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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文件《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20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

（修）订计划及英文版翻译出版计划的通知》（国能科技【2020】106 号）的要求，标准编

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近年来 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方面的实践

经验，吸收了该领域的有关科研和技术发展的成果，参考了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原电力行业标准《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

DL/T5076-2008 进行了全面修订。 

本规程修订后共有 16 章和 18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缩略语、基本

规定、设计阶段测量、改造测量、专项测量、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岩土工程勘测方法、

复杂地质条件岩土工程勘测、设计阶段工程水文勘测、水文查勘、水文分析计算、河床与海

床演变分析、设计阶段工程气象勘测、气象查勘、气象分析计算、附录。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 根据行业技术发展的现状，对原规程中不适用的条文进行了修订。 

2. 将测量、岩土、水文勘测三个专业共性的规定统一编入基本规定，分别对勘测三个

专业按可行性研究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进行技术规定，方便本规程的使用。 

3. 增加数字摄影测量、卫星遥感测量、激光雷达测量等测绘新技术的应用。 

4. 增加“专项测量”章节，对 220kV 及以下架空线路勘测涉及的专项测量内容进行规

定。 

5. 增加“改造测量”章节，对 220kV 及以下架空线路涉及的改造测量内容进行规定。 

6. 增加戈壁沙漠区勘测、工程物探、原体试验、施工勘测的技术要求。 

7. 增加工程气象勘测、气象查勘、气象分析计算等章节内容。 

本规程自实施之日起，替代《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DL/T5076-2008。 

本规程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管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提出，由中电联

发电设计标委会负责日常管理，由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内容解释。执行过

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

广路 21 号，邮编：100761）。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常增亮 娄俊庆 王起峰 朱亚光 ××× 

主要审查人： 

  



  

目录 
1 总则................................................................................................................................ ....... 1 
2 术语与缩略语................................................................................................ ....................... 2 

2.1 术语................................................................................................ ............................ 2 
2.2 缩略语................................................................................................ ........................ 3 

3 基本规定................................................................................................ ............................... 4 
3.1 测量................................................................................................ ............................ 4 
3.2 岩土工程................................................................................................ ..................... 4 
3.3 水文气象................................................................................................ .................... 5 

4 设计阶段测量................................................................................................ ........................ 7 
4.1 可行性研究阶段测量................................................................................................ . 7 
4.2 初步设计阶段测量................................................................................................ ..... 7 
4.3 施工图设计阶段测量................................................................................................ . 8 
4.4 基础控制测量................................................................................................ ............. 8 
4.5 辅助路径优化选线................................................................................................ .... 9 
4.6 现场落实路径测量................................................................................................ .... 9 
4.7 交叉跨越测量   ........................................................................................................... 10
4.8 平面及断面测量   ....................................................................................................... 11
4.9 定位及检验测量   ....................................................................................................... 13
4.10 测量成果   ................................................................................................................ 14

5 改造测量   ............................................................................................................................. 15
5.1 一般规定   .................................................................................................................. 15
5.2 交叉跨越改造测量   .................................................................................................. 15
5.3 风灾改造测量   .......................................................................................................... 15
5.4 冰灾改造测量   .......................................................................................................... 17
5.5 导线温升增容改造测量   .......................................................................................... 17

6 专项测量   ............................................................................................................................. 19
6.1 塔基断面测量及塔位地形图   ................................................................................... 19
6.2 地下管线探测   .......................................................................................................... 19
6.3 房屋分布图调查测量   ............................................................................................... 21
6.4 土石方测量   ............................................................................................................... 22
6.5 林木分布调查测量   .................................................................................................. 22
6.6 水文测量   ................................................................................................................... 22
6.7 运行维护测量   ........................................................................................................... 23
6.8 安全监测   ................................................................................................................... 23
6.9 林木勘查   ................................................................................................................... 24

7 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 26
7.1 可行性研究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 26
7.2 初步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 26
7.3 施工图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 27

8 岩土工程勘测方法   ............................................................................................................. 31
8.1 遥感解译   .................................................................................................................. 31
8.2 工程地质调查   .......................................................................................................... 31



  

8.3 勘探与测试   .............................................................................................................. 32
8.4 工程物探   .................................................................................................................. 32

9 复杂地质条件岩土工程勘测   ............................................................................................. 33
9.1 特殊岩土   .................................................................................................................. 33
9.2 特殊地质条件勘测   .................................................................................................. 37

10 设计阶段工程水文勘测   ................................................................................................... 40
10.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40
10.2 初步设计阶段   ........................................................................................................ 40
10.3 施工图设计阶段   .................................................................................................... 42

11 水文查勘   ........................................................................................................................... 43
11.1 一般规定   ................................................................................................................ 43
11.2 人类活动影响调查   ................................................................................................ 43
11.3 洪涝调查   ................................................................................................................ 43
11.4 河床演变调查   ........................................................................................................ 45
11.5 冰情及河流漂浮物调查   ........................................................................................ 46
11.6 特殊地区水文调查   ................................................................................................ 46

12 设计洪水分析计算   ........................................................................................................... 47
12.1 一般规定   ................................................................................................................ 47
12.2 天然河流设计洪水   ................................................................................................ 48
12.3 水库上、下游设计洪水   ........................................................................................ 48
12.4 冰情洪水   ................................................................................................................ 49
12.5 特殊地区洪水   ........................................................................................................ 50
12.6 滨海、河口水文   .................................................................................................... 50
12.7 设计洪水位和设计流速   ........................................................................................ 51

13 河床、海床演变分析   ....................................................................................................... 52
13.1 一般规定   ................................................................................................................ 52
13.2 河床演变   ................................................................................................................ 52
13.3 海床演变   ................................................................................................................ 53
13.4 基础冲刷   ................................................................................................................ 54

14 设计阶段工程气象勘测   ................................................................................................... 56
14.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56
14.2 初步设计阶段   ........................................................................................................ 57
14.3 施工图设计阶段   .................................................................................................... 58

15 气象查勘   ........................................................................................................................... 60
15.1 一般规定   ................................................................................................................ 60
15.2 大风调查   ................................................................................................................ 60
15.3 覆冰调查   ................................................................................................................ 60

16 气象分析计算   ................................................................................................................... 62
16.1 一般规定   ................................................................................................................ 62
16.2 设计风速   ................................................................................................................ 62
16.3 设计冰厚   ................................................................................................................ 63
16.4 特征气温与气象条件组合   .................................................................................... 64

附录A拥挤路段平面图   .......................................................................................................... 65
附录B交叉跨越分图   .............................................................................................................. 66



  

附录C平行线路影响相对位置图   .......................................................................................... 67
附录D变电站进出线平面图   .................................................................................................. 68
附录E送电线路平断面图样图   .............................................................................................. 69
附录F平面图、断面图符号表   ............................................................................................... 72
附录G 塔基断面图样图   ........................................................................................................ 77
附录H塔位地形图样图   .......................................................................................................... 78
附录J塔位地下管线探测样图   ............................................................................................... 79
附录K房屋分布图样图   .......................................................................................................... 80
附录L土（岩）的承载力特征值   .......................................................................................... 81
附录M 边坡容许坡度值   ....................................................................................................... 84
附录N一般黏性土和砂土的抗剪强度指标   .......................................................................... 85
附录P塔位水文勘测成果表  ................................................................................................... 86
附录Q天然河道糙率表   .......................................................................................................... 87
附录R渠道糙率表   .................................................................................................................. 89
附录S微地形微气候分类一览表   ........................................................................................... 90
附录T风速次时换算公式系数   .............................................................................................. 91
本标准用词说明   ..................................................................................................................... 93
引用标准名录   ......................................................................................................................... 94
附：条文说明   ......................................................................................................................... 96

 



·8· 
 

Contents 
1 General provisions ................................................................................................ ................. 1 
2 Terms and abbreviation ................................................................................................ .......... 2 

2.1 Terms................................................................................................ ........................... 2 
2.2 Abbreviation................................................................................................ ................ 3 

3 Basic requirements................................................................................................ ................. 4 
3.1 Survey ................................................................................................ ......................... 4 
3.2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 ........................... 4 
3.3  Engineering hydrological and meteor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 5

4 Survey of different design stage................................................................ ............................. 7 
4.1Survey of feasibility study stage ................................................................ .................. 7 
4.2Survey of preliminary design stage................................................................ .............. 7 
4.3Survey of working drawing design stage ................................................................ ..... 8 
4.4Basic control survey................................................................................................ ..... 8 
4.5Assistant route optimization................................................................ ......................... 9 
4.6 Route location survey................................................................................................ .. 9 
4.7Cross survey   ............................................................................................................... 10
4.8Plane and cross section survey   ................................................................................... 11
4.9Positioning and testing survey   ................................................................................... 13
4.10 Survey result   ........................................................................................................... 14

5 Electric power line reconstruction survey   ............................................................................ 15
5.1 General requirements   ................................................................................................ 15
5.2 Cross reconstruction survey   ...................................................................................... 15
5.3 Wind disaster reconstruction survey   ......................................................................... 15
5.4 Ice disaster reconstruction survey   ............................................................................. 17
5.5 Temperature rise increase capacity reconstruction survey   ........................................ 17

6 Special survey   ...................................................................................................................... 19
6.1Section survey and topographic survey of tower foundation   ..................................... 19
6.2 Underground pipeline detection and survey   .............................................................. 19
6.3House distribution survey   .......................................................................................... 21
6.4Earthwork volume survey   .......................................................................................... 22
6.5 Forest distribution survey   .......................................................................................... 22
6.6Hydrological survey   ................................................................................................... 22
6.7Maintenance survey for operation phase   .................................................................... 23
6.8Safety monitoring   ....................................................................................................... 23
6.9  Foresty prospect ......................................................................................................... 24

7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of design stage   ........................................................................... 26
7.1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of feasibility study stage   ................................................. 26
7.2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of preliminary design stage   ............................................. 26
7.3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of detail design stage   ...................................................... 27

8 Method of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 31
8.1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 31
8.2 Engineering geological survey   .................................................................................. 31



·9· 
 

8.3 Exploration and testing   ............................................................................................. 32
8.4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 32

9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under complicated geologic conditions   .................................... 33
9.1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for special stratums   ........................................................ 33
9.2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under special geologic conditions   .................................. 37

10 Engineering hydr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of different stage   ............................... 40
10.1Engineering hydr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of feasibility study stage   ......... 40
10.2 Engineering hydr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of preliminary design stage   .... 40
10.3Engineering hydr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of working drawing design stage   ... 42

11 Hydrology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 43
11.1 General requirements   .............................................................................................. 43
11.2 Impact of human activity   ......................................................................................... 43
11.3 Flood and waterlogging   ........................................................................................... 43
11.4 Riverbed evolution   .................................................................................................. 45
11.5 Ice and river float   .................................................................................................... 46
11.6 Specific areas  ........................................................................................................... 46

12 Hydrological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 47
12.1 General requirements   .............................................................................................. 47
12.2 Natural river design flood   ....................................................................................... 48
12.3 Design flood about the upper 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reservoir   .................. 48
12.4 Ice flood   .................................................................................................................. 49
12.5 Special area design flood   ........................................................................................ 50
12.6 Hydrological analysis ahout coastal and river mouth area   ...................................... 50
12.7 Design flood stage and flow rate   ............................................................................. 51

13 Evolution analysis of river and sea bed   .............................................................................. 52
13.1 General requirements   .............................................................................................. 52
13.2 Analysis of river bed evolution   ............................................................................... 52
13.3 Analysis of sea bed evolution   .................................................................................. 53
13.4 Scour analysis calculation   ....................................................................................... 54

14 Engineering meteor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of different stage   ........................... 56
14.1 Engineering meteor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of feasibility study stage   ........... 56
14.2 Engineering meteor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ofpreliminary design stage   ........ 57
14.3 Engineering meteor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ofworking drawing design stage   .. 58

15 Meteorology survey   ........................................................................................................... 60
15.1 General requirements   .............................................................................................. 60
15.2 Strong wind   ............................................................................................................. 60
15.3 Wire ice covering   .................................................................................................... 60

16 Meteorological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 62
16.1 General requirements   .............................................................................................. 62
16.2 Design wind speed   .................................................................................................. 62
16.3 Design wire ice covering   ......................................................................................... 63
16.4 Characteristic temperature an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   ....................................... 64

Appendix APlanimetic map in crowded area   .......................................................................... 65
Appendix B  Intersection and crossing plan   .......................................................................... 66



·10· 
 

Appendix CRelative position plan of parallel proximity line   ................................................. 67
Appendix DIncomeing and outgoing lines plan of substation   ................................................ 68
AppendixEPlan and section samples of transmission line   ...................................................... 69
Appendix F Cartographic symblol list of plan and section map   ............................................. 72
Appendix G Tower foundation section plan   ............................................................................ 77
Appendix H Tower position topographic map   ........................................................................ 78
Appendix JUnderground pipeline map of tower foundation   ................................................... 79
Appendix KHouse distribution map   ........................................................................................ 80
Appendix LCharacteristic value of bearing capacity of soil (rock) layers   .............................. 81
Appendix M Allowable slope ratio   ......................................................................................... 84
Appendix NShearing strength parameters of general clay and sandy soils   ............................. 85
Appendix P  Schedule of tower hydrological condition   ........................................................ 86
Appendix Q  Roughness of natural river   ............................................................................... 87
Appendix R  Roughness of channel   ...................................................................................... 89
Appendix S  Type of microclimate and microtopography   .................................................... 90
Appendix T  Conversion of design wind speed   ..................................................................... 91
Explanationwording in this technical code   ............................................................................. 93
List of quoted standards   .......................................................................................................... 94
Addition: Explanation of provisions   ....................................................................................... 96

 

 

 



·1· 
 

1 总则 

1.0.1 为了适应工程勘测技术的发展，统一和规范 220kV 及 110kV 架空送电线路工程勘测技

术要求，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质量可靠、安全适用，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改建 220kV 及 110kV 架空送电线路测量、岩土工程、工程水文和

工程气象勘测，对 110kV 以下电压等级的架空送电线路工程的勘测工作，可参照本规程的

相关要求执行。本规程不适用于 220kV 及 110kV 架空送电线路大跨越工程勘测。 

1.0.3 工程勘测所使用的计量仪器设备应按规定定期检定，作业前应进行检视或检测合格，

作业时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使用的专业应用软件应经过评审或验证。 

1.0.4 工程勘测原始记录应真实和准确，所引用的资料应经过验证。 

1.0.5 工程勘测应积极采用新技术，采用新技术完成的勘测成果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1.0.6220kV 及 110kV 架空送电线路工程勘测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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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缩略语 

2.1 术语 

2.1.1 基础控制测量 basic control survey 

为使工程坐标系与国家坐标系保持一致而进行的控制测量工作，包括平面控制测量和高

程控制测量。 

2.1.2 落实路径测量  route loacation survey 

根据实际地形等情况，对内业选择的路径进行优化调整，并实地标段落实的测量工作。 

2.1.3 桩间距离  distance between two stakes  

两相邻直线桩或直线桩与相邻转角桩之间的水平距离。 

2.1.4 中心断面  central section  

两转角桩连线的铅垂面与地表面相截的剖面线。 

2.1.5 边线  side line 

两塔之间边导线的铅垂面与地形、地物相截的剖面线。 

2.1.6  风偏点  wind slanting point 

边导线受最大风力作用产生摆动，可能接近的山脊、斜坡、陡岩等地形和建构筑物的需

要测量的点。 

2.1.7 交叉跨越点  crossed point of two lines 

中心导线或边导线铅垂面与被交叉线相交的点。 

2.1.8 横断面  cross section 

与中心断面垂直的地形剖面线。 

2.1.9 定位测量  location survey 

确定塔位位置，并测量塔位桩的累距或坐标、高程。 

2.1.10 档距  distance between two poles 

两个相邻塔位桩之间的水平距离。 

2.1.11 林木勘查 foresty prospect 

为确定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的位置、数量、类型、权属等信息而进行的现状调查、数据分

析、报告编制等工作。 

2.1.12 林地“一张图” forest land “on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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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现有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为基础，通过判读核

实，辅以适当的现场调查，以林地划界线为核心内容建立的多源数据集。

2.1.13 多年冻土 permafrost 

冻结状态持续时间 2 年或 2 年以上的冻土。 

2.1.14 多年冻土上限 permafrost table 

多年冻土层的顶面。 

2.1.15 多年冻土下限 permafrost base 

多年冻土层的底面。 

2.1.16 冻土现象 features related to frozen ground 

土体中由水的冻结和融化作用所产生的新形成物和中小型地形。 

2.1.17 遥感解译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根据解译标志和实践经验，对遥感图像进行分析研究，达到识别目标物的属性和含义的

过程，又称遥感判释。 

2.1.18 流动沙丘 mobiIesanddune 

沙丘完全裸露或只有稀少植被，在起沙风作用下，不仅有较强的风沙流活动，且沙丘整

体也会顺风前移。以植被覆盖度为判定指标时，覆盖度小于 10%。 

2.1.19 湿陷性黄土 collapsible loess 

在一定压力下受水浸湿，土的结构迅速破坏，并产生显著附加下沉的黄土。 

2.1.20 新近堆积黄土 recently deposited loess 

沉积年代短，具高压缩性，承载力低，均匀性差，在 50kPa~150kPa 压力下变形较大的全

新世（Q4
2）黄土。 

2.1.21 自重湿陷性黄土 loes scollapsible under overburden pressure 

在上覆土的饱和自重压力作用下受水浸湿，产生显著附加下沉的湿陷性黄土。 

2.1.22 采空区 mine goaf 

因地下开采空间围岩失稳而产生位移、开裂、破碎垮落，直至上覆岩层整体下沉、弯曲

所引起的地表变形和破坏的区域与范围。按照影响的时间分为老采空区、现采空区、未来采

空区。 

2.1.23 采厚比 ratio of mining depth and cutting height 

矿层开采深度（H）与矿层法向开采厚度（m）的比值（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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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红黏土 red clay 

碳酸盐岩系出露区的岩石经过比较充分的化学风化作用形成的颜色为棕红色或褐黄色,

残坡积或经过搬运再沉积，以团粒结构形式存在，液限大于或等于 50%的高塑性黏土。 

2.1.25 常年洪（涝）水位 perennial flood (logging) level 

通常指 3~5 年一遇洪（涝）水位，可通过现场调查结果确定。 

2.1.26 重要水域 important water area  

影响线路路径方案的水域或对线路技术经济指标影响重大的水域。 

2.1.27 蓄滞洪区 flood storage and detention area 

包括分洪口在内的河堤背水侧以外临时贮存洪水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 

2.1.28 水文调查 hydrologic investigation 

为弥补基本水文站网定位观测不足或其他特定目的，采用勘测、观测、调查、考证、实

验等手段采集水文信息及其有关资料的工作。 

2.1.29 洪痕 flood mark 

一次洪水的最高洪水位在岸边或浸水建筑物上所遗留的泥印、水迹、人工刻记以及一切

能够代表最高洪水到达位置的痕迹。 

2.1.30 设计风速 design wind speed 

工程设计标准所要求的离地 10m 高 10min 平均最大风速。 

2.1.31 标准冰厚 standard ice thickness 

不同密度、不同形状的覆冰厚度统一换算为密度为 0.9g/cm3 的均匀裹覆在导线周围的覆

冰厚度。 

2.1.32 设计冰厚 design ice thickness 

标准冰厚经过重现期、高度、线径等因素订正换算后得到的覆冰厚度。 

2.1.33 大风区 gale zone 

历史上风灾较频繁或已建线路发生过风灾事故的地区。 

2.1.34 重冰区 heavy icing zone  

设计冰厚等于或者大于 20mm 的区域。 

2.1.35 微气候 microclimate 

在一个特殊的局地小环境内，因下垫面性质的差异而形成的近地层大气的小范围气候。 

2.1.36 微地形 micro-top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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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尺度范围内，对局部气候环境有显著影响的相对微小的地表形态。 

2.1.37 易覆冰地区 icing prone area 

最大覆冰厚度大于 10mm 且每年均有不同程度覆冰的地区。 

2.2 缩略语 

CORS（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连续运行参考站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数字高程模型 

DOM（Digital Orthophoto Map）数字正射影像图 

DSM（Digital Surface Model）数字地表模型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ytem）地理信息系统 

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RTK（Real Time Kinematic）实时动态测量 

InSAR（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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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测量 

3.1.1  本规程测量应以中误差作为衡量精度的技术指标，并应以 2 倍中误差作为极限误差。 

3.1.2  应采用现行的国家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同一工程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应保持一致，

长度投影变形值不宜大于 10cm/km。 

3.1.3  架空送电线路工程应明确唯一的前进方向，左右关系应以前进方向为基准，累距、各

桩编号应顺线路前进方向递增，220kV 及 110kV 平面图测量范围应为中线两侧各 50m。 

3.1.4  测量直线桩或塔位桩时，相邻直线桩或相邻塔位桩的相对坐标中误差不应大于 5cm,

相邻直线桩或相邻塔位桩的相对高差误差不应大于 0.3m。 

3.1.5  测量数据文件应保留原始数据文件，电子数据应做好存储管理。 

3.2 岩土工程 

3.2.1  岩土工程勘测应按照各勘测阶段的要求，精心勘测、精心分析，提出资料完整、评价

正确的勘测报告。 

3.2.2 线路沿线地段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可按下列条件划分，从复杂地段开始，向中等复

杂地段、简单地段推定，以最先满足为准： 

1 符合下列条件中一项或多项的为复杂地段： 

1)地形地貌复杂； 

2)采空塌陷区； 

3)岩土体结构复杂； 

4)岩土种类多，岩土性质差； 

5)特殊性岩土分布广泛； 

6)地质灾害危险性大，难以整治； 

7)地下水对地基基础有不良影响。 

2 除复杂场地和简单场地以外和场地宜为中等复杂场地。 

3 符合下列条件的为简单地段： 

1)地形地貌单一； 

2)岩土体结构简单，岩土种类少，岩土性质变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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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特殊性岩土； 

4)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5)地下水对工程无不良影响。 

3.2.3  岩土工程勘测应根据勘测阶段、线路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和勘测作业条件等因素采用适

宜的勘测方法。 

3.2.4  对地质条件特复杂的场地，宜根据工程需要进行施工勘测。 

3.3 水文气象 

3.3.1  水文气象勘测应按照设计各阶段的要求，提供合理可靠的成果。 

3.3.2  220kV 及 110kV 架空送电线路工程导线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基础防洪标准应大

于等于 30 年一遇。 

1 跨越河流、湖泊、水库和海域等水域的线路应提供 5 年、100 年一遇洪水位； 

2 线路基础冲刷计算应采用大于等于 30 年一遇设计洪水条件下相应的水位、流速等水

动力条件； 

3 内涝积水区线路应提供常年内涝水位、历史最高内涝水位及其持续时间； 

4  冬季结冰地区应提供跨越水域的冰面高程； 

5  蓄滞洪区线路应提供最高蓄洪水位和抢险船只通航净空要求； 

6  岸滩稳定性应预测 30 年岸滩变化趋势。 

3.3.3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洪水重现期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标准》GB 50319 规定执

行；跨越海域时应执行国家有关海域通航标准和要求。跨越通航水域的通航净空高度应符合

航道管理部门的要求。 

3.3.4  当线路工程经过水利、航道、港口、海洋等行政主管部门管辖的区域时，应协助收集

相关行政部门的规划并征求其对路径的意见，并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或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

协助开展洪（输）水影响评价、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和海域使用论证等专题。 

3.3.5  水利、航道、港口、海洋等行政主管部门对洪（潮）水标准有特殊规定时，应按其规

定执行。 

3.3.6  水文气象勘测成果的高程系统应与线路平断面图高程系统一致。 

3.3.7  设计风速和设计覆冰重现期应为 30 年一遇，必要时宜按稀有风速、稀有覆冰条件进

行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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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水文或气象条件复杂，且对工程影响较大时，应进行专题论证。 

3.3.9  现场调查是水文气象收集资料的重要方法，各阶段进行水文气象勘测时均应进行现场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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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阶段测量 

4.1 可行性研究阶段测量 

4.1.1 可行性研究阶段测量宜以搜集资料为主，配合设计人员搜集路径沿线的地形图、影像

资料等。 

4.1.2 宜按照设计要求配合现场踏勘，对可能影响路径方案的拥挤地段、工矿区及重要交叉

跨越等进行测量。 

4.2 初步设计阶段测量 

4.2.1  宜搜集可行性研究阶段路径方案、线路沿线平面及高程控制数据、地形图、航摄影像、

卫星遥感影像、DOM、DEM 等资料。 

4.2.2 使用航摄影像时，数据获取与处理应符合《电力工程数字摄影测量规程》DL/T 5318

的规定。 

4.2.3 使用卫星遥感影像时，数据获取与处理应符合《33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勘测标准》

GB/T 50548 的规定。 

4.2.4 现场踏勘和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路经过或邻近规划区、协议区、保护区等地段时，宜进行平面与高程联系测量。 

2 拥挤地段可能影响路径成立时，根据设计专业需要测绘 1：1000 或 1：2000 的平面图，

拥挤地段平面图宜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 

3 对线路路径方案有影响的电压等级在 35kV 及以上的电力线，应调绘或测量电力线位

置、跨越点及其两端杆位高度、电压等级及电力线名称等信息，并根据需要绘制交叉跨越分

图，交叉跨越分图宜符合本规程附录 B 的规定。 

4  线路对两侧平行接近的电力线、通讯线或地下光缆构成影响时，应测量或调绘电力

线、通信线路的位置，并宜绘制平行线路影响相对位置图，成图比例尺宜为 1:1000 或 1：2000。

平行线路影响相对位置图宜符合本规程附录 C 的规定。 

5 对交叉跨越的铁路、高速公路、重要管道等，应调绘或测量跨越处位置及附属物，并

应调查其名称和跨越点里程。 

6 线路通过江河、湖泊、水库等地段，宜配合水文专业测量水文断面、比降点、洪痕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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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输电线路起讫点的变电站进出线复杂时，根据设计专业需要搜集或测量变电站或发

电厂进出线平面图，测图比例尺可采用 1:1000 或 1:2000。变电站进出线平面图宜符合本规

程附录 D 的规定。 

4.2.5 宜配合设计专业在应用 DOM、三维场景或 GIS 平台上进行路径优选。 

4.2.6 路径选定后，宜根据设计需要制作概略平断面图，其比例尺宜为纵 1:500、横 1:5000。 

4.3 施工图设计阶段测量 

4.3.1 施工图设计阶段测量宜包括基础控制测量、辅助路径优化选线、落实路径测量、交叉

跨越测量、平面及断面测量、定位及检验测量、专项测量等工序，测量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

况合并工序。 

4.3.2 测量成果应满足三维设计及数字化移交的要求。 

4.3.3 交叉跨越点相对邻近直线桩高程误差不应大于 0.3m，线路排位后影响路径成立的断面

点、风偏点相对邻近直线桩高程误差不应大于 0.5m，塔基断面点相对塔位桩高程误差不应

大于 0.1m。 

4.3.4 平断面图上档距、桩距、累距注记值取位到 1m，直线桩、塔位桩、水位高程、交叉跨

越点注记高程值取位至 0.lm，转角角度注记宜取位至 1′。 

4.3.5 交叉跨越分图、塔位地形图及塔基断面图、房屋分布图等图件上体现的数据应与平断

面图上体现的数据保持一致，修改时应联动修改。 

4.4 基础控制测量 

4.4.1 基础控制测量应包括平面控制测量和高程控制测量。基础控制测量点宜沿线路走向均

匀布设，平面和高程控制点宜同桩布设，控制点间距离不宜大于 10km。 

4.4.2 静态 GNSS 基础控制测量时，平面测量精度应满足最弱边相对中误差小于 1/20000，高

程测量精度满足每千米大地高差全中误差不应大于 15mm。 

4.4.3GNSS 基础控制测量采用单基站动态作业时，流动站与基准站之间的距离不宜大于 5km，

应进行不少于 3 测回多余观测；测回间平面坐标较差不应大于 3.5cm，高程较差不应大于 5cm。

取测回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观测成果。 

4.4.4 动态 GNSS 基础控制测量时，转换参数平面坐标转换残差不应大于 2cm，高程拟合残

差不应大于 3cm；当残差超过限差时，宜根据转换模型合理分段进行转换参数求解，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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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不少于 2 个重合点。 

4.4.5 基础控制测量宜与国家坐标、高程系联测，联测点数不应少于 2 个，联测点间距离不

应大于 100km。 

4.4.6 基础控制测量工作完成后宜形成控制点成果表及点之记。 

4.5 辅助路径优化选线 

4.5.1 辅助路径优化选线准备工作宜包括以下内容： 

1 搜集送电线路前期的测量技术报告、路径方案图、交叉跨越分图等； 

2 搜集线路沿线 1km 范围内的 DEM、DOM、控制点、调绘数据、专题资料等； 

3 将测量数据、专题数据转换成统一的坐标和高程系统，并导入三维辅助优化设计平台

建立三维场景。 

4.5.2 路径优化选线工作宜包括以下内容： 

1 由相关专业协同工作，逐个选定转角位置，量测各转角坐标和高程； 

2 沿选择的方案路径，按步长不宜大于 DEM 格网间距自动切断面，生成概略平断面图，

由设计专业进行预排塔位； 

3 根据预排塔位，逐基检查塔位地形，量测沿线路两侧地物、风偏点、危险点等； 

4 按优选路径输出转角坐标、概略平断面图、正射影像路径图等。 

4.5.3 辅助路径优化选线宜提交转角坐标数据文件、正射影像路径图、概略平断面图。 

4.6 现场落实路径测量 

4.6.1  落实路径测量应包括以下工作内容： 

1  放样转角位置，埋设固定标桩，测量转角坐标和高程； 

2  沿线测设直线桩，校核地物、地形断面； 

3 实地测量路径受控地物、协议区与居民区，复核其与线路路径相对位置关系； 

4  实地测量线路跨越一、二级通信线、光缆及地下通信电缆、等级公路、铁路、管道等

重要跨越物位置。 

4.6.2  落实路径测量宜采用RTK测量，坐标中误差不应大于 5cm，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 7cm。 

4.6.3  RTK 桩位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位测量时，流动站与基准站之间的距离不宜大于 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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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直线放样时，流动站显示偏离值应不大于 2cm，应实测桩位坐标和高程。 

3 同一耐张段内的桩位应采用同一基准站进行测量。当更换基准站时，应对上一基准站

放样的 1-2 个桩位进行重复测量。 

4 转角桩和直线桩应按顺序编号，不得重号。 

5 桩位进行检查测量时，坐标较差不应大于 7cm，高程较差不应大于 10cm。 

4.6.4 分支塔应采用 RTK 配合全站仪进行测量，采用全站仪测量桩位时，相邻桩位偏角不应

大于 1′。 

4.6.5  直线桩宜选择在易于保存、易于架设仪器、交通便利地方，满足平断面测量、交叉跨

越测量等工作需要。 

4.6.6  落实路径测量应提交测定的转角桩、直线桩的坐标和高程成果。 

4.6.7  落实路径测量应提交测定的转角桩、直线桩的坐标和高程成果。 

4.7 交叉跨越测量 

4.7.1 交叉跨越测量可采用全站仪、GNSS、激光测距仪、激光雷达等设备测定距离和高差。 

4.7.2 线路交叉跨越一、二级通信线、10kV 及以下等级电力线或弱电线路时，应测量中线交

叉点线高及有影响一侧边线交叉点的线高及风偏点的线高，注明其电压等级。当中线或边线

跨越杆塔顶部时，应施测杆塔顶部高程。 

4.7.3 线路交叉跨越 35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力线时，应测量本工程线路中线与被跨越线路

地线交叉点的线高、本工程线路两侧边线与被跨越线路地线交叉点的地线线高，以及有影响

侧风偏点的地线或者塔顶高。注明被跨越线路名称、电压等级、两侧的杆塔号。 

4.7.4 线路从已有电力线下方钻越，应测量本工程线路中线和两侧边线与被钻越线路的下导

线线高，及有影响侧风偏点的下导线线高。当交叉点临近已有线路杆塔时，应测量杆塔位置

及下导线挂线点高程。注明被钻越线路名称、电压等级、两侧的杆塔号。 

4.7.5 对有影响的平行接近电力线，应测绘其位置、高程和杆高。 

4.7.6 线路交叉跨越铁路或公路时，应测绘交叉点顶轨或路面高程，注明被跨越物名称、跨

越点里程、路面材料和通向。当交叉跨越电气化铁路时，应测绘与机车电力线交叉跨越点线

高及邻近杆塔高。 

4.7.7 线路跨越河流、水库和水淹区等水域时，宜根据设计和水文专业需要，测绘洪水位、

积水位、堤坝顶部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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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对于线路边线范围内的房屋，应测量其位置、屋顶高程及与线路中心线的距离。对风

