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 

编制说明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2018 年 12 月 

 

 

 

 

 



《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编制说明 

1. 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1.1 背景 

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是一种可快速、方便的测量海水电导率、温度剖

面的测量仪器，为海洋调查、科学研究、军事应用提供了温盐剖面资料的快速

获取方式。国外已有成熟的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产品，广泛应用于海洋科

学考察和军事海洋环境保障等领域。我国从21世纪00年代开始了走航式温度电

导率剖面仪的研制，00 年代末期开始，在海洋调查中使用进口走航式温盐深剖

面测量仪，但是国内目前尚未有规范这类仪器各项技术要求的行业标准。近年

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对仪器的技术要求有所不同，因此，为了使设备的设计、

生产、试验和检验均满足现有的技术要求，更好的服务于海洋科学调查及军事

海洋环境技术保障，编制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海洋行业标准显得十分必

要和迫切。 

1.2 目的 

本标准的制定是为了规范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各项技术指标，使得

仪器的设计、生产、试验和检验均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1.3 意义 

随着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调查、海洋工程、国防建设的发展，我国对

于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需求将不断增加。本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我国在

设计、生产和使用该类产品时向规范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将取得良好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本标准的颁布实施将对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技术进步和行业

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 工作简况 

2.1 任务来源 

国家海洋局“国海科字[2016]149号文”下达了2015-2016年度海洋行业标

准制修订的任务。《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行业标准是其中之一。按照海洋

局下达的要求，由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完成本标准的起草工作。 



2016 年 5 月，由国家海洋局批准立项，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负责起草的《走

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行业标准正式开展制定工作，目前已到征求意见稿阶

段。 

2.2 承担单位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负责起草。 

2.3 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起草组前期搜集了大量在编制过程中需要参考的文献资料，包括相关

的规范、标准及设备技术资料。标准起草组结合近几年国内外走航式温盐深剖

面测量仪的技术进展和国内的实际应用情况，对国内外与之相关的技术文献及

成果范例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广泛征求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相关技术研

发人员、检验人员、用户、管理人员的意见，充分借鉴其它相类似设备的企业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如 GB/T 23246-2009（电导率温度深度剖面仪），进行标准

的制定。 

2016 年 5 月初接到本标准的编制任务后，在业务部门领导下，成立了标准

起草工作组，全面启动了标准制订工作。主要编写成员及所做的工作如下： 

兰  卉：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负责总体协调； 

李红志：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负责征集意见； 

李  晖：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负责甲板单元部分； 

许丽萍：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负责探头结构部分； 

高  坤：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负责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 

程  敏：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负责文本形式审查修改。 

起草工作组根据海洋调查技术与方法分技术委员会的立项审查意见编写完

成《标准项目申报书》和《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行业标准草案，2016 年 5

月底完成标准的立项。 

2016 年 5月至 2017 年 8月，起草工作组通过现场调研、座谈会、交流会等

形式，分别与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南海工程勘察中心的相

关人员就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讨论。 

2017 年 9 月，起草工作组在《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标准草案基础上，



分工编制其中的内容并进行汇总，完成了标准初稿。组织编写组内部讨论标准

初稿，对不满意之处提出修改。起草工作组 2017 年 10 月通过进一步修改完善提

出了《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标准（讨论稿）。 

2018 年 3 月，召开了《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标准（讨论稿）评审会，

专家组听取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编制说明和标准文本的介绍，经质询和讨

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标准起草工作组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后提出了《船用

投弃式电导率温度剖面仪》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8 年 9 月，召开了《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标准（征求意见稿）评

审会，专家组听取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编制说明和标准文本的介绍，经质询

和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标准起草工作组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后形成了

《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8 年 10 月，向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提交标准征求意见申请，同时

得到海洋二所海洋调查技术与方法分技术分标委的同意，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2018 年 11 月,进行了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单位包括：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预报台、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船重工集团第 715 所、天津大学和青岛海洋科学与技

