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445134.2

(22)申请日 2019.04.03

(73)专利权人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连云港

分局

地址 222000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大庆

西路27号

(72)发明人 雷智祥　胡菲菲　杨慧　王桂林　

封一波　刘亚文　刘炜伟　徐立燕　

(74)专利代理机构 连云港润知专利代理事务所 

32255

代理人 刘喜莲

(51)Int.Cl.

G01N 33/2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

装置，涉及水土保持监测技术领域，包括供水管、

计量控制装置和径流模拟管；所述计量控制装置

包括计量水管，计量水管上安装有流速控制阀、

流量表和流速表；所述径流模拟管两端封闭，径

流模拟管在同一水平线上间隔均匀的开设有若

干等孔径的出流孔；所述供水管一端与供水设备

连接，另一端与计量水管连接，计量水管的另一

端与径流模拟管连接。本实用新型能够准确模拟

对应降雨强度时径流小区产生的径流状态，且结

构简单，成本低，操作简便，为水土保持监测提供

更精准的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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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供水管、计量控制装置和径流模

拟管；

所述计量控制装置包括计量水管，计量水管上安装有流速控制阀、流量表和流速表；

所述径流模拟管两端封闭，径流模拟管在同一水平线上间隔均匀的开设有若干等孔径

的出流孔；

所述供水管一端与供水设备连接，另一端与计量水管连接，计量水管的另一端与径流

模拟管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水设备为城

镇自来水、压力罐或离心泵等有压水供水设施设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径流模拟管为

两根径流短管，两根径流短管等长，且在同一水平线上横向并列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两根径流短管

通过三通接头与计量水管一端垂直连接，两根径流短管的另一端安装有管帽封闭。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两根径流短管

总长小于或等于径流小区集流槽的长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两根径流短管

总长等于径流小区集流槽的长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计量水管与供

水管之间通过活接头可拆卸连接，供水管上安装有供水阀。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流量表选用可

置零的数字流量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流速表选用数

字流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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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土保持监测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做好水土保持监测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径

流是水分平衡中的重要分量，也是土壤水蚀的动力，所以对其的研究无论对于水土保持还

是农业生产都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等待天然降雨耗时费力，观测周期长，难以取得规律性的

有效数据，现在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植被、土壤都在  不断的发生变化，水文学研究仍在做

着人工降水径流实验。  通过使用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就可克服上述缺点，缩短试验周期，加

速土壤侵蚀规律研究的过程，已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自20世纪  20年代以来已

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使用人工模拟降雨装置进行试验的主要特点在于：(1)减少

径流小区设备和装置设备投资；(2)  节约试验经费，加快试验进程。现有的科研试验用模拟

径流装置有很多种，但是普遍具有以下缺点：  (1)由于模拟降雨装置的零部件体积都较为

庞大，且采取固定连接，所以保存、搬运和使用都十分不便；(2)模拟降雨过程中，常常由于

水面液体压力作用，造成降雨不顺畅且不均匀；（3）模拟精度不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模拟精度高，

结构简单，成本低，操作简便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实用新型是一种

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其特点是：包括供水管、计量控制装置和径流模拟管；

[0005] 所述计量控制装置包括计量水管，计量水管上安装有流速控制阀、流量表和流速

表；

[0006] 所述径流模拟管两端封闭，径流模拟管在同一水平线上间隔均匀的开设有若干等

孔径的出流孔；

[0007] 所述供水管一端与供水设备连接，另一端与计量水管连接，计量水管的另一端与

径流模拟管连接。

[0008]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

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中：所述供水设备为城镇自来水、压力罐或离心泵等有压水

供水设施设备。

[0009]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

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中：所述径流模拟管为两根径流短管，两根径流短管等长，且

在同一水平线上横向并列设置。

[0010]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

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中：所述两根径流短管通过三通接头与计量水管一端垂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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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两根径流短管的另一端安装有管帽封闭。

[0011]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

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中：所述两根径流短管总长小于或等于径流小区集流槽的长

度。

[0012]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

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中：所述两根径流短管总长等于径流小区集流槽的长度。

[001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

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中：所述计量水管与供水管之间通过活接头可拆卸连接，供

水管上安装有供水阀。

[001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

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中：所述流量表选用可置零的数字流量表。

[001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

的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中：所述流速表选用数字流速表。

[0016]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将径流模拟管沿着径流小区的集流槽的长边并以出流孔朝