偏有影响的房屋也应测绘。在断面图上应区分平顶和尖顶类型。 

4.7.9 线路交叉跨越架空索道、架空管道、渡槽等建（构）筑物时，应测绘中心交叉点顶部

高程和对线路边线有影响的交叉点高程，并注明被跨越物的名称、材料、方向等。 

4.7.10 线路交叉跨越电缆、光缆、管道等地埋设施时，宜依据设计专业搜集的资料或利用管

线探测技术确定其位置和方向，测绘其平面位置、交叉点地面高程及交叉角，并注明管线名

称、交叉点两侧桩号及通向。对于地埋设施复杂地段，宜开展地下管线探测专题工作，探测

精度应按现行规程《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 61 的有关规定执行。 

4.7.11 线路交叉跨越拟建或正在建设的设施时，应配合设计专业搜集资料，确定与线路坐标、

高程系统的关系，或根据施工方、设计人员现场指定的位置，测量交叉跨越点的位置、高度

并标注在平断面图上。 

4.7.12 采用激光雷达技术进行交叉跨越测量时，数据获取与处理应符合《330kV~750kV 架空

输电线路勘测标准》GB/T 50548 的规定。 

4.8 平面及断面测量 

4.8.1 输电线路平面及断面测量可采用数字摄影测量、卫星遥感测量、激光雷达测量、GNSS

测量和全站仪测量等方式进行。平断面图的比例尺宜采用水平 1：5000、垂直 1：500。平面

测量宽度应为线路中线两侧各 50m。平断面图的样式宜符合本规程附录 E 的规定，平面图、

断面图符号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F 的规定。 

4.8.2 平断面图起讫于变电站时，应实测并注记架构地面高程、导线悬挂点高程。 

4.8.3 线路中心线两侧有影响的建（构）筑物、道路、管线、河流、水库、水塘、沟渠、坟

墓、悬岩、陡壁等地物，应测绘于平面图上。 

4.8.4 线路经过林区、果园、苗圃、农作物及经济作物区时，应测绘其边界，并注明作物名

称、种类、高度等信息。 

4.8.5 平断面图的断面点测量应能真实反映地形变化和地貌特征。平地断面点的间距不宜大

于 50m。独立山头不宜少于 5 个断面点。导线对地距离可能有危险的地段，断面点应适当加

密。对山谷、深沟等不影响导线对地安全的地方可不测绘断面，图面可作中断处理。 

4.8.6 边线地形比中线高出 0.5m 时，应测绘边线断面。在风偏距离范围之内有风偏影响的危

险点时，应施测并注记于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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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 边线外存在高宽比为 1:3 以上的边坡时，宜测绘风偏横断面图或风偏点，风偏横断面图

的水平与垂直比例尺宜相同，宜采用 1:500 或 1:1000，宜以中心断面为起画基点。当中心断

面点处于深凹处不需测绘时，宜以边线断面为起画基点。路径与山脊斜交时，应选测两个以

上的风偏点。 

4.8.8 采用全数字摄影测量平台量测平断面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断面图测量前应取得 DOM、DEM 并建立立体模型，在三维立体环境下设置输入线

路转角、边线范围、最大风偏范围、平面测量宽度、成图比例尺和沿线调绘资料等数据。 

2 断面图宜施测中心线、左边线和右边线等三条断面。 

3 断面数据采集方式分为自动扫描和手动。对于地物和植物被稀少的平缓地区可采用自

动扫描方式，自动扫描时，应人工跟踪立体，扫描步距宜为实际距离 5m~10m。对于非平缓

地区、地物较多地区宜采用手动方式，断面点的间距应能正确反映现场地形变化。 

4.8.9 采用激光雷达测量平断面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断面图测量宜使用 DSM、DEM、DOM 和调绘数据构建三维立体模型进行数据采集。 

2 中心断面和边线断面宜采用 DEM 数据进行自动采集，步长不宜大于 5m。 

3 风偏点和风偏断面点宜在三维立体模型中自动采集或者人工交互采集。 

4 交叉跨越点的高程宜采用以点云数据为基础的方法进行采集，当点云密度不足以求取

交叉跨越点高程时，需要外业实测。 

4.8.10 采用 RTK 进行平面及断面测量时应符合本规程第 4.4.11 条的规定。 

4.8.11 采用全站仪进行平面及断面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平面及断面测量应选用测角精度不低于5″级全站仪，仪器垂直盘的指标差不应超过1′。 

2 平断面测量，直线路径后视方向应为 0°，前视方向应为 180°。各直线桩位连成的

水平角应满足 180°±1′指标范围。当在转角桩设站测量前视方向断面点时，应将水平度

盘置于 180°，并应对准前视桩方向。前后视断面点施测范围，应以转角角平分线为分界线。 

3 断面点宜就近桩位观测。测距长度不宜超过 500m，否则应进行正倒镜观测一测回，

其距离较差的相对误差不应大于 1/200，垂直角较差不应大于 1′，成果应取中数。 

4.8.12 采用激光雷达技术绘制断面时，数据获取与处理应符合《33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

勘测标准》GB/T 5054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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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定位及检验测量 

4.9.1 定位前应取得预排塔位明细表、平断面图、设计定位手册等资料。 

4.9.2 定位测量时应进行实地巡视检查平断面图，发现地形、地物漏测或与实地不符，应进

行补测、修测。 

4.9.3 定位测量宜采用 GNSS 或全站仪。测量前应对 RTK 基准站和全站仪架站点的位置及编

号进行确认。 

4.9.4 定位应实地测设塔位桩，塔位桩无法实地设桩时，应实测其坐标和高程，并宜在塔位

附近直线方向上便于保存的位置测设副桩。 

4.9.5 采用 RTK 测量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定位测量前应校核直线桩或者转角桩数据，与落实路径时实测的坐标分量较差不应大

于 7cm，高程较差不应大于 10cm； 

2RTK 进行定位测量时，相邻直线桩或相邻塔位桩的相对坐标中误差不应大于 5cm，相

邻直线桩或者相邻塔位桩的相对高差误差不应大于 0.3m。 

4.9.6 采用全站仪测进行定位测量，应选取邻近的直线桩测定。距离和高差应进行对向观测

各一测回或变换觇标高同向观测两测回，两测回距离较差不应大于 7cm，两测回的高差较差

不应大于 0.4S（m），S 为测距边长，以 km 计，小于 0.1km 时按 0.1km 计。仪器高和棱镜高

均量至厘米，高差计算至厘米，成果采用两测回高差的中数。 

4.9.7 检验测量包括的内容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9.7 的规定。 

表 4.9.7 检验测量内容及技术要求 

序号 内容 
距离较差 
相对误差 

允许较差 
距离较差

（cm） 
高差较差 
（m） 

角度 
较差 

1 直线桩间距离、高差 1/500 — ±0.3 ±1′30″ 

2 交叉跨越点的距离、高差 

1/200 

— ±0.3 — 

3 危险断面点的距离、高差 — 

平地±0.3，

山地、丘

陵±0.5 

— 

4 
重要交叉跨越物，如高铁、

高速公路、河堤、大坝等 
— ±0.3 — 

5 转角桩角度 — — — ±1′30″ 

6 间接定线的桩间距离、高差 
点位横坐标较差

2.5cm/百米 
—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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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拆迁范围内的房屋边长距

偏差 
— 4S — — 

8 林木高度 — — ±2 — 

注：S为房屋边长，单位为m。 

4.10 测量成果 

4.10.1可研、初步设计阶段测量成果宜包括以下内容： 

1 测量技术报告； 

2 可研、初步设计阶段线路路径方案图； 

3 坐标转换成果； 

4 其它测量成果。 

4.10.2施工图设计阶段测量成果宜包括以下内容： 

1 测量技术报告； 

2 平断面图； 

3 塔位及直线桩成果表； 

4 拥挤地段平面图； 

5 重要交叉跨越平断面分图； 

6 塔位地形图或塔基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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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造测量 

5.1 一般规定 

5.1.1改造测量宜包括交叉跨越改造测量、风灾改造测量、冰灾改造测量及导线温升增容改造

测量等。 

5.1.2改造线路的已有资料应经实地检测、分析比较，验证合格后加以利用。 

5.1.3改造测量宜采用原线路工程一致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 

5.1.4改造线路需现场移位，应进行平断面补充测量或全部重新测量及定位测量。 

5.1.5改造测量提交的资料宜包括测量技术报告、平断面图及改造测量专题图表等。 

5.2 交叉跨越改造测量 

5.2.1 线路路径范围内新增铁路、等级公路及高压输电线路等设施对原线路造成影响时，应

根据设计要求进行交叉跨越改造测量。 

5.2.2 测量作业之前应搜集新增交叉跨越物的设计资料。 

5.2.3 改造测量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应与新增交叉跨越地物采用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进

行联系测量。 

5.2.4 平断面测量宜以改造段两端外延一档的塔位中心为起止点，或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5.2.5 原线路杆塔悬挂点、横担和塔顶的高程测量宜采用全站仪免棱镜法，免棱镜法无法测

得数据时可采用前方交会加三角高程测量法。 

5.2.6  跨越新建高速铁路或公路改造测量应根据设计资料计算跨越点里程，并将新建铁路的

轨顶高程或新建公路的路面高程设计值投影至断面图。 

5.2.7 跨越或钻越高压送电线路改造测量应根据设计资料获取跨越点或钻越点的高程设计值，

并投影至断面图。 

5.2.8交叉跨越改造测量的测量方法、技术要求和测量成果应符合本规程第 4章的有关规定。 

5.3 风灾改造测量 

5.3.1 风灾改造包括路径调整和加装防舞动装置两种，输电线路风灾改造应进行风灾改造测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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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路径调整段起讫点之间的改造测量的测量方法、技术要求和测量成果应符合本规程第 4

章的有关规定。平断面测量还应测量连接处和连接处外延 1 档~2 档杆塔的地面中心、塔顶、

导地线悬挂点、横担的位置及高程。 

5.3.3 加装防舞装置测量作业前，应搜集改造线路的路径图、平断面图、线路档距表、间隔

棒安装布置表等勘测、设计资料。测量内容宜包括加装点次档距测量、三相档距测量和导线

相间距离测量等。 

5.3.4 加装防舞装置测量宜采用 RTK 全站仪免棱镜测量、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测量、地面三

维激光雷达测量和曲线拟合等方法，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次档距测量的距离较差相对误差应小于 1/500； 

2 三相档距测量的距离较差相对误差应小于 1/1000； 

3 导线相间距离测量较差应小于 0.1m； 

4 测量作业时风力不应大于 3 级； 

5 测量时应记录当时的温度和气压。温度应记录至 0.1℃，气压应记录至 100Pa 或 1mmHg，

温度计、气压计放置位置离地面应超过 1.5m。 

5.3.5 导线相间距离采用 RTK 配合全站仪免棱镜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站仪的测角精度不应低于 5″； 

2 测量导线时应照准导线中心，每个导线点观测应观测一测回。 

5.3.6 导线相间距离采用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航线规划宜沿线路中心线飞行，无人机保证对本线路及交叉跨越线路的飞行安全距

离应不小于最小安全距离，扫描带宽不宜小于 200m，有效点云密度不宜少于 50 个/m²。点

云精确分类后应分层管理； 

2  线路杆塔中心位置、塔高、导地线悬挂点可根据杆塔基础点云、塔头点云、塔身点

云采用解析方法求得，对于关键点位点云缺失的，应进行补充航飞扫描或用全站仪免棱镜补

充测量； 

3  导线上的激光点云三维坐标相对于两端的导线悬挂点三维坐标误差不应大于 0.1m； 

4  导线应根据分类后的电力线点云进行拟合，参与拟合的点云应均匀分布，且拟合点

数不应少于 5 个，拟合最大残差不应大于 0.1m。拟合导线应进行验证，参与验证的点数不

应少于 3 个； 

5  采用点云人工量测导线相间距离次数不应少于 3次，读数至 0.001m，结果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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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导线相间距离采用地面三维激光雷达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与扫描线路之间应无遮挡； 

2 定向标靶宜放置于线路方向的垂线上，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需架设多站时应设置点云

拼接标靶。标靶之间的相对精度应满足：平面精度不宜低于 1/5000，高程精度不宜低于

15mm/km。 

3  采用点云人工量测导线相间距离次数不应少于 3次，精确到 0.001m，结果取平均值。 

5.3.8 导线相间距离采用曲线拟合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档内的采样点应测量两端杆塔的导地线悬挂点、弧垂最低点或档距中部点，点位宜

均匀分布，总点数不应少于 5 个； 

2 相对两端的导地线悬挂点，导地线采样点的测量误差应小于 0.1m； 

3 可采用悬链线公式或斜抛物线公式拟合导地线的弧垂线，拟合时应有多余的导线、地

线测量点作为检查点，对拟合结果进行检验，测导线相间距离差应小于 0.1m。 

5.4 冰灾改造测量 

5.4.1 冰灾改造测量包括冰灾分析评估测量、塔位改造测量、路径调整改造测量。 

5.4.2 冰灾分析评估测量宜采用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或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测量方式作业，

获取线路现势数据，提交设计专业。 

5.4.3 塔位改造测量、路径调整改造测量宜采用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

测量、地面三维激光雷达测量、GNSS 测量、全站仪测量等方式作业。 

5.4.4 改造段平断面图测量应包括和连接处外延两档杆塔的中心位置、塔高、导线挂点高、

原杆塔基础、杆位拉线位置。新杆塔中心桩平面相对原直线的偏差不应大于 5cm。 

5.4.5塔位改造和路径调整改造的平断面测量应测量连接处及外延1档~2档杆塔的地面中心、

塔顶、导地线悬挂点、横担的位置及高程。 

5.4.6 冰灾改造测量方法、技术要求和测量成果应符合本规程第 4 章的有关规定。 

5.5 导线温升增容改造测量 

5.5.1 导线温升增容改造测量宜包括导线温升增容影响评估测量、通道清理测量、塔位改造

测量、路径调整改造测量等。 

5.5.2 导线温升增容改造测量宜采用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测量、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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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激光雷达测量、GNSS 测量、全站仪测量等方式作业。 

5.5.3 导线温升影响评估测量宜包括导线温升增容线路与林木、电力线、通信线、铁路、公

路、河流、管道、索道、断面及风偏和其他建构筑物的净空距离测量、新增地物补充测量等，

净空安全距离测量数据采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力不应大于 3 级； 

2 记录测量时的温度和气压，温度应记录至 0.1℃，气压应记录至 100Pa 或 1mmHg。温

度计和气压计放置位置离地面应超 1.5m 高。 

5.5.4 通道清理测量宜包括电力线、通信线、管道等建构筑物的交叉跨越测量、房屋分布图

测量、林木分布图测量、土石方测量等，并根据需要配合设计专业对拟改造交叉跨越进行改

造方案的规划测量。通道清理测量技术要求应符合本规程的第 4 章的有关规定。 

5.5.5  导线温升增容改造测量的方法、技术要求和测量成果应符合本规程第 4 章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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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项测量 

6.1 塔基断面测量及塔位地形图 

6.1.1 塔基断面测量及塔位地形图测量可采用数字摄影测量、激光雷达测量、全站仪测量及

RTK 测量等。数字摄影测量地面分辨率不宜低于 5cm，激光雷达测量点云密度不宜低于 16

个点/㎡，点云应覆盖整个测区。 

6.1.2 塔位地形图宜采用线路坐标系，塔基断面图及塔位地形图高程基准宜与线路高程基准

一致。 

6.1.3 塔基断面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塔基断面点应反映塔腿方向的高程变化，塔腿接地点宜测断面点。塔基断面点相对塔

位中心点的高差误差不应大于 0.1m。 

2 测量塔位中心至塔腿基础中心 4 个方向的塔基断面或按设计要求进行加测。 

3 塔基断面图纵、横比例尺宜为 1:200。塔基断面图样式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G 的规定。 

6.1.4 塔位地形图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地形点相对于塔位桩点位误差不应大于 0.1m，高程误差不应大于 0.3m，测点间距不

应大于图上 3cm。 

2 塔位地形图比例尺宜为 1:200，基本等高距宜为 0.5m，塔位地形图样式应符合本规程

附录 H 的规定。 

3 塔位立于水域中时，应根据设计需要测量塔位附近水下地形图，比例尺宜为 1:500。 

6.2 地下管线探测 

6.2.1  城市建筑区、油矿区等地下管线较多区域，宜开展地下管线探测专项测量。 

6.2.2 架空送电线路管线探测应对塔基附近区域或敏感区进行地下管线详细探测。 

6.2.3  地下管线探测应在收资和踏勘的基础上，根据管线的材质和埋设方式选择探测方法。

常用管线探测方法有：电磁感应法，地质雷达法，轨迹法，人工开挖法，直接量取法等，探

测方法应符合《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61 的规定。 

6.2.4  地下管线探测宜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采用其他坐标及高

程系统的应与其建立转换关系。 

6.2.5 地下管线探测可根据不同的工程目的对探测对象进行取舍，取舍标准应依据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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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线的密度、设计方的要求确定。地下管线调查内容及要求宜参考表 6.2.5 的规定。 

表 6.2.5 地下管线调查内容及要求 

管线类型 
埋深 断面尺寸 

材质 调查范围 其他要求 
外顶 内底 管径 宽×高 

给水 * － * － * 内径≥50mm － 

排水 
管道 － * * － * 内径≥200mm 

注明流向 
方沟 － * － * * 

方沟断面

≥300mm×300mm 

燃气 * － * － * 干线和主要支线 注明压力 

热力 
直埋 * － － － * 干线和主要支线 

注明流向 
沟道 － * － － * 全测 

工业 
自流 － * * － * 

工艺流程线不测 
－ 

压力 * － * － * 自流管道注明流向 

电力 
直埋 * － － － － 电压≥220V 注明电压 

沟道 － * － * * 全测 注明电缆根数 

电信 
直埋 * － * － － 干线和主要支线 － 

管块 * － － * － 全测 注明孔数 

注：1  表中“*”表示应实地调查的项目。 

2  管道材质主要包括：钢、铸铁、钢筋混凝土、混凝土、石棉水泥、陶土、PVC塑料

等。沟道材质主要包括：砖石、管块等。 

6.2.6  地下管线的探测精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明显管线点埋深量测精度应符合表 6.2.6-1 的规定。 

表 6.2.6-1 明显管线点埋深量测精度（单位：mm） 

明显点管线点埋深 埋深量测中误差 

H≤2500 25 

H＞2500 0.02H 

注：表中 H 为明显管线点中心埋深。 

2 隐蔽管线点探测精度应符合表 6.2.6-2 的规定。 

表 6.2.6-2 隐蔽管线点探测精度（单位：mm） 

 

水平位置中误差 埋深中误差 



·21· 
 

0.05H 0.075H 

注：式中 H 为地下管线的中心埋深，当 H <1000 时，则以 1000 计算。 

3 地下管线点测量的精度应符合表 6.2.6-3 的规定。 

表 6.2.6-3 地下管线点测量精度（单位：mm） 

平面位置中误差（相对邻近控制点） 高程测量中误差（相对邻近控制点） 

50 30 

注：本条规定不含海底电缆地（水）管线探测精度要求。 

6.2.7  架空送电线路工程地下管线探测的范围宜在以下三者中取最大值： 

1 塔基基础范围外扩 5m 范围内； 

2 基坑开挖边界外开挖深度的 2~3 倍； 

3 塔基接地线布置范围内。 

6.2.8  架空送电线路工程地下管线探测应分塔基进行，比例尺宜与塔基地形图比例尺一致。

塔位地下管线探测宜符合本规程附录 J 的规定。 

6.3 房屋分布图调查测量 

6.3.1 线路中心线两侧的房屋宜按设计要求进行测量。房屋调查测量应包括指定范围内的所

有民用房屋、工业房屋及附属设施。 

6.3.2  房屋分布图调查测量可采用数字摄影测量、激光雷达测量、全站仪测量及 RTK 测量

等方式作业。数字摄影测量地面分辨率不低于 10cm，激光雷达测量点云密度不低于 4 个点/

㎡，点云应覆盖整个测区。房屋边长可使用丈量法测量，测量精度不应低于 0.04S（m），S

为房屋边长，单位为 m。 

6.3.3 房屋调查的内容宜包括房屋面积、房屋主体材料、屋顶材料、楼层数、用途、行政坐

落、户主姓名及其附属设施等信息。房屋调查时应采集房屋的现实影像，影像应清晰反映房

屋全貌。 

6.3.4 当采用数字摄影测量及激光雷达测量房屋时，应采用现场检测及巡视的方法对房屋现

状、偏距进行核对。拆迁临界值左右 3m 范围内建构筑物的偏距应进行检测，当检测数据与

图面数据差值大于 0.1m 时，应以实地检测数据为准对图面数据进行修正。 

6.3.5 房屋分布图比例尺宜为 1:1000，房屋编号应与照片编号一致。房屋分布图测绘应采用

统一符号格式，每幅起点、终点应注明线路累距。每处房屋分布图应附有面向线路侧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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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房屋分布图宜符合本规程附录 K 的规定。 

6.4 土石方测量 

6.4.1 线路对地距离不满足要求或塔位治理需要局部挖填方时应测量土石方。 

6.4.2  土石方测量可采用数字摄影测量、激光雷达测量、全站仪测量及 RTK 测量等方法。

数字摄影测量地面分辨率不宜低于 5cm。激光雷达测量点云密度不宜低于 16 个点/㎡，点云

应覆盖整个测区。数字高程模型格网尺寸不宜低于 0.5m。 

6.4.3  土石方测量成图比例尺宜为 1:200。 

6.4.4  线路设计阶段的土石方测量应在图上标明两端塔位的塔号、位置及高程。线路运行维

护阶段的土石方测量，应测量所测区域前后杆塔的平面位置、导线挂点及受控区域的导线弧

垂线并标绘在平面图上。 

6.4.5 土石方测量可采用方格网法或三角网法。 

6.5 林木分布调查测量 

6.5.1 线路跨越林木时，应测量其边界并注明林木种类、现实生长高度等信息。 

6.5.2  林木分布调查测量可采用数字摄影测量、激光雷达测量等方法。外业可采用全站仪及

RTK 等方法校核林木生长高度和边界等信息，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 2m，平面中误差不应大

于 2m。 

6.5.3  线路跨越的独立树、行树、名贵珍稀树木时应按《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GB/T 

20257 的要求进行标注，在断面上宜以风偏点的形式注记。 

6.6 水文测量 

6.6.1  水文测量宜包括水文洪痕点测量、水位高程测量、坝堤高程测量、水文断面测量、河

床断面测量、比降测量等内容。 

6.6.2  水文测量平面坐标系统及高程基准应与线路保持一致，采用其它系统时，应联测并求

得其转换关系。 

6.6.3  水位高程测量宜选用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GNSS 高程测量等，高程中误差不应

大于 0.3m。 

6.6.4  河床断面测量应根据河道走向测点，测深线间隔应为图上 1cm~2cm，测点间隔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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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 1cm。 

6.6.5  比降观测应包括航道全线的比降观测和滩险加密比降观测，宜采用人工观测和水位仪

自动观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6.7 运行维护测量 

6.7.1 运行维护测量前应搜集线路竣工图资料及运行维护相关规范性文件，并应开展下列工

作： 

1 确定运行维护线路的路径和范围，并分类分段整理搜集的资料； 

2 确定运行维护测量的对象和工作内容，制定运行维护测量作业技术方案。 

6.7.2 线路运行维护测量的内容应包括线路本体变形测量、净空安全距离测量、导地线振动

和舞动测量、输电线路巡视检查等。可采用 GNSS、水准仪、全站仪、激光扫描仪等设备观

测或者安装传感器在线监测。 

6.7.3 线路本体变形测量主要包括基础沉降、杆塔倾斜、主材弯曲、绝缘子串倾斜等内容。

线路本体变形测量宜在线路运行一年后进行，测量周期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6.7.4 净空安全距离测量宜包含线路保护区内线路对地面、地物、林木、各类交叉跨越等的

安全距离测量等内容；巡视中发现距离变化及新跨越物需进行净空安全距离测量，校验的最

小净空安全距离超过《架空输电线路运行规程》DL/T 741 的规定时应预警。 

6.7.5 导地线振动和舞动测量应选择有代表性档距进行测量，测量点应包括悬垂线夹、防振

锤及间隔棒线夹处，根据情况选点测量。 

6.7.6 送电线路巡视检查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线路本体、附属设施、线路保护区等内容，巡视

检查内容应符合《架空输电线路运行规程》DL/T 741 的规定。 

6.8 安全监测 

6.8.1 安全监测前应搜集线路的相关施工图及竣工验收资料，制定监测技术方案。监测深度

应满足运行安全的需要。 

6.8.2  安全监测宜包括基础变形监测、杆塔倾斜监测、不良地质区域监测、导地线振动舞动

监测等内容。 

6.8.3  安全监测宜采用全站仪、GNSS 接收机、水准仪、三维激光扫描仪、InSAR 等设备，

也可建立在线监测系统，所采用的设备和软件应经过实际验证符合要求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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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基础变形测量宜根据实际情况选点测量，评估基础变形情况和稳定性。当杆塔附近出

现山体滑坡时，应及时进行滑坡监测。滑坡监测周期，宜每月观测一次，并可根据旱、雨季

或滑移速度的变化进行调整。监测精度不宜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 三

等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监测精度的规定。 

6.8.5 安全监测的方法的选择宜根据监测项目的特点、精度要求、变形速率以及监测体的安

全性等指标按表 6.8.5 选用，也可同时采用多种方法联合监测。 

表 6.8.5 变形监测方法的选择 

类别 监测方法 

水平位移监测 
三角形网、极坐标法、交会法、自由设站法、卫星定位测量、地面三维

激光扫描法、地基雷达干涉测量法、正倒垂线法、视准线法、引张线法、

激光准直法、精密测（量）距、伸缩仪法、多点位移法、倾斜仪等 

垂直位移监测 
水准测量、液体静力水准测量、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地基雷达干

涉测量方法等 
三维位移监测 全站仪自动跟踪测量法、GNSS、摄影测量法等 

主体倾斜 
经纬仪投点法、差异沉降法、激光准直法、垂线法、倾斜仪、电垂直梁

等 
挠度测量 垂线法、差异沉降法、位移计、挠度计等 

监测体裂缝 
精密测（量）距、伸缩仪、测缝计、位移计、光纤光栅传感器、摄影测

量等 
应力、应变监测 应力计、应变计 

6.9 林木勘查 

6.9.1 林木勘查宜包括资料准备、林地范围确认、外业调查、林业数据处理、报告编制等。 

6.9.2 林木勘查资料准备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送电线路项目资料，包括项目有关批准文件、项目拟使用土地范围及红线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报告等； 

2 林地“一张图”、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公益林区划界定等资料； 

3 各级行政区划、城市建设规划等相关资料； 

6.9.3 宜采用空间叠加分析的方法，将送电线路用地范围红线叠加到林地“一张图”，形成拟

使用林地范围，并按顺序进行编号； 

6.9.4 宜利用 DOM 对林地范围进行核实，与林地“一张图”不符时，采用现场调查或实测的方

法确认林地地块界线，DOM 分辨率不宜低于 3m，拍摄时间不宜超过一年。 

6.9.5 林地地块主要属性因子，包括地类、林地权属、林地保护等级、森林类别、使用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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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林种、起源等属性因子，应与林地“一张图”属性保持一致。 

6.9.6 应实地调查并记录拟使用林地的优势树种、龄组、平均树高、平均胸径、郁闭度（覆

盖度）、活立木每公顷蓄积、经济林株数等因子。 

6.9.7 重点生态区域、古树名木、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栖息地等应进行专项调查，专项调查可采用实地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 

6.9.8 制作使用林地现状图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成图比例尺不宜小于 1：5000； 

2 应包含用地红线范围、林地地块界线、行政界线等内容； 

3 地块标注应包括小班序号、面积、现状地类、森林类别等内容； 

4 使用林地现状图分幅绘制时，应同时绘制分幅接图表，每幅图标注图幅号； 

5 变更使用林地应分别根据新增、减少使用林地制作使用林地现状图。 

6.9.9 应根据林地现状图对使用林地面积进行统计，面积以公顷为单位，精确到 4 位小数。 

6.9.10 林木勘查应提交使用林地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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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7.1 可行性研究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7.1.1  本阶段岩土工程勘测应为论证拟选线路路径的可行性与适宜性提供所需的岩土工程

勘测资料。 

7.1.2  本阶段岩土工程勘测主要以搜集资料为主，初步了解线路拟经过地区的地形地貌特点、

矿产资源情况、区域内存在的不良地质作用种类与分布范围、岩土特性与分布特征、地下水

分布与埋藏条件、地下水（土）腐蚀性等内容。 

7.1.3 本阶段岩土工程勘测应对各路径进行初步的岩土工程评价，并提出线路拟选路径需要

避绕的地段及下一阶段需要研究的工作内容。 

7.1.4 本阶段岩土工程勘测成果宜包括以下内容： 

1  拟建工程概况、目的与任务、勘测方法； 

2  各路径沿线的区域地质和地震概况； 

3  各路径沿线的主要地层岩性、基本岩土物理力学参数、特殊性岩土、地下水条件、

不良地质作用、矿产等； 

4  推荐地基类型，提出优选路径方案建议。 

7.2 初步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7.2.1 本阶段岩土工程勘测应以搜集资料结合现场踏勘调查为主要手段，岩土工程条件特复

杂或缺少资料的地段宜布置适量勘探工作。 

7.2.2 本阶段岩土工程勘测应充分搜集线路路径拟经过地区已有的区域地质、工程地质以及

水文地质、不良地质作用、矿产资源分布等资料。 

7.2.3 本阶段岩土工程勘测可根据工程需要进行遥感解译工作。对解译出的影响路径方案的

矿产资源露天开采现状及地质灾害易发区应进行现场调查验证，评价其对工程项目的影响。 

7.2.4 本阶段岩土工程勘测应查明以下内容： 

1  沿线地形地貌特征与不良地质作用的发育状况及危害性； 

2  沿线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进一步评价其对线路工程的影响； 

3  沿线岩土分布特征，初步评价岩土的工程特性，提供杆塔基础设计所需的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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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沿线地下水的分布特征与埋藏条件，地下水变化幅度，地下水（土）的腐蚀性，评

价其对工程的影响。 

7.2.5 对重要跨越塔地段，应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资料不够充分或该因素对工程造

价影响很大时，宜布置适量的现场勘测工作。 

7.2.6 一般跨越塔位应根据跨越段的工程地质、水文条件综合确定，并宜选择在下列部位： 

1  河岸平直稳定、河谷狭窄、跨越距离较短； 

2 地势较高，不受地表水及地下水影响； 

3 塔位地基岩土性质好，不存在软土层或软土层较薄； 

4  当需在河（湖）中立塔时，宜选在河（湖）心岛或高漫滩，或流速缓、冲刷小的部

位。 

7.2.7 岩土工程勘测成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任务要求及工作内容； 

2  沿线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下水、不良地质作用、地震动参数，跨越主要河流地

段的岸坡稳定性，地下水（土）腐蚀性、冻胀性、土壤电阻率、沿线的矿区分布情况及可能

对线路工程产生的影响； 

3 根据工程需要，分段提供岩土设计参数； 

4 推荐各段的基础形式； 

5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路径方案比较； 

6 提出施工图设计阶段勘测工作应重点注意的问题及工作方法的建议。 

7.3 施工图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7.3.1  一般规定 

1  施工图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应在前期勘测的基础上，对拟定的杆塔塔位进行勘测

评价，提供杆塔基础的设计、施工、环境整治、塔基监测的岩土工程资料和建议。 

2施工图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前应取得以下资料： 

1)勘测任务书； 

2)路径方案的地形图或航片、卫片等影像资料； 

3)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编制的有关文件； 

4)前期勘测报告以及相关专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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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前期勘测设计成果的审查意见、相关专题研究报告的评审结果。 

7.3.2  平原河谷区勘测 

1  平原河谷区勘测应根据前期勘测成果、线路沿线的工程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及岩土

特征，结合塔型和基础形式，采用工程地质调查和勘探相结合的方法。 

2  勘探点的布置应根据线路沿线工程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塔型、基础形式及设计要

求，按下列要求确定： 

1)转角塔、耐张塔、终端塔、跨越塔及设计有特殊要求的塔应逐基勘探； 

2)直线段、直线转角塔，简单地段可间隔 3 基～5 基在塔位处布置一个勘探点，中

等复杂地段可间隔 1 基～3 基在塔位处布置一个勘探点，复杂地段宜逐基勘探； 

3)简单及中等复杂地段，当相邻勘探点的工程地质条件变化较大时，可选择其间合

适的塔位增加勘探点。 

3  勘探深度应根据线路沿线工程地质条件、塔型、基础形式、基础埋深及荷载条件等

因素综合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直线段、直线转角塔的勘探深度应达到基础底面以下 0.5 倍～1.0 倍基础宽度； 

