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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的工作环境条件、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具备业务化应用的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的采购，作为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采购的技术

要求依据。其他类型海啸监测系统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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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文件。

GB 4696 中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

HY/T 143-2011 小型海洋环境监测浮标

3 术语和定义

下面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 pressure-type tsunami buoy system

一种通过测量出精确的海底水柱压力变化达到监测海啸目的的浮标系统。

3.2

声学通信机 acoustic modem

通过声学信号方式传输数据的装置。

3.3

水面浮标 surface buoy

一种锚碇系泊在预定海域，为海啸监测的水下数据和陆地发送的指令提供双向传输中继的平台。

3.4

水下单元 underwater unit

一种安装有高精度压力传感器能实时监测海面至海底的水柱压力，并将监测数据发送到水面浮标及

接收来自水面浮标指令的装置。

4 工作环境条件

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在如下环境条件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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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风速：不大于 80 m/s；

b) 波高：不大于 20 m；

c) 表层流速：不大于 3.5 m/s；

d) 环境温度：-10 ℃~50 ℃；

e) 最大工作水深：不小于 6 000 m。

5 技术要求

5.1 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

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时钟应使用北京时；

b) 数据有效接收率应不小于 80%。

c) 海啸事件触发条件：水位测量值与预期模型值之差绝对值 3 cm。

5.2 水面浮标

5.2.1 定位系统

水面浮标应配置卫星定位系统。使用的卫星定位系统应符合HY/T 143-2011中5.4.1要求。

5.2.2 锚灯

水面浮标锚灯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灯光应符合 GB 4696 的规定；

b) 灯光为莫尔斯信号，光色为黄色；

c) 灯光节奏与周期：亮 1.5 s，暗 0.5 s，亮 1.5 s，暗 0.5 s，亮 1.5 s，暗 6.5 s，循环周期

12 s；

d) 在海上应能连续工作不小于 2 a。

5.2.3 数据采集传输

水面浮标数据采集传输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具有能存储不小于 2 a 数据的存储介质；

b) 应使用卫星通信系统传输数据。

5.2.4 供电模块

供电模块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具有保证连续在位工作时间不小于 2 a 的供电能力；

b) 应具有电源管理设备，如过压、过流保护功能等。

5.2.5 安全标志

水面浮标的安全标志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水面浮标上的专用标志应符合 GB 4696 的有关规定；

b) 在标体显著位置应标注浮标的所属单位、编号、联系电话及警告标志等；

c) 水面浮标上应安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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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海上连续工作时间

水面浮标在海上应能连续工作不小于2 a。

5.2.7 锚系

水面浮标应采用单点系泊方式；锚泊系统应采用链缆混合式锚系结构。

5.3 水下单元

5.3.1 性能要求

水下单元具备如下性能：

a) 具备接收、传递、执行水面浮标传递的控制指令，检索、发送数据文档等声通信能力；

b) 声学通信机，通信距离不小于 7 km，误码率小于 10
-7
；

c) 释放器的通信控制距离不小于 7 km；

d) 数据传输延时不大于 3 min；

e) 压力传感器：最大允许误差为不大于±0.01%FS，分辨率不大于 0.000 01%FS；

f) 压力传感器采样间隔宜为：15 s；

g) 海啸事件发生时数据传输周期不大于 5 min，传输海啸期间的所有监测数据，启动海啸事件后

至少连续传输水位数据 2 h；

h) 未发生海啸事件时的水位数据传输周期 1 h，亦可根据用户需求设定数据传输周期；

i) 存储原始数据容量不小于 2 a；

j) 在海上应能连续工作不小于 2 a。

5.3.2 结构设计要求

水下单元结构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水下单元应选用耐海水腐蚀、防生物污损和附着的材料，并施以防护涂覆层、表层处理，应设

有牺牲阳极等防护措施；

b) 水下单元应设有回收构件，便于回收、起吊。

5.3.3 标志要求

在水下单元显著位置应标注所属单位、编号、联系电话及警告标志等。

5.4 陆上控制中心要求

陆上控制中心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陆上控制中心的机房应配置空调设备、不间断电源（UPS）、存储设备，供电设施应接地；

b) 陆上控制中心的机房外应安装防雷设施，所有设备均应处于防雷设施的保护之内；

c) 陆上控制中心应配置带有通信接口的计算机，计算机能自动对接收通信设备进行控制，实时接

收、处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备份保存；

d) 陆上控制中心应能对数据采集和传输的周期进行远程设置；

e) 对陆上控制中心的数据处理计算机等外购成品电脑设备，在无法贴标牌的状况下，应在其配套

专用软件的界面上将产品的型号、名称、制造单位、产品编号、出厂日期以标牌的形式出示。

5.5 外观要求

水面浮标和水下单元的外观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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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面应无划痕和碰伤等缺陷；

b) 有防护涂层的仪器设备，涂层应无起皮、漏涂、皱纹和气泡等；

c) 水面浮标的标体、水下单元、锚系及长期在水下工作的仪器设备的表面漆层、镀层应当均匀、

光滑牢固。

5.6 环境试验要求

应符合HY/T 143-2011中5.10的要求。

5.7 贮存要求

压力式海啸浮标系统的主要部件、传感器及配件可以在如下环境长期(不小于3个月)贮存：

a) 温度范围为：-10 ℃~50 ℃；

b) 相对湿度：小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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