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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GB/T 11832-1989《翻斗式雨量计》，与GB/T 11832-198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一一修订后的标准符合GB/T 1. 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及

    GB/T 1. 3-1997《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3部分:产品标准
    编写规定》的要求

— 在要求中增加了重复性误差、使用寿命、防雷电及抗电磁干扰等要求，并规定了相应的试验

    方法 。

— 在要求中，用测量准确度替代原标准的翻斗计量误差，用灵敏阐替代原标准中的湿润损失，并

    增添了有关固态存贮方面的内容。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水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文仪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呐敏、章树安、徐海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11832-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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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斗 式 雨 量 计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翻斗式雨量计(以下简称“雨量计”)的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

输 、贮存 。

    本标准适用于水文、气象台站及有关部门用来连续测量降雨量、降雨历时与降雨强度的翻斗式雨

量 计。

    翻斗式雨量计一般包括传感器和显示记录器。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9359-2001 水文仪器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GB/T 18185水文仪器可靠性技术要求
    GB/T 18522.2 水文仪器通则 第2部分:参比工作条件

    GB/T 50095 水文基本术语

    Si. 10 水文仪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50095,Sl, 10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湿润损失 Loss of wetness

进人承雨口的降雨在流人翻斗前被截留没得到计量的部分。湿润损失一般发生在降雨开始时。

4 要求

4门 传感器

4.1.1 概述

    传感器通过翻斗，承接降水，感知降雨量，并转换为可以进行计量的物理量信号。传感器的结构可以

是单翻斗、双翻斗、多翻斗等形式。翻斗翻转数与输出信号数应有确定的对应关系。
4.1.2 承雨 口内径尺 寸

    承雨口内径尺寸为乡200'尸'MM。特殊情况下，采用其他规格的承雨口内径，其承雨面积应与标准

承雨面积有相同的相对误差。

    承雨口材料应坚实，其口缘呈刃口状，内壁光滑，不得有砂眼、毛刺、碰伤、镀层脱皮、渗漏等缺陷。刃

口锐角400--450，进人承雨口的降雨不应溅出承雨口外。

4.1.3 分辨力

    分辨力一般可分为。. 1 mm,0. 2 mm,0.5 mm,l. 0 mm四种，根据不同采集目的，依照各部门规定
的测验或观测规范要求选用。

4.1.4 降雨强度

    降雨强度测量范围0 mm/min-4 mm/min，并应注明允许通过的最大降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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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灵敏 阑

    仪器的灵敏闹应为湿润损失与仪器分辨力之和。湿润损失应小于等于。. 5 mm,

4.1.6 测蛋 准确度

    翻斗计量制造的误差为翻斗计量误差。

    通常测量准确度与传感器翻斗计量误差有关，当记录装置具有对传感器进行计量误差修正功能时，

还与记录装置的修正精度有关。

    当降雨强度在0..01 mm/min-4. 00 mm/min范围内变化时，雨量传感器准确度等级如表1,

                                    表 1 雨     WA传感器 准确 度等级

        准确度等级 翻斗计量误差Eb

I G士2%

I G士3%

m G士4肠

其 中;

En(YD) V、一 V,

  V,
X 100 。二 ，..⋯ ⋯ ，..·..····。··，⋯ (1)

    式 中:

    Eb— 翻斗计量误差;

    认-一 翻斗理论翻转水量，单位为毫升(m1.);

    V,— 翻斗实际翻转水量，单位为毫升(ml)。

    测试条件:室内人工滴水。

4.1.7 重复性 误差

    在相同工作条件下及规定降雨强度范围内，用同一雨强重复对传感器作翻斗计量误差试验，翻斗计

量误差相互间允差范围不超过1%e_
4门.8 输出

    a) 发讯元件可采用干簧管或其他元件。

    b) 采用接点通断信号输出的传感器，接点允许承受电压不小于16 V，允许通过电流不小于
        50 mA。输出端开路电阻不小于1 Ma，接触电阻不大于Ion.输出端与外壳间绝缘电阻不小