2)转角塔、耐张塔、终端塔、跨越塔的勘探深度应适当加深，勘探深度取基础底面

以下 1.0 倍～1.5 倍基础宽度； 

3)在上述勘探深度内如遇软弱土层时，勘探深度应适当加深； 

4)在上述勘探深度内如基岩或稳定的强度高、变形小的岩土层时，勘探深度可适当

减小； 

5)对于采用桩基的深基础，勘测深度尚应符合现行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

的相关规定。 

4  查明地下水类型、埋深及变幅。 

5  评价地下水（土）的腐蚀性。 

7.3.3  山地丘陵区勘测 

1  山地丘陵区勘测应以工程地质调查为主，当工程地质调查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布置

适量的勘探及测试工作。 

1)基岩裸露区应以工程地质调查为主，查明其岩性、产状、裂隙发育程度、风化程

度等； 

2)基岩埋深较浅的塔位可采取坑（槽）探、小麻花钻、洛阳铲、轻型动力触探等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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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手段查明覆盖层厚度及下伏基岩特征； 

3)覆盖层厚度较大时，可采用物探、井探或轻型钻探等手段查明岩土条件。 

2  勘测工作应重点评价塔位稳定性，宜避开下列地段： 

1)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强烈发育区段； 

2)松散堆积的高陡边坡； 

3)水土流失严重的坡地或高陡狭窄的山脊； 

4)深切冲沟的边缘及向源侵蚀的源头地段； 

5)卸荷裂隙强发育的陡崖和峡谷岸坡地带； 

6)人类活动可能影响塔位稳定的地段。 

3  查明地下水类型、埋深及变幅。 

4  评价地下水（土）的腐蚀性。 

7.3.4  戈壁沙漠区勘测 

1 勘测方法应以工程地质调查为主，必要时可采用铲探、井探、钻探、原位测试、物探

等手段。 

2  应查明岩土物质成分，级配，含盐量及分布规律，盐胶结类型及程度，地下水分布

与动态变化情况，沙丘形态、规模，并应分析评价塔位稳定性。 

3 塔位宜避开下列地段： 

1)流动沙丘的下风侧； 

2)风蚀沙埋严重发育地段； 

3)坎儿井、沙巷、暗渠（塘）、淤泥塘等临近地段； 

4)地面盐渍化迹象严重地带； 

5)靠近山、沟口地面水流变迁的地带。 

7.3.5  岩土工程勘测成果报告中应包括以下内容： 

岩土工程勘测报告中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任务要求、工作方法、工作量、工作时间、参加的工作人员； 

2 塔位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岩土的有关物理力学参数（参见附录 L～附录 N）、不良

地质作用、地震动参数，地下水（土）腐蚀性、水文地质条件； 

3 根据工程需要，分段提供岩土设计参数； 

4 推荐各段的基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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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质条件安全风险分析； 

6 提出基础施工阶段应重点注意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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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岩土工程勘测方法 

8.1 遥感解译 

8.1.1  下列地区岩土工程勘测工作宜采用遥感技术： 

1 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等地面调查难以进行地区； 

2 河网密布、河流变迁频繁的地区； 

3 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易发区。 

8.1.2  地质遥感解译内容应包括工程沿线区域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

件、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分布等内容。 

8.1.3  地质遥感解译的素材应以航片为主、卫片为辅，比例尺宜为 1：5000-1：50000。 

8.1.4  可行性研究阶段和初步设计阶段，宜选择中高分辨率卫片，提取不良地质作用的位置、

规模及影响范围，并判断其发展趋势对其避让。施工图设计阶段，可选择大比例航空影像或

高分辨率卫片，对相关岩土工程技术条件进行详细解译，提出选线和设立塔位的意见。 

8.1.5  遥感解译应与其它勘测技术配合，进行线路路径区域复合图像处理和综合解译，为线

路路径优化和塔位选择提供依据。 

8.2 工程地质调查 

8.2.1  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地质调查应初步查明拟选路线两侧一定带状范围内地形地貌、地

质构造、地层岩性、水文地质条件、矿产、特殊岩土分布、不良地质作用、既有建筑或线路

工程的运行情况及地方工程经验等，为线路路径比选提供依据。 

8.2.2  初步设计阶段工程地质调查宜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沿线地形地貌的形态与特征，并划分其单元； 

2 沿线岩土层的类别、地质时代、成因类型、物理力学性质； 

3 沿线滑坡、泥石流、崩塌、岩溶等不良地质作用的分布及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4 沿线地下水的类型、埋藏条件，动态变化及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5  沿线特殊岩土、矿产资源分布及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8.2.3 施工图设计阶段工程地质调查应针对塔位开展，宜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塔位所在场地的稳定性； 

2 塔位及其附近岩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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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勘探与测试 

8.3.1 勘探方法应根据设计条件结合岩土工程条件和现场工作条件综合确定。 

8.3.2 勘探应满足勘测任务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钻探设备搬迁和施工条件困难时，宜采用轻型钻探。 

2 在无地下水的情况下，宜结合施工条件、岩土特性及取样要求，采用井（槽）探方法。 

3 勘探与取样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力工程地质钻探技术规定》DL/T 5096 的有关

规定。 

4 室内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的有关规定。 

8.3.3  原位测试方法应根据岩土特性、设计要求及地区经验等合理确定。 

1 在采用标准贯入试验、圆锥动力触探试验、静力触探试验和十字板剪切试验时，宜与

钻探取样结合使用。 

2 原位测试成果的应用宜结合地区经验，估算岩土工程特性参数。 

8.4 工程物探 

8.4.1塔基及附近隐伏岩溶、坑洞、基岩面、风化带、断裂及破碎带、滑动面、地层结构等地

质界面可采用工程物探方法进行探测。 

8.4.2  物探成果应与工程地质调查、钻探、井（槽）探等进行对比、验证。 

8.4.3  工程物探工作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力工程物探技术规程》DL/T 515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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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复杂地质条件岩土工程勘测 

9.1 特殊岩土 

9.1.1  湿陷性黄土 

1  湿陷性黄土地区勘测宜通过搜集资料、实地调查查明沿线黄土的地层时代、成因类

型、分布厚度、湿陷类型和湿陷等级。对缺乏资料的地区，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塔位采用井探、

钻探等手段进行勘探、取样试验，并对其做出评价。 

2  送电线路塔位应避开下列地段： 

1)  新近堆积黄土较厚地段； 

2)  地表黄土破坏变形发育地段； 

3)  易受地表水影响的湿陷性黄土地段。 

3  勘探点的布置和勘探深度应结合塔位地质条件、基础形式确定，对自重湿陷性黄土

分布区，勘探深度宜适当加深。 

4  用于试验室湿陷性指标测定的不扰动土试样应在探井中采取。 

5  湿陷性黄土地区的勘测与评价尚应符合《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标准》GB50025 的相

关规定。 

9.1.2  多年冻土 

1  多年冻土区勘测可采用搜集资料、工程地质调查与调绘、工程物探、钻探、坑探、

原位测试等方法。 

2  多年冻土区勘测应查明线路沿线多年冻土的厚度、地温、冻土类型、冻土现象、分

布范围，冻土上限、下限等。必要时采集代表性多年冻土试样，进行室内试验。 

3 分析评价多年冻土的融沉类别、冻胀类别及冻土地基的稳定性，推荐适宜的基础形式

及基础埋深，提出路径优化、塔位布置的建议。 

4  多年冻土区的塔位宜选择含冰量较低、地温较低、基岩出露或基岩埋藏浅及植被发

育、人类活动较少等地段。 

5  多年冻土区的塔位宜避开饱冰冻土、含土冰层、冰丘、热融湖塘、融冻泥流、热融

滑塌等地段。 

6 线路沿线冻土条件特别复杂或存在严重影响路径方案的冻土问题，应进行专题研究。 

7 多年冻土区勘测与评价尚应符合电力行业标准《冻土地区架空输电线路岩土工程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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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程》DL/T 5577 的相关规定。 

9.1.3  软土  

1 软土勘测宜以静力触探、轻型动力触探、十字板剪切试验等原位测试手段为主，并辅

以适量的钻探与室内土工试验等工作方法。 

2  软土勘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查明软土的时代、成因、类型、层理特征、分布规律及其主要物理力学性质； 

2)  查明表层硬壳的分布与厚度，下伏硬土层或基岩的埋深及起伏特征； 

3)  查明微地貌形态和暗埋的塘、浜、沟、坑、穴的分布、埋深及其填充的情况； 

4)  搜集当地建筑经验。 

3  软土的岩土工程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评价软土地基的稳定性及所采用的天然或人工地基的适宜性，为杆塔基础设计、

地基处理提供相关资料。 

2)  对可能采用桩基的塔位提出桩基设计参数和相关的建议。 

3)  当地表存在硬壳层时，应充分利用其作为杆塔地基持力层。当地基主要受力层

范围内存在硬夹层或砂土层时，应选择相对性质较好的地层作为天然或人工地基持力层。 

4)  评价地基产生失稳和不均匀变形的可能性；当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内有倾斜基

岩面或其他较硬地层接触面，且坡度大于 10%时，应判定地基产生滑移和不均匀变形的可

能性。 

4  软土地区的勘测与评价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软土地区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 83

的相关规定。 

9.1.4 膨胀土 

1 膨胀土勘测以搜集资料和现场调查为主，掌握分布范围及其膨胀特性。 

1)  对缺乏资料的地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塔位进行勘探、采取试样试验，确定其

胀缩变形量。 

2)  勘探深度的确定，除考虑常规条件外，尚应超过大气影响深度。 

2 膨胀土勘测应查明以下内容： 

1)  膨胀土地区地形地貌、植被、地表水的排泄与积聚情况、地下水的埋藏条件、

当地气候条件及建筑经验等。 

2)  膨胀土的时代、成因、分布及胀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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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膨胀土发育地区，塔位不宜选择在坡地、浅层滑坡及其他地表胀缩变形发育地带、

易受地表径流影响及地下水位频繁变化地带。 

4  膨胀土地区的勘测与评价尚应符合《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GB 50112 的相关规

定。 

9.1.5红黏土 

1  红黏土地区勘测方法可采用工程地质调查、井（槽）探、小麻花钻、轻型动力触探、

钻探等手段。 

2  红黏土地区线路勘测应查明以下内容： 

1)  红黏土的分布、厚度、物质组成及下伏基岩岩性、岩溶发育特征。 

2)  土洞与地裂缝分布、发育特征，土体中裂隙的密度、深度、延展方向及其发育

规律。 

3  红黏土地区杆塔地基评价内容应包括地基承载力、变形模量、地基均匀性、地基稳

定性、地表水对土体干湿循环的影响等，并提出基础形式和地基处理的建议。 

9.1.6填土 

1  填土勘测宜采用现场调查与资料搜集的方法，并结合适量的勘探和原位测试工作。

必要时，勘探深度宜穿透填土层。 

2  填土勘测，应查明填土区的原始地表形态，填土的来源、分布、堆积年代和堆积方

式、厚度、物质组成、颗粒级配及其均匀性、密实度、压缩下、腐蚀性、湿陷性以及地下水

和地表水的动态特征。 

3  填土区塔位宜避开下列地段： 

1)  新近回填尚未稳定的填土。 

2)  有机质含量较高的生活垃圾填土。 

3)  对基础具有腐蚀性的工业废料组成的填土。 

4)  回填于斜坡之上且可能滑动的填土。 

4  填土地基评价应包括填土的稳定性及所采用的天然或人工地基的适宜性。 

9.1.7风化岩与残积土 

1  风化岩与残积土勘测宜采用工程地质调查、井（槽）探、钻探、物探、动力触探、

标准贯入试验等方法。 

2风化岩与残积土勘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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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明母岩地质年代和岩石名称、岩石的风化程度、覆盖层厚度，球状风化体、

软弱夹层、岩脉等岩土体的分布。 

2)  勘探深度应结合塔型、基础形式、基础埋深以及地质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上

覆残积土厚度较小时，勘探深度应进入稳定风化岩；上覆残积土厚度较大时，勘探深度应不

小于基础埋深。 

3 风化岩与残积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基承载力宜根据当地经验确定，必要时可通过原位测试并结合当地经验综合

确定。 

2)  在斜坡地带立塔时，应分析评价风化带界面对塔基稳定性的影响。 

3)  对易风化的软岩，应提出防止风化发展的基础施工建议。 

9.1.8  盐渍土 

1  盐渍土地区勘测，应查明盐渍土分布范围、含盐性质与含盐量、盐胀性、溶陷性、

腐蚀性。 

2  对资料缺乏、研究程度较低的地段，应通过勘探取样测定其含盐性质及含盐量，并

做出评价。 

3 盐渍土地基评价应包括盐胀、溶陷及腐蚀性。并提出有关的处理与防腐措施的建议。 

4 盐渍土勘测与评价尚应符合《盐渍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GB/T 50942 的有关要求。 

9.1.9  混合土 

1  混合土勘测宜采用现场调查与资料搜集的方法，并结合适量的勘探和原位测试工作。 

2 混合土勘测应查明下列内容： 

1)  查明地形地貌特征； 

2)  查明混合土的组成、成因类型、均匀性及其变化规律。 

3  混合土地基评价应分析判断地基的整体稳定性，对可能产生不稳定的混合土地基应

提出线路跨越或避让的建议。 

9.1.10  污染土 

1 污染土勘测宜采用现场调查与资料搜集的方法，并结合适量的勘探和原位测试工作。 

2 污染土勘测应查明下列内容： 

1)  查明污染土的分布范围，污染源、成分、污染途径等； 

2)  查明污染土和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污染对土的工程特性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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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下水的分布、运动规律及其与污染作用的关系。 

3  污染土勘测与评价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 的相关规

定。 

9.2 特殊地质条件勘测 

9.2.1岩溶 

1  岩溶区勘测，宜综合采用工程地质调查、遥感、物探、钻探等方法。 

2  岩溶区勘测应重点查明岩溶发育的形态与规模与上覆地层中土洞、地表塌陷发生的

条件，必要时布置适量的勘探工作量，对地基基础设计和地基处理提供勘测资料； 

3  杆塔定位时宜避开下列地段： 

1)  地表石芽、溶沟、溶槽强发育，基岩表面起伏剧烈且难于处理的地段； 

2)  有大规模浅埋土洞、溶洞、漏斗、竖井、落水洞存在以及土洞和塌陷密集发育

的地段； 

3)  地表水及地下水动态变化有可能引起上覆土层被侵蚀的潜在土洞塌陷发育地

段。 

4 当塔位无法避让岩溶强烈发育地段时，应评价岩溶地基稳定性，推荐合理的基础形式

及处理措施建议。 

9.2.2  滑坡 

1 滑坡与斜坡勘测应采用搜集区域地质资料、遥感及地质调查与测绘、钻探等综合勘察

方法。 

2 滑坡与斜坡勘测应查明下列内容： 

1)  地形地貌特征，岩土体的成分及成因、形成条件及发展趋势，岩土体结构构造、

覆盖层与下伏基岩的接触关系，地下水及地表水分布情况，确定滑坡边界和可能影响的范围，

分析滑坡稳定性影响因素。 

2)  查明滑坡与斜坡类型、性质、规模及其对拟建线路工程的危害程度。 

3 下列地段不宜设立塔位： 

1)  滑坡发育及滑坡影响范围地段； 

2)  斜坡已失稳滑动、崩塌、错落、塌陷等不良地质作用发育地段。 

3)  易受水流冲刷的斜坡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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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松散堆积物较厚，由于外部条件改变可能沿下部基岩面产生滑动的地段。 

5)  斜面与岩土体结构面不利组合地段。 

6)  人类活动可能影响塔位稳定的地段。 

4 当塔位无法避让不稳定地段时，应采取适宜的防护和整治措施，必要时宜进行滑坡专

项勘测。 

5 滑坡勘测与评价尚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9.2.3  危岩与崩塌 

1 危岩与崩塌勘测主要以工程地质调查为主。查明以下内容： 

1)  危岩与崩塌产生的条件、规模、类型及影响范围等。 

2)  崩塌体岩性、风化程度、岩体结构面发育特征。 

3)  危岩与崩塌体的范围及其与塔位的空间关系。 

2 大规模、破坏力强及处理技术难度大的危岩与崩塌地段不应立塔。 

3 对小规模危岩与崩塌且难以避让的地段，应提出清除、锚固及拦截等处理措施。 

9.2.4  倒石堆 

1  倒石堆勘测应采用现场工程地质调查、勘探、工程物探等方法。 

2 倒石堆勘测应查明倒石堆的堆积方式、形成时间、物质组成和分布范围。 

3 塔位应避开新近堆积的倒石堆。 

4  应分析评价倒石堆的稳定性，并提出避让或处理措施建议。 

9.2.5  冲沟 

1 冲沟勘测宜采用现场调查、遥感解译与资料搜集等方法，并结合适量的井（槽）探等

工作。 

2 冲沟勘测应查明下列内容： 

1)  冲沟的深度、宽度、沟壁坡度、横断面形态及发育阶段； 

2)  沟壁的岩性特征、风化程度、结构面及坡面产状与组合关系等； 

3)  冲沟内堆积物特征及地表植被发育情况； 

4)  沟壁的水土流失与塌落情况； 

5)  冲沟上游沟坡坡度、松散物质的堆积情况、植被发育状况，溯源侵蚀方向； 

6)  必要时应会同水文专业查明当地降雨情况、冲沟的汇水面积、水量大小、最高

洪水位和水流对沟壁的冲刷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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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塔位距沟边的安全距离，应根据组成沟坡的岩性、坡度及冲沟发育阶段综合确定。 

4 发育阶段冲沟的边缘及溯源侵蚀冲沟的可能延伸部位不宜立塔。 

9.2.6  泥石流 

1  泥石流勘测应采用工程地质调查、遥感解译和收集资料方法。 

2泥石流勘测应调查泥石流的发育范围、产生条件和破坏情况等内容。 

3泥石流发育的沟谷内不应立塔。 

9.2.7  采空区 

1 采空区勘测宜采用搜集资料、工程地质调查、遥感解译等方法。 

2  采空区应查明沿线现有采空区的分布范围、上覆岩层的稳定性及由于矿层开采在未

来形成的采空区对线路的影响，评价在采空区立塔的适宜性。 

3 采空区塔位宜选择下列地段： 

1)  已充分采动、且无重复开采可能的地表移动盆地的中心区； 

2)  地质构造简单，采空区顶板岩体厚度较大、坚硬完整，地表无变形地段； 

3)  矿区的无矿带或有矿（煤）柱的地段。 

4采空区勘测与评价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采动影响区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DL/T 

5539的相关规定。 

9.2.8  地震液化 

1 8 度及以上地区的 220kV 耐张型转角塔的基础，应判定饱和砂土、饱和粉土液化的可

能性，并应采取必要的抗震措施。 

2 液化判别应执行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中的有关规定，也可采用其他

成熟方法进行综合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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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计阶段工程水文勘测 

10.1  可行性研究阶段 

10.1.1  本阶段应对线路跨越重要水域段进行现场踏勘，搜集已有水文基础资料和水利、航

道等规划设计资料及水利、航道、港口、海洋等行政主管部门对线路路径意见，对影响路径

方案的重要区段进行可行性分析。 

10.1.2  本阶段应采用搜集资料和现场查勘的手段，对拟定的路径、重要水域跨越段进行水

文条件分析，对路径方案进行水文评价。 

10.1.3  本阶段采用航、卫片进行选线时，应对航、卫片进行水文信息提取和判译。 

10.1.4 本阶段应搜集水利、航道、港口、海洋等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现有及规划工程的距离、

角度和净空要求，并反馈设计。 

10.1.5  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水文勘测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工程所在地的流域水文特性和有关的水利水电、防洪、防涝、防潮的治理规划成果； 

2  通航水域现状及规划航道等级和航道整治工程； 

3  重要水域的最高洪、涝、潮水位，通航水域的最高通航水位及其它有关特征水位； 

4  重要水域跨越岸滩稳定条件的描述和初步分析； 

5  大范围内涝积水的影响及范围； 

6  水利、航道、港口、海洋等行政主管部门对线路路径的意见或建议； 

7  其他影响路径方案的水文条件描述； 

8  从工程水文条件角度进行路径方案的评价，并推荐可行的方案；指出路径方案存在

的水文问题并对下一阶段工程水文勘测提出建议。 

10.2  初步设计阶段 

10.2.1  本阶段应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勘测的基础上，对路径方案进行搜资、查勘，落实重要

水域的水文条件，为路径方案优化比较提供水文资料。 

10.2.2  配合设计人员对线路路径进行水文勘测，以现场查勘及资料搜集为主，查勘线路所

经地域水文情势，应对重要水域或水文条件复杂路径段进行现场水文调查，必要时宜进行水

文分析计算，为路径方案选择提供相应的基础水文资料。 

10.2.3  进行水文查勘时，应简要、准确记录沿线水文情势，将沿线江河、湖泊、蓄滞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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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以及水库、闸坝、桥涵、码头等重要水工建筑物标注在路径图上，判断其对线路路径及

塔位安全的影响。 

10.2.4  资料搜集应做好记录，应记录搜集时间、提资单位、资料出处、统计年限、整编精

度，并应对资料进行代表性、可靠性、一致性分析及适用性评价。应搜集下列资料： 

1  应广泛搜集沿线有关的水文、河床演变、水利规划、水利工程、航运、水下地形图、

蓄滞洪区、内涝区、冰清、漂浮物、泥石流等资料； 

2  地方水利史志、水利区划、旱涝资料汇编、水利工程资料汇编及其他有关专题试验

研究报告等。沿线各跨越段上下游有关水文、水位站的地理位置，测站沿革、高程系统、基

准高程点以及实测历年最高洪水比降、河床糙率，河流结冰及融冰情况，各有关部门调查的

历史最高洪水位、内涝区水位及内涝区范围，不同时段的暴雨分析成果等； 

3  沿线有关海域的海岸带调查资料，海洋站、验潮站情况，有关的工程报告、研究报

告及已建海岸工程等的勘测设计资料和观测资料。实测潮位、波浪、泥沙、海流资料及海图，

各种基准面的换算关系等。 

10.2.5  对线路的重要水域跨越段，应提供线路跨越处设计洪水位、冬季冰面高程、累年大

风季节最低水位以及设计要求的其它频率洪水位。 

10.2.6  应分析提供跨越河段河道的变迁范围并预测河道 30 年发展趋势。对于可能在河中立

塔的河段，应调查和分析预测 30 年河床天然冲刷深度及一次最大冲刷深度。 

10.2.7  对于跨越海域、河口及沿海岸线走径的线路，应提供历史最高潮水位及最大波浪高，

初步分析预测 30 年岸滩演变情况。 

10.2.8  初步设计阶段工程水文勘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线路区域流域概况、水文情势及历史洪涝灾害情况； 

2  论述沿线水文基本条件及规划等对线路路径的影响；提供重要水域设计洪水位、最

高通航水位及通航净空高度；初步分析重要水域跨越的河床、海床演变现状及趋势； 

3  大范围严重内涝区洪水位及持续时间，蓄滞洪区范围、口门位置及尺寸、最高分洪

水位、持续时间、最大流速及蓄滞洪区运用控制情况； 

4  水库、堤防质量情况，溃坝、溃堤洪水对线路影响； 

5 主要水文问题及处理意见，路径方案优化及下阶段水文工作重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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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施工图设计阶段 

10.3.1  本阶段在初步设计阶段水文勘测成果的基础上，应针对塔位进行水文勘测。通过进

一步的水文查勘、资料搜集和水文要素的分析计算，提供立塔设计所需要的各项水文基础数

据。 

10.3.2  本阶段应配合设计专业进行塔位预选工作，从水文条件角度提出对塔位的要求与建

议，规避不宜立塔位置。 

10.3.3  对水文条件复杂或受水文条件影响较大的塔位进行重点查勘，特别应注意在初步设

计阶段勘测中未曾进行查勘的小河、冲沟、小水库等，落实有关规划设计资料，进行现场水

文调查和分析计算。 

10.3.4 对水利、航道、港口、海洋等行政主管部门管辖范围内的塔位应与相关专题论证报告

和批复的意见相协调。 

10.3.5  施工图阶段水文勘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详细描述全线各跨越河流、湖泊(水库)、蓄滞洪区、海域等水文情况特征； 

2 提供满足设计要求的跨越水体设计水位； 

3  提供内涝积水区内涝水位及持续时间； 

4  水中或滩地立塔时，提供塔位处漂浮物种类和大小、垂线流速、冲刷深度等；提供

岸滩稳定性分析成果及对塔位的影响； 

5  溃堤、溃坝洪水分析计算成果； 

6  提供水利、航道、港口、海洋等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 

7  提供受水文因素影响的塔位明细表并描述其影响，提出防护建议。塔位明细表宜符

合本规程附录 P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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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文查勘 

11.1  一般规定 

11.1.1  水文查勘包括水文调查和水文测验。 

11.1.2  水文调查应包括人类活动影响调查、洪涝调查、河床演变调查、冰情及河流漂浮物

调查和特殊地区水文调查等。 

11.1.3  水文测验应包括水位、流速及流向、泥沙、冰情等水文要素测验。 

11.1.4  水文查勘前应明确工作目的和任务，准备好相应的工具和仪器，全面收集与本次现

场工作相关的资料，选择合适的查勘地点，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11.1.5  水文查勘资料应在现场汇总整理并进行合理性检查分析，发现问题应及时复核检查。 

11.2  人类活动影响调查 

11.2.1  人类活动影响调查应调查沿线河流的水利水电和航道治理工程现状及规划对线路塔

位的影响。 

11.2.2  应调查沿线有关河流上的堤防、水库、港口、码头、涵闸、桥隧、水电站、蓄滞洪

区等各项工程的名称、位置、数量、规模、相关指标和建成时间等。 

11.2.3  应调查沿线河段堤防等级、防洪标准、流量和水位成果、堤防质量、险工险段、历

史上溃堤破圩次数、发生时间及影响程度。 

11.2.4  线路于水库下游跨越时，调查内容包括： 

1  水库的功能、规模、防洪标准、主要技术指标、主要建筑物型式和等级； 

2 水库运行控制原则、实际运行记录、水文分析计算成果； 

3  大坝下游河床的最大冲刷深度及向下游扩展情况，分析对塔位的影响； 

4  水利部门对大坝的安全鉴定结论及意见、水库除险加固措施。 

11.2.5  应调查沿线通航河流现状及规划的航道等级、主航道位置、最高通航水位、通航净

空高度和航道整治规划等。 

11.3  洪涝调查 

11.3.1  洪水调查应在跨越段两岸进行。调查河段宜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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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河段较顺直，河床较稳定，断面较规整，控制条件好，无壅水、回水、分流串沟、

较大支流汇入； 

 2  避免在行洪水流有急剧扩散、从缓流到急流、从急流到缓流现象的河段。 

11.3.2  应调查各次洪水发生的时间、大小、最高洪水位的痕迹、洪水历时及涨落变化、断

面冲淤变化、洪水发生时的河床组成、洪水比降、滩地植被情况、洪水来源成因、与洪水相

应的流域降水情况。排定各次洪水的大小位次，估算洪水重现期。 

11.3.3  水库溃坝洪水调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溃坝前库内水情调查，包括水位涨落变化过程、溃前最高水位和相应蓄水量、入库

流量等； 

 2 溃坝过程调查，包括溃坝原因、溃坝发生时间、相应的库水位和蓄水量、泄水设施运

用情况、库水位下降过程及库容泄空时间等； 

3  决口断面的测量和调查，溃坝洪峰的估算； 

4  溃坝后下游洪峰沿程变化、洪水走向、积水深度、淹没范围、沿程决口情况等。 

11.3.4  河堤决口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决口的数量、位置、决口尺寸； 

2 决口的原因（漫溃、漏溃、浸溃）； 

3  决口发生时间和相应河道水位流量； 

4 决口前后水情变化和决口断面冲刷变化情况； 

5  堤内外地面高程，溃决水流的方向； 

6  决口处通过的最大流量估算； 

7  冲刷坑大小、深度、距河堤的距离。 

11.3.5 分洪滞洪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无建筑物控制的调查与河堤决口调查相同； 

2  有建筑物控制的还应调查蓄涝区设计水位、蓄涝区容积，运用方式，启用标准、分

洪口位置、闸门开高及孔数、分洪滞洪起迄时间及河道水位的变化过程，蓄滞洪区蓄水情况，

洪水开始退入河道及其水位变化过程等； 

3 估算分洪滞洪洪量、最大流量。 

11.3.6  内涝应调查历史各次涝灾发生及持续时间、降雨量、最高和一般积水水位或积水深

度、内涝范围、成因、影响程度，涝区排涝工程的分布及设计标准、排涝措施的现状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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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  大断面测量应包括水下和水上部分的断面测量。测点距离以能反映断面转折变化为

原则，断面两侧测至历年最高洪水位以上 0.5~1m，平原河流两岸漫滩很远可测至洪水边界

或历年最高洪水位以上 0.5m。有堤防的河流，应测至堤防背水侧的地面，无堤防而洪水漫

溢至与河流平行的铁路、公路、圩垸时测至其外侧。 

11.3.8 洪水痕迹应明显、固定、可靠和具有代表性，被调查人指认后现场核实并做好标记。

对调查的洪水痕迹与重现期必须进行考证和可靠性评估。重要洪水痕迹的高程应采用四等水

准测量，一般的洪水痕迹可采用五等水准测量。 

11.4  河床演变调查 

11.4.1  河床演变调查范围应根据河段的冲淤变化及人类活动影响来确定。 

11.4.2  河床演变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质地貌调查。应包括区域内河谷地貌形态，河流地貌类型等； 

2  植被状况调查。应包括河段内不同地貌单元的植被类型及分布； 

3 河道平面形态调查。应包括河型、河道走向、岸线、洲滩形态调查； 

4  河道演变控制节点调查。应包括控制节点的名称、位置、类型、稳定性、形成原因

等调查； 

5  河床组成调查。进行床沙取样及床沙颗粒级配分析，调查范围应包括河岸、洲滩和

河床。河床质取样宜与地质勘探同时进行，取样地点宜在塔位处及跨越断面和有代表性的其

他断面上； 

6  调查跨越河段的河势近 30 年的变化，历史上主槽、边滩和沙洲的移动、支汊分流的

变化、弯道演变情况；漫溢泛滥的宽度、主流改道的原因和航道的变化情况； 

7 人类活动对河床演变影响调查。应包括岸线现状与规划、涉水工程、采砂或取土、围

垦、航道开挖和疏浚对岸滩演变影响等内容。 

11.4.3  岸滩冲刷调查应按河槽、河滩及江心洲等不同位置进行纵向冲刷和横向冲刷调查，

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纵向冲刷应调查跨越处河床冲淤情况、弯曲处凹岸的平均水深和最大水深；历史上

最大一次冲刷深度、发生时间、原因、冲刷特点及当时洪水特性； 

2  横向冲刷调查应包括跨越处岸线位置、类型、走向等；洪枯水时主流摆动范围、方

向和位置；岸线坍塌位置、长度、宽度和发生时间，崩塌速度、崩塌类型和特点，历史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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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次坍塌情况、位置、发生时间、原因及当时的洪水情况。 

11.4.4  根据河床演变调查成果，对调查河段河道演变情况进行分析并对未来 30 年的发展趋

势进行预测，分析其对塔位安全的影响。 

11.5  冰情及河流漂浮物调查 

11.5.1  冰冻地区应调查跨越河流的历年结冰与融冰的时间、最大冰厚、流冰期最大和一般

流冰块的尺寸、速度、密度、最高流冰水位及冬季冰面高程。 

11.5.2  对发生过冰塞、冰坝、冰堆、水内冰、凌汛洪水和其他灾难性冰情的河段，应调查

冰坝最大堆高、最高壅水水位、规模、发生和持续的时间、地点、范围、形成原因、对河岸

和建筑物的破坏情况等；了解有关部门对冰灾采取的相应措施，分析冰情对塔位安全的影响。 

11.5.3  水中立塔应调查河流漂浮物的种类、来源、河道断面内的分布、移速、最大和一般

的尺寸及对河岸和建筑物的破坏情况、筏运情况等。 

11.5.4 海域、水库、湖泊等水域的冰情调查可参照本标准第 11.5.1 条和第 11.5.2 条的规定执

行，海域、水库、湖泊等水域的漂浮物调查可参照本标准第 11.5.3 条的规定执行。 

11.6  特殊地区水文调查 

11.6.1 线路通过泥石流地区时应进行泥石流调查，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调查访问。访问泥石流灾区有关部门，了解泥石流活动历史、激发泥石流的水源条件

（暴雨、融雪径流、溃决水体等）、泥石流灾害状况和泥石流暴发频率、规模、性质等； 

2 沟谷泥石流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调查； 

3 地形地貌及地质构造调查； 

4 植被情况调查； 

5 人类活动影响及泥石流防治情况调查。 

11.6.2 调查了解泥石流危害形式，圈定泥石流可能危害的地区，分析今后一定时间内泥石流

的发展趋势和对塔位安全的影响。 

11.6.3 线路通过岩溶地区时应调查河流的流域闭合程度、控制断面以上实际地表集水面积、

主要暗河段的过水能力；地下岩溶水的汇入、流出情况，落水洞、洼地、暗河的分布和走向、

排泄条件、滞洪和调蓄特性等；当线路通过落水洞边缘，落水洞承接上游明河时，应查明该

地区最大积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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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计洪水分析计算 