术国家实验室等 20 家单位的专家。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 月，开展了意见的汇总，经讨论和修改进一步完善

了《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标准。 

3. 标准的编制原则、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3.1 标准的编制原则 

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并引用了国内海洋相关标准，主要引用的标准有 GB/T 

12763-2007《海洋调查规范》、GB/T 17626《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GB/T 

23246-2009《电导率温度深度剖面仪》、HY 016-1992《海洋仪器基本环境试验

方法》、HY 008-1992《海洋仪器术语》、JJG 763-2002《温盐深测量仪检定规

程》等。 

结合近几年国内外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技术进展和国内的实际应用

情况，为了规范设备的设计、生产、试验和检验，更好的发挥仪器的技术特



性，编制了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海洋行业标准。标准内容包括：相关术

语和定义，分类与型号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贮存等。 

在编制过程中，对国内外与之相关的技术文献及成果或范例进行全面的研

究分析，广泛征求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相关技术研发人员、检验人员、用

户、管理人员的意见，保证标准的规范性、实用性和先进性。 

在编制过程中，坚持与我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紧密围绕国家海洋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海洋环境保障技术为

重点，编制科学、合理、适用的，符合我国海洋发展国情、国家海洋战略需

要、满足海洋观测要求的行业标准。 

3.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3.2.1 总体框架 

根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中对标准结构的规定和相关的海洋仪器标准以及借鉴其他指南类标准的写法，

最后确定本标准的主要框架和内容。本标准总体框架共 10 个部分，分别是封

面、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检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3.2.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 