            于 1 Mn,

    c) 接点寿命大于等于5X105次(当电流50 mA，电压为16 V时)。

4.1.9 野外工作要求

    传感器对室外工作条件应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在符合规定条件的安装地点，能正确、可靠、方便进

行安装。对防堵、防虫、防尘应有措施。

4.1.10 使用环境 条件

    工作环境温度:0C一+55C  ; :
    工作环境湿度:95%RH,40 C (凝露)。

4.1.们 可案性

    传感器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MTBF(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可在 16 000 h,25 000 h,40 000 h,

63 000 h,100 000 h中选取。

4.1.12，使用寿命

    传感器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使用寿命应大于等于7年。

4.2 显示记录器

4.2.1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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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记录器具有将降雨测量值进行显示、记录等功能。一般采用模拟划线记录、固态存贮、指针、数

字、声、光显示等。

4.2.2 记录周期

    显示记录器记录周期一般可分为1 d,31 d,91 d,182 d,365 d.

4.2.3 计时误差

    计时机构用以反映降雨起迄时间、降雨历时，其在工作负载条件下的综合误差应小于等于表2

规定 。

    对具有固态存贮功能的显示记录器还应具备对时功能。

                                    表 2 计 时机构综合误差表

记录周期/d 精密级/(min/d) 普通级/(min/d) 计时机构持续运行时间//d

1 士1 士3 1.5

31 士4/31 35

91 士9/91 100

182 士12/182 200

365 士15/365 400

对现已定型的日记普通级仪器可暂保留15 min/d

4.2.4 数据采集率

    显示记录器应能正确接收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其采集数据准确度至少应比传感器测量准确度高

1个数量级。

4.2.5 模拟划线记 录

    显示记录器采用图形记录时，自记笔尖在自记纸上划线应流利、不刮纸，其划线宽度不应超过

0. 3 mm，当仪器在最大雨强条件下连续工作时，记录图形应完整、清晰、无重叠、模糊等现象发生。

4.2.6 固态存贮记录

    存贮媒介可采用非易失性的半导体存贮器，若采用静态RAM作为存贮媒介，应有可靠的保护措施

以防数据丢失。数据存贮格式可自行规定，以编码可靠、方便、直观、少占存贮空间为宜。

    容量系列为32 K,64 K,128 K,256 K,512 K,1 024 K等。
4.2.7 显示方式

    显示记录器一般应具备表示降雨量的数字显示或其他显示。具有图形记录功能的显示记录器图形

记录值与数字显示差值应小于等于仪器分辨力。具有固态存贮功能的显示记录器的记录值与数字显示

值应完全一致。

4.2.8 电源

    使用交流供电的显示记录器应配备直流备用电源，供停电时切换使用。使用直流供电的显示记录器

电源电压在24 V,12 V,6 V或6V以下任选，直流电源电压波动+150.- 10%、交流电源电压波动

+10%一一15%时，显示记录器应工作正常。

4.2.9 传输

    当采用规定导线时，传感器与显示记录器间最大有效传输距离应不小于150 m,

4.2-10 防雷电及抗电磁千扰

    显示记录器内部电路设计应具有有效的绝缘、屏蔽等防护措施，从而保证其具有较强的防感应雷击

及抗电磁干扰能力。

4.2-11 使用环境条件

    工作环境温度:。℃一+4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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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环境湿度:90ooRH,40 C(凝露)。