12.1  一般规定 

12.1.1  对洪水计算的基本资料应审查其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对计算参数应进行合理

性分析，对计算成果应进行合理性分析。 

12.1.2  设计洪水的计算，应根据资料条件、流域大小以及工程所处河段特点，采用下列方

法： 

1当设计站或断面具有 30年以上实测洪水资料时，可用频率分析法推求设计洪峰流量；

频率分析计算时，宜加入历史洪水调查资料； 

2 当设计站或断面实测流量资料不足 30 年时，可用上下游邻近站的实测流量资料结合

历史调查洪峰流量，插补延长设计站或断面的流量系列，采用频率分析法推求设计洪峰流量； 

3 资料短缺时，利用水文比拟法，将参证站的设计洪峰流量直接或经必要修正后移用到

设计站； 

4 当设计流域具有 30 年以上的暴雨资料，并有暴雨洪水对应关系时，可采用频率分析

计算设计暴雨，再通过汇流途径推算设计洪峰流量； 

5 暴雨洪水资料短缺时，可采用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地区经验公式法、查阅地方水文

图集、水文手册、暴雨洪水查算图表、调查洪水经验频率曲线法等推算设计洪峰流量。 

12.1.3  洪峰流量资料移用可按下列要求进行： 

1 当线路跨越处与上、下游站控制面积相差不超过 3%，区间无较大支流汇入又无分洪

或滞洪情况时，可直接移用上、下游站的资料； 

2 当线路跨越处与上、下游站控制面积相差超过 3%不大于 20%，且流域暴雨分布比较

均匀，区间又无调蓄作用时，可按面积法移用，推算设计洪水； 

3 当线路跨越处与上、下游站均有实测流量，且暴雨分布较均匀，区间无较大支流汇入，

可用面积内插法移用，推算设计洪水。 

12.1.4 设计洪水计算可根据资料条件及河段特点，采用多种方法计算，对计算的参数应进行

合理性分析。对工程点设计洪水计算成果，应分别考虑流域人类活动的现状和规划影响，经

分析论证后选用其合理的计算结果。 



·48· 
 

12.2  天然河流设计洪水 

12.2.1 天然河流设计洪水可根据资料条件、流域大小和工程所处河段特点，可选用下列方法

确定： 

1 根据实测流量、水位和暴雨等资料统计分析确定； 

2 根据多次历史洪水调查确定； 

3 采用水利等有关部门的规划设计成果或统计基础资料，结合本工程特点加以修正，需

统一高程系统或进行高程联测； 

4 无资料地区的设计洪水推求也可通过调查工程地点附近的多次历史洪水来分析确定，

并通过适当方法推算至工程地点。 

12.2.2  采用当地排涝公式时，应分析塔位处设计洪水与防洪排涝设计洪水在汇流及槽蓄方

面的差异。当此项差异较大时，应考虑流域或引洪滩地蓄洪、滞洪以及分洪的影响。 

12.2.3  在两岸堤防设计标准较低，易于溃堤的平原地区，其设计洪水位可按下列情况分别

确定： 

1  根据历史上溃堤后洪水位调查结果，结合现状河道治理情况分析确定设计洪水位； 

2  若溃堤后的两岸洪水泛滥区边界难以确定时，可根据堤防标高、上下游行洪情况、

历史溃堤情况结合暴雨重视期调查，适当考虑超高、经验分析确定。 

12.2.4  若因溃堤、破圩造成相邻流域和各汇水区串通时，应将洪水时各串通流域进行统一

的洪涝分析计算。 

12.2.5  在防洪堤背水侧立塔时，应根据河势发展、背水侧台地现状、堤防边滩、堤防标准、

堤防质量及堤防三度指标等结合汛期堤防有无险情等来分析判定溃堤的可能性。 

12.2.6  溃堤口门处洪水流速可参照实用堰水力学方法计算；塔位处的洪水流速宜根据溃口

处的流速和塔位与溃口口门的距离推算；塔位处冲刷深度宜根据塔位处水力条件和塔基型式、

尺寸进行分析计算，并结合溃堤洪水冲刷坑调查资料综合确定。 

12.2.7  当线路跨越干支流汇合口以下或水库下游时，可用典型年法进行洪水组成计算与洪

水演算，推求断面设计洪峰流量。 

12.3  水库上、下游设计洪水 

12.3.1  当线路位于水库坝址上游时，其设计洪水可根据下列情况确定： 

1 当水库的实际防洪标准高于线路防洪标准时，设计洪水可采用与线路防洪标准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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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水位与洪水流量，通过水面曲线法推算工程点的设计洪水位； 

2 当水库的设计洪水标准低于线路防洪标准时，可根据水库的设计资料按线路防洪标准

进行调洪计算，然后通过水面曲线法计算工程点的设计洪水位； 

3  当工程位于水库变动回水区时，可直接采用相应线路防洪标准的天然条件下的设计

洪水流量；当工程位于北方结冰河流时，应考虑冰坝和冰塞可能造成水位抬高的影响。 

12.3.2  当线路位于拟建水库库区内时，设计洪水位应考虑水库淤积抬高水位的影响；水库

淤积后的回水曲线可向有关部门搜集，必要时也可应用能量平衡方程式或简易方法推求确定。 

12.3.3  当线路位于水库坝址下游时，其设计洪水可根据下列情况确定： 

1  当水库防洪设计标准不低于线路工程防洪标准，且水库建设实际达到其设计防洪标

准时，不考虑溃坝洪水影响；将水库下泄量与区间洪水组合，确定塔位处设计洪水； 

2  当水库防洪设计标准低于线路工程防洪标准，而校核标准不低于线路工程防洪标准

时，应根据水库大坝质量和运行方式等实际情况，分析确定是否需要考虑溃坝洪水影响； 

3  当上游水库的实际设计洪水标准低于线路工程防洪标准或虽设计标准高，但大坝质

量差，实为病险库时，应按水库溃坝洪水推算塔位处设计洪水； 

4  当水库防洪设计、校核标准均低于线路工程防洪标准时，应考虑溃坝洪水影响。 

12.3.4  溃坝洪水与区间洪水的组合可根据资料情况与设计要求，按下列方法分别确定： 

1  当区间无来水或来水相对不大时，可直接用上游水库溃坝洪水演进至工程点的峰值，

或将此峰值与区间设计洪峰直接相加；当区间洪水相对较大或发生了同频率洪水时，可将此

峰值与区间设计洪峰直接相加，由设计洪峰流量推求相应洪水位； 

2  当区间来水较大时，可将溃坝洪水过程演进至工程点以后，与区间洪水过程错开传

播时间叠加，取其峰值推求相应洪水位； 

3  当工程地点上游流域内有多个并联水库的溃坝影响时，应分别按各水库相应工程标

准的设计洪水进行调洪演算来决定各个水库溃坝的先后时序，并考虑流域暴雨中心的不利分

布及相应传播时间，向下游演进至工程地点分别叠加后，推求设计洪峰流量及相应洪水位。 

12.4  冰情洪水 

12.4.1  对于有冰情的工程点，且附近水文站、海洋环境监测站有冰情实测资料时，可直接

进行冰情统计；统计内容应包括：结冰期、封冻期和流冰期的平均开始和终止日期、持续天

数；封冻期的最大冰厚和宽度、冰花厚度；流冰的最大尺寸、冰速、颜色和密度；冰塞、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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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发生时间、地点和规模。 

12.4.2  当工程所在地区冰情资料短缺时，有关各项特征值可移用邻近测站的资料或类比分

析，采用地区经验公式结合实地调查确定。冰情特征值、移用条件、公式中的系数等应进行

多方面合理性分析后确定。 

12.4.3  结冰河流应考虑冰塞上游最高壅冰水位对塔位影响，合理确定跨越断面最大壅冰高

度、最大流冰尺寸和流冰速度，可通过经验关系法结合调查推算。 

12.4.4  结冰河流应考虑冰坝上游最高壅冰水位和下游溃坝洪水对塔位影响，可通过类比分

析法结合调查估算。 

12.5  特殊地区洪水 

12.5.1  泥石流地区洪水分析计算应考虑泥石流对洪水的影响。在调查泥石流泥位痕迹，泥

石流冲积扇的形态特征基础上，分析设计泥位、提供巨大石块超出设计泥面高度、高大树木

随山体土块运动超出的高度、泥石流遇阻后的冲高值。 

12.5.2  岩溶地区塔位邻近测站有符合统计年限的实测洪水资料时，可直接采用年最大洪水

系列计算设计洪水位；缺乏资料时，可通过积水位调查确定。 

12.5.3  对有控制的湖泊，其设计洪水计算，可按水库洪水计算方法确定湖泊洪水。 

12.5.4  由于洪水成因及洪水过程特点的不同，某些地区的设计洪水需考虑融雪洪水。工程

设计中应重点关注中高山区融雪洪水。可采用索科洛夫斯基公式、推理公式计算融雪洪水。 

1 融雪洪水应考虑地形、地貌、下垫面条件等相对不变的因素以及积雪深度、密度、热

力条件、降水状况等变化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彼此之间交叉影响。融雪洪水与气温有着密切

的关系，其洪水过程有明显的日变化，过程相对平缓，洪水历时较长； 

2 融雪洪水地区，可通过分析洪水的组成及与其相关的气象影响因素，选择与洪水要素

关系较好的气象要素（如气温、降水强度等），建立洪水要素与相关气象要素的相关关系，

据以插补延长洪水系列。 

12.6  滨海、河口水文 

12.6.1  滨海及河口地区设计高潮位按下列资料条件分别确定。 

1 邻近测站有 20 年及以上高潮位资料时，结合历史最高潮位调查，可直接用频率分析

法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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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不少于连续 5 年的年最高潮位，可利用短期同步差比法结合调查推算； 

3  资料短缺时，可通过相关分析法结合附近工程资料及调查结果推算。 

12.6.2  当线路兼受洪、涝、潮影响时，应进行洪水、涝水和潮水的遭遇分析，确定主要影

响因素。设计水位计算成果，应进行合理性检查。 

12.6.3  线路工程附近水域有长期波浪观测资料且代表性较好时，可采用其设计波浪要素。 

12.6.4  当附近水域无实测波浪资料时，设计波浪要素可用图解法或经验公式法进行计算，

也可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数值计算。 

12.6.5  海流资料可采用附近地形条件相近处的观测资料，当地形条件差异较大时，可以通

过数学模型推导。 

12.6.6  当波浪或海流条件复杂时，宜进行短期现场观测。 

12.7  设计洪水位和设计流速 

12.7.1  当线路跨越点附近河道断面规则，并有 30 年及以上洪水实测水位资料时，应采用频

率计算法推求设计水位。 

12.7.2  线路跨越点附近有水文站或控制断面且河道顺直，应利用已有水位资料采用相关法

或比降法，将水位推导至线路跨越处。河底比降及横断面变化较大时，宜用水面曲线法推求。 

12.7.3  线路跨越点附近实测水位资料短缺时，宜进行现场河道断面实测，用曼宁公式计算

河道水位~流量关系，利用设计流量推求设计水位。河道比降宜采用调查的历史洪水水面比

降，糙率选取应根据断面情况，结合河道已有分析计算成果进行合理选用。天然河流及渠道

糙率取值可参考本规程附录 Q、附录 R 的规定。 

12.7.4  水中立塔时应提供塔位处设计洪水相应的垂线平均流速，根据资料情况按下列方法

确定： 

1  有实测资料时，可根据断面流速分布、深泓横向摆动范围及塔位处断面形状特性，

确定设计流速； 

2  无实测资料时，可根据设计洪峰流量与相应水位、塔位处断面和洪水比降，分析河

床糙率，采用曼宁公式计算设计流速。 

12.7.5  洪水期或流冰期漂浮物流速，可根据跨越河段长期水文观测资料（或短期简易测验

资料）分析确定；无资料时，可选用经验公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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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河床、海床演变分析 

13.1  一般规定 

13.1.1  线路跨越河段、海域的河床、海床演变分析，应在现场查勘的基础上，利用水下地

形图或航道图等资料，根据河床、海床演变的基本规律，结合河段、海域水流波浪泥沙运动

规律，分析未来变化趋势，判定塔位河床、海床及岸滩稳定性。水中立塔时，应分析计算塔

基处最大冲刷深度及相应最低冲止高程。 

13.1.2  当跨越河段、海域有开发与整治规划时，应按实施阶段分别分析现状与规划后河床、

海床演变对塔位安全影响。 

13.1.3 对历史水下地形图等有关测绘资料应考证测量年代、测量精度，坐标和高程系统等，

对各种地形图分析时应统一比尺和基面。 

13.1.4 河床、海床演变分析应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当水中立塔时，应分析塔基对附近河床、

海床冲淤变化的影响。 

13.2  河床演变 

13.2.1  在河岸、滩地上及河势不稳定的河段立塔时，应进行河床演变、天然冲刷深度调查

分析及预测。 

13.2.2  在河滩上立塔时，塔位处河床稳定性应分析滩地特性，河流深泓摆动范围，并结合

河段实际情况分析塔位稳定性。 

13.2.3  在河中立塔时，河床演变利用条件相似河段的冲淤实测资料，可按下列方法进行类

比分析： 

1  搜集与调查跨越河段或上下游邻近河段一次洪水最大冲刷深度； 

2  根据上下游邻近河段水文站实测最不利断面或特大洪水的冲刷断面与洪水前的断面

资料比较，确定最大自然演变冲刷深度。 

13.2.4  在河中立塔，当收集到历史河道观测资料时，河床演变可按下列方法从纵向变形与

平面横向变形两方面进行分析： 

1  设计河段横向演变可利用历年河势图、水下地形图、航道图、航卫片、横断面图或

局部地形要素，进行套绘对比，分析塔位处可能出现的横向冲刷幅度； 

2  设计河段的河道纵向变化，可根据套绘历年河道深泓线或河床平均高程变化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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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测站历年水文流量关系图、历年同流量下水位过程线图、冲淤等值线图、历年沿程断面冲

淤变化过程图等方法分析塔位处最大纵向冲刷深度。 

13.2.5  在江心洲、边滩上立塔时，应分析其成因特性和河道主泓变化，并结合现场调查分

析塔位稳定性。 

13.2.6  跨越河段河床演变分析应运用多种方法比较、相互印证。根据资料情况及河道特性

可采用下列方法： 

1  对设计河段进行野外踏勘与调查； 

2 利用多年水下地形图、航道图等资料进行套绘对比； 

3 利用航卫片遥感资料结合河流动力地貌特性分析判断； 

4  利用条件相似河段的实测资料进行类比分析； 

5 对河床冲淤变化进行各种分析。 

13.2.7 在重要水域立塔且塔基对河床演变可能有影响时，或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时，宜进行

专题分析。 

13.2.8 人类活动影响分析可按下列要求分析确定： 

1 应分析上下游水库水闸修建、河道疏浚采沙、河道整治、修建丁坝等工程措施对来水

来沙及河流动力条件的变化对工程河段河床演变的影响； 

2 应分析堤防溃决的可能性及对线路安全的影响； 

3 分析水库发生溃坝的可能性及对线路安全的影响。 

13.3  海床演变 

13.3.1 海岸上立塔时，应在现场海岸动力地貌调查基础上，通过历次地形图或海图或航卫片

等资料对比，分析岸线、地形地貌变化情况，海堤走向与位置的变迁，分析海岸线的变化趋

势和速率，并根据海岸带的自然地理、沿途特性、海域水文条件等，对塔位处的岸线稳定性

作出预测。 

13.3.2  海域水中立塔时，塔位处的海床稳定性可按下列要求分析确定，现场查勘宜包括下

列内容： 

1  搜集有关地形图、海图、地质及岸线和航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海洋普查等资料；

收集附近已建海岸工程设计运行资料、岸滩冲淤及近岸流对海工建筑物的冲刷、毁坏情况； 

2  现场调查内容：调查工程海域海流特性，潮流强弱与方向，有无较强的急流、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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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调查工程海域波浪特征，波浪破碎带的范围、风浪天浑水带范围，历史最大波高、波

向、波型、发生日期、持续时间、重现期、发生原因、风况以及对涉海建构筑物的破坏情况；

调查工程海域风暴潮影响，搜集当地特大风暴潮历史文献记载、当地风暴潮影响调查分析成

果与报告，借以分析历史风暴潮的重现期，风暴潮发生时间及持续时间、过程以及涉海构筑

物冲刷、破坏情况；调查海岸类型及地貌特征、岸滩的历史变迁情况，工程海域泥沙来源、

泥沙组成、泥沙特征及运动方向、输沙量、悬沙和底质取样分析资料等； 

3 海域水中立塔时，应根据潮流、余流和波浪等水文条件、海底沉积物的分布、海岸侵

蚀和堆积的形态特征，以及沿岸组成物质的粒径变化和重矿物分布情况等资料，分析判断泥

沙来源和运移方向，并应判断海床稳定性。 

通过对历次海图等深线对比分析，确定塔位处及其附近水文滩槽历年冲淤变化趋势、幅

度和速率。 

13.3.3 潮汐河口段水中立塔时，塔位处河床稳定性应根据潮汐和径流强弱、河口发育特点、

沙滩与沙洲外形、边界条件及变化情况、来水与来沙条件、风浪特性等分析确定。 

13.3.4 对于水中立塔，当海床冲刷较严重或人类活动影响较明显时，应进行专题论证，通过

水流泥沙数学或物理模型试验等途径，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对塔位处的冲刷趋势和幅度进行分

析计算，并分析拟建工程对海床稳定性影响。 

13.4  基础冲刷 

13.4.1  水中立塔塔基基础冲刷应按自然演变冲刷、一般冲刷和局部冲刷三部分叠加确定。 

1 基础自然演变冲刷，应从其成因、水流泥沙运动、河（海）岸边界物质组成等方面进

行分析，可按本标准 13.2-13.3 节分析计算； 

2 基础一般冲刷和局部冲刷可采用经验公式进行计算。线路跨越塔基大多占河道断面比

例很小，可不考虑一般冲刷。 

13.4.2 河床的塔位基础冲刷计算所用的设计水位、设计断面及河床质粒径等基础资料，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设计水位应考虑塔位位于自然冲淤或回水变化河道的影响； 

2 计算断面应取天然情况下塔位处冲刷不利的断面； 

3 河床质粒径应取河床质组成的代表粒径，当粒径级配很不均匀时，应考虑河床粗化的

影响。 



·55· 
 

13.4.3  河床冲刷计算所用设计流速应视采用的计算方法而具体选用，可采用下列方法确定： 

1 有实测资料时，应根据测站断面垂线平均流速分布和塔位处河床断面特性，分析确定

其设计流速； 

2 无实测资料时，可根据设计洪峰流量、塔位处河床断面、河床推移质粒径、临时实测

断面流速分布或比照相邻河流实测断面流速分布资料修正等确定设计流速； 

3 当塔位位于河滩时，应分析滩地特性、河流主泓摆动范围，并结合河段实际情况分析

确定设计流速。 

13.4.4  当跨越塔基上下游及附近区域，有桥梁或类似基础时，宜搜集其冲刷实测资料，对

冲刷计算成果进行复核。 

13.4.5 水文条件复杂或基础型式系数难以确定时，局部冲刷宜通过模型试验专题分析。 

13.4.6 基础冲刷分析计算时，还应考虑漂浮物对其冲刷分析计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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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计阶段工程气象勘测 

14.1 可行性研究阶段 

14.1.1  可行性研究阶段气象勘测的基本任务是从气象条件角度对线路路径方案的可行性提

出意见，提供满足路径方案比较和技术经济分析的基本气象资料。 

14.1.2  勘测手段以搜资和调查为主，对于重冰区以及大风区应进行重点调查。 

14.1.3  可行性研究阶段应搜集下列主要资料： 

1  沿线邻近气象站基本信息、历史沿革、观测情况、观测场地形地貌特征等，以及气

象站的覆冰、大风、气温、雷暴日数等资料； 

2  路径地区已建送电线路的设计气象条件及运行情况，线路冰害、风害事故情况及线

路改造的相关资料； 

3  运检、气象、通信、交通、农林、民政部门减灾中心等部门的风灾、冰灾的相关记

录资料与调查报告以及风电项目的观测运行资料。 

14.1.4  对线路沿线的风速与覆冰情况进行实地踏勘与调查。 

14.1.5 对可能存在或确实存在重冰区的路径区域应进行专项踏勘与调查，初步分析微地形微

气候重冰段，落实覆冰量级与分布。微地形微气候分类可参考附录 S。 

14.1.6 根据区域初步的大风、覆冰气象调研收资情况，了解、分析和梳理沿线大风、覆冰微

地形微气候区的分布，配合设计专业进行路径方案调整，尽可能避开包含易覆冰微地形的重

覆冰、特重覆冰线路区段，初步提供包含微地形微气候段的线路冰区划分和风区划分成果； 

14.1.7 线路经过重冰区，应根据搜集的路径区域的覆冰资料与专项踏勘调查资料，可选用历

史覆冰调查法、覆冰极值系列频率分析法，计算 30 年一遇、离地 10m 高的标准冰厚，并参

考邻近已建线路的设计成果和区域电网冰区分布图，初步划分冰区。 

14.1.8 应用路径区域搜集的大风资料与踏勘调查资料，可选用历史大风调查法、大风极值系

列频率分析法、风压换算等方法，计算 30 年一遇、离地 10m 高 10min 平均最大风速，并参

考邻近已建线路的设计成果和区域电网风区分布图，初步划分风区。 

14.1.9 对于资料缺乏的重冰区和大风区线路，宜分别进行覆冰专题论证和大风专题论证。 

14.1.10 可行性研究阶段气象勘测成果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路径概况，勘测任务依据，主要勘测工作内容，工作过程简述； 

2  路径地形地貌与气候概况，沿线气象站概况以及观测资料对线路的代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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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沿线覆冰搜资调查结果，各路径方案的 30 年一遇、离地 10m 高的设计冰厚与冰区

划分； 

4  沿线大风搜资调查结果，各路径方案的 30 年一遇、离地 10m 高 10min 平均最大风

速与风区划分； 

5 多年平均气温、极端最高与极端最低气温及其出现时间、多年年平均与年最多雷暴日

数等； 

6 各路径方案气象条件综合比较与评价，对路径方案的优劣做出判断； 

7 结论与建议。 

14.2  初步设计阶段 

14.2.1  初步设计阶段气象勘测应在可行性研究工作基础上，对推荐方案补充搜资和全线查

勘，优化冰区与风区，提供线路路径优化与设计所需的气象资料。 

14.2.2  初步设计阶段勘测手段应以现场查勘和搜资相结合，对于重冰区以及大风区应深入

进行微地形微气候覆冰、大风调查。 

14.2.3  初步设计阶段应搜集下列主要资料： 

1  沿线邻近代表性气象站的基本信息、历史沿革、观测情况、观测场地形地貌特征等，

以及气象站的覆冰、大风、气温、雷暴日数等资料； 

2  路径地区已建送电线路的设计气象条件及运行情况，线路冰害、风害事故情况及线

路改造的相关资料； 

3 电力、气象、通信、交通、农林、民政等部门的风灾、冰灾的相关记录资料与调查报

告以及风电项目的观测运行资料。 

14.2.4 对重冰区应进行复查，对风口、迎风坡、突出山脊（岭）以及大型水体等微地形微气

候区的覆冰量级与分布应做深入查勘。 

14.2.5 对特殊大风区应进行复查，对垭口、峡谷风道、分水岭、独立山丘、迎风坡等微地形

微气候区的风速等级与范围应做深入查勘。 

14.2.6 在前期大风勘测和微地形微气候区初步识别的基础上，全线开展大风气象勘测和补充

收资，针对线路走廊易生成大风的风口、风道和狭管效应明显的峡谷等区段进行大风微地形

勘测和重点识别，确定包含微地形微气候段的线路风区划分成果。 

14.2.7 在前期覆冰勘测和微地形微气候区初步识别的基础上，全线开展覆冰气象勘测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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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资，根据主要微地形影响气象作用特征和微地形特征进行易覆冰微地形的勘测和重点识别，

确定包含微地形微气候段的线路冰区划分成果。 

14.2.8 设计冰厚与冰区划分应在可研的基础上进行复核、补充，根据路径区域实测覆冰资料、

沿线搜集覆冰资料与踏勘调查资料，可选用历史覆冰调查法、覆冰极值系列频率分析法，分

析计算 30 年一遇、离地 10m 高的设计冰厚，并参考邻近已建线路的设计成果和区域电网冰

区分布图，经分析论证与优化后确定。 

14.2.9 设计风速及风区划分应根据路径区域搜集的大风资料与踏勘调查资料，可选用历史大

风调查法、大风极值系列频率分析法、风压换算等方法，分析计算 30 年一遇、离地 10m 高

10min 平均最大风速，参考邻近已建线路的设计成果和区域电网风区分布图，经分析论证与

优化后确定。 

14.2.10 初步设计阶段气象勘测成果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路径概况，勘测任务依据，主要勘测工作内容，工作过程简述； 

2  路径地形地貌与气候概况，沿线气象站概况以及观测资料对线路的代表性评价； 

3  沿线覆冰搜资调查结果，各路径方案 30 年一遇、离地 10m 高的设计冰厚与冰区划

分； 

4 沿线大风搜资调查结果，各路径方案 30 年一遇、离地 10m 高 10min 平均最大风速与

风区划分； 

5 多年平均气温、极端最高与极端最低气温及其出现时间，最大风速月的平均气温，覆

冰同时气温； 

6  最多风向及其出现的频率、多年年平均与年最多雷暴日数、雾日数等天气日数等； 

7 结论与建议； 

8 相关附图。 

14.3  施工图设计阶段 

14.3.1  施工图设计阶段气象勘测应在初步设计阶段工作基础上，复核初步设计阶段确定的

气象条件，将气象条件落实到塔位。 

14.3.2  施工图设计阶段勘测手段应以现场查勘为主，对易覆冰区、大风区应深入进行微地

形、微气候覆冰、大风查勘。 

14.3.3  对易覆冰区应进行复查，对风口、迎风坡、突出山脊（岭）以及大型水体等微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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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段应做深入查勘，确定不同冰区分界塔位，提出线路抗冰措施建议。 

14.3.4  对特殊大风地段应进行复查，对垭口、峡谷风道、分水岭、独立山丘、迎风坡等微

地形区段应做深入查勘，确定不同风区分界塔位，提出线路抗风措施建议。 

14.3.5 应根据前期勘测成果，结合地形图或卫星影像图，对线路走径进行局部优化，尽可能

避开初步确定的大风微地形、易覆冰微地形微气候典型地段，落实加强抗冰抗风的档距控制

措施；现场定位阶段，细化补充重点段覆冰气象勘测调研工作，准确识别出易覆冰微地形微

气候线路段并根据线路覆冰影响因素差异性分析综合结果，针对尚存在大风、覆冰微地形微

气候潜在风险的线路段塔位提出相应的抗冰、抗风措施建议。 

14.3.6  施工图设计阶段气象勘测成果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路径概况，勘测任务依据，主要勘测工作内容，工作过程简述； 

2  线路微地形微气候重冰区复查结果，线路塔位 30 年一遇、离地 10m 高的设计冰厚

与冰区划分，需加强抗冰设计的塔位及措施建议； 

3  线路微地形微气候大风复查结果，线路塔位 30 年一遇、离地 10m 高 10min 平均最

大风速与风区划分，需加强抗风设计的塔位及措施建议； 

4  沿线设计所需的气象特征参数； 

5  结论与建议； 

6  相关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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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气象查勘 

15.1  一般规定 

15.1.1  气象查勘应包括气象收资和气象调查，气象收资主要是收集常规气象要素、历年大

风和缆线覆冰等资料，气象调查主要内容是大风调查和覆冰调查。为使调查有序进行，现场

查勘前应事先拟定查勘提纲，明确收资单位和收资内容，确定调查范围、调查点和调查任务

及要求。 

15.1.2  收集的气象资料在使用前应进行初步审查。对于气象站距线路较远或与线路下垫面

条件差异较大等气象站代表性不足的情况，可通过收集附近短期自动站的观测资料对气象资

料进行订正。 

15.1.3  气象调查应全面、真实、清楚、可靠。一般情况下，气象调查工作可适当进行简化。

对重冰区、大风区和微地形微气候区，应进行重点调查、逐段查勘，并应判明冰区、风区分

界点。 

15.1.4  调查资料应现场记录、汇总、整理，及时编写小结说明，进行合理性检查和可靠性

程度评价，发现问题及时复查、核实。重要路径段或气象条件复杂路径段气象调查应由至少

2 名查勘人员共同进行，并宜进行录音、拍照和摄像。 

15.2  大风调查 

15.2.1  大风调查应了解线路沿线的大风成因，搜集附近长期气象台站的历年大风资料、沿

线附近的风灾资料，以及附近已建线路的设计运行情况和风区图，进行沿线大风调查，对重

点区域，应进行详细调查。 

15.2.2  大风调查应包括路径全线，调查范围应为线路附近地区。对大风区、微地形微气候

区、发生过风灾、电力工程风灾事故的区域和其他特殊区域等重点区域，应进行重点查勘。 

15.2.3 大风调查对象应包括电力、气象、通信、交通、农林、民政等部门的运行、管理、维

护人员及当地知情人。 

15.3  覆冰调查 

15.3.1  覆冰调查应了解线路沿线的覆冰成因，搜集附近长期气象台站的电线覆冰资料、沿

线附近的冰灾资料，以及附近已建线路的设计运行情况和冰区图，进行沿线覆冰调查，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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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区域，应进行详细调查。 

15.3.2  覆冰调查应包括路径全线，调查范围应为线路附近地区。对重冰区、微地形微气候

区、发生过冰灾、电力工程冰灾事故的区域和其他特殊区域等重点区域，应进行重点查勘。 

15.3.3 覆冰调查对象应包括电力、气象、通信、交通、农林、民政等部门的运行、管理、维

护人员及当地知情人，特别是高山电视台、移动通信基站、气象站和道班的冬季值班者。 

15.3.4  对于无法调查到覆冰情况且可能存在严重覆冰的地区，应设立临时观冰点，观测期

限应不少于 1 个冬季。临时观冰点的建点、观测及资料整编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

线路覆冰观测技术规定》DL/T 54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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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气象分析计算 

16.1  一般规定 

16.1.1  对气象资料应进行可靠性、一致性、代表性审查，审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风速、覆冰异常偏大值可靠性可通过地区比审、天气系统过程分析、气象要素相关

分析、灾情调查、查阅史志等途径分析确定； 

2  了解气象观测场变迁、周围环境变化、风速仪型号、风速仪安装高度、电线覆冰导

线直径等沿革情况；当存在气象观测条件变化时，应对气象要素观测值系列进行一致性订正； 

3  当气象观测场地理环境与线路路径区域存在较大差异，观测资料代表性差时，应对

资料分析结果进行修正。 

16.1.2  设计风速和设计冰厚的频率分析计算，应采用 P-Ⅲ型或极值 I 型概率分布模型，特

殊情况时经分析论证后也可采用其它分布模型。 

16.1.3  设计风速和设计冰厚取值，应根据气象资料系列频率分析计算结果、气象调查资料、

风区图和冰区图、邻近线路工程设计取值及运行情况，结合路径区域地形、海拔、气候特征

等，经综合分析后确定。 

16.1.4  设计气象要素取值应进行合理性分析与检查，同时应考虑工程附近可能引起气象要

素异常变化的人类活动影响，并加以适当修正。 

16.2  设计风速 

16.2.1  当气象站有连续 25 年以上的年最大风速资料时，气象站设计风速可直接通过频率计

算推求。当气象站资料短缺时，可选择邻近地区地形及气候条件相似、有长期实测资料的站

点进行相关分析，展延资料后进行频率计算。无大风实测资料的线路的设计风速，可选用邻

近地区及气候条件相似的测站作类比分析，结合区域大风调查分析确定。 

16.2.2  设计风速分析计算应首先采用自记风速仪记录的 10min 平均最大风速资料，审定定

时 2min 平均风速资料。对气象站风速资料应先进行高度订正，再进行观测次数和时距换算。

风速次时换算公式系数应采用当地分析成果或应用实测资料计算确定，当资料条件不具备时

可参照附录 T 确定。 

16.2.3  线路路径区域与气象参证站地理环境差异较大时，应按工程实际情况进行大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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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比观测，分析订正附近参证气象站设计风速至路径区域。 

16.2.4  风区划分的级差宜为 1m/s～3m/s，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划分。风区划分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一个风区段内各点的设计风速基本相等； 

