器设备的机箱等，表面漆层、镀层应当均匀、

光滑牢固。 

4.3.3 安全警示模块 

4.3.3.1 模块应具有定位功能、防雷功能、防碰撞的警示标识及报警功能（包括舱门开、舱

进水等）。 

4.3.3.2 在浮标的显著位置上应标注浮标的所属单位、编号、联系电话及警告标志等。 

4.4 水质监测子系统技术要求 

4.4.1 监测参数 

监测参数见表 1。 

 

表 1 水质监测参数 

水体 必测参数 选测参数 

河流 
水温、pH、电导率、浊度、溶解氧、

氧化还原电位、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总氮、挥发酚、挥发性有机物、油

类、重金属、粪大肠菌群、总有机碳、溶

解有机碳、生化需氧量、硝酸盐氮、亚硝

酸盐氮、色度、透明度、总悬浮物、叶绿

素 a、蓝绿藻、臭氧、石油类、流量、流

速、流向、水位等 

湖、库 

水温、pH、电导率、浊度、溶解氧、

氧化还原电位、化学需氧量、氨氮、

叶绿素 a、蓝绿藻 

总磷、总氮、挥发酚、挥发性有机物、油

类、重金属、粪大肠菌群、总有机碳、溶

解有机碳、生化需氧量、硝酸盐氮、亚硝

酸盐氮、色度、透明度、总悬浮物、臭氧、

石油类、水位等 

4.4.2 通信要求 

控制/采集/传输系统与水质监测仪器间通信采用标准的模拟信号或并行通讯、USB 等数

据接口来采集监测的数据。 

控制/采集/传输系统与岸站接收子系统间应采用无线通信方式，如下： 

a)  GPRS、CDMA； 

b） 4G、5G； 

c)  GSM-SMS、CDMA-SMS 短信； 

d)  卫星； 

e)  超短波； 

f)  微波。 

数据传输格式符合行业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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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性能要求 

水质监测传感器组性能指标应满足 HJ 915 中表 A.2 要求。 

水质监测传感器组应定期进行检定、校准。 

4.4.4 环境适应性要求 

浮标上安装的设备应符合 GB/T 9359 有关规定。 

4.5 岸站接收子系统技术要求 

根据浮标所采用的通信模块，岸站接收子系统应采用相应的无线信号接收模块。采用互

联网通信应具备固定的 IP 地址（若是局域网应支持端口映射），并开放所需的网络端口。 

软件平台应具有远程查看系统运行状态的功能，具有数据的分析处理功能。 

4.6 供电子系统技术要求 

系统供电电压宜采用 DC（5-24）V，供电方式应采用电池独立供电或与太阳能电池板、

充放电控制模块组合供电。 

电池独立供电时，电池容量应确保连续工作不小于 90 天。 

太阳能供电时，电池容量应确保在阴雨天连续工作不小于 15 天。 

5  试验方法 

5.1 浮标体的密封试验 

浸水试验：浸水前后无明显质量变化，视为合格。 

充气试验：浮标体的表面肥皂液不发生气泡，视为合格。 

5.2 系留模块检查 

采用目视和称量的方法检查系留模块的锚及锚链，其结果应符合 4.3.1 的要求。 

5.3 外观及标志检查 

5.3.1 采用目视和手触的方法检验浮标体、系留模块和水质监测子系统的外观，应符合

4.3.2 的要求。 

5.3.2 水质监测子系统使用的仪器、设备在进行湿热、霉菌、盐雾试验后其外观试验符合

4.3.2 的要求。 

5.4 供电子系统检查 

5.4.1 供电电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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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字电压表测量电源的输出端，其结果应符合 4.6 的要求。 

5.4.2 供电电压的适用性检验 

水质监测子系统在厂家规定的供电电压下运行，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5.4.3 容量性能试验 

电池的容量性能试验依照 GB/T 19638.2 中 7.17 的方法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 4.6

的要求。 

5.5 岸站接收子系统试验 

根据水质监测子系统的通讯方式，进行数据采集、传输测试，记录每次测试发送的数据、

发送时间、发送的数据总量，接收到的数据、接收到的时间、接收到的数据总量，发送的数

据和接收到的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其结果应符合 4.5 的要求。 

启动岸站接收子系统，应能够正常接收数据，并能够进行数据的显示、分析。 

5.6 水质监测子系统性能检验 

检验方法应参照 SZY 205 中 6.7 水质在线监测仪器执行，其结果应符合 4.4.3 的要求。 

5.7 环境试验 

水质监测子系统所用仪器设备的环境试验条件及试验方法和结果应符合 GBT 9359 有关

规定。 

5.8 拷机试验 

5.8.1 在实验室内开启水质监测子系统并设置参数，进行为期 15 天的连续无故障运行。 

5.8.2 在拷机过程中，岸站接收子系统应同步接收数据。检查接收到的数据，其有效接收率

应不小于 99%。 

6  系统建设 

6.1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6.1.1 标志 

浮标应在指定位置上标明型号、名称、设备归属单位、警告标志。 

各子系统应带有铭牌，铭牌内容包括：出厂编码、产品名称、型号、制造日期、生产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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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包装 