4.2-12 可靠性

    显示记录器在正常工作条件F，其MTBF可在16 000 h,25 000 h,40 000 h,63 000 h,100 000 h中

选 取。

4. 3 其他要求

4.I1 防护

    雨量计各零部件所敷保护层应牢固、均匀、光洁。并有较强的防锈、防蚀性能，不得有脱层、锈蚀等

缺陷。

4.3.2 包装

    在包装状态下，传感器、显示记录器应能分别承受规定高度的自由跌落试验。

4.3.3 安装

    传感器各零部件应正确安装，确保安装牢固，翻转灵活，不得有松脱、变形及其他影响使用的缺陷。

直接安装在室外的显示记录器应具有防晒、防雨淋、防雪、防沙尘、防风等直接侵袭的措施。传输电缆尽

可 能埋地敷设 。

5 试验 方法

5.1 试验要 求

    除条文中另有规定外，各项试验均应满足下列条件:

    a) 试验环境应参照GB/T 18522.2执行。

    b) 所用仪表、量具应有合理的精度等级，并需定期检查、校准

    c) 除试验开始前允许对仪器作校准外，试验过程中不允许再作任何调整。

5.2 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见表3,

                                          表 3 试验项 目表

序 号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 内容 试 验 方 法

I 4.1.2
承雨 口内径

    测量

  用分度值为 0.02 .-游标卡尺量取承雨口内径，均匀取五个不同方

向，其值均应在规定误差范围内。用万能角度尺检查刃口锐角。目测检查

外观质量

2 4.1.5 灵敏 阑

  在受试传感器处干干燥情况下，以3 mm/min-4 mm/min降雨强度向

承雨口均匀注人相当于约 50 mm降雨量的清水(用称重法计量注入清水

量)。在翻斗上方漏斗口安装引水管，使注入清水通过引水管注人预先准

备好的容器内，当引水管不再有清水流出时(等待时间最多不超过 1h)，

对容器内清水称重计量，与注入清水量相比，应小于等于。. 5 mm降雨

3

4.1.1

4.1.3

4.1.4

4.1.6

准确度

  在室内规定条件 下，传感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在降雨强度为

0. 3 mm/m且n-4.2 mm/min范围内，分大(降雨强度为 3.8 mm/min--

4. 2 mm/min)、中(降雨强度为1. 5 mm/min-2.5 mm/min)、小(降雨强度

为。. 3 mm/min-0. 5 mm/min)三种降雨强度恒速向仪器注入清水，同时

用专用计数器对翻斗翻转次数进行计数，翻斗翻转各10/‘次((c为仪器分辨

力)，采用国家标准器具测量仪器自身排水量，均应符合4.1.6要求

  当记录装置具有对传感器进行计量误差修正功能时，准确度的试验应

与记录装置一起进行，并用合格的记录装置替代专用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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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