2 一个风区段内属同一气候区，形成大风的天气条件大体一致； 

3 一个风区段内地形条件类似，海拔相近； 

4 对山口、谷口、山顶、盆地、山谷等特殊地形应酌情加大或减小。 

16.3  设计冰厚 

16.3.1  设计冰厚分析计算，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覆冰资料条件，选用合理的计算方法。

设计冰厚分析计算可采用下列方法： 

1 当工程区域内观冰站或高山气象站有 10 年以上的年最大覆冰观测资料时，测站设计

冰厚应采用频率计算方法确定； 

2 工程区域覆冰观测年限有 5 年～10 年时，测站设计冰厚可采用广义帕累托概率分布模

型计算； 

3 工程区域覆冰观测年限少于 5 年或无观测资料时，可选用邻近地区及地理、气候条件

相似的长期测站作类比分析，结合历史覆冰调查法或覆冰气象指数频率分析法，分析推算设

计冰厚。 

16.3.2  标准冰厚计算应用的密度和形状系数等参数应采用当地实测资料分析确定，无实测

资料时可选用邻近地区地形及气候条件相似的气象站或观冰站的分析成果。 

16.3.3  设计冰厚计算应用的覆冰重现期、高度、线径、地形等换算系数应采用当地实测资

料分析计算确定，无实测资料时可借用邻近地区的计算公式或分析成果。 

16.3.4 冰区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冰区应分为轻冰区、中冰区与重冰区。设计冰区的划分应分级归并取值。设计冰

厚小于 20mm，级差应为 5mm；设计冰厚大于 20mm，级差应为 10mm。 设计冰区的分级归

并应符合表 16.3.4 的标准； 

表 16.3.4  设计冰区分级归并标准 

序号 设计冰厚 B（mm） 归并的设计冰厚（mm） 

1 0<B≤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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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B≤10 10 

3 10<B≤15 15 

4 15<B≤25 20 

5 25<B≤35 30 

6 35<B≤45 40 

7 45<B≤55 50 

8 55<B≤65 60 

9 65<B≤75 70 

10 75<B≤85 80 

2 同一冰区的气候与地形应类似，线路走向应大体一致，设计冰区取值与分析计算值相

差应小于 5mm； 

3  设计冰区的划分不宜过于零碎； 

4  对易覆冰区域的风口、分水岭、迎风坡等特殊微地形、微气候区，设计冰厚宜酌情

加大。 

16.4  特征气温与气象条件组合 

16.4.1  多年平均气温、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最低日平均气温、大风同时气温统

计年限应有 30 年以上资料。 

16.4.2  线路路径区域与气象参证站地理环境差异较大时，宜按当地或附近地区的气温随海

拔高度变化的经验公式，分析订正参证气象站特征气温至路径区域；无资料地区可按中纬度

地区自由大气年平均气温直减率 0.6℃/100m 结合工程地点特征估算。 

16.4.3  有覆冰气象观测资料地区，覆冰同时风速，应挑选多年最大一次覆冰过程中出现的

最大风速。 

16.4.4  无覆冰气象观测资料地区，轻、中冰区的覆冰同时风速宜采用 10m/s；重冰区的覆

冰同时风速一般宜采用 15m/s，风道或风口型覆冰微地形时宜酌情加大。 

16.4.5  有覆冰气象观测资料地区，覆冰同时气温，应挑选多年最大一次覆冰过程中的极端

最低气温。 

16.4.6  无覆冰气象观测资料地区，覆冰同时气温一般宜采用-5℃，覆冰类型以雾凇或偏雾

凇混合冻结为主时，覆冰同时气温宜酌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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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拥挤路段平面图 

 
图 A 拥挤地段平面图样图 



·66· 
 

附录 B 交叉跨越分图 

 
图 B 交叉 

 
 
 
 
 
 
 
 
 
 
 
 
 
 
 
 
 
 
 
 
 
 
 
 
 
 
 
 
 
 
 
 
 
 

图 B 跨越分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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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平行线路影响相对位置图 

图 C 平行线路影响相对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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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变电站进出线平面图 

 
 

图 D 变电站进出线平面图 
 



·69· 
 

附录 E 送电线路平断面图样图 
E.1 平地区送电线路平断面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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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1 平地区送电线路平断面图样图 
 
E.2 丘陵区送电线路平断面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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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2 丘陵区送电线路平断面图样图 
E.3 山区送电线路平断面图样图。 
 
 
 
 
 
 
 
 
 
 
 
 
 
 
 
 
 
 
 
 
 
 
 
 
 
 
 
 

图 E.3 山区送电线路平断面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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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平面图、断面图符号表 

F.0.1 输电线路平面图符号应符合表 F1 平面图符号表的规定。 

F.0.2 输电线路断面图符号应符合表 F2 断面图符号表的规定。 

表 F1 平面图符号表 

编号 符合名称  图形及尺寸  简要说明  

F1.1 

 

F1.2 

 

F1.3 

 

 

 

F1.4 

 

 

 

 

 

 

 

 

 

 

 

F1.5 

 

 

 

 

F1.6 

F1.6.1 

F1.6.2 

房屋 

依比例尺 

大车路、机耕路 

 

架空索道 

a. 图内有支架的 

b. 图内无支架的 

 

电力线 

a. 图内有杆塔的 

 

 

b. 图内无标塔的 

 

 

 

 

 

 

 

通信线 

a. 图内有线杆的 

 

b. 图内无线杆的 

 

地下电缆 

地下电力线 

地下通信线 

瓦 

 

 

 

 

 

 

 

 

 

 

 

 

 

 

 

 

 

 

 

 

 

A1.1 符号按真方向比例绘出 

A1.2 指路面经过简易修筑，但没有路

基，一般为通行大车、拖拉机等的道

路，某些地区也可能行汽车 

A1.3 架空索首支架位置实测表示，图

内无支架时，用符号“b”表示，符号绘

在线路中心线处 

 

A1.4 电力线表示，按电压等级，380V

以内的用单箭头，10kV 以上用双箭

头，水泥杆上的或塔上的，均用此符

号表示，杆塔位置应实测，并按图 a

表示。无杆塔时，按图 b 表示。符合

绘在线路中心线处。 

判断不同电压等级，一般直线上杆塔每

串绝缘子数量超高压500kV有28个绝

缘子，高压 220kV 有 13 个绝缘子，高

压 110kV 有 7 个绝缘子，中压 35kV

有 2 个绝缘子，10kV 为每相为单个绝

缘子 

A1.5 通信线线杆位置实测表示。图内

无线杆时，用图 b 表示，符号绘在线

路中心线处 

 

 

A1.6.1 地下电力线按电压等级表示，

380V 以内的用单箭头，10kV 以上的

双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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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续) 

编号 符合名称  图形及尺寸  简要说明  

F1.7 

 

 

 

F1.8 

 

 

F1.9 

 

 

 

F1.0 

 

 

 

F1.11 

 

 

 

F1.12 

 

 

 

 

 

 

F1.13 

 

 

 

 

 

地下管道 

 

 

转角 

28°38 ′一转角度

数 

 

一二级通讯线 

 

 

 

交叉角注记 

 

 

 

通向注记 

 

 

 

 

 

 

里程注记 

 
 
 
 
 
 
 
 
 
 
 
 
 
 
 
 
 
 
 
 
 
 
 
 

 

 

A1.7 架设在地面上或地面下用以输送

石油、煤气、水蒸气以及工农业用水等

的各种管道，并加注输送物名称。图中

虚线部分表示地下的管道。 

A1.8 埋设的固定桩用图(a)表示。木桩用

图(b)表示。 

 

A1.9 箭头在线路中心线之上表示路径

左转，箭头在线路中心之下表示路径右

转 

 

A1.0 一、二级通信线应绘制与线路交叉

处两侧的电杆。 

 

 

A1.11 通信线和地下通信线庆注记与线

路交叉的锐角 

 

 

A1.12 铁路和主要公路(高速公路、一级

至四级公路)应当注明通向，注记在平面

图内外栏线之间。铁路通向可注记的大

客站，公路通向可注记大的居民点。 

 

 

A1.13 铁路应注记与线路交叉处的里

程，精确到 10m。注记在平面图中心线

交叉空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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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 断面图符号表 

编号 符合名称  图形及尺寸  简要说明  

F2.1 

 

 

 

 

 

 

 

 

 

 

F2.2 

 

 

F2.2.1 

 

F2.2.2 

 

F2.3 

中心断面线 

a.依比例尺的深

渠或小沟 

 

b.不依比例尺的

深渠或小沟 

 

c.陡坡或山谷可

不测 

 

 

边线断面线 

 

 

左边线 

 

右边线 

 

风偏横断面 

a.中线有测点的 

 

 

 

 

 

 

b.中线无测点的

102.7 为起测点

高程 

 

 

 

 

 

 

 

 

 

 

 

 

 

 

 

 

 

 

 

 

 

 

 

 

 

 

 

 

 

 

A2.1反映线路中心地面起伏形状的地

面线叫做中心断面线。对未测深度的

渠或宽度不大未测深度的小沟用符号

“a”表示 

 

当线路与水沟交叉时，用符号“b”表示 

未测的断面不影响导线对地安全以虚

线绘示，符号“c”表示 

 

 

A2.2反映线路边导线地面起伏形状的

地面线，叫做边线断面线。边线位置

根据实际的导线间距而定 

 

 

 

 

A2.3 横断面图以线路中心线为起点，

图形底部下面一栏标记距离，上面一

栏注记高差。高差注记为垂直字列，

字头向左。左横断面绘在起点的左侧，

右横断面绘在起点的右侧。当中线有

测点时，图的起点与中线测点相连；

当中线无测点时，用符号“b”表示，距

离栏的第一个数字表示第一个测点至

中线的距离。横断面图宜布置在中心

断面线之上，起点线向下画；当断面

线上比较拥挤，布置有困难时，也可

绘于中心断面线之下，起点线向上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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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 续 

编号 符合名称  图形及尺寸  简要说明  

F2.4 

 

 

 

 

 

F2.5 

 

 

F2.5.1 

 

 

 

 

 

F2.5.2 

 

 

 

 

F2.5.3 

 

 

 

 

F2.5.4 

 

 

F2.6 

 

 

 

风偏点 

L-点在中线左侧 

20-点至中线距

离 

 

 

架空交叉跨越 

 

 

最高线高 

a.点在路线 

b.点在边线 

c.点在边线以外 

 

 

杆高点 

 

 

 

 

最低线高 

 

 

 

 

其他交叉点 

 

 

房屋断面 

 

 

 

 

 

 

 

 

 

 

 

 

 

 

 

 

 

 

 

 

 

 

 

 

 

 

A2.4 风偏点是指有风偏影响的孤

立点。需要注明点在线路中心的

哪一侧以及点至路中心线的距

离。“L”表示该点在路线的左侧；

“R”表示该点在中线的右侧；35.0

为高程 

A2.5 电力线、通信线、架空索道、

渡槽等架空地物应绘示交叉跨越

点位 

A2.5.1 当点位在中线上时，与中线

地面测点相连。当点位在边线以外

时，以分式表示，上为该点高程，

下为偏距。凡是重要交叉跨越，在

中线投影线上应注明累距、高程和

名称 

A2.5.2 杆高以实心圆表示 

 

 

 

 

A2.5.3 500kV 钻越 500kV 时应注

明最近杆高程与偏距 

 

 

 

A2.5.4 架空索道、架空管道、渡

槽等表示方法与 A2.5.2 相同 

 

A2.6 中心线 35m 以内的房屋应绘

制房屋断面。房屋在线路中心线

上最宽的投影作为符号的宽度。

“a”为平顶；“b”为尖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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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 续 

编号 符合名称  图形及尺寸  简要说明  

F2.7 投影线 

a.塔位 

b.塔位或门型架 

c.电力线或通信

线 

d.其他交叉跨越 

 

 

 

 

 

 

 

 

 

A2.7 中心断面线上的点至断面图

高程起点线的垂线，叫做投影线。

在桩位、杆塔位及门型架、线路交

叉跨越的架空地物、主要公路及铁

路、地下电缆、地面及地下管道的

中线交充满点位置绘制投影线。投

影线上的注记为垂直字列，字头朝

左，宜放在投影线的左侧。当投影

线过于密集放在左侧有困难时，也

可放在右侧，或断开投影线放在中

心 
累距一栏注记累距百米后的零

头，高程一栏架空地物注记中线交

叉点的高程，其他地物注记地面高

程 
电力线及地下电力线注记电压等

级一、二级通信线注记等级，木质

杆的材料注记在等级之后用括号

括起来，如一级(木杆)。力电线和

通信线还要绘制杆(塔)型。杆(塔)
型符号根据实际形象简化，高度适

当缩短，宽度不得超过 6mm 
主要公路及铁路注记专有名称。

电气化铁路注记有影响的悬吊线

高和杆顶高 
管道注记输送物名称，架空和地

面管道还要注记管道材料。材料注

记在名称之后用括号括起来，如水

(水泥)。主要公路以中心向两侧绘

制投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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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塔基断面图样图 

 
注 1：横轴代表距离，纵轴代表高差，两轴交点为塔位中心。横线右侧箭头代表线路的前进方向。高差正

值为上，负值为下。距离向左向右均为正值。 

注 2：A、B、C、D 为塔角方向，顺时针编号，与线路起始方向的夹角由塔型或转角的度数决定。以后视

为零度，顺时针分别代表所在的四个象限内，但根据高差情况，在具体点位上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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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塔位地形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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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塔位地下管线探测样图 

序号 XXXX 塔号 XXXX 塔位坐标  

塔腿 
坐标  

管线名称 XXXX 代号 XXXX 代码 XXXX 

管线 
坐标 

 

管线示意图 

 

备注：探测范围内存在地下管线，塔位中心距地下管线垂直距离为 20.000m。 

注：1、直线为架空送电线路，箭头为架空送电线路前进方向； 

2、圆圈为地下管线探测的范围； 

3、间断线为地下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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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房屋分布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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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土（岩）的承载力特征值 

L.1 岩石承载力特征值见表 L.1。 

表 L.1  岩石承载力特征值（kPa） 

岩石类别 

风化程度 

强风化 中等风化 微风化 

硬质岩石 500～1000 1500～2500 ≥4000 
软质岩石 200～500 700～1200 1500～2000 

注 1：对于全风化岩石，当与残积土难于区分时按土考虑。一般可根据岩石类型、风化特 

点，并结合地方经验给出； 

注 2：对于微风化的硬质岩石，其承载力值如取用大于 4000kPa 时，应由试验确定。 

L.2 碎石土承载力特征值见表 L.2。 

表 L.2  碎石土承载力特征值（kPa） 

土的名称 

密实度 

稍密 中密 密实 

卵石 300～500 500～800 800～1000 
碎石 250～400 400～700 700～900 
圆砾 200～300 300～500 500～700 
角砾 200～250 250～400 400～600 

注 1：表中数据适用于骨架颗粒空隙全部由中砂、粗砂或硬塑、坚硬状态的黏性土或饱和 

度不大于 0.5 的粉土所充填； 

注 2：当粗颗粒为中等风化或强风化时，可按其风化程度适当降低承载力值；当颗粒间呈 

半胶结状时，可适当提高承载力值。 

L.3 粉土承载力基本值见表 L.3。 

表 L.3  粉土承载力基本值（kPa） 

第一指标孔隙比 e 

第二指标含水量 
ω(%) 

10 15 20 25 30 35 40 

0.5 410 390 (365）     
0.6 310 300 28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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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50 240 225 215 (205）   
0.8 200 190 180 170 (165）   
0.9 160 150 145 140 130 (125）  
1.0 130 125 120 115 110 105 (100） 

注 1：有括号的数值仅供内插值用； 

注 2：折算系数 ξ 为零； 

注 3：在湖、塘、沟、谷与河漫滩地段，新近沉积的粉土，其工程性质一般比较差，应根 

据当地实践经验取值。 

L.4 黏性土承载力基本值见表 L.4。 

表 L.4  黏性土承载力基本值（kPa） 

第一指标孔隙比 e 

第二指标液性指数 IL 

0 0.25 0.50 0.75 1.00 1.20 

0.5 475 430 390 (360）   
0.6 400 360 325 295 (265）  
0.7 325 295 265 240 210 170 
0.8 275 240 220 200 170 135 
0.9 230 210 190 170 135 105 
1.0 200 180 160 135 115  
1.1  160 135 115 105  

注 1：有括号的数值仅供内插值用； 

注 2：折算系数 ξ 为 0.1； 

注 3：在湖、塘、沟、谷与河漫滩地段，新近沉积的黏性土，其工程性质一般比较差。第

四纪晚更新世（Q3）及其以前的老黏性土，其工程性质一般比较好。这些土均 

应根据当地实践经验取值。 

L.5 红粘土承载力基本值见表 L.5。 

表 L.5  红粘土承载力基本值（kPa） 

土的名称 
第二指标液塑比 

Ir=
𝜔𝜔𝐿𝐿
𝜔𝜔𝑃𝑃

 

第一指标含水比 

αw= 𝜔𝜔
𝜔𝜔𝐿𝐿

 

0.5 0.6 0.7 0.8 0.9 1.0 

红粘土 
≤1.7 380 270 210 180 150 140 
≥2.3 280 200 160 130 110 100 

次生红粘土 250 190 150 130 110 100 
注 1：本表仅适用于定义范围内的红粘土； 
注 2：折算系数 ξ 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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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 沿海地区淤泥和淤泥质土承载力基本值见表 L.6。 

表 L.6  沿海地区淤泥和淤泥质土承载力基本值（kPa） 

天然含水率ω 
（%） 

36 40 45 50 55 65 75 

承载力基本值 
（kPa） 

100 90 80 70 60 50 40 

注：对于内陆淤泥和淤泥质土，可参照使用。 
L.7 素填土承载力基本值见表 L.7。 

表 L.7  素填土承载力基本值（kPa)   

压缩模量 Es1-2 
（MPa） 

7 5 4 3 2 

承载力基本值 
（kPa） 

160 135 115 85 65 

注：本表只适用于堆填时间超过 10 年的黏性土，以及超过 5 年的粉土。 

L.8 根据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 N、轻便触探试验锤击数 N10，可按表 L.8～L.11 确定地基承载

力特征值。现场试验锤击数应按照 GB 50007 进行修正。 

表 L.8  砂土承载力特征值（kPa） 

土类 
N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中、粗砂 180 250 280 310 340 380 400 460 500 
粉、细砂 140 180 203 226 250 272 295 318 340 

表 L.9  黏性土承载力特征值（kPa） 

N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fak(kPa) 
10
5 

145 190 235 280 325 370 430 515 
 

600 
68
0 

表 L.10  黏性土承载力特征值（kPa） 

N10 15 20 25 30 
fak(kPa) 105 145 190 230 

表 L.11  素填土承载力特征值（kPa） 

N10 10 20 30 40 
fak(kPa) 85 115 135 160 

注：本表只适用于黏性土与粉土组成的素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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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 边坡容许坡度值 

M.1 边坡容许坡度值见表 M.1。 
 

表 M.1 边坡容许坡度值 

边坡岩 
土类别 

风化程度 
容许坡度值（高宽比） 

坡高 
8m 以内 

坡高 
8m～15m 

坡高 
15m～30m 

坡高 
30m～40m 

硬质 
岩石 

未风化 1:0.～1:0.10 1:0.10～1:0.20 1:0.20～1:0.30 1:0.30～1:0.45 

微风化 1:0.10～1:0.20 1:0.20～1:0.35 1:0.30～1:0.50 1:0.45～1:0.75 

中等风化 1:0.20～1:0.35 1:0.35～1:0.50 1:0.50～1:0.75 1:0.75～1:1.00 

强风化 1:0.35～1:0.50 1:0.50～1:0.75 1:0.75～1:1.00 1:1.00～1:1.50 

全风化 1:0.50～1:0.75 1:0.75～1:1.00 (1:1.00～1:1.50)  

软质 
岩石 

未风化 1:0.20～1:0.35 1:0.35～1:0.50 1:0.50～1:0.75 1:0.75～1:1.00 

微风化 1:0.35～1:0.50 1:0.50～1:0.75 1:0.75～1:1.00 1:1.00～1:1.50 

中等风化 1:0.50～1:0.75 1:0.75～1:1.00 1:1.00～1:1.50 (1:1.50～1:1.75) 

强风化 1:0.75～1:1.00 1:1.00～1:1.25 (1:1.25～1:1.75)  

全风化 1:1.00～1:1.50 (1:1.50～1:2.00)   

碎 
石 
土 

密度或 
状态 

坡高在 5m 以内 坡高在 5m～10m 

密实 1:0.35～1:0.50 1:0.50～1:0.75 

中密 1:0.50～1:0.75 1:0.75～1:1.00 

稍密 1:0.75～1:1.00 1:1.00～1:1.25 

黏性土 
及粉土 

坚硬 1:0.75～1:1.00 1:1.00～1:1.25 

硬塑 1:1.00～1:1.25 1:1.25～1:1.50 

黄 
 

土 

地质及时代 坡高在 5m 以内 坡高 5m～10m 坡高 10m～15m 

次生黄土 Q4 1:0.50～1:0.75 1:0.75～1:1.00 1:1.00～1:1.25 

马兰黄土 Q3 1:0.30～1:0.50 1:0.50～1:0.75 1:0.75～1:1.00 

离石黄土 Q2 1:0.20～1:0.30 1:0.30～1:0.50 1:0.50～1:0.75 

午城黄土 Q1 1:0.10～1:0.20 1:0.20～1:0.30 1:0.30～1:0.50 

注 1：应考虑地区性的水文、气象等条件，结合具体情况使用。括号内为参考值，空白者 

边坡高度加以限制； 

注 2：本表不适用于岩层层面或主要节理面有顺坡向滑动可能的边坡，或有地下水活动地 

段的边坡； 

注 3：本表不适用于新近堆积黄土（Q4
2）； 

注 4：表中碎石土的充填物为坚硬或硬塑状态的黏性土、粉土，对于砂土或充填物为砂土 

的碎石土，其边坡坡度容许值均按自然休止角确定； 
注 5：混合土可参照表中相近的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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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N 一般黏性土和砂土的抗剪强度指标 

N.1 一般黏性土的黏聚力 C 和内摩擦角 φ 见表 N.1 和 N.2。 

表 N.1  一般黏性土的黏聚力 C（kPa）和内摩擦角 φ（°） 

序 
号 

塑性指数 
IP 

指 
标 

天然孔隙比（e） 
0.6 0.7 0.8 0.9 1.0 1.1 

1 3 
c 

φ 
18 

31 
10 

30 
 
 

 
 

 
 

 
 

2 5 
c 

φ 
28 

28 
20 

27 
13 

26 
 
 

 
 

 
 

3 7 
c 

φ 
38 

25 
30 

24 
22 

23 
 
 

 
 

 
 

4 9 
c 

φ 
47 

22 
38 

21 
31 

20 
24 

19 
 
 

 
 

5 11 
c 

φ 
54 

20 
45 

19 
38 

18 
31 

17 
24 

15 
 
 

6 13 
c 

φ 
59 

18 
51 

17 
43 

16 
36 

15 
30 

13 
 
 

7 15 
c 

φ 
62 

16 
55 

15 
48 

14 
41 

13 
34 

11 
27 

9 

8 17 
c 

φ 
66 

14 
58 

13 
51 

12 
43 

11 
37 

10 
31 

8 

9 19 
c 

φ 
68 

13 
60 

12 
52 

11 
45 

10 
38 

8 
32 

6 

注：用于剪切法计算上拔稳定的黏性土抗剪强度指标，宜采用试验室饱和不排水剪确 

定；当一般黏性土具有塑性指数 IP和天然孔隙比 e 的资料时，可按此表确定。 

表 N.2  一般黏性土的黏聚力 c（kPa）和内摩擦角 φ（°） 

序号 指标 
黏性土的状态 

硬塑 可塑 软塑 
1 c（kPa） 40～50 30～40 20～30 
2 φ（°） 15～10 10～5 5～0 

注：本表用于初步估算抗拔力使用 
N.2 砂土的内摩擦角 φ 见表 N.3。 

表 N.3  砂土的内摩擦角 φ（°） 

序号 砂土的类别 
砂土的密实程度 

密实 中密 稍密 
1 砾砂、粗砂 45～40 40～35 35～30 
2 中砂 40～35 35～30 30～25 
3 粉砂、细砂 35～30 30～25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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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P 塔位水文勘测成果表 

河流名称  

跨河塔号（累距）  

塔位地面高程（m）  

设计洪水位（m）  

冬季冰面高程（m）  

通航水位（m）  

内涝积水情况  

岸滩稳定性情况  

常年洪水位  

洪水漂浮物  

设计流速（m）  

冲刷深度（m）  

建议  

 
注：若塔位不受洪水影响，则不必填写常年洪水位、洪水漂浮物、设计流速和冲刷深度。



·87· 
 

附录 Q 天然河道糙率表 

（1）河槽部分 

河段平面及水流状态 河床组成及床面情况 岸壁及植被情况 河道糙率 n 

河段顺直或下游略有扩

散，断面宽敞、规则、

水流通畅的河段 

砂质或土质河床、河

底平顺 

平顺的土岸或人工堤防 
0.018

（0.022~0.015） 
略有坍塌的土岸或生长稀

疏杂草的平顺土岸 
0.020

（0.025~0.017） 

卵石、圆砾河床，河

底较平顺 

砂、圆砾河岸或平整的岩岸 
0.022

（0.028~0.019） 
不够平整的岩岸或生长中

密灌丛的河岸 
0.025

（0.031~0.021） 

卵石、块石河床；生

长水生植物的河床 

不平顺的砂砾河岸；风化剥

蚀的岩岸 
0.029

（0.036~0.024） 
不平顺的岩岸或中密灌丛

的河岸 
0.033

（0.042~0.028） 

河段上、下游接弯道或

下游有卡口、支流汇入

等束水影响；复式断面

河段；水流不够通畅的

河段 

砂、圆砾河床，边滩

交错 

有坍塌的土岸或砂砾河岸；

风化岩岸 
0.022

（0.028~0.019） 
不平顺的岩岸或中密灌丛

的河岸 
0.025

（0.031~0.021） 

卵石、圆砾河床，不

够平顺，生长中密水

生植物的河床 

岩岸或不平顺的卵石、圆砾

河岸 
0.029

（0.036~0.024） 
不平顺的岩岸或中密灌丛

的河岸 
0.033

（0.042~0.028） 
卵石、块石、漂石河

床，间有深坑、石梁

或生长水生植物的河

床 

参差不齐的卵石、圆砾河岸

或土岸，略有凹凸的岩岸 
0.040

（0.050~0.033） 
参差不齐的岩岸或灌木丛

生的河岸 
0.050

（0.063~0.042） 

山区峡谷河段；急弯间

的河段或弯曲河段；阻

塞的复式断面河岸段；

水流曲折不畅，流向紊

乱的河段 

砂、圆砾河床、边滩、

沙洲犬牙交错 

人工堤防强制弯曲者 
0.029

（0.036~0.024） 

有机石或丁坝挑流者 
0.033

（0.042~0.028） 

卵石、圆砾河床、起

伏不平；或生长水生

植物的河床 

参差不齐的卵石、圆砾河岸

或生长中密灌丛的河岸 
0.040

（0.050~0033） 
参差不齐的岩岸或灌木丛

生的河岸 
0.050

（0.063~0.042） 
卵石、块石、大漂石

河床、石梁、跌水孤

石交错，或水生植物

稠密，阻水严重的河

床 

参差不齐的岩岸或灌木丛

生的河岸 
0.067

（0.083~0.056） 
两岸时有岩嘴突出，很不平

顺，形成强烈斜流、回水、

死水的河岸 

0.083
（0.10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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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滩部分 

滩地植被情况 平面水流状态 滩地糙率 

基本无植物或仅生稀疏草丛

的河滩 

平面顺直、纵向平坦，水流通

畅，没有串流且滩宽不大者 
0.040 

（0.050~0.033） 
下游有束水影响，水流不够通

畅；水流虽通畅但河滩甚宽者

（滩宽在槽宽的 3 倍以上） 

0.050 
（0.067~0.040） 

长有稠密植物或垦为耕地的

河滩 

下游无束水影响，河滩甚宽或

有束水影响，滩宽较窄 
0.067 

（0.083~0.056） 
下游不够通畅，下游有束水影

响，河滩甚宽 
0.100~0.077 

长有稠密灌木丛或杂草林木

丛生，阻水严重的河滩 
 0.143~0.100 

 

 

注：1  表中描述的河段长度，一般为 4~8 倍高水时的河宽，但不应小于 300m。 

2  发生底沙运动的河床称为河槽；只有洪水流过而不发生泥沙运动的河流泛滥宽度称为河滩。河滩一

般种有作物或有茂密的植被。 

3  稀疏杂草或灌丛：人行其中无甚阻碍；中密灌丛或农作物：人行其中多受阻碍；稠密灌丛：人难入

其中。 

4  n 值当洪水比降变化在千分之一以上者，可采用括号内较低的数值；洪水比降变化在万分之一以下

者，可采用括号内较大的数值。 

5  河床质组成分类及其平均粒径变幅为：砂（0.05mm~2.00mm），圆砾（2mm~20mm），卵石

（20mm~200mm），块石、漂石（200mm 以上） 

6  测流河段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组合。应用时，首先应弄清工程地点的河段平

面和水流状态属于哪一类，其次才是河床质的组成和起伏情况，岸壁及植被情况是第三位的。工程地点的

河段特性若与列表中的组合凡是不尽相同，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表列数值进行适当调整。



·89· 
 

附录 R 渠道糙率表 

渠道特征 
糙率 n 

灌溉渠道 退水渠道 

土

质

渠

道 

1、输水流量

大于 25m3/s
的渠道 

（1）平整顺直、养护良好 0.020 0.0225 

（2）平整顺直、养护一般 0.0225 0.025 

（3）渠床多石、杂草丛生、养护较差 0.025 0.0275 

2、输水流量

为 1~25m3/s
的渠道 

（1）平整顺直、养护良好 0.0225 0.025 

（2）平整顺直、养护一般 0.025 0.0275 

（3）渠床多石、杂草丛生、养护较差 0.0275 0.030 

3、输水流量小于 1m3/s 的渠道 0.025 0.0275 

4、毛渠 0.030  

石

质 

5、经过良好修整的表面 0.0225 

6、经过中等修整，无凸出部分的表面 0.030 

7、经过中等修整，有凸出部分的表面 0.030~0.035 

8、未经修整，有凸出部分的表面 0.035~0.045 

有

护

面

渠

床 

9、抹光的水泥护面 0.012 

10、不抹光的水泥护面 0.014 

11、砌砖护面 0.013 

12、光滑有混凝土护面 0.015 

13、料石砌护 0.015 

14、粗糙的混凝土护面 0.017 

15、卵石铺砌 0.0225 

16、浆砌块石护面 0.025 

17、干砌块石护面 0.033 

木

渠

道 

19、刨光木板 0.013 

20、未刨光木板 0.014 

21、钉有木条的木板 0.016 

 
 



·90· 
 

附录 S 微地形微气候分类一览表 

序号 类型 特征 示意图 

1 垭口型 

在绵延的山脉所形成的垭口，是

气流集中加速之处，当线路处于

垭口或横跨垭口时，将导致风速

增大或覆冰量增加。 

 

2 
高山分

水岭型 

线路翻越分水岭，空旷开阔，容

易出现强风及严重覆冰情况，尤

其在山顶及迎风坡侧，含有过冷

却水滴的气团在风力作用下，沿

山坡强制上升而绝热膨胀，使得

过冷却水滴含量增大，导致导线

上覆冰加重。  

3 
水汽增

大型 

送电线路临近较大的江湖水体，

使空气中水汽增大，当寒流入侵，

气温下降至 0℃以下时，由于空

气湿度大，便容易出现严重覆冰

现象。 
 

4 
地形抬

升型 

平原或丘陵中拔地而起的突峰或

盆地中一侧较低另一侧较高的台

地及陡崖，因盆地水汽充足，湿

度较大的冷空气容易沿山坡上

升，在顶部或台地上形成云雾，

当冬季寒流入侵时便会出现严重

覆冰现象。  

5 
峡谷风

道型 

线路横跨峡谷，两岸很高很陡，

通过狭管效应产生较大的风速，

将导致送电线路风荷载的大幅度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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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T 风速次时换算公式系数 

T.0.1  定时 2min 平均风速与 10min 平均风速换算公式系数可根据实测资料率定，无资料时

可按表 N.0.1 执行。 

表 T.0.1  定时 2min 平均风速换算公式系数 

地区 a b 

东北 0.970 3.960 

华北 0.880 7.820 

西北 0.850 5.210 

西藏 1.004 1.570 

西南 0.750 6.170 

云南 0.625 8.040 

四川 1.250 0 

山东 0.855 5.440 

山西南部、北部 0.834 7.400 

山西中部 0.749 8.560 

华东及安徽长江以南 0.780 8.410 

安徽长江以北 1.030 3.760 

江苏 0.780 8.410 

华中 0.730 7.000 

广东 1.000 3.110 

福建 0.910 4.960 

广西 0.793 4.710 

河北、北京 0.810 4.720 

天津 0.864 4.640 

北海 0.904 2.790 

T.0.2  瞬时风速与 10min 平均风速换算公式系数可根据实测资料率定，无资料时可按表

T.0.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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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0.2  瞬时风速换算公式系数 