下的方式固定在集流槽内侧壁的上部，使用步骤如下：

[0017] （1）将供水管与计量水管拆卸连接，打开供水阀，待供水管流出水且水流稳定后关

闭供水阀，再将供水管与计量水管恢复连接，这样可以避免供水初期因供水管内聚存较多

空气导致水压、水流不稳等状况所带来的不便于快速调整流速，影响测定精确度的缺陷；

[0018] （2）打开供水阀，调节流速控制阀，使流速表上的流速调至或接近设定值V；

[0019] 所述流速的设定值根据降雨强度确定，流速的设定值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0020]

[0021] V为模拟径流流速，单位：m3/h

[0022] P24为不同降雨强度的24小时降雨量，单位：mm

[0023] S为径流小区面积，单位：m2；

[0024] （3）供水管中的水经计量水管流至径流模拟管，再从径流模拟管的若干个出流孔

中流出，模拟对应降雨强度时径流小区产生的径流状态；

[0025] （4）记录流量表上的初值和终值，作差可得总径流量，模拟的径流流入径流小区的

集流槽中，由集流槽汇集到下一级量水设备中，用于水土保持监测试验。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7] （1）通过在同一水平方向上设置开设有若干等高的且孔径相等的出流孔的径流模

拟管，并向径流模拟管内供水，再根据降雨强度调节相应的流速，可以模拟大气降雨时径流

小区的径流状态；

[0028] （2）通过在计量水管上安装流速控制阀，又采用精准的数字流量表和数字流速表，

能够快速、精确的控制出水量，按照不同的降雨强度调节对应的流速，能够精准的模拟雨

强，为水土保持监测相关工作提供精准的观测结果；

[0029] （3）该装置整体结构简单，体积小，灵活性高，占地面积小，成本低，操作简便，模拟

精度高，应用前景广阔，降低监测劳动强度，提高水土保持监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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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应用时的安装示意图。

[0032] 图中：1.供水管，2.供水阀，3.流速表，4.流量表，5.流速控制阀，6.三通接头，7.径

流模拟管，8.出流孔，9.管帽。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进一步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技术方案，以便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进一步地

理解本实用新型，而不构成对其权利的限制。

[0034] 【实施例1】

[0035] 参照图1，一种水土保持监测径流模拟装置，包括供水管1、计量控制装置和径流模

拟管7；

[0036] 所述计量控制装置包括计量水管，计量水管上安装有流速控制阀5、流量表4和流

速表3；

[0037] 所述径流模拟管7两端封闭，径流模拟管7在同一水平线上每间隔5cm开设有若干

等孔径的出流孔8，孔径为4mm；径流模拟管7横向设置在集流槽内；径流模拟管7为两根径流

短管，两根径流短管等长，通过三通对接，并通过三通接头6与计量水管一端垂直连接，两根

径流短管的另一端安装有管帽9封闭；径流模拟管7总长等于径流小区的集流槽的长度。

[0038] 所述供水管1一端与供水设备连接，另一端与计量水管连接，计量水管的另一端与

径流模拟管7连接；

[0039] 所述供水设备为城镇自来水、压力罐或离心泵等有压水供水设施设备。

[0040] 所述计量水管与供水管1之间通过活接头套接，供水管1上安装有供水阀2。

[0041] 所述流量表4选用可置零的数字流量表4，可置零的流量表4操作和计算简便。

[0042] 所述流速表3选用数字数速表3，便于调节流速。

[0043] 参考图2，在使用时，将径流模拟管以出流孔朝下的方式安装在集流槽内侧壁的上

部且紧贴集流槽内壁，使用步骤如下：

[0044] （1）将供水管与计量水管拆卸连接，打开供水阀，待供水管流出水且水流稳定后关

闭供水阀，再将供水管与计量水管恢复连接，这样可以避免供水初期因供水管内聚存较多

空气导致水压、水流不稳等状况所带来的不便于快速调整流速，影响测定精确度的缺陷。

[0045] （2）打开供水阀，调节流速控制阀5，使流速表上的流速调整至设定值V；

[0046] 所述流速的设定值根据降雨强度确定，流速的设定值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0047]

[0048] V为模拟径流流速，单位：m3/h

[0049] P24为不同降雨强度的24小时降雨量，单位：mm

[0050] S为径流小区面积，单位：m2；

[0051] （3）供水管中的水经计量水管流至径流模拟管，再从径流模拟管的若干个出流孔

中流出，模拟对应降雨强度时径流小区产生的径流状态；

[0052] （4）记录流量表上的初值和终值，作差可得总径流量，模拟的径流流入径流小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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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流槽中，由集流槽汇集到下一级量水设备中，用于水土保持监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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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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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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