3.2.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定义进行了准确的描述。HY 008-1992 

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2.4 要求 

5.1 条 产品结构与外观要求。本条款对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基本组

成进行了阐述，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由测量探头和甲板单元两部分组成。

探头和甲板单元通过细线绳相连。探头包括传感器、电路、电池和绕线尾杆。

甲板单元包括专用绞车和快速绕线机。 

5.2 条 剖面测量特性。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实现电导率和温度剖面测



量功能主要依靠探头在水中高速自由下落，由探头内部的数据采集处理器实现

测量数据采集和处理。为区别于传统的由船载水文绞车停船下放的温盐深剖面

测量仪和投弃式温盐深测量仪，本条款特别针对直接影响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

仪探头的水中剖面运动特性的相关参数指标进行了规定，包括：探头在水中自由

下落的速度和探头测量信号采样率等。 

对于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技术参数，本条款参照国外走航式温盐深剖

面测量仪(表 1）的性能要求和 JJG 763-2002 对温盐深测量仪观测准确度的规

定，制定了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技术指标要求。 

国外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温度测量准确度为±0.004℃，电导率测量

准确度为±0.02mS/cm，国内同类产品精度相对要低一些，考虑到国内仪器实际

和未来仪器发展，并参照 GB/T 12763.2-2007、GB/T 13972-2010 海洋水文仪器

通用技术条件对海洋水文观测准确度的规定，将产品按技术指标分 3个等级。 

表 1 国内外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产品 

5.3 条 甲板单元。本条规定了甲板单元应具有的基本功能。 

5.4 条 数据处理软件。本条规定了数据处理软件应具有的相关功能，考虑

海洋仪器剖面测量的使用要求，数据处理软件应具有数据化、图形化显示和存储

功能。 

5.5 条 物理特性。参考国内外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物理特性（如表 2

所示），结合国内外的技术发展现状和适应各型船舶加装条件，提出本条要求。 

表 2 国内外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产品 

 
厂家 

重量 

Kg 

探头 

OCEANSCIENCE 3.6 

国家海洋技术

中心 
4.8 

厂家 型号 

最大

航速 

knot 

最大工

作深度 

 m 

深度测

量准确

度db 

温度测

量范围 

℃ 

温度测

量准确

度 

℃ 

电导率测

量范围 

mS/cm 

电导率测

量准确度 

mS/cm 

OCEANSCIENCE 
UCTD10

-400 

12 

 
2000   ±1  －5～43 ±0.004 0～70  ±0.02 

国家海洋技术

中心 

SZC3-1

T 
12 1500 ±1 －2～35 ±0.005 0～70 ±0.05 



甲板单元 

OCEANSCIENCE  40 

国家海洋技术

中心 
60 

5.6 条 环境适应性。本条款规定了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工作环境和存

储环境。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探头使用环境同电导率温度深度剖面仪一样，

参考 GB/T 23246－2009 电导率温度深度剖面仪中 5.5.1 中对水下部分的工作温

度要求，对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探头的工作温度要求为-2℃～35℃，甲板单

元工作温度要求为-10℃～50℃。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属于海洋仪器，参考

GB/T 23246－2009 中 5.5.2 中规定，要求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储存环境

温度为-40℃～55℃。 

5.7 条 探头最大工作深度。在最大工作深度方面，400m 深度探头是我国最

为常用的一类探头，可以兼顾船舶航速和探头下放实际深度，因此规定了走航式

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最大工作深度不低于 400m。 

5.8 条 最大适应船速。在适应船速方面，常用的有 6 节、8 节、12 节和 20

节，考虑到这几种航速和未来我国海洋监测需求，规定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

的最大适应船速不低于 8 节。 

5.9 条 电源。甲板单元采用交流供电，参考 GB/T 13972-2010 中 5.7 条的

规定提出了甲板单元的电源要求。由于探头部分一般采用内部电池供电，无需外

部电源，因此不对电源提出要求。 

5.10 条 电安全性。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主要用于海洋科学调查，所使

用的船只多为金属结构，其水上机需要接入 220V 交流电，如果发生电泄露，对

人员安全会带来较大的风险，因此，加入电安全性方面的要求。参考 GB/T 13972

中 5.3.3 条的规定提出了本条要求的内容。 

5.11 条 电磁干扰。主要对最容易影响甲板单元工作性能的电磁噪声辐射强

度和抗电磁干扰能力进行了规定。要求参照 GB/T 17626.3 和 GB/T 17626.6 执行。 

3.2.5 检验方法 

本标准详细介绍了各主要技术参数、指标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6.1 条 外观检查。用目视或手感的方法检查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外

观应符合 5.1.3 中的规定。 

6.2 条 探头性能测试。对于探头的剖面测量性能，采取现场海试验证和实



验室测试相结合，对于探头下降速度和采样率指标的检验方法简单、可行、可重

复。 

探头最大测量误差的检验是考察仪器是否精良的一个标准，对于此方面的内

容本标准参照 JJG 763-2002《温盐深测量仪检定规程》，JJG 763-2002 中规定

了温盐深测量仪的计量器具控制和检定方法。 

6.3 条 甲板单元功能检验。包括绞车最大定负荷检验、绞车卷筒制动器检

验、绞车排线器检验和快速绕线机检验，通过向绞车逐级施加额定负荷 50%、100%

和 125%重量的重物，以及向绞车制动器施加绞车额定负荷 150%重量的重物，检

验绞车负荷能力和制动能力，应符合 5.3 中规定的内容。 

6.4 条 数据处理软件检验。运行数据处理软件，检验数据处理功能。 

6.5 条 物理特性检查。借助衡器、米尺按 5.6 条规定对被检走航式温盐深

剖面测量仪进行物理特性检查。 

6.6 条 环境试验。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通常在比较恶劣的海洋环境下

工作，在其寿命周期内的使用、运输和贮存等状态预期会遇到各种极端应力的作

用。通常应考虑的环境影响参数有温度、冲击、振动、水静压力和盐雾等。参照

GB/T 32065-2015 和 HY 016-1992《海洋仪器基本环境试验方法》对环境试验的

各项指标进行检验。 

6.7 条 探头最大工作深度检验。通过海上现场投放试验，走航式温盐深剖

面测量仪探头最大工作深度应符合 5.7 的要求。  

6.8 条 最大适应船速检验。通过海上现场投放试验，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

量仪最大适应船速应符合 5.8 的要求。  

6.9 条 电源适应性检验。按照 5.9 要求的条件供电，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