地区 a b 

华北、西北、东北 0.65 0.50 

西南 0.66 0.80 

云南、贵州 0.70 -1.60 

华南 0.73 -2.80 

华东、华中 0.69 -1.38 

渤海海面 0.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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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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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DL/T5076-2022），经国家能源局 2022 年

XX 月 XX 日以第 XX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程是在原电力行业标准《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DL/T 5076-2008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山西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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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测量 

3.1.1  本规程采纳《国家大地测量基本技术规定》GB 22021-2008 中规定，测量采用中误差

作为精度的技术指标，以 2 倍中误差作为限差。 

3.1.2  同一工程是指一个工程各设计阶段测量、改造测量、专项测量等。要求采用统一的坐

标系统和高程基准，既方便测量专业本身工程中的数据使用，也使用户（设计、勘测、施工、

运行单位）能简单、广泛调用各类数据。架空送电线路是线状走廊，很多架空送电线路工程

路径长度较长，特别是东西方向的线路导致高斯投影变形很大，卫星定位测量、航测内业断

面、量距、定位、施工放样都有很大影响，所以要综合考虑选择中央子午线。综合大量工程

实践，架空送电线路工程测量在应在满足测区内投影长度变形小于 10cm/km 的精度。 

3.1.3  架空送电线路统一线路前进方向和顺线路前进方向递增使得累距和桩号有规律，做到

不混乱。特别是架空送电线路分多段作业时，很有必要。线路前进方向一般是从起点面向迄

点的方向为前进方向。平面图宽度测量范围是以设计专业目前确定 220kV 及 110kV 电压等

级不同要求而确定的。 

3.1.4  分别规定了架空送电线路相邻直线桩或相邻塔位桩的相对坐标中误差和相对高差误

差限差精度指标。采用的不同技术、不同仪器方法测设的直线桩、塔位桩精度要求都以这个

精度要求来进行逐一分解出相应的精度指标。全站仪直接定线的直线性、桩间距离精度是以

传递桩为衡量对象。GNSS 定线的直线性精度、桩间距离的精度指标是以相邻直线桩或相邻

塔位桩为衡量对象。 

3.1.5  测量原始数据文件和工程管理文件为测量专业需要保留的文件。尽量避免交互式手工

输入，修改原数据时联动修改用此数据生成的相关数据和图形文件。校审重点放在数据输入

和交互式编辑内容上。 

3.2 岩土工程 

3.2.2  送电线路为线状工程，岩土工程勘测工作主要按线路通过地区的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开

展，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主要根据地层结构、岩土性质、不良地质作用、地下水土对建筑

材料腐蚀性等方面划分。 

3.2.4  施工勘测需要业主另行委托，需要进行施工勘测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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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溶强烈发育的场地； 

2)  矿产采空区； 

3)  厚度大、成分复杂的人工填土分布场地； 

4)  地下工程布置场地； 

5)  岩脉和花岗岩中球状风化体分布区； 

6)  对于不均匀地基、土洞较发育的地基，或者拟采用大直径嵌岩桩的地基，宜进行施

工勘测； 

7)  填土塔基基坑开挖后应进行基坑检验，当填土作为基础持力层时宜进行施工勘测； 

8)  风化岩和残积土区应逐基勘测，对于孤石、软弱夹层等不良地质体发育、岩土分布

与性质差异较大且采用嵌岩桩或锚杆基础的杆塔，宜进行施工勘测； 

9)  当杆塔基础置于岩脉和球状风化体（孤石）分布带内时，宜进行施工勘测。 

3.3 水文气象 

3.3.1  不同阶段的水文气象勘测内容尚应满足电网可研初设一体化设计要求。 

3.3.2  现行国家标准《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 50545 第 12.0.8 条的条文

说明规定：洪水冲刷、流水动压力等计算时，洪水频率：110kV~330kV 大跨越杆塔基础可

采用 30 年一遇；其他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和无冲刷、无漂浮物的内涝积水地区的杆塔基础可

采用 5 年一遇；当有特殊要求时，应遵循相关标准确定。表 13.0.11 规定，110kV 导线最小

垂直距离为：至 5 年一遇洪水位 6.0m，至最高通航水位的最高船桅顶 2.0m，至 100 年一遇

洪水位 3.0m，冬季至冰面 6.0m；220kV 导线最小垂直距离为：至 5 年一遇洪水位 7.0m，至

最高通航水位的最高船桅顶 3.0m，至 100 年一遇洪水位 4.0m，冬季至冰面 6.5m。 

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 50201 表 7.3.1 规定：电压等级≤220kV，≥35kV 架空输

电线路防洪标准重现期为 10~20 年。 

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DL/T 5219）3.0.10 条规定：在河滩

上或内涝积水地区设置塔位时，除有特殊要求外，基础主柱顶面高程不应低于 5 年一遇洪水

位高程； 

原《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DL./T 5076）中未提及基础局部冲刷，

但 5.4.3 条规定：对于可能在河中立塔的河段，应初步调查和分析预测 30 年河床天然冲刷深

度。 



·103· 
 

综合考虑，本规程规定导线防洪标准按照最高 100 年一遇考虑，并提供其余重现期洪水

位。基础冲刷按照大于等于 30 年一遇考虑。 

一般情况，基础冲刷洪水重现期可按 30 年一遇考虑。若相关行政部门有特殊要求或线

路为特殊跨越时，应按其要求的 50 年（100 年）重现期考虑。 

3.3.3  实际勘测过程中，有些地方行政法规或管理规定对架空送电线路跨越通航河流时的净

空高度或最高船桅高度要求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 中的规定。例如

江西某工程跨越赣江某航道，航道等级为 IV 级，根据规范其最大船舶空载高度为 8.0m，但

据收资，实际的通航船舶吨级已经达到了 3000 吨，根据江西常见船舶的最大船舶空载高度，

最终确定最大船舶空载高度为 18m。二者相差达到 10m，因此，水文气象专业人员勘测时

应注重此部分的收资。 

3.3.4  专题论证工作应由业主进行另行委托。 

3.3.5  在黄河下游滩地立塔且采用高桩平台时，黄委会一般要求基础主柱顶面高程不低于设

防水位，洪水位重现期和冲刷深度也按设防水位考虑。因此，增加本条规定。 

3.3.8  专题论证工作应由业主进行另行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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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设计阶段测量 

4.1 可行性研究阶段测量 

4.1.1 可行性研究阶段主要搜集路径沿线的地形图、卫星遥感影像、航摄影像及 DOM、DEM

等资料。当设计专业收集的协议、资料需要进行坐标转换时，宜由测量专业配合进行转换。 

4.1.2 现场踏勘工作内容是核实可能影响路径成立的各种因素，根据搜集的资料进行判别、

调查、调绘、补测，以地形图或影像图判读和现场调查、调绘为主，以测高仪、测距仪、

GNSS 接收机或全站仪等进行测量为辅。 

4.2 初步设计阶段测量 

4.2.1 初步设计阶段宜搜集可行性研究阶段路径方案、线路沿线平面及高程控制数据、地形

图、航摄影像、卫星遥感影像、DOM、DEM 等资料，搜集的资料要能够满足本阶段的深度

和精度要求。 

4.2.2 现场踏勘时，应尽量利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成果，对路径变化较大的区域或复杂区域

应进行细致踏勘。现场调绘或测量的成果可在地形图、DOM、GIS 平台或三维模型中标识

出来。如表达不清楚，可编制相应的图件或文档进行表示。 

4.2.3 灵活采用三维路径选线平台、DOM、地形图、GIS 平台等多种技术手段，配合设计人

员一起对线路路径方案进行选择、优化。 

4.2.4 路径选定后可利用 DEM 生成概略断面数据，平面数据可从 DOM 中量测。 

4.3 施工图设计阶段测量 

4.3.3 测量交叉跨越点、断面点、风偏点、塔基断面点高程误差，应与现行行业标准《电力

工程测量精度标准》DL/T 5533 保持一致。 

4.4 基础控制测量 

4.4.1 基础控制测量宜将平面和高程共点使用，同步观测以提高效率。 

4.4.2 基础控制测量四等应采用静态 GNSS 测量，一、二级可采用 GNSS 动态测量。点间距

离大于 10km时，GNSS观测需增加观测时间，不满足作为基准站进行RTK放样的精度要求。 

4.4.3 基础控制测量时，在《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 中规定输电线路平面控制不宜低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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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高程控制不宜低于五等的要求，这里取其相应的限差要求。 

4.4.4 动态 GNSS 测量的最弱点位中误差为 5cm；单测回平面坐标中误差为 cm，因此取测回

间坐标较差限差为 3.5cm，高程较差取 cm。 

4.4.5  线路工程一般多为带状延伸，当距离较短时，整个线路采用一个转换参数可以满足要

求；当距离较长时，特别是东西走向时，采用一个转换参数往往残差超过限差，这时宜根据

转换模型合理分段进行转换参数求解，为各段之间的衔接，各参数间应不少于 2 个重合点。 

4.4.6 基础控制测量宜与国家坐标高程系联测，为了统一测量资料，测量成果便于以后使用。

采用公共点进行坐标转换至少应为 2 个点，公共点应设在线路两端及中间且距离不宜大于

100km。 

4.5 路径优化选线 

4.5.1 辅助路径优化选线准备工作宜收集前期的测量资料、专题资料，并进行坐标转换、格

式转换，统一导入三维辅助优化设计平台建立三维场景，用于路径选择。 

4.5.2 路径优化选线工作宜多专业协同工作，对初选的每个转角、杆塔位置及周边地形、地

貌进行室内预判，无法判定的宜进行实地核实，确定较优的路径方案。 

4.6 现场落实路径测量 

4.6.1 受地形条件限制，转角桩位置无法落实时，宜在转角位置附近测设 2-3 个辅助桩，便

于采用全站仪进行转角桩放样。 

4.6.2 为了满足交叉跨越测量等工作，直线桩设置应本着能够保存、便于架设仪器使用的原

则。当用于桩位放样时，RTK 测量点位中误差 5cm，桩间距离大于，即 171.887m 时，才可

以满足 180±1′，故用于定线的直线桩间距应大于 171.887m。 

4.6.5 规定落实路径测量采用全站仪测量时，距离和高差测回要求。每个桩位水平角应满足

180±1′。按照 RTK 测量点位中误差 5cm，距离较差不应大于 cm，与 RTK 测量点位检测

较差保持一致，高差较差不应大于 0.4S（m），S 为测距边长，以 km 计，小于 0.1km 时取

0.1。 

4.6.6 分歧塔应采用 RTK 配合全站仪进行放样，由于桩位距离较近，RTK 测量不能满足相

邻桩位偏角不大于 1′的要求。 

′1/tan5cm

25

5.32/5 =

5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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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交叉跨越测量 

4.7.1~4.7.5220kV 架空输电线路线间距离，一般在 7m~8m 左右，除应测量中线交叉点的线

高，还要施测边线交叉点的线高，特别是斜交或左右杆不等高时，应选测有影响侧的交叉点

位置和线高。对于影响范围内的杆顶，应测出杆顶高。 

应注意准确施测各交叉点的正确位置，有时遇到交叉点无法立尺（立镜）或设站时，应

采取间接方法测量并加以计算求得成果。遇有重要交叉跨越时，必须要求设计人员在现场配

合。当观测不能准确判断交叉点时，宜分别在两站进行观测，若距离较差大于 1/200、高差

较差大于 0.3m 时应分析原因进行重测。当大风时，导线摇摆不定时，应停止观测。 

4.7.7 输电线路交叉跨越一般河流、水库和水淹区。在河中立塔，包括我国北方地区季节性

河流，河面很宽，需要在河床上抬高基础立塔，应测量河床纵断面或横断面。 

4.8 平面及断面测量 

4.8.2 当设计需要时，应搜集或施测线路的起迄点和变电站相对位置的平面图。当初步设计

阶段已经搜集或实测的平面图能满足要求时也可以直接利用。 

4.8.4  跨越林区时调查和测量树种、现时生长高度(可用“H”表示)和范围等信息是指现时情

况下的相关信息，对于规划的林区、树木的自然生长高度、最高生长高度等信息可根据设计

提供的资料和设计的要求表示。 

4.8.6 当输电线路通过缓坡、梯田、沟渠、堤坝交叉角较小时，边线对应中线高出 0.5m 以上

位置很长，应注意选测正确位置。 

4.8.8~4.8.9 在平断面图编辑时，应以现场实测的直线桩的桩间距离，转角桩、直线桩的桩位

高程及交叉跨越测量成果资料修正编辑航测平断面图。 

4.8.10 全站仪测量断面的方法有两种情况：一是全档观测（从设站桩测至邻桩断面点）；另

一种是近站观测（在设站处观测两侧各不大于 1/2 桩间距离的断面点）。前者架站少，在山

区断面观测中多被采用。后者架站多，需逐站挺进。从实践和理论分析证明，全档视距观测

精度低，即使采用光电测距仪精度很高，但由于视线长，观测员或绘图员对地形地物勾绘或

连接困难，容易造成漏测或错绘现象，因此要求近站观测。 

4.9 定位及检验测量 

4.9.1 定位前应向设计人员索取三项资料，尤其是平断面图由设计人员排位绘出弧垂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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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判断危险点加以检测。若设计人员在室内不能预先提供，应在实地指明危险点或疑点加

以检测。 

4.9.2 平坦地区巡视检查主要是看有无重要地物和交叉跨越物遗漏未测。对山区地形，居高

临下，细心察看是否遗漏山头未测和判断边线、风偏点漏测和测点不足等进行补测。 

4.9.7 输电线路经过地段千差万别，相关要素和作业过程中的情况也比较复杂，为保证输电

线路的测量成果质量，必须加强定位过程中的检查。 

1 断面点、边线、风偏横断面等危险点的检验测量要点： 

经设计专业在断面模型排位之后，从导线对地安全曲线中可以直观出什么位置切地，何

处裕度比较大，现场巡视对照，从中可以发现实地是否有影响。受控制的断面点视为危险断

面点，用仪器进行检测。 

2 档距的检查测量：对于档距的检查测量，由于地形条件的不一样，检测的方法也各不

相同。在平地多数直接测定档距与直线桩闭合，山区则仍借助直线桩或参考站间接检验档距。 

3 检查测量中发现问题的处理：当通过实地的施测发现检测数与原成果数的差数出现超

限时，应进行现场及时纠正，除图面进行修正外，还要同时通知设计人员在现场核实排位。

所有发现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认真分析原因，确保工程质量。 

间接定线就是使用全站仪采用导线法、矩形法、等腰三角形法等传递直线。 

4.10 测量成果 

4.10.1~4.10.2 由于各单位专业配合分工及各工程自身特点不尽相同，因此，这里只规定主要

提交的资料。 

4.10.3 工程测量技术报告是对整个工程测量工作的全面阐述，重点是说明测量的方法、作业

精度、成果资料，总结经验等。 

 

  



·108· 
 

5 改造测量 

5.1 一般规定 

5.1.1 架空送电线路改造测量工作从任务要求、策划、过程实施、成品报告出版和归档都应

有一个独立于原线路测量的完整流程。 

5.1.2 原线路在建设过程中的施工调整及运行时间长等多种原因,实地桩位与理论数据很难确

保一致，应通过实地对原有线路的测量资料和设计资料进行检测及分析比较，满足要求后方

可利用。 

5.1.3  要求改造部分与未改造部分线路杆塔连接处进行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的重叠联系测

量是为了保证改造后整条线路数据的一致性。 

5.1.4 平断面补充测量宜包括变化的地形地貌测量、新增地物测量、交叉跨越测量等。 

5.2 交叉跨越改造测量 

5.2.2 应收集新增交叉跨越的设计资料，包括设计路径信息、相关区域地形图数据及控制点

数据等。无设计资料或相关资料不全时，应联系相关设计人员进行现场交底，并留有正式资

料交接记录。 

5.2.4 交叉跨越改造测量测量外延杆塔相关信息应结合设计专业具体要求进行，测量深度、

精度以满足设计需要为准。 

5.3 风灾改造测量 

5.3.1  输电线路受风灾影响或要提高抗风能力时，需进行风灾改造。风灾改造有防舞动、路

径调整、防跳线等三种，其中防跳线一般不需要进行现场测量。杆塔尺寸、弧垂等需要验证

的内容一般由设计专业根据需要提出。 

5.3.2 路径调整基本上与新建线路相同，除接头处需外延测量已有杆塔。外延测量的杆塔档

数由设计专业根据需要决定。一般要求外延 2 档杆塔，有些要求外延测量 1 档，有些要求外

延测量至最近的耐张塔。 

5.3.3 次档距是指间隔棒中心直接的距离，端次档距是指第一个间隔棒至杆塔中心的距离，

三相档距是指架空输电线路左、中、右三相导线悬挂点之间的距离。次档距、端次档距三相

距离和导线相间距离都是通过相应点的三维坐标计算空间三维距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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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次档距、端次档距、三相档距和导线相间距离是通过测量导地线悬挂点和间隔棒安装

点的空间三维坐标反算求得。 

5.3.5 根据实践经验，改造测量导线时，采用的免棱镜全站仪测程最低不宜低于 500m，优先

采用测程 1000m 及以上的，因 220kV 和 110kV 线路导线、地线直径较小，返回的信号较弱，

测距比较困难。 

5.3.6 无人机对线路的净空安全距离除了电气安全距离外，还要考虑无人机防电力线的电磁

干扰影响。导线相间距离测量最低的要求点云可以覆盖左右导线和杆塔横担最边缘点，根据

多个单位调查、咨询，激光点云密度 50 个/m²可满足铁塔、导地线及悬挂点、交叉跨越测量

要求。 

5.3.7 标靶作为内部联系的控制点，其精度要求按《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2020 中三级导

线和五等水准的精度要求执行，即标靶之间的相对精度应满足：平面精度不宜低于 1/5000，

高程精度不宜低于 15mm/km。为了方便执行，直接列出。 

5.3.8 根据文献资料，导地线激光点云利用悬链线模型拟合结果与实际线路最为接近，输电

线路导线、地线精确的悬链线公式。 

 

图悬链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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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坐标系统以低悬挂点 A 为原点，线路水平方向为 x 轴，线路竖直方向为 y 轴； 

x——横坐标值，至低悬挂点的水平距离(m)； 

y——纵坐标值，至低悬挂点的高差(m)； 

σ0——为导线最低点的应力（MPa）； 

γ——导线比载，导线单位长度单位单位截面积的荷载（N/（m.mm2））； 



·110· 
 

l——两级杆塔悬挂点 A、B 之间的水平距离(m)； 

h——两级杆塔悬挂点 A、B 之间的垂直距离，即高差(m)； 

a——杆塔挂点 A 点到弧垂最低点 O 的水平距离； 

b——杆塔挂点 B 点到弧垂最低点 0 的水平距离。 

在同一个耐张段内，
γ
σ 02

k = 为一个常数。 

悬链线简化公式可表示为： 

q)
p

cosh(ky +
+

•=
k

x
（5.3.7-2） 

其中：x——为导线点的横坐标，可定义为线路坐标的累距(m)； 

y——为导线点的纵坐标，可定义为线路坐标的高程(m)； 

k,p,q——待求参数。 

线路的坐标原点定义会影响 p、q 的值，但不影响 k 的值，即悬链线的形状不变。从简

化公式可以得出，未知参数为 3 个，单纯地求悬链线方程，测量两端悬挂点加中间 1 个导线

点即可解算。 

5.4 冰灾改造测量 

5.4.1 送电线路受冰灾影响或为了提高线路的抗冰能力，需进行冰灾改造。冰灾改造的主要

内容为冰灾分析评估、塔位改造、路径调整。其中塔位改造在原路径上进行，包括换塔、移

塔、中间加塔等。 

5.4.2 冰灾分析评估测量主要提交需改造线路或需改造段的路径平面图、塔位、导线挂点高、

弧垂等，具体按各单位设计需求提供测量成果。 

5.4.3 冰灾改造测量的方法与新建线路基本相同。 

5.4.4 测量原塔位的基础、拉线是为了满足设计专业考虑新杆塔施工方便和安全，对原基础

和拉线安全影响和其它施工条件距离的需要。 

5.4.5 路径改造测量除需联测接头杆塔和外延 1 级~2 级杆塔或到最近的耐张杆塔，具体根据

设计专业要求进行。路径改造中间段测量要求同于新建线路。 

5.5 导线温升增容改造测量 

5.5.1 导线温升增容改造是指一般在不改造杆塔、路径和更换导线的情况下，主要提供导线

发热允许温度，提供导线输送电力能力的改造。测量配合设计测量的主要内容为平断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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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位置、悬挂点高、交叉跨越测量、障碍物测量（包括林木高度、有影响地形和地物等）。

导线温升改造测量以导线温升增容影响评估测量、通道清理测量为主。 

5.5.2~5.5.5 塔位改造和路径调整改造的要求同于冰灾改造测量。 

6 专项测量 

6.1 塔位地形图及塔基断面测量 

6.1.3 塔基断面测量对于山区线路及复杂地形的环境下尤为重要。为减少土石方开挖量，减

低塔高，降低造价，保护环境，以便于确定施工基面、选择合适的接腿和基础型式，应按设

计人员现场要求的范围进行施测塔基断面。 

方形塔塔基断面塔腿间夹角为 90°，方形直线塔 A、B、C、D 四个塔腿的度数按照 45°、

135°、225°、315°依次排列；方形转角塔转角度数为 α，根据线路的转向，按照“左正右负”

的原则对 α 取值，A、B、C、D 四个塔腿的度数依次为：45°-α/2、135°-α/2、225°-α/2、315°-α/2。

测量塔基断面时除测量 4 个塔腿方向外，还要关注塔腿保护范围内的最低点。 

 

图 1 塔基断面定向与分腿示意图 

6.1.4 塔位地形图可用于塔位征地赔偿估算。自立塔塔位除平地外，应按设计人员现场要求

的范围进行施测塔位地形图。测量塔基地形图时，塔腿中心和保护范围附近应重点测量，尽

可能反映塔腿附近的真实地貌。塔位地形图测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工程测量

技术规程》 DL/T 500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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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地下管线探测 

6.2.1  常规架空输电线路管线测绘是指一般情况下，架空输电线路不进行管线探测工作，对

于确实有地下管线影响的区域，如果设计有明确的要求，则针对地下管线进行一定的测绘工

作。一般的工作内容包括配合设计进行塔基附近地下管线资料的收集，分析管线资料的可用

性并将管线资料绘制到基础地形图上，表示地下管线和塔基的位置关系。确实有需要的情况

下，会在现场测量地下管线明显地物，包括各种工作井、警示标志的坐标测量，推测地下管

线走向，并在地形图或平断面图上绘制。常规情况下，架空输电线路的管线测绘不涉及地下

管线深度、走向的探测。 

在敏感区或地下管线密集地带，业主有单独委托或者设计有明确要求进行专项探测的情

况下，应进行专项架空输电线路管线探测，主要对塔基附近的地下管线进行详细探测。 

6.2.2  敏感区是指以下几种区域： 

1 塔基附近存在敏感管线，如军用光缆、110kV 及以上等级电压电缆、燃气管和城区主

污水管等重要地下管线，且设计要求查明敏感管线时，塔基附近的敏感管线所在区域； 

2 拟布置基础侵入现有地下管线的安全区域范围，设计要求查明所涉及的地下管线时，

地下管线所在的区域。 

3 架空输电线路位于城市地下管线密集区，现有资料无法满足初步设计阶段排杆要求时，

设计专项委托沿线进行探测的情况下，沿线区域均为敏感区。 

6.2.4 地下管线探测应采用现行的国家坐标和高程系统，在因特殊情况下采用了工程坐标系，

需建立联系，保证测绘成果能够共享、持续使用或具有可比性。 

6.2.6  地下管线探测在精度上主要分明显管线点和隐蔽管线点，明显管线点主要通过测量的

手段获取其位置和埋深，隐蔽管线点通过探测获取平面位置和埋深，实际作业精度差别较大，

需分别对其进行精度要求。 

6.3 房屋分布图调查测量 

6.3.3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房屋面积统计时应尽量准确，楼层统计

精确到 0.5 层。 

6.3.4  由于电气安全距离要求不同，在统计跨越尖顶房（屋顶无人活动）和平顶房（屋顶有

人活动）时应包含屋顶形式，并录入房屋分布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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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由于数字摄影测量及 33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勘测标准测量等方法在测量房屋时

会有盲区，造成与房屋调查的数据不符，如果二者点位误差超过 0.1m 时，应以房屋调查的

数据为准。 

6.4 土石方测量 

6.4.1  土石方测量是对导线（包括杆塔横担）对地安全距离不满足要求的带状区域进行测量。

根据开方区域的不同，分为中线、边线和危险点开方。相应的测量内容为地形测量与断面测

量。当开方区域较小或地形简单，需要几条横断面进行统计时，应对横断面进行断面测量；

当开方区域较大或地形复杂时，需要进行地形测量。 

6.4.5 土石方测量可采用方格网法或三角网法。其中，方格网法是按照计算范围将场地划分

为一定间距的方格，从地形图或实测得到每个方格角点的高程，对每个格网面按四角高程取

平均值计算土方，各方格土方量之和为总土方量；三角网法是利用实测地形碎部点、特征点

进行三角构网，对计算区域按三棱柱法计算土方。它是直接利用野外实测的地形特征点(离

散点)构造出邻接的三角形，组成不规则三角网结构。 

6.5 林木分布调查测量 

6.5.3 珍稀名贵树木是由管理部门确定的有特殊保护意义的树木，应准确调查其范围和高度，

并在图上特殊标注。 

6.6 水文测量 

6.6.4 河床横断面测量包括水上部分和水下部分，测点应布设在地形的转折点处。纵断面测

量，水文测站地形测量、洪水调查、河流主槽的河底高程和水面曲线发生较大变化时均应进

行纵断面测量。 

6.6.5 比降是指任意两端点间的高程差与两点间的水平距离之比。比降观测包括航道全线的

比降观测和滩险加密比降观测，滩险加密比降观测须与附近的全线基本水尺进行同步联测，

比降观测设置的水尺数量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全线比降观测可分段实施，须有一定数量

的公共点观测，全线基本水尺每次观测时长不少于 72h，每整小时观测 1 次，部分基本水尺

还须进行中、洪水期同步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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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运行维护测量 

6.7.4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运行规程》 DL/T 741 的规定，净空安全距离的计

算应根据导线运行温度 40℃（若导线按允许温度 80℃设计时，导线运行温度取 50℃）情

况或覆冰无风情况求得的最大弧垂计算垂直距离。导线对地面、建（构）筑物、林木、铁路、

公路、河流、管道、索道及各种架空线路的安全距离要求应执行上述规程的规定。 

6.7.6 送电线路巡视检查是为了经常掌握线路的运行状况，及时发现线路本体、附属设施以

及线路保护区出现的缺陷或隐患，近距离对线路进行观测、检查、记录的工作，并为线路检

修、维护及状态评价（评估）等提供依据。 

6.8 安全监测 

6.8.1  送电线路安全监测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有效的监测手段获取能反映线路在静荷载或动

荷载及环境影响下的变形程度或变形趋势，以及判断该变形量是否威胁到线路的运行安全。

本条规定了安全监测前应搜集的资料内容。 

6.9 林木勘查 

6.9.1~6.9.2 林木勘查主要任务为查清建设项目拟使用林地现状，科学分析建设项目拟使用林

地可行性，为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审批和监督管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提供依据。编制依据

为： 

1 国家和地方颁布和出台的有关林地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 建设项目有关批准文件； 

3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空间规划； 

4相关的行业发展规划、技术标准及产业政策； 

5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林业专业调查的技术规程。 

林木勘查前应充分了解当地相关规定，收集相应资料和数据，包括森林资源规划、林地

权属、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及勘测设计数据等相关资料。 

6.9.3 应通过空间位置分析项目区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世界

自然遗产地、重要水源保护地、沿海基干林带等重点生态区域、城市规划区等范围的位置关

系。使用林地区划采用空间叠加分析的方法，将建设项目使用土地范围红线叠加到林地“一

张图”上，形成拟使用林地的范围和使用林地地块界线，按顺序编号，并抄录林地“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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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小班号。 

6.9.4 林地范围应顺序编号并标注土地类别，土地类别宜划分到二级地类，即有林地、疏林

地、灌木林地、未成林地、苗圃地、无立木林地、宜林地和林业辅助生产用地等 8 类。 

6.9.10 林木勘查成果主要包括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附件包括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现

状调查表、项目变更使用林地等。 

使用林木统计表主要包括：项目使用林地按使用林地类型面积蓄积统计表、项目使用林

地按地类面积蓄积统计表、项目使用林地按森林类别面积蓄积统计表、项目使用林地按林地

保护等级面积统计表、项目使用林地分森林类别按地类面积统计表、项目使用重点生态区域

林地面积统计表、项目使用林地森林植被恢复费测算表等。 

报告涉及的图件主要包括项目地理位置图、建设内容布局图、拟使用林地范围与重点生

态区域等的关系图、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现状图、项目区遥感图像等。 

林木勘查成果在实地调查完成后 12 个月内有效，期间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对使用

林地的标准、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重新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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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7.1 可行性研究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7.1.2  通过对所搜集资料的分析研究，初步判断影响线路路径方案的因素与其影响程度，为

工程设计提出具体建议。 

7.1.3  通过分析与研究，若存在影响路径方案通过的颠覆性因素，或工程治理的费用不可接

受时，应提出线路拟选路径需要避绕的地段。在存在暂时不易确定的影响因素时，应提出下

一阶段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工作内容。 

7.1.4  岩土勘测成果 

1 由于地区资料丰富程度不同，可取得资料的难易程度不同，不同工程在本阶段所获得

的资料也就不齐全。但目的是通过地形地貌特点、地质构造背景的分析研究，确定需要重点

了解的内容，排除对线路工程具有颠覆性影响的因素，如大的采空区，大的矿产压覆区等，

滑坡群发育区；对影响范围比较小、影响范围或影响作用不确定的，可建议下一阶段重点关

注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2  由于本阶段线路路径方案没有确定，因此，宜通过踏勘及搜集资料分段分析评价区

域内岩土分布特点，地下水位埋藏条件、特殊岩土分布范围与特征、岩土工程性质与岩土参

数。 

7.2  初步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7.2.2  所搜集的区域地质资料，是为了了解区域地质构造背景，对地层与矿产分布有一个概

略性的认识。通过这些资料可了解到区域构造的展布、基岩的分布范围与岩石类型、第四系

分布范围与大致厚度；进而了解到区域范围内可能存在的矿产资源种类与分布范围。通过矿

产资源分布图可较为准确地了解各种矿产资源分布的具体位置，便于选择路径时参考。一般

情况下搜集到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即可满足工程要求，在特别复杂的条件下，宜搜集省或

地区的地震区划图。地质灾害方面的资料，可到工程项目所在地省市的政府相关部门搜集。 

7.2.3  卫星遥感区别于航空遥感的在于卫星遥感波谱信息丰富，包含许多不可见光波段的信

息内容。通过利用卫星遥感解译工作成果，可以直观地进行地形地貌分段，根据解译出的地

质信息分段，即根据基岩条件、岩土条件进行分段。根据解译成果指导现场调查与验证工作，

也能为下一阶段的现场勘测工作提供参考。 



·117· 
 

7.2.4  现场调查工作，宜在搜集资料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卫星遥感解译成果进行。对

现场需要重点调查了解的工作内容，应做到有针对性，减少盲目性。现场对沿线岩土分布、

地下水埋深应作为重点调查内容，在基础埋深范围内存在地下水，对基础选型、基础造价与

施工方法影响很大，应详细进行调查，详细分段，并与遥感解译成果进行比较。对遥感解译

中的基岩埋藏浅地段与岩土条件较差地段，宜进行必要的现场验证。 

7.2.5  重要的跨越塔与重点地段，其基础形式的改变对工程方案及工程造价的影响很大，因

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所搜集的资料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宜进行必要的现场勘测工作，

避免因此而影响整个工程。 

7.2.6 对岩土工程资料较为缺乏的地区，仅靠现场调查，很难满足设计对岩土勘测工作的严

格要求，宜进行必要的勘测工作，以转角或一定长度路径段（根据对岩土工程条件的判断）

布置一勘测点，进行宏观控制，同时对投资影响较大的其他关键因素如腐蚀性等级、地下水

的影响等宜进行专题评价。 

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地段，因其复杂性，仅进行现场调查不一定能满足工程的要求，而