包装方式符合 GB 13384 的要求。 

6.1.3 运输 

运输时，应对货物采取遮蔽及防尘、防雨、防震措施。 

装卸时应轻抬、轻放。 

6.1.4 贮存 

6.1.4.1 未经使用的水质监测子系统的贮存 

系统应存贮在温度（-40～+55）℃（含液体的传感器应符合生产厂家要求）的环境下，

周围不应含有足以引起腐蚀的有害物质，避免水质监测系统长期太阳下曝晒。 

系统贮存期间应将所有仪器舱盖及接插头密封好，放在出厂提供的包装箱内，放置于室

内保存。 

6.1.4.2 经过使用的水质监测子系统的贮存 

系统回收后暂时不再使用时，应首先用清水将传感器部分清洗干净、擦干，放在出厂时

提供的包装箱内，放置于室内保存。 

6.1.4.3 传感器等配件贮存 

符合其厂家说明书的规定条件。如无具体规定，则可以自行规定室内环境湿度的条款。 

6.2 组装、调试 

6.2.1 组装形式 

可分为厂家组装和布设现场组装，具体采用哪种组装方式可根据浮标的尺寸形状和工作

需求确定。 

6.2.2 系统组装 

浮标组装应根据技术说明书等相关技术文件进行组装，除系留模块外需全配件组装。 

6.2.3 系统调试 

应依据本标准第 4 章中的要求对系统的外观及安全标志、供电子系统、水质监测子系统

等进行调试，数据采集及传输试验应符合行业规定。 

6.3 布设 

6.3.1 一般要求 



T/CAQI xx-2018 

8 

应充分了解布设现场的地理环境，包括水深、水体的底质、水体流速、浪高、潮汐变化、

季节性水位变化、水体底部管线布设及周边的环境，依据所采用的浮标体形状，设计系留模

块。 

水质监测传感器组，应布置于水下 0.5-1.0m，并随着水位变化而上下浮动。 

6.3.2 布设前准备 

制定布设方案，确定现场布设负责人，事先了解天气情况，确定布设日期，确定布设船

只。 

6.3.3 布设 

布设前，应在岸边上事先将系留模块连接好，根据事先确定的布设位置，采用定位设备

将船开到布设点进行布设。 

7  运行维护 

7.1 基本要求 

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运行管理办法； 

b) 运行管理人员岗位职责； 

c) 质量管理保障制度； 

d) 仪器操作指导书； 

e) 人员岗位培训及考核制度； 

f) 仪器设备建立运行维护台账，记录运行及维护情况； 

g) 系统建设、运行维护和质量控制的档案管理制度。 

7.2 运行维护 

7.2.1 例行维护 

运行维护单位定期对监测系统进行巡检，并填写巡检记录。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a) 对水质监测仪器或传感器组进行清洁维护； 

b) 检查水质监测仪器或传感器组的运行状态和主要技术参数，判断运行是否正常； 

c) 检查系统通信是否正常，判断现场数据能够正常传输到软件平台； 

d) 根据仪器运行情况，判断是否需要更换耗材。并确保所有耗材有库存，可保证及时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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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采用实验室仪器或速测比对仪器进行在线监测数据比对，监测数据超出允许误差范

围则需进行设备校准，完成校准后还需进行实际水样比对，保证数据误差在允许范围内。实

验室仪器或速测比对设备在使用前务必保证设备的精确度； 

f) 做好例行维护工作记录。 

7.2.2 保养检修 

为预防故障发生，需在规定时间对系统进行保养检修。保养检修计划根据仪器设备配置

情况、设备使用手册以及厂家意见等综合制定。 

保养检修应做到： 

a) 在线监测仪器设备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保养检修； 

b) 根据厂家规定，更换监测设备关键零部件； 

c) 对浮标体、系留模块等进行检修； 

d) 对仪器电路连接进行测试； 

e) 仪器校准。如果更换了设备测量的关键零部件，应对仪器进行检定、校准或标定等

方法进行性能确认，性能达标后方可投入运行； 

f) 对检修内容及过程进行记录。 

7.2.3 故障检修 

对于出现故障的仪器设备，应进行针对性检查和维修。故障检修应做到： 

a) 根据所使用的仪器结构特点和厂商提供的维修手册，制定常见故障判断和检修的方

法及程序； 

b) 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根据检修内容和更换的部件对设备进行性能核查。如更换设

备以外的辅助配件（如泵管、风扇、接头等）只需进行功能性验证。如更换主要检测部件（如

光源）或对检测部件的拆装后应做单点或两点校准。 

7.3 软件平台日常管理 

软件平台应安排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管理，需要了解设备运行情况及水质情况。软件平

台日常管理工作主要包括： 

a) 通过网络平台对各终端设备进行远程检查，观察设备的运行状况是否正常、判断各

设备的监测数据是否正常，分析各设备的报警信息，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通知现场运维人员，

并做好检查和异情记录； 

b) 确保平台软件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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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季度备份一次监测数据； 

d) 做好软件平台日常管理工作记录。 

7.4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系统建设完成后，需要按照系统设备的运行特点以及相关规定等，开展质量保证与质量

控制工作。 

7.4.1 定期核查 

定期对浮标体、系留模块、供电子系统、岸站接收子系统等进行全面检查。 

定期对监测系统进行校准、检定，保证在线监测系统监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定期对监测仪器或传感器组的准确度、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等指标进行性能核查，指标

满足 HJ 915 相关要求。 

用于系统核查的相关设备，均需按期进行检定/校准等以保证其工作性能。 

7.4.2 核查要求 

核查要求如下： 

a) 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仪器校准工作； 

b) 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准确度检查； 

c) 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检查； 

d) 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检定、校准； 

e) 每两年进行一次水质监测系统全面检查； 

f) 更换设备或主要检测配件后，对所有仪器性能指标进行一次检查。 

7.5 运行与维护记录 

在内陆水体浮标式水质监测系统运行过程中，对仪器进行性能核查、巡检、备品备件更

换、校准、维修以及软件数据平台日常管理等工作都需要进行记录，记录需完整、全面、准

确，对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描述需详实、连续、有结论或有处理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