序 号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内容 试 验 方 法

4 4.1.7 重复性误差

  在室内规定条件下，传感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在降雨强度为

0. 3 mm/min-4. 2 mm/min范围 内，分大 (降雨强度 3. 8 mm/min --

4. 2 mm/min)、中(降雨强度为1. 5 mm/min-2.5 mm/min)、小(降雨强度

为0. 3 mm/min-0. 5 mm/min)三种降雨强度，分别三次恒速向仪器注人清

水，同时用专用计数器对翻斗翻转次数进行计数，翻斗翻转各 10/c次，采用

国家标准器具测量仪器自身排水量，均应符合4.1.7要求

5 4.1.8 输出

  受试传感器接点通时，用欧姆表测量信号输出端间接触电阻，应符合

4.1.8要求

  受试传感器接点断时，用欧姆表测量信号输出端间开路电阻，用兆欧表测

量输出端与外壳间绝缘电阻，应符合4.1.8要求。

  受试传感器人工滴水，连续工作时，其接点寿命应符合 4.1.8。的要求

6 :.;.::
基本环境

  试验

  基本环境试验包括温度试验与湿度试验

  传感器应按GB/T 9359的规定，按4.1.10要求进行试验

  显示记录器应按GB/T 9359的规定，进行GB/T 9359-2001中第A2章

试验。

  完成上述试验后，目测检查，不应有因环境条件变化所致的缺陷

7 :.:.: 记录周期
  在室温条件下，受试显示记录器运行 1一3个记录周期，仪器记录周期、计

时精度应符合4.2.2,4.2.3要求。

8

4.2.1

4. 2. 4

4. 2. 5

4. 2. 6

4. 2. 7

计数功能

  在室温条件下，将传感器与显示记录器按规定导线相连，以4 mm/min左

右降雨强度向传感器注人清水，计数机构工作正常。当显示记录器计数大于

等于300次时，其模拟记录曲线或固态存贮记录应分别满足 4.2-4,4.2.5,

4. 2. 6,4. 2. 7要求

9 :.;.:
电压波动与

传输距离

  传感器与显示记录器间用规定导线 150 m相连，交直流电源电压波动

+10Y,~一15%或十15写一一10%。仪器功能正常。

10 4.2.10
防雷电及抗

  电磁干扰

  用电磁干扰器(或 600 W 以上冲击钻)在工作状态下的显示记录器旁

25 cm处开关10次，每次持续1 min,显示记录器应工作正常。

  在带电状态下，用模拟雷电波发生器1 000 V (1 000 Fs)冲击显示记录器

雨量输人端，仪器不受损坏

11 :.:.;
装配及表面

  修饰
目测检查，符合相应技术要求

12 1.3.3
自由跌落

  试验

  受试仪器在包装状态下，在水泥地或钢板上进行自由跌落试验。当仪器毛

重小于等于 50 kg时，跌落高度为 250 mm;当仪器毛重在50 kg-100 kg

时，跌落高度为 100 mm

  包装箱底面呈水平状，以自由落体方式跌落 跌落4次后，包装箱不应有

损伤、较大变形。仪器不应有变形、松脱、涂覆层脱落等机械损伤，仪器功能

正常。

13

4.1.9

4.1.11

4. 2. 12

可靠性
  按 GB/T 18185规定进行可靠性验证试验，试验方法规定为指数分布的

寿命抽象验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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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 出厂检验

6.1.1 批量生产的仪器，应逐台进行出厂检验。

6.1.2 出厂检验项目如下:

    a) 承雨口内径测量试验，试验序号1;

    b) 准确度试验，试验序号3;

    c) 计数功能试验，试验序号8;

    d) 装配及表面修饰试验，试验序号n。

6.1.3 每台仪器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方能出厂。

6.2 型式检验

6.2.1 概述

    型式检验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按本标准的全部试验项目进行试验。型式检验的台数不应少于3台，应

从出厂检验合格品中随机抽取。

6.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同类产品进行质量评比时。

6.3 试验结果的评定

    型式试验中有一台以上(包括一台)产品不合格时，应加倍抽取产品进行试验，仍有不合格品时，则该批

产品判为不合格，不允许出厂;若全部检验合格，则除去第一批抽样的不合格台件不允许出厂外，该批产品应

判为合格 。

了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了.1 标志

7.1.1 每台仪器应在适当位置固定铭牌或其他标志，其内容如下:

    a) 仪器型号及名称;

    b) 制造厂名和商标;

    c) 出厂编号或出厂日期。

7.1.2 包装标志

    仪器包装箱应在适当位置标以醒目、清晰、牢固的标志，其内容如下:

    a) 仪器名称，型号及数量;

    b) 出厂编号;

    c) 箱体尺寸lXbXh,mm;

    d) 净重及毛重(kg);

    e) 装箱日期;

    f)到站(港)及收货单位;

    9) 发站(港)及发货单位;

    h) 标志“切勿倒置”、“切勿受潮”、“精密仪器，小心轻放”等字样及相应图案。

了.2 包装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标准资料网 WWW.PV265.COM

http://www.pv265.com


GB/T 11832-2002

    仪器装箱时对重要或易损零部件应采取适当措施，使其不致因包装不善而引起产品损坏、散失、锈蚀等。

箱内应附装箱单、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包装应紧凑，结构合理，防护可靠，应采用瓦楞纸箱与可

发性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填衬包装。

7.3 运输

    本仪器对运输无特殊要求。

7.4 贮存

    应符合GB/T 9359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