其条件又可能成为决定一个方案是否可行的关键。在这种条件下，就应进行必要的现场调查

与勘测工作，排除影响方案可行性的颠覆性因素。如果不是影响到方案整体的可行性，而仅

影响到具体塔位，则可在下一阶段解决，或对这地段提前定位，在本阶段予以解决。 

7.2.8  岩土工程勘测成果 

1 工程概况介绍，包括工程的目的、工程规划、线路起迄地点、途径地区；勘测工程概

况，包括工作日期、工作方法、使用勘测设备、工作量以及参加的工作人员等。 

2 沿线路路径应根据地形地貌特征、岩土分布特点进行分段，详细介绍各段的地形地貌、

岩土种类及分布、地下水埋藏条件、不良地质作用、地震动等；对于特殊地区如盐渍土分布

区应选取代表性地段采取地下水和地基土进行腐蚀性试验，确定腐蚀性等级及范围，土壤电

阻率必要时宜进行实测提供，沿途矿产分布情况。 

3 根据工程需要，提出基础设计所需要的岩土参数，如基础持力层、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桩端持力层、端阻力与侧阻力标准值（qpk、qsik）、土的重度及土的抗剪强度等指标（γ、

c、ψ）。 

4 根据每一段的岩土工程条件、地下水埋藏条件、杆塔类型与荷重条件，推荐经济合理

的基础形式，本着“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科学可靠”的原则进行推荐。应注意环境保护对施

工工艺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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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存在比选路径方案时，应对不同的路径从岩土工程专业进行比较，提出推荐路径。

如存在岩土条件极差的地段或限制地段，应提出避绕的建议。 

6 根据本阶段的研究成果，提出下一阶段应重点进行勘测的地段；对特殊的岩土条件或

推荐的基础形式，提出下一阶段宜采用的勘测方法。 

在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在进行的专门调查与评价时，应根据工作内容编制研究

或评价报告，并附相应的各种图件。 

7.3 施工图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7.3.1  施工图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应查明各塔位的地质条件，提供岩土工程勘测资料。勘

测任务书和标有线路路径方案的地形图或航片、卫片是开展岩土工程勘测工作的依据，可指

导塔位勘测和勘测方案的布置。前期的勘测报告、专题研究报告等，对开展施工图设计阶段

岩土工程勘测具有导向性作用。 

7.3.2  前期勘测成果包括可行性研究阶段及初步设计阶段岩土勘测报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报告、压覆矿产评估报告等。结合线路塔型和主要基础形式指导布置勘测工作量，确定勘

探深度。 

1 架空送电线路呈“线”状布置，沿线的岩土性质、地下水条件等存在差异，通过工程地

质调查，搜集地质资料，采用现场踏勘与勘探结合的勘测方法，查明线路沿线的工程地质和

环境地质条件等。 

2  架空送电线路的转角塔、耐张塔、终端塔、跨越塔承受较大的水平荷载，应逐级进

行勘探。由于勘探点间距大，为验证野外鉴定的准确性和获得必要的岩土参数，可考虑采集

适量的土试样。 

3  架空送电线路的塔位属自立式铁塔，荷载较小，受力方式为受压、上拔和抗倾覆，

其中上拔是主要计算对象，可不进行地基变形验算，勘探深度达到基础底面以下 0.5 倍～1.0

倍基础宽度可满足上拔计算要求。 

4  地下水对工程造价影响较大，混凝土的耐久性涉及到抗腐蚀混凝土的等级和型号。 

7.3.3  山地丘陵区勘测 

1 山地丘陵区的输电线路勘测，应针对塔位场地稳定性这一关键问题开展工作，充分采

用工程地质调查方法，以定性评价为主，选择确定稳定的地段布置塔位。对覆盖层较厚，地

形条件差，环境影响因素复杂的地段，工程地质调查不能满足要求时，可因地制宜地采取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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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探、触探、轻型钻探等适量勘探、测试、物探工作。 

基岩裸露和覆盖层较薄时，需对岩性、产状、裂隙发育程度、坚硬程度及风化程度进行

鉴别判定，并结合可能采用的锚杆等基础形式，勘测内容及深度应满足基础设计的需要。当

覆盖层厚度较大时，需结合现场条件，参照平原区的勘测和评价方法执行。 

深切峡谷区，通常地形及交通条件差，一般不具备钻探作业条件，工程地质调查及遥感

是最适合的勘测手段，并要充分利用其它工程建设项目的勘测设计、专项勘测或评估等资料，

避让不良地质及潜在的不稳定斜坡，选择稳定可靠的塔位。 

2 山区输电线塔基基础或塔位边坡的变形失稳时有发生，影响因素极为复杂，塔位场地

的稳定是山区线路的关键问题，勘测工作应以塔位的稳定性评价及合理选择为主，在适当考

虑降雨、地震、冲刷、陡崖、边坡及冲沟等自然演变、可能的人为活动等因素影响情况下，

预测塔位场地稳定性的变化。 

根据工程实践，本条列举了一些容易出现塔位失稳的地段，建议避开。 

3 斜坡山麓地段、山前冲洪积地段、坡脚崩坡堆积物区域，可能存在孔隙型地下水，并

多以上层滞水形式存在，少数情况下，也可能有基岩裂隙水存在。勘测过程中，应结合地形

地貌，水文地质条件，采用工程地质调查（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且对基础影响很大时，可结合

钻探），基本查明地下水类型、地下水水位及其动态变化幅度，提出设计施工中应注意的问

题，如基础选择、开挖支护措施、降排水措施等，并结合场地环境类型、地层渗透性等，评

价水（土）的腐蚀性，必要时选择代表性水土试样进行腐蚀性试验。 

7.3.4  戈壁沙漠区勘测 

1  戈壁沙漠区查明地基条件的方法和手段与平原河谷区类似，唯一区别就是戈壁沙漠

区缺水，从而限制了工程钻探的适用性，可更多地采用动力触探、静力触探等原位测试方法

和探井。 

2 戈壁沙漠地区地区勘测主要问题，首先是地层定名及分层，一般，同时期形成的地层

颗粒分布主要是细颗粒在上部,粗颗粒在下部，而对于戈壁地区，由于其气候干燥，常年风

大，地表细颗粒多被风刮走，剩下粗颗粒土层覆盖于地表。勘测期间，其地表粗颗粒土层厚

度往往较薄，一般在几到几十厘米，而下部多为粉细砂、粉土为主的细颗粒土层。因此，针

对戈壁地区地表覆盖较多粗颗粒土层的特点，在勘探过程中，钻机往往采用反循环法进行钻

探，在钻探过程中由于水流的冲刷，将下部土层的细颗粒部分冲刷掉，剩下的为粗颗粒，最

后易导致土层定名及分层的错误； 

其次，土的含盐量及腐蚀性，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域广阔，气候变化大，在不同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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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存在成因明显不同的含盐土，可溶盐一般富集于土体地表附近，腐蚀、盐胀、溶陷等工程

特性易受气候、地下水变化影响； 

第三，盐胶结，盐胶结是一种特殊的胶结类型，戈壁特殊的自然气候条件形成了盐胶结

层胶结程度好，土体坚硬，常规挖掘机难以开挖，需借助液压冲击镐开挖。在以往新疆地区

架空送电工程，存在将胶结成度中等以上的含盐土层按照软质岩施工及计列费用的情况，易

引发勘测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的争议。建议勘测中对针对盐胶结土层，胶结程度应有准确的

分类，并适当提高其岩土工程分级。 

7.3.5   

1 岩土勘测报告中所附的图件与图表应满足勘测任务的要求。 

6 在条件较为复杂的工程中，可进行了专题研究与评价工作，并根据研究工作的内容与

要求，提供专题研究报告及相关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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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岩土工程勘测方法 

8.1  遥感解译 

8.1.1 条文中根据输电线路特点，规定了三类适宜采用遥感技术的地区： 

1 对于地形复杂、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等地面调查难以进行的地区，采用遥感技术可不

受地形、环境、交通等条件的制约。 

2 大江、大河地区一般均被第四系和地表水覆盖，很难查明下伏地层及地质构造情况。

采用地面调查、物探或钻探方法工作量大成本高，且有错判的可能。而采用遥感技术则可以

对大江、大河地区的地质情况有一个宏观把握，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地面调查和勘探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河网密布、河流变迁频繁的地区尽管地形平坦，但地面调查对密布的河网及

河流的变迁过程难以查明，而这一现象在遥感图像上具有良好的解译效果，通过多时相分析，

可以了解河流变迁的历史及其发展趋势。 

3  地质灾害发育地区线路路径通道狭窄，塔位成立困难，地质条件复杂，各种地质信

息丰富，地面调查或勘探布置缺少宏观概念，各种地质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很难查明，而

在遥感图像上各种地质信息一目了然，岩土工程勘测采用遥感技术可以很好地指导地面调查，

使其更有针对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有利于综合分析。 

8.1.2 通过遥感技术手段，查明输电线路路径内岩土工程条件，从地质学的角度，特别是从

构造、不良地质与特殊性岩土等角度，对线路路径方案进行综合分析，为路径方案优化和塔

位选择提供依据。 

8.1.3 输电线路工程地质遥感资料主要来源于卫星遥感和航空遥感两个方面，考虑到近些年

航空遥感技术发展较快，大多设计院均能通过无人机操作获得较新的航空遥感资料，分辨率

高，对地面的形态反映较好，故推荐以航片解译为主。高分辨率遥感卫片适合风沙、岩溶、

库区塌岸等不良地质作用的解译，与数字高程模型叠加的立体解译适合滑坡、泥石流等具有

空间立体特征的不良地质的解译。 

8.1.4 可行性研究阶段和初步设计研究阶段，遥感解译工作主要为路径选择提供依据，查明

线路走廊内有无影响路径方案成立的不良地质作用，为优化提供依据。施工图设计阶段遥感

解译工作主要针对地质条件复杂地段的具体塔位展开排查工作，选择场地稳定的塔位。 

8.1.5  遥感可以宏观、全面、动态地获取某一区域的地质信息，但由于受视域和覆盖等因素

的影响，所反映的信息与真实地质体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在遥感技术的使用过程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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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其他勘测方法配合，相互印证，互为补充，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解译成果。 

8.2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 

8.2.1  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地质调查前宜先搜集相关资料，如区域地质、矿产资源、水文地

质资料、地灾、气象、地震资料等，分析沿线的大致工程地质条件，明确野外踏勘调查的工

作重点和主要路段，作为野外作业的依据。通过调查初步判断下阶段勘测可采用的手段和相

应的机械设备，推荐可行的杆塔基础形式。 

8.2.3  施工图设计阶段，主要是针对塔位开展调查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场地的地质条

件，有侧重地进行调查。首先明确塔位所在场地是否受不良地质作用及地质灾害的影响。其

次才是塔位岩土构成。对于基岩裸露的塔位，应描述其岩性、产状、结构构造，并应对岩体

风化程度与岩体结构进行分类。 

8.3  勘探与测试 

8.3.1~ 8.3.3 

1 根据前期的勘测资料与成果，结合设计的具体要求，选择合适的勘测方法与勘测手段，

确定勘测工作内容与勘探深度。在现场情况没有大的变化时，应按照勘测要求开展工作。如

果现场情况出现较大的变化，应根据实际条件进行必要的调整。 

2 关于勘探点深度，一般杆塔基不仅是受压，更主要是考虑上拔和倾覆这一特性。转角、

终端杆塔要考虑软弱地基变形影响。 

3 同塔多回由于杆塔的重要性增加，基础荷重比较大，侧向拉力增加，在这种情况下，

勘探点的数量与勘探深度均宜有所增加，甚至选择的基础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勘测过程中

应给予高度重视。 

4  输电线路不同于场、站的显著特点就是它是点状分布，塔基间隔远，跨越的地貌单元

较多，因此选择勘探方法应遵循轻便、适宜、快捷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尽量选择轻便勘探手

段查明覆盖层的厚度及工程性能，轻便勘探设备包括螺纹钻、洛阳铲、背包钻等。 

山区多以坑探为主，查清覆盖层厚度，平原河谷区多以钻探为主，查清岩土层的分布特

征。 

5  行业标准 DL/T 5096 对钻进、测试、取样深度和岩芯的量测、水位的量测、回次进尺、

钻探现场记录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本规程需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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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坑探开挖作业应有安全措施，开挖弃土应堆放在坑壁边沿 1.5m 以外，堆土点外围应

设置安全围护设施，并有安全警示标识。探坑应及时回填。 

7  在江湖河海防汛堤岸地段进行钻探工作时，要高度重视钻孔的回填夯实工作。因回填

封孔不严，造成汛期时钻孔渗水、涌水、涌砂现象时有发生，给堤岸安全带来隐患，因此回

填工作一定要满足防汛部门的相关规定。 

8.3.4 原位测试 

1  我国地域辽阔，在选择原位测试项目和方法时，除应考虑勘察目的、岩土特性和工

程要求等因素外，主要还应考虑地区经验的成熟程度，在有成熟地区经验的地区，可以原位

测试为主。在线路岩土工程勘测中，原位测试是十分重要的手段，在探测地层分布，测定岩

土特性，确定地基承载力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优点。原位测试的适用条件和应用范围详见下

表。 

表 1 原位测试的适用条件和应用范围表 

测试方法 适用条件 测试目的及应用范围 

静力触探试验 黏性土、粉土及砂土 划分土层、判别土层类别、查明土层均匀性及砂

土密度；评价地基土承载力及压缩模量；选择桩

基持力层、预估沉桩可能性和单桩承载力；检验

填土质量和地基处理效果；判别地震液化势等。 

圆锥

动力 

触探

试验 

轻型 一般粘性土、粉土及

其组成的素填土 

查明土的均匀程度，确定地基承载力。 

重型 中、粗、砾砂及碎石

土 

进行力学分层，确定地基土承载力及碎石土压缩

模量参考值，确定桩基持力层，预估沉桩可能性

和单桩承载力等。 

超重型 碎石土 评价地基承载力，预估单桩承载力等。 

标准贯入试验 黏性土、粉土及砂土 判别砂土密度，评价饱和砂土、粉土的地震液化；

确定地基承载力和压缩模量；预估沉桩可能性和

单桩承载力等。 

十字板剪切试验 软土 测定不排水条件下的抗剪强度和土体破坏后的

残余强度，确定土的灵敏度等。 

2  由于线路工程中钻探取样较少，因此一般需在钻探过程中对重要土层进行标准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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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圆锥动力触探试验等，评价岩土的工程特性。 

3  静力触探试验的使用，同一地貌单元内可在不同塔基之间与钻探等交叉使用，重要

的塔基，如耐张转角塔、跨越塔等，可以在同一塔位的不同塔腿与钻探配合布置，一方面可

以提高资料的准确性，资料可以相互验证，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工效。 

4  各种原位测试所得的试验数据，造成误差的因素也是较为复杂的，分析原位测试成

果资料，应注意仪器设备、试验条件、试验方法、操作技能、土层差异性等对试验结果的影

响，剔除异常数据，提高测试数据精度。静力触探和圆锥动力触探，在软硬地层的界面上有

超前和滞后效应，应予以注意。 

8.4  工程物探 

8.4.1  工程物探在线路工程中广泛应用，对查明隐伏岩溶、坑洞、基岩面、风化带、断裂及

破碎带、滑动面、地层结构等地质界面，工程物探勘测优势明显。 

8.4.2~8.4.3  物探方法的采用，需考虑所要探查的地质条件的特性、环境条件以及与该方法

的原理是否具有吻合性，同时要考虑场地作业条件、干扰条件和地形起伏的影响。鉴于物探

是一种间接性的勘探方法，应与工程地质调查、钻探、坑探方法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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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复杂地质条件岩土工程勘测 

9.1  特殊岩土勘测 

9.1.1 湿陷性黄土 

1  湿陷性黄土地区的勘测一般不进行专门的湿陷性黄土特性研究，而以调查为主，初

步掌握沿线分布湿陷性黄土的特征，并应尽量利用已有资料，借鉴当地建筑经验。当缺乏资

料时，取适量的代表性土样试验，确定湿陷性指标。 

2 定位勘测阶段，塔位选择应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整体与局部对比分析的原则。 

首先，从宏观上分析山梁的整体稳定性。通过三维立体影像、遥感图片等能反应大范围

地形地貌的图片或图件，观察坡体是否完整、是否有滑坡和大冲沟存在、山梁是否有汇水的

地形、浅层冲沟是否有落水洞发育等。 

其次，从微观上分析塔位附近的地质环境，判断塔位的稳定性。一般采取航片解译或实

地地质调查方法完成，是线路终勘定位阶段最重要的工作。在湿陷性黄土地区，一般考虑以

下几个方面： 

1)  杆塔尽量放在梁顶或放置在缓坡上，一般土坡坡度大于 35°时，不宜布置塔位。 

2)  考虑塔位附近坎高、沟深、洞深及到中心桩（或塔腿中心）的距离，以满足安

全要求为原则； 

3)  对于塔位附近冲沟的发育阶段，一般长有植被的冲沟，多处于老年期，以深大

冲沟为主，继续发育的可能性较小，安全距离可以适当放宽；对于没有植被发育，且正在发

育的冲沟，多处于青年期，以中小冲沟为主，有进一步发育的可能性，应避免在冲沟发育的

方向选择塔位，且需要加大保护距离，一般可考虑 1 倍沟深的安全距离。 

4)  考虑有双沟同源的坡面，判断双沟交汇的可能行，应尽量避免将塔位置于两沟

之间。 

5)  考虑崩塌与塔腿的位置，塔腿应尽量放在陡坎下部或陡坎间宽大的平台上，必

要时，可建议结构专业采取适当的清除、支挡及拦截等工程处理措施。 

6)  对于沿山脚或山麓走线的塔位，应避免在沟口立塔，在沟侧立塔时需要考虑适

当的防冲措施。 

7)  考虑塔位附近落水洞、暗穴的发育情况。当对塔位稳定性有影响时，应建议夯

实分层夯实回填结合地表排水措施处理，但位于洞穴连通通道的塔位，不应采取夯实回填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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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宜采取避让措施。 

3 工作量布置应根据电压等级、不同的地貌单元进行布置。勘探点应布置在塔位中心、

塔腿位置或其它不影响后续基础施工的位置。勘探点的深度，应根据湿陷性黄土层的厚度和

基础埋深确定，应有一定数量的勘探点穿透湿陷性黄土层。 

4  土进行试验时，应优先考虑探井中取样，竖向间距宜为 1.0m，20m 以下可为 1.5m，

土样直径不宜小于 120mm；在钻孔中取样，应严格按钻孔内采取不扰动土样操作要求执行，

不扰动土样须保持其天然结构、密度、湿度。探井的深度宜穿透湿陷性黄土层。对大厚度湿

陷性黄土，每个地貌单元穿透湿陷性黄土层的探井不应少于 2 个。 

9.1.2  多年冻土 

1  根据送电线路工程特点，采用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方法划分多年冻土区段，既可配

合路径方案选择，提出塔位布置的建议，也可指导勘探工作的布置。 

在多年冻土区勘测时，可根据勘测阶段、多年冻土的工程地质条件及需要查明的冻土工

程地质问题选择适宜的勘测方法。 

2  多年冻土区勘测不同于一般常规勘测，工作中除进行常规勘测外，尚应查明与冻土

相关的气候、气象、环境、生态、人类活动等方面的影响，重点查明多年冻土的类型、厚度、

地温、多年冻土上限和下限、水文地质条件、冻土现象等内容。多年冻土复杂场地或资料空

白地区，可采取代表性多年冻土试样进行室内土工试验。 

3 提供设计所需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和热物理指标，分析预测在施工期、运营期多年冻

土地基的稳定性，推荐最佳路径设计方案和稳定的地段。 

4  根据多年冻土的类型、分布范围、地温、多年冻土上限和下限、水文地质条件、冻

土现象及植被发育情况、人类活动影响等因素，考虑送电线路工程建设的难易程度（高海拔

的青藏高原交通不便、空气稀薄、气候多变、环境极其恶劣），结合已建工程勘测经验、相

关科研成果和送电线路工程运营期维护的生产经验，塔位宜布置在地温低、含冰量少、基岩

埋藏浅等地段的塔位受冻害影响相对较小，对塔位稳定相对有利。 

5  根据多年冻土区送电线路工程勘测经验，冻土地基中的饱冰冻土、含土冰层等工程

处理措施费用高且不稳定；冰丘、热融湖塘、融冻泥流、热融滑塌等地带的融化和冻结对塔

位危害大，建议避开。 

9.1.3 软土 

1  由于软土具有天然含水量大、压缩性高、承载能力低的特点，因此，应根据它的强

度和变形特征，做出岩土工程评价，确定基础类型和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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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土一般灵敏度较高，不扰动土样不易取得，即使取得后也不易保存和运输，因此勘

探宜采用静力触探、十字板等原位测试手段，辅以钻探取样。这样可以获得较可靠的土性参

数，提高勘测工作的准确性。考虑到许多大面积分布的软土性质变化不大，而且已有资料也

比较丰富，因此，在勘测中应充分利用已有资料。对资料缺乏地区，可间隔 2～3 基布置一

个勘探点，对重要跨越塔、转角塔和耐张塔应逐基布置勘探点。 

3  杆塔地基土的均匀性很重要，如果在受力层范围内，软土与基岩面或硬土层接触面

倾斜角度较大，应防止受力后产生滑移和不均匀变形，影响塔基的稳定。 

9.1.4 膨胀土 

1  膨胀土是指土中黏粒成分主要由亲水性矿物组成，同时具有显著的吸水膨胀和失水

收缩两种变形特性的黏性土。 

膨胀土的野外特征： 

1)  一般分布于二级及二级以上的阶地、山前丘陵和盆地边缘，呈垄岗与浅而宽的沟谷，

地形平缓开阔，无明显的自然沟坎。 

2)  多呈灰白、灰绿、棕、褐黄、灰黄色等，坚硬~硬塑状态，结构致密，裂隙发育，

方向不规则，裂口光滑。 

3)  当出现临空面时，处于边坡地段的土层常易出现浅层滑坡。 

4)  土中水分增加时，土体软化膨胀，而水分减少时，土体收缩并开裂，易导致与其接

触的建筑物产生开裂、破坏。 

5)  大气影响深度数值一般采用当地经验值，在无法得到经验值的地区，可通过搜集当

地气象资料确定。 

3  已有资料表明，坡地膨胀岩土的问题要比平坦场地复杂，选择塔位时要特别注意塔

位及附近的微地貌形态。 

4 膨胀土的评价是建立在已获得的勘测成果的基础上。勘测成果不仅要反映岩土的常规

物理力学性质，而且还需评价膨胀特性指标。勘测报告宜提出基坑开挖注意事项，如施工过

程中基坑不得暴晒或泡水。地基基础工程避开雨天施工。雨季施工时，应采取防水措施。 

9.1.5 红黏土 

1  本条明确了线路工程中红黏土主要勘测手段、方法，并要注意不均匀地基情况下，

勘探孔应进入稳定基岩一定深度，以便进行地基的不均一性和稳定性评价。 

2  结合红黏土及线路杆塔基础特性，本条列出了红黏土分布区线路勘测的主要内容，

一般情况下，红黏土地段的塔位勘测可与岩溶勘测结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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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黏土具有垂直方向状态变化大、水平方向厚度变化大的特点，且底部多常有软弱土

层分布，下伏基岩的起伏也较大，故需重点关注其差异变化和地基的均匀性。 

厚度较大的红黏土常伴有土洞和裂缝，查明土洞的分布、规模、成因，分析评价其对

地基稳定性的影响，并予以处理，如避让、填塞等；查明地裂的分布、发育特征、成因，土

体结构特征，土体中裂隙的密度、深度、延展方向及发育规律，特别对塔位场地外侧倾斜或

有临空面等情况时，分析评价其对地基稳定性及力学性能的影响，并予以处理，如避让、灌

浆封闭等。 

受胀缩性及裂缝的影响，红黏土中可能存在网状裂隙水，虽然该含水层很不稳定，一般

无统一水位，水量不大，且多以上层滞水或潜水形式存在，但在低洼、汇水地形等条件下，

仍要注意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分布、动态，分析其与红黏土状态垂向分带的关系及对地基稳定

性的影响。 

大气影响急剧层的深度一般采用当地经验值，在无法取得经验值的地区，可通过搜集

当地气象资料确定。 

3  红黏土状态和厚度变化大、上硬下软、裂隙发育、对气候环境变化敏感、地基均匀

性差别大是其显著特点，线路经过红黏土地区时，杆塔基础的处理原则是尽量消除地基不均

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山顶、山脊或较陡斜坡上的塔位，红黏土厚度一般较小，可以将基础直接置于基岩，保

证地基均匀；坡麓地带、盆地边缘、缓坡等红黏土较厚地段，且当下伏基岩起伏剧烈，为土

岩组合地基时，可采用砂石褥垫层或换填等方式处理；当红黏土中发育土洞时，可采用灌填、

梁板跨越等方式处理。 

9.1.6 填土 

1 填土是人工活动堆积而形成的土，一般分为杂填土、素填土及冲填土。 

2 在大多数情况下，未经压实或未进行回填质量控制的填土不宜作为建筑物的地基使用，

因此，勘测中应重点调查填土的主要成分、回填方式、堆积年限及原始地表形态，结合钻探、

原位测试等综合手段，作出评价，提出处理意见。 

3 规定了填土区不宜立塔的几种情况。 

4 填土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填土的成分、分布、堆积年代及填土的均匀性、压缩性和密实度。 

2)对堆积年限较长的素填土、冲填土及由建筑垃圾和性能稳定的工业废料组成的杂

填土，当均匀和较密实时可作为天然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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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填土底面的天然坡度大于 20%时，应验算其稳定性。 

9.1.7 风化岩与残积土 

1  对于 220kV 及以下架空线路工程，风化岩与残积土地段一般采用天然地基，勘测工

作可采用工程地质调查、工程物探、坑（槽）探等方法完成。 

2 风化岩与残积土地段，应着重查明岩土的均匀性及球状风化体或孤石的分布等，依据

塔型和基础形式确定勘测深度。 

3 残积土和易风化的泥岩类软质岩石遇水工程性质变差，对基础影响大，应提出施工建

议。 

9.1.8 盐渍土 

1 岩土中易溶盐含量大于 0.3%，并具有溶陷、盐胀、腐蚀等工程特性时，应判定为盐

渍岩土。盐渍土一般分布在地势较低，且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段，如内陆洼地，盐湖和河流两

岸的漫滩，低阶地、牛轭湖以及三角洲洼地、山涧洼地等地段，根据土中含盐量的百分比，

可分为弱盐渍土、中等盐渍土和强盐渍土。 

2 盐渍土的厚度不大，一般为地表下 1.5m~4.0m，因此勘测深度 3m~5m 就可基本满足

盐渍土含盐特性的分析。 

3  盐渍土的腐蚀性判定应按现行《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9.1.9 混合土 

3  混合土在山区线路工程中较为常见，混合土的成因类型主要有坡积、洪积和冰水堆

积等类型。利用混合土作为地基土时应考虑成因类型、下卧层性质和产状，分析判断地基的

整体稳定性，对于可能产生不稳定的地段提出避绕建议。 

9.1.10 污染土 

1 污染土勘测应以现场调查为主，搜集污染源、污染史等相关背景资料。重点调查污染

土强度、污染土和水对建筑材料腐蚀程度等。 

9.2  特殊地质条件勘测 

9.2.1 岩溶 

1 本条明确了线路岩溶勘测的手段和方法。 

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岩溶区采用多种方法综合勘探效果较好，各种方法可以互为补充。

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及初设阶段，主要采用搜集资料、工程地质调查、物探等方法；施工

图设计阶段，可根据具体塔位实际情况采取物探、钻探、触探、坑槽探、井探、取样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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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满足杆塔岩溶地基评价及地基处理的要求。 

2 本条明确了线路勘测主要工作内容。岩溶既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自然现象，也是一种非

常复杂的不良地质作用，宏观上有一定的发育规律，但在具体场地上，其分布和形态则是无

规律的，具有天然复杂的属性。 

岩溶区的送电线路岩土工程勘测，应重视工程地质研究，工作程序上坚持以工程地质调

查为先导，遵循从面到线再到点，先地表后地下，先定性后定量，先控制后一般，先疏后密

的原则。首先要重视工程所在区域或地段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气象条件等的研究，研判所

收集的地形图、地质图、遥感资料、其它工程、水文气象资料等，形成宏观上的总体判断，

优化好路径，尽量避开特别复杂及岩溶强烈发育区段，减少后期处理费用。具体塔位选择时，

当工程地质调查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综合性的勘测手段，如物探、钻探、触探、坑（槽）

探等，避让大型的难以处理的各种洞穴。 

由于岩溶的天然复杂性及现有勘测手段的局限性，勘测阶段很难将场地的岩溶完全查清，

工程建设中，将岩溶勘测过程适当向后延伸是一种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方法，在岩溶发育强烈

或岩溶条件特殊复杂的区段，工代配合处理开挖揭露的各种岩溶问题或施工勘测是有必要的。 

3 从工程实践角度，本条列出了几种不适合立塔的岩溶地质条件。 

当地表石芽、溶沟、溶槽强烈发育时，基坑开挖后，一方面处理困难，另一方面其处理

费用一般都很高，且对形成的不均匀地基处理不好，很容易留下工程隐患，故不宜立塔。 

浅埋溶洞往往顶部岩体没有足够的支撑厚度，不足以承受塔基传递的荷重；土洞及塌陷

密集区的地质条件复杂，短时间内很难查清，而且对塔位的危害往往是灾难性的，这些地段

不宜设立塔位。 

构造破碎带及断层交汇的地段，岩溶背景条件下，具备良好的构造及水动力交替条件，

岩溶一般强烈发育，岩溶区的这类地段，应予避让。 

当地表及地下水的波动变化，有可能促进岩溶进一步发展，或者引起上覆土层被侵蚀而

产生塌陷，也属于不宜立塔的地段。 

4 大量的工程实践证明，岩溶地基经过恰当的处理后，是可以作为建筑地基的。现在电

力通道日趋紧张，在岩溶地区要完全避开强发育地段也是非常困难的，采取合理可靠的措施

对岩溶地基进行处理并加以利用，更切合当前实际情况。 

影响岩溶稳定性的因素很多，现行勘探手段一般很难查明岩溶特性，目前对岩溶地基稳

定性的评价，仍然以定性和经验为主，定量评价仍处于探索阶段，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

计算边界条件不易明确，计算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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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电线路杆塔基础设计等级一般不高（多为丙级），且荷载相对较小，当地基为下列条

件之一时，可不考虑岩溶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经过简单处理可以作为地基基础持力层； 

1)  基底下土层厚度大于独立基础宽度的 3 倍且不具备形成土洞或其它地面变形

的条件； 

2)  基底下土层厚度小于独立基础宽度的 3 倍且不具备形成土洞或其它地面变形

的条件，但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 

(1)  完整、较完整的坚硬岩、较硬岩地基，节理裂隙不发育，洞体顶板岩石厚度

大于洞的跨度； 

(2)  溶洞、溶隙或岩溶漏斗的堆积物充填密实，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大于 150kPa，

上覆土层均匀且无地下水影响； 

(3)  洞体较小，基础底面大于洞的平面尺寸，并有足够的支承长度，不存在伴生

土洞的形成条件； 

(4)  基础底面存在面积小于基础底面积 25%的垂直洞隙，但基底岩石面积满足上

部荷载要求时。 

9.2.2 滑坡与斜坡 

1 滑坡与斜坡勘测，采用搜集分析资料、遥感解译、测绘及走访当地政府和居民、工程

地质调查等多种方法。 

2 本条规定了线路沿线滑坡与斜坡需查明的主要内容，勘测的重点是评价稳定性。影响

因素主要包括岩土性质、岩层结构和构造、水文地质条件、风化作用、气候条件、地震和人

类活动等。考虑到线路勘测的工作特点，斜坡稳定性分析时可与附近类似地质条件的滑坡进

行工程对比，从其差异性和相似性分析斜坡的稳定性。 

3 本条列举了不宜立塔的几种情况，主要是考虑到这几种情况影响范围大、处理难度高、

费用高、工期较长等缺点，因此建议避让。 

4  在开挖人工边坡时应充分考虑到其实际的工程地质条件，对于岩土的边坡容许坡度

值，应评价削坡后坡脚的稳定性。 

9.2.3 危岩与崩塌 

危岩与崩塌主要是指线路杆塔上游方向存在的有可能对线路安全运营产生威胁的孤石、

滚石及崩塌体。 

危岩与崩塌是高陡山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陡峻地形、地质构造、岩体发育的多组结

构面是内因，地震、水、冰冻、人工诱发等是外因，被结构面切割的岩体（块）在重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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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融雪及降水、冰胀、爆破等诱发作用下，处于不稳定状态或极限平衡状态，威胁电网工

程安全。 

当线路在悬崖峭壁附近立塔，或者在杆塔上游方向存在有孤石、滚石时，应考虑到崩塌

脱落或孤石、滚石对杆塔造成的影响。当遇到强震或人工活动，这种威胁的概率是很大的，

特别是在高烈度地震区。因此，必须通过现场调查，评价线路通过的适宜性，如存在安全问

题应尽量避开。 

危岩与崩塌的勘测应采用现场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方法，调查危岩的位置、形态、大小、