量仪水上机应能正常工作。  

6.10 条 电安全性检验。本条款的目的是要确保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所

使用的结构的设计和方法对操作人员和周围环境在接地保护、绝缘防护、过压保

护或过流保护等方面有必要的防护措施，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 GB 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安全通用要求》。 

6.11 条 电磁兼容试验。参照 GB/T 17626-2006《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

术》系列标准相关要求，确定电磁干扰强度。  



3.2.6 检验规则  

7.1 条 出厂检验。因为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执行逐台检验，出厂检验

要求对外观和涉及的性能逐项进行测试检查，全部符合技术要求时，该批产品

方可判为合格产品。 

7.2 条 型式检验。本条款建议明确何种情况下需要进行型式检验及检验项

目和方法。 

3.2.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条 标志。由于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属于精密仪器，所以对其包

装、标志也要格外严格。本标准阐明了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的要求和包装的内容及附带的技术文件。 

8.2 条 包装。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应采用专用包装箱包装。包装箱应

坚实可靠、经济美观，内部结构应具有加固减震功能。包装时应附有必要的随

机物品。 

8.3 条 运输。包装好的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应能适应任何交通工具

运输。 

8.4 条 贮存。GB/T 32065.3－2015 中 3 条、GB/T 32065.5－2015 中 3 条的

规定。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应贮存在温度为-20℃～55℃，相对湿度小于

95％的室内，周围无腐蚀性气体和粉尘，无强电磁场和强烈振动，避免较强的

冲击或碰撞，产品不应倒立或倒放。 

4.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4.1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 

本标准参考GB/T 12763.2-2007对海洋水文观测准确度的规定和国内电导率

温度剖面仪的主要技术指标，经过研究，确定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系列产

品的技术指标。并参考 JJG 763-2002 《温盐深测量仪检定规程》，对“第 6

章，试验方法”中规定的关键内容进行了试验验证,主要包括：温度、电导率和

压力传感器性能检验，数据处理软件显示和存储功能正常。 

4.2 技术经济论证 

（1）必要性 

国内尚无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相关标准，为此，走航式温盐深剖面



测量仪的生产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标准作为技术支撑，以适应海洋发展战略需

求，促进海洋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发展。 

（2）目的性 

本标准的制定是为了规范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各项技术要求，使得

系统的设计、生产、试验和检验均满足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3）可行性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具有研发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实践经验，对仪器

的研发、检验、使用有全面的了解，因此确定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主要

技术指标和切实可行的试验方法，具有先决条件。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内对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需求越来越多，本标准对走航式温盐深剖面

测量仪的设计和检验的指导，具有可行性。 

4.3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制定将推动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技术发展，并促使本行业

向着更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使得该种仪器能更好的服务于海洋科学研究。 

本标准的发布也将进一步提高海洋仪器设备向着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发

展，为海洋经济建设和海洋事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技术保障，必将取得良好的

社会经济效益。 

5. 标准水平分析 

目前尚未见国内外发布的海洋行业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类似标准，

本标准的编写通过自身产品检验的实践经验，参考了大量的标准和资料，所确

定的标准内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6.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符合《海洋标准化管理办法》规定，编制格

式要求符合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

则》。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8.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的制定与颁布将为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设计、生产、试验和



检验工作进行规范，使其达到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以适应海洋发展的战

略需要。建议该标准作为海洋行业的推荐性标准，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贯彻实

施。 

9. 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该标准发布实施后，走航式温盐深剖面测量仪的设计、生产、试验和

检验，依据本标准执行。 

10.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