规模等，预测其可能发生的破坏方式；调查崩塌产生的条件、规模、类型、破坏范围、滚石

的落距等。 

危岩与崩塌的分析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危岩与崩塌的地形地质条件、地质构造，危岩的位置、形态、大小、规模、岩性等；

崩塌的大小、规模、范围、类型、崩落方向等； 

2  分析危岩的形成条件、影响因素、稳定性；崩塌的类型、规模、岩体结构面的发育

特征、影响范围； 

3 评价路径方案的适宜性和塔基的安全性与稳定性，预测危岩与崩塌的发展趋势及对塔

位的影响，提出避让或防护处理措施的建议。 

9.2.4 倒石堆 

2  倒石堆是一种倾卸式的急剧堆积，属高山峡谷区发育的重力堆积地貌，其结构松散、

杂乱、多孔隙、大小混杂无层理，倒石堆的勘测主要是查明其堆积方式、形成时间、物质组

成、稳定性等。 

4  倒石堆受地形、岩土组成、融雪、降水及地震等影响，稳定性差，应主要分析评价

倒石堆的稳定性。倒石堆堆积时间长短不同，其稳定性差异很大，对工程建设不利。 

9.2.5 冲沟 

1、2  这两条规定了冲沟勘测的主要工作方法、内容与要求，实际应用时，应依据冲沟

的不同类型，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抓住工作的重点。 

查明冲沟形态、岩土构成、沟内堆积物、植被、坍塌与水土流失情况等冲沟发育特征，

可判定冲沟发育阶段。处于发育阶段的冲沟，沟底纵向坡度较陡，冲沟横断面多呈“V”形，

沟底堆积物较新，无植被发育，沟壁陡立，并有新近期塌滑的痕迹，沟岸的水土流失严重；

处于衰老阶段的稳定冲沟，沟底纵向坡度较缓，冲沟的横断面是“U”形，沟岸平缓稳定，无

新近期塌滑和水土流失现象，植被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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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质冲沟的工作重点是查明沟壁岩体的岩性特征、风化程度、岩体中结构面及坡面的产

状与相互组合关系，以及结构面的充填情况及充填物特征。松散堆积体内的冲沟，工作的主

要内容是查明沟坡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质、沟壁的坡度及其坍塌与冲刷情况。 

4  处于发育阶段的冲沟，其侧向侵蚀和向源、侵蚀作用强，沟壁坍塌严重，沟的宽度

还在继续扩大，因此，冲沟的延伸部位、沟壁附近和冲沟沟口不宜立塔。 

9.2.6 泥石流 

1  泥石流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缺一不可。一是陡峻便于集水、集物的地形；

二是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三是短时间内有大量水的来源。应通过现场调查分析，定性的确定

泥石流的范围。 

3  由于泥石流的规模，线路勘测时只能定性的确定泥石流的发育程度和范围，泥石流

发育的沟谷内、不稳定沟谷岸坡以及泥石流流通区地段不应立塔，应设法避开。 

9.2.7  采空区 

1  煤矿采空区岩土工程勘测应遵循，资料搜集、工程地质调查和测绘为主，物探与地

表变形监测为辅，钻探验证，综合评价的技术路线。 

针对送电线路工程，采空区的勘测手段以搜集资料、调查访问为主，对老采空区和新采

空区，当工程地质调查不能查明采空区的特征时，应辅以适量的物探、钻探等工作。 

通过对采动影响区调查、收资及必要的勘探手段，查明采空区、采动影响区的特征和计

算地表移动的基本参数。老采空区一定要了解地面变形的特征，以便在塔位选择避开非连续

变形区；另外地区防治经验和措施也非常重要。 

由于煤矿在生产和审批过程中都会有详细的设计资料，也会有井下巷道、井上下对照图

和采掘工作面推进图，因此通过搜集资料和调查访问一般就可以查明采空区和计采区的情况；

采用常规勘探手段一是难于查明采空区的情况，二是投入工作量过大费时费力，因此采空区

勘测一般不推荐采用常规勘探手段。 

2  下列因素影响地表变形，因此在勘测阶段应查明： 

1)  矿层因素：矿层埋深越大，地表变形值越小；矿层厚度大，地表的变形值增大；

矿层倾角大，水平移动值增大，地表出现裂缝的可能性增大。 

2)  岩性因素：顶板岩性强度高、厚度大，破坏过程时间长；强度低、分层薄的顶

板岩性常产生大的地面变形，但变形均匀；脆性岩层地表易产生裂缝；岩层软硬相间，接触

关系的变化均会引起地表变形的变化；地表第四系堆积物越厚，地表变形值越大，但变形平

缓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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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造因素：岩层节理裂隙发育，变形加快，增大变形范围,扩大地表裂缝；断

层会破坏地表移动正常规律，断层带上地表变形更加强烈。 

4)  地下水因素：地下水活动会促进变形速度，扩大地表变形范围，增大地表变形

值。 

5)  开采条件因素：矿层开采和顶板处置的方法以及采空区的大小、形状、工作面

的推进速度等，均影响地表变形值、变形速度和变形的形式。 

物探方法主要有电法勘探、电磁法勘探、地震勘探、地质雷达等。物探应进行典型地段

试验，并有相应的验证手段，内容和深度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电力工程物探技术规程》

DL/T 5159 的规定。 

工程钻探主要是对采空区调查和物探成果的进行验证，描述开采影响的“垮落带”、

“破裂带”、“弯曲带”等三带界面，通过钻探取样评价上覆岩层的稳定性。 

3  采空区线路路径方案的选择，原则上应综合各方案的采空区情况、地形、交通维护

条件、路径长度、投资费用和材料消粍等因素进行技术经济比较，然后予以确。 

在现场确定路径走向时，仍把“避让采空区”作为路径选择的重要条件来考虑。垮落带、

破裂带、弯曲带总厚度约为 20 倍的采厚，考虑其他的影响，所以小于 30 倍采深采厚比不宜

立塔。为了避免在采空区发生塌陷时影响系统供电的可靠性，线路经过采空区时，宜采用单

回路通过采空区。 

在有些走廊狭窄地段、城建规划限定地区或者采用单回路线路技术经济极不合理地区，

被迫采用双（多）回路同塔架设线路时，必须采用相应安全措施才能保证线路的安全运行。 

已充分采空是指开采后的最大下沉值已稳定，不再随采空区的增大而增加。地表移动盆地的

中心区的变形主要是地面垂直下沉，无水平变形和地面倾斜。煤矿开采区由于构造原因有无

矿带，另外在两个煤矿的矿界、断裂构造线两侧，工业广场以及地面生产设施下都会留设保

安煤柱，可作为线路塔位优先选择。煤矿在经过村庄、大型河流、重要建筑物地段一般会留

有保安煤柱，并且根据规定留有保护带，线路经过时可尽量选择在保护带内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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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计阶段工程水文勘测 

10.1  可行性研究阶段 

10.1.1 本阶段工程水文应收集沿线所跨越的河流、湖泊、沼泽等天然水体的现状与规划；水

库、蓄滞洪区、渠道、调水工程等水利工程的现状与规划；通航河流的航道等级、最大船舶

空载高度及最高通航水位的现状与规划。本阶段的水文分析计算应与其他专业的工作深度相

适应，对于已经实测跨越断面的跨越段，应提出与实测跨越断面高程系统一致的设计水位。 

10.1.3  航片、卫片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于线路工程，水文信息的提取和判断对线路的水文

勘测有很大帮助。 

10.2  初步设计阶段 

10.2.1~10.2.3  初步设计阶段是送电线路工程设计的重要阶段，主要的设计原则都要在初步

设计阶段确定，与水文勘测工作关系密切的一项重要工作室线路路径方案的选择与比较，水

文勘测的目的就是从本专业角度对路径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初勘选线分为地形图上选线和

现场初勘两个步骤。初步设计阶段水文勘测的主要目的是会同勘测设计有关专业，按图上选

定的线路路径，到现场进行实地勘察，以确定线路路径方案是否符合实际，经常要进行多个

方案的比较，以确定方案的取舍。水文专业应对各路径方案全线进行踏勘，初步了解沿线水

文条件，并在野外踏勘的同时进行全面搜集资料和重点调查，全面了解沿线水利规划，提出

意见。 

10.2.4  初步设计水文勘测的重点是搜集资料与现场调查，应注意不同部门资料的协调。搜

集资料应全面，在满足工作深度要求的前提下，应力求具体。 

进行水文踏勘与调查，是搜集水文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水文勘测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文调查无论在有无水文资料情况下，都是切实可行的重要勘测手段，通过调查可弥补资料

的不足。 

有时遇到的某些试问问题不能完全依赖计算途径来解决，也需要多方面调查，从野外和

实际工程中取得信息资料来协助分析判断。搜集资料时除应做好各项记录外，还应对资料进

行三性分析以及合理性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 

10.2.6  初步设计阶段应对河道演变进行初步分析，施工图阶段应准确判断河道演变是否对

塔位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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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工程水文报告应根据初步设计阶段水文勘测任务要求，重点反映沿线水文条件与水

文地理概况，全线主要跨越河流及跨越点水文特性的搜集资料与现场调查，具体执行中可根

据情况对水文勘测报告内容进行适当裁剪。 

主要水文问题及处理意见，路径方案优化及下阶段水文工作重点的建议是指在初步设计

阶段收资时水利、航道、港口、海洋等行政主管部门已有规划，但规划尚未有具体的内容，

需在施工图阶段进行进一步的落实；在水域管理范围内立塔或对通航有影响时，应根据行政

主管部门意见进行初步描述，必要时需做备选方案；另外，本阶段尚应收集水利、航道、港

口、海洋等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及是否需要进行专题论证等。 

10.3  施工图设计阶段 

10.3.1  施工图阶段水文勘测的基本任务要求，在初步设计基础上主要通过水文调查、资料

搜集、分析计算为立塔定位提供所需的各项水文设计数据、有关图标以及水文对立塔定位的

意见和建议。 

本阶段应在初勘搜资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线路沿线有关的水文资料。 

1 内涝积水情况主要依据调查确定，受洪水影响地段的设计洪水位，应通过必要的水文

计算取得。 

2  对于跨越河段，线路应预测 30 年河床演变趋势，基础天然冲刷深度靠现场调查确定。 

3  当线路跨越水库库区且回水区发生尾部水位抬高时，需考虑适当的水位抬高值作为

跨越断面的最高回水水位。 

4  当线路在水库下游通过时，应将水库下泄洪水过程与区间洪水进行组合计算，推求

跨越处设计洪水；同时应对水库大坝安全进行分析，当水库防洪标准低于线路设计标准时，

应进行溃坝洪水计算，分析对塔位安全的影响。 

5  在防洪堤背水侧立塔，若大堤防洪标准低于线路设计标准，河道洪水可能出现超标

准洪水，当超过河道本身的防洪能力时，堤防薄弱处则可能发生堤防溃决，洪水漫溢，对杆

塔基础造成冲刷。因此，应重视河道堤防标准及历史上溃堤洪水影响的调查。当溃堤洪水对

塔位影响明显时，宜计算溃堤洪水的流速及对杆塔的冲刷影响，其影响范围可参照实用堰水

跃水力计算方法，结合现场实地调查的冲刷坑尺寸与相应的水力条件，分析计算确定。 

6  对于跨越海域、河口及沿海岸线走径的线路，考虑到基础荷载设计的需要，尚应提

供历史最大波浪高度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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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高通航水位、基础设计要求相应频率洪水位，随通航河流等级、基础设计情况而定。 

10.3.3 本阶段原则上应对线路全线进行踏勘，对于初勘中未曾进行查勘的小河、冲沟、小水

库等，应根据确定的线路路径和塔位，结合搜集资料及踏勘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详细的

勘测，避免遗漏。 

10.3.4  本阶段应该进行涉水论证报告（洪水影响评价、通航条件论证、海域使用论证等）

均应完成，水文勘测报告应将各种论证的结论放入报告，并明确提出塔位与水域管理范围的

相对位置，导线弧垂高度要求及是否符合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或采取的措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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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文查勘 

11.1  一般规定 

11.1.1~11.1.3  对水文查勘的主要内容进行说明。 

11.1.4  当工程点附近无水文站，或者水文站资料不能满足工程设计要求时，应在工程点附

近进行水文查勘。水文查勘是搜集水文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无论有无水文资料，都应进行

水文查勘，通过水文查勘可以补充缺乏的水文资料，增强水文资料的完整性、一致性，验证

已有资料的可靠性。 

应根据需要确定水文查勘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全面搜集和分析下列资料： 

1 流域水系图、水文站网图、调查河段地形图、河道纵横断面资料、水准点位置、高程

及其变动情况等资料； 

2 有关查勘报告、水文调查报告、历史水灾报告、历史文献和地方志等资料； 

3 流域内实测及调查暴雨资料； 

4 邻近有关水文站历年最高洪水位、最大洪峰流量及其出现时间，洪水水面比降、糙率，

历年大断面及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等资料； 

5 调查河段历年行洪条件、水流变化情况，河道的改道、疏浚、裁弯、筑堤、开渠、堆

渣、漫滩、分流、死水，河段上游修桥、建坝、引水、溃坝、决口等情况； 

6 调查河段的冲淤变化情况； 

7 流域内的湖泊、沼泽、洼地和溶洞情况，水工程和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等； 

8 流域的面积、地形、土壤、植物覆盖及其历史上的变化情况等自然地理特征。 

现场开展工作需要准备的工具仪器主要有： 

1 记录工具。照相、摄影、录音工具，专用表格和野外记录簿等； 

2 计算工具。计算器、三角板等； 

3 定位和标记工具。手持全球定位系统和红油漆等； 

4 测量仪器。水准仪、经纬仪、卫星实时定位系统、流速仪、秒表和皮尺等。 

 在以上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查勘的内容及人力物力情况，拟定现场查勘的工作计划。

有些工作需要测量人员和地质人员配合进行。 

11.1.5  在现场进行资料整理，便于及时发现遗漏和疑问，并进行纠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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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人类活动影响调查 

11.2.1~11.2.5  人类活动的方式是多样和复杂的，对水文情势的影响可分为直接的或间接影

响。直接影响是指人类活动使水循环要素的量或质、时空分布直接发生变化，如兴建水库和

堤防、跨流域引水工程、作物灌溉、城市供水或排水等；间接影响指人类活动通过改变下垫

面状况、局地气候，以间接方式影响水循环各要素，例如植树造林、发展农业、城市化等。 

人类活动影响调查的重点是掌握沿线河流的已建和规划的水利水电工程的分布情况和

基本资料，对其安全性和破坏性进行分析评估，分析其对塔基安全性的影响，同时还应查明

水利水电工程对线路路径及架空高度上的相关要求。调查河流的航道情况的目的则是分析其

对线路架空高度的要求和影响。 

11.3  洪涝调查 

11.3.1  为获得精度较高的洪水调查资料，选择一个较理想调查河段是必要的，调查河段不

仅要求洪痕多，而且应稳定规整，变化小。 

11.3.2  除掌握的调查洪水资料外，还应通过历史文献、文物资料的考证进一步了解更长历

史时期内大洪水发生情况和次数，分析各次洪水的量级范围与大小序位，以便合理确定历史

洪水的重现期。 

11.3.3~11.3.5  规定了在水库溃坝、河堤 决口和分洪滞洪条件下，除按规定进行正常调查外，

尚需调查的内容和要求，以获得完整的洪水资料。 

11.3.6  内涝调查是线路工程水文查勘经常要做的工作，根据线路杆塔基础设计的防洪标准

要求，通常调查常年或 5 年一遇最高内涝水位及持续时间。 

11.3.7  测量大断面的同时还应调查记录河床质的组成及粒径、河滩的植被分布情况（植被

种类、密度及高度）等。 

11.3.8  洪水痕迹可靠程度评定标准可按下表确定。 

表 2  洪水痕迹可靠程度评定标准表 

评定因素 
等级 

可靠 较可靠 供参考 

指认人印象和旁证 

亲身所见，印象深刻，

讲的逼真确切，旁证

确凿 

亲身所见，印象深刻，所

述情况较逼真，旁证 材料

较少 

听传说或印象不深，所述

情况不够清楚具体，旁证

少 

标志物和洪痕情况 
标志物固定，洪痕位

置具体或有明显的洪

标志物变化不大，洪痕位

置较具体 

标志物已有较大的变化，

洪痕位置模糊或无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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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 

估计可能误差范围（m） 0.2 以内 0.2~0.5 0.5~1.0 

 如果需要采用卫星定位进行洪水痕迹的高程测量，可采用静态方法进行四等高程测量，

RTK（实时动态定位）方法进行五等高程测量。 

11.4  河床演变调查 

11.4.1  河床演变调查范围一般可从塔位上下游相对稳定的控制节点分析确定，太长增加工

作量，太短不能满足调查要求，调查范围需恰当且能够反映河段冲淤变化特点。 

11.4.2  2 植被状况调查可采用遥感解译或野外调查的方法。 

3 河道平面形态包括弯曲型、游荡型、分汊型和顺直型等四种基本形态。弯曲河段是指

河流弯曲的河段，根据河道弯曲程度还可分为顺直微弯河段、蜿蜒性河弯等类型。游荡性河

段是指河道内江心洲滩多、水流散乱、沙洲移动和变形迅速，水流主流线迁徙不定的河流，

如我国的黄河、永定河等。分汊河段是指河流因江心洲滩的分布，将水流分割成两支或多支

水流，多支水流绕过江心洲滩后仍汇合成一支主流的河段。顺直性河段是指河道外形较为顺

直的河段。 

岸线调查，应特别对沿程新近出露的河岸岸坡及洲滩坎坡进行剖面组成观察、描述，并

酌情取样，然后对照前人成果进行对比分析。 

4 河道演变控制节点是指对河道演变起着节制作用的控制物，可分为节点和弯道，节点

又可分为天然节点（矶头或山体等，包括对峙的和单侧的）和人工节点（包括人工护岸、丁

坝等）。 

5 河床组成调查内容应包括：河岸类型、岩层出露、床面形态、床沙组成等，目的是搜

集有关地质、地貌及床沙组成资料，为河道演变分析提供依据，为塔基局部冲刷分析计算提

供土壤岩性和颗粒级配等地质资料。 

7 还应调查河道险工险段位置与治理情况；上下游水利水电工程的修建、河道疏浚采砂

活动、河道治理、流域水土保护措施等对来水来沙及河流动力条件的改变情况。 

11.4.4  对调查河道变化的现象和原因分析，调查近期和历史的变化规律，对今后发展趋势

进行预估。 

11.5  冰情及河流漂浮物调查 

11.5.1  工程跨越河段一般没有冰情观测资料，可通过以下方法获得冰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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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用附近水文站实测资料； 

 2  搜集邻近流域的冰情资料； 

 3  搜集水利部门调查资料、普查资料； 

 4  开展现场调查和查勘； 

 5  采用地区经验公式确定，注意移用的条件，用实测资料进行分析比较。 

11.5.2  发生过冰塞、冰坝、冰堆、水内冰、凌汛洪水和其他灾难性冰情的河段，调查其形

成条件应包括河流走向、河流长度、比降、水面宽、河流弯曲系数、河道形态和纵、横断面

特征、气象因素等。 

11.5.3  根据线路塔位基础设计的要求，除承受塔基荷载外，尚需考虑水动压力、流冰和漂

浮物的撞击力、冻涨力和波浪冲击力，故此项调查为塔基安全和稳定性分析提供依据。 

11.6  特殊地区水文调查 

11.6.1  泥石流查勘的目的在于鉴别泥石流性质，掌握其活动规律，预估其对塔位稳定性的

影响。泥石流调查应与工程地质人员共同进行。 

 泥石流冲淤变化大，调查河段宜选择冲淤变化较小的流通段。调查内容包括泥石流的类

型；泥石流形成区的水源类型、汇流条件、地面坡度、土壤情况，不良地质现象的发育情况

等；沟谷纵横坡度、跌水、急湾等特征，沟谷两侧山坡坡度、稳定程度，沟谷的冲淤变化和

泥石流的痕迹及龙头高度；历次泥石流的发生时间、频数、规模、形成过程、暴发前的降水

情况和暴发后产生的灾害情况，对于由降雨形成的泥石流，可将引起该次泥石流的暴雨的重

现期近似地作为泥石流流量的重现期。泥石流防治情况调查主要包括泥石流监测、工程及非

工程防治措施等现状。 

诱发泥石流的水源类型、物质条件可按下列要求调查： 

1  暴雨型主要收集当地暴雨强度、前期降水量、一次最大降水量等； 

2  融雪径流型主要调查收集冰雪可融化的体积、融化的时间和可产生的最大流量等； 

3 溃决型主要调查因水库、湖泊溃决而外泄的最大流量及地下水活动情况； 

4  调查形成泥石流的物质条件。包括流域坡面松散层、沟道的河床组成、沿河的建筑

物和堆积等。 

11.6.2  泥石流危害性可按下列要求调查： 

1  调查了解历次泥石流残留在沟道中的各种痕迹与龙头高度，堆积物特征，推断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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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历史、规模，目前所处发育阶段； 

2  调查了解泥石流危害的对象、危害形式（淤埋和漫流、冲刷和磨蚀、撞击和爬高、

堵塞或挤压河道）；分析泥石流灾害成因； 

今后是否发生泥石流，应从泥石流形成的三个条件，结合历史上发生泥石流的情况与地

质专业共同综合分析判断。 

11.6.3  岩溶地区水文调查河段宜选择在靠近线路路径，能控制全部来水，并且不受下游溶

洞壅水影响的明流河段。当调查河段处于溶洞或暗河的壅水河段时应考虑壅水影响。 

 由于岩溶地区洪水，经过暗河网的滞洪和调蓄，其洪水过程线比同样大小的地面河流的

过程线矮胖，大洪水和小洪水的水位相差不大，因此，要求洪水痕迹点调查精度要高，否则

会出现各大水年洪水水面线相互交叉的不合理现象。 

根据地表集水面积的量算、调查访问、查阅有关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水质化验和连通

试验等，确定河流的实际地表集水面积。 

岩溶地区地表与地下流域面积不一致，伏流暗河具有滞洪和调蓄作用，重点查明最大积

水高度。 

用流量资料计算设计洪水时，应了解伏流暗河区无压、有压出流特征和不同量级洪水的

滞洪总量大小，滞洪时间长短，峰现滞时和入流、出流差异及其对设计断面峰、量组成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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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计洪水分析计算 

12.1  一般规定 

12.1.1  架空送电线路的设计洪水分析计算，重点是设计洪水位，而设计洪峰流量主要用于

推算设计洪水位，有时也作为核算河道安全泄量、分洪、泄洪计算用。有关水文分析计算的

要求宜根据线路工程特点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电力工程水文技术规程》DL/T5084 执行。 

插补延长的暴雨、洪水资料的可靠程度，受基本资料的精度、实测点据的数量及变化幅

度、相关程度以及外延幅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影响插补延长的质

量。应从上下游的水量平衡，本站长短时段洪量变化及降雨径流关系的变化规律等方面进行

综合分析，检查插补成果的合理性。 

我国地域辽阔，水文气象条件复杂，变化较大。采用暴雨径流计算公式计算设计洪水时，

应采用两种以上方法，以便互相验证。 

12.1.2  若两站流域面积相差超过了 3%而不大于 20%，且暴雨分布较均匀，区间河道无特

殊调蓄作用时，可用面积比例法推算设计洪峰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Qx = �Fx
Fn
�

a
Qn（3） 

式中：Qx、Qn——分别为塔位断面与参证站的流量（m3/s）； 

               Fx、Fn——分别为塔位断面与参证站控制流域面积（km2）； 

a——指数，有资料时，用本河流上、下游或邻近河流实测资料分析确定；无

资料时，可按经验数据取值。大中河流取 a=0.5～0.7，较小河流（F＜100km2）取 a=0.7～1.0。 

如果在塔位断面或设计站的上、下游均有实测流量资料，则可按流域面积直接内插，即： 

Qx = Qa + (Qb − Qa) Fx−Fa
Fb−Fa

（4） 

式中：Qx、Qa、Qb——分别为塔位断面和上、下游站的设计洪峰流量（m3/s）； 

           Fx、Fa、Fb——分别为塔位断面和上、下游站的控制流域面积（km2）。 

12.1.3  流域内人类活动对洪水影响主要有坡面、水田及库塘等拦蓄作用，还有蓄滞洪区、

林牧、坡面及库塘等蓄水滞洪作用以及水库垮坝失事。 

12.2  天然河流设计洪水 

12.2.1  复核所收集的水库、电站、水闸、分洪工程、桥涵工程等的设计成果、统计的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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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后方可利用。如满足塔位洪水计算要求，则可直接引用，否则，应加以修正后或另行计

算。 

当直接通过调查多次历史洪水来确定设计洪水流量时，历史洪水流量资料可根据河段特

性选取相应的变差系数、偏态系数值，再根据相应于历史洪水流量重现期的模比系数反求均

值，然后再按与设计频率相应的模比系数及推算的流量均值，推算设计洪水流量。 

12.2.2  利用当地排涝公式时，应对成果值进行合理性分析，当地水利部门制定的排涝公式，

由于排涝设计洪水标准较低，故其统计的实测资料，基本是不出槽的洪水。由于平原漫滩槽

蓄的巨大影响，并未在排涝公式中予以反映，因此直接应用推求较大洪水流量往往会偏大很

多，故应参照有关成果资料多作比较分析。 

12.2.3  对于多数中小平原河流其堤防设计标准未达工程所需设计洪水标准，此时往往漫溢

溃堤，其设计洪水位视河段特点而确定。一般宽浅河道在大洪水时范围很大，可根据河段具

体情况结合历史漫溢范围和河道两岸地形条件，概化确定边界，利用曼宁公式计算水位。 

12.2.4  平原地区地势平坦，洪水时因溃堤、破圩的相互影响，各汇水区相互串通。由于溃

堤或分洪后滩地巨大调蓄的影响，使得塔位处和上、下游水文站的最大洪峰流量常常相差很

悬殊。这时，应用流量资料推求设计洪水会有较大的困难，应先将资料还原，而后进行统计

分析推求。 

12.2.5  大堤背水侧台地现状包括标高、宽度、坡度和土质；堤防三度指标包括高度、宽度、

坡度。当在大堤背水侧立塔时，应分析塔位附近堤段是否有溃堤的可能。根据实践经验，从

以下两方面考虑： 

1  堤防的标准与等级。防洪标准不高、土质较差、堤身单薄处的堤段有溃堤的可能； 

2 若大堤迎水面台地高程较高，且有一定的宽度，土质抗冲性能良好，可不考虑溃堤的

可能；若大堤迎水面无台地，河流深泓逼近堤脚，或迎水面台地较窄、土质差，难以抗拒河

床的横向冲刷时，则应考虑溃堤的可能。 

12.2.6  关于溃堤洪水对塔基的影响，主要按下述方法进行分析估算确定。 

1  溃堤下泄水流的流速与冲刷。根据以往在水文勘测中所遇到的情况，山前平原区河

道的 1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位，大多数平堤顶。因此，选定溃堤水位与堤顶标高相同。当决

口位置无法确定时，为安全计，假定决口位置在杆塔等工程建筑物附近； 

溃堤初始，由于河水位高于堤防背水侧地面，具有较大的水头，水体蓄存着巨大的势能。

在重力的作用下，下泄水流转化为巨大的动能，即下泄水流到达地面时，动能表现为巨大的

流速，且紊动强度较大，形成水流湍急的旋涡流，远大于泥沙的起动流速。在下游产生水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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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动并带走地面泥沙，产生局部消能冲刷坑。溃堤初始呈非淹没流，以堰流的形式下泄，堤

一旦溃决后，缺口将很快扩宽、冲深，致使地面形成类似平底堰式的分洪口门，水流则演变

为淹没流。由于这种溃堤局部消能冲刷坑对塔基的安全威胁很大，因此，在线路工程勘测设

计中需要正确估计冲刷坑的尺寸，以便制定设计方案； 

2  由于溃堤下地水流局部消能冲刷坑在形成的过程中，先后受到了跌落水流和淹没流

两种性质不同水流的冲刷作用，建议按下式计算： 

k1/6
x1

h

d
hdg1

G
G

2a0.78qh −

















−

=

（5） 

或 

k1/6
x1

h

d
hdg1

G
G

1.157qh −

















−

=

（6） 

式中：h——冲刷坑最大深度（m）； 

q——溃堤口门最大单宽流量［m3/（s·m）］； 

α——下泄水流流速分布的动量修正系数，取 1.10； 

G1——冲刷坑范围内泥沙的比重，取 2.7； 

G——溃泄水体的比重，若含沙量不大取 1.0； 

d ——被冲刷地区土壤的平均粒径，若为黏性土，可采用其换算当量粒径（m），见 下

表； 

hk——冲刷坑地面以上的水流深度（m）。 

表 3  黏性土壤抗冲刷能力换算当量直径 

土壤特性 
黏性土壤的当量直径（m） 

黏土及重黏壤土 轻黏壤土 黄土及森林土 

密实度小的土壤（换算的孔隙比 0.9～1.2），土壤骨架的

容重在 1.2t/m3以下 
0.01 0.005 0.005 

中等密实土壤（换算的孔隙比 0.6～0.9），土壤骨架的容

重在 1.2t/m3～1.6t/m3 
0.04 0.02 0.02 

密实土壤（换算的孔隙比 0.3～0.6），土壤骨架的容重在 0.08 0.08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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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m3～2.0t/m3 

极密实土壤（换算的孔隙比 0.2～0.3），土壤骨架的容重

在 2.0t/m3～2.15t/m3 
0.10 0.10 0.06 

3  由于溃堤洪水下泄形成的冲刷坑对线路塔基的安全威胁很大，因此在工程设计中需

慎重对待。对计算成果要结合工程实际情况，通过现场实地调查、搜资等进行验证。水利部

门通常要求塔基位于堤防管理范围外。 

12.3  水库上、下游设计洪水 

12.3.1  水库实际的防洪标准是指水库经过竣工验收认定的洪水标准，有可能并未达到设计

的防洪标准。为此应深入水库现场多做调查了解，掌握竣工验收意见、汛期防洪管理运用等

多方面情况后进行分析。 

当水库防洪标准高于线路设计标准时，应按照线路设计标准计算库水位，推算线路跨越

处设计水位。 

当线路跨越水库变动回水区时，可按天然条件河道计算设计洪水。当线路跨越较大水库

库区末端时，应搜集水库回水曲线，必要时宜采用水量平衡原理或简易方法推求设计水位。 

当线路跨越小型水库库区末端时，设计洪水位可近似采用水库的坝顶高程。 

12.3.2  位于拟建水库库区的线路，应考虑水库修建后河道水文要素、岸滩稳定性和河道泥

沙改变的影响。库区沿程淤积回水的推算方法一般是依据水库淤积计算，确定设计年限内各

断面的淤积面积，其淤积形态可按平均分布考虑，重新计算各断面的水力因素，然后按一般

回水计算方法进行推算。河道淤积后的糙率，为安全计，建议库尾附近河段采用淤积前糙率，

库区采用值可考虑比淤积前小一些，如降低 10%～20%。在淤积影响不大时，可用简易法计

算。 

12.3.3  当塔位位于水库下游时设计洪水 

1 当塔位位于水库下游，应按上游水库的工程规模、实际坝体质量、溢洪能力以及距塔

位点的远近等情况，分别计算确定塔位处设计洪水。当塔位位于水库下游且水库的实际设计

洪水标准高于线路设计洪水标准时，需将水库下泄量与区间同频率洪水组合，确定塔位处设

计洪水； 

2  当上游水库的实际设计洪水标准低于线路设计洪水标准或虽设计标准高，但大坝质

量差，实际为病险库时，应按水库溃坝洪水推算塔位处设计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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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库溃坝洪水计算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水库大坝的溃决方式，因此在进行水库

溃坝洪水计算前，在全面搜集水库基本资料的基础上，应进行充分的调查分析，有条件时应

会同有关专业及水库管理人员合理确定水库溃决方式； 

4  目前溃坝流量计算方法很多，常用的主要计算方法如下： 

1）坝址断面溃坝最大流量计算。根据水库溃决条件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经分析比较

后，确定采用值。 

a、理论公式： 

①理论公式之一圣维南公式： 

坝体瞬间局部全溃时，按下式计算： 

Qg = 8
27
�Bg

bg
�

1
4

bg�g × H
3
2（7） 

式中：Qg——坝址断面溃坝最大流量（m3/s）； 

             Bg——坝长或坝址断面附近库区长度（m）； 

             bg——坝体溃决口门平均宽度（m）； 

H——溃坝时上下游水位差（m）。 

坝体瞬间全溃时，按下式计算： 

Qg = 8
27

Bg�g × H
3
2（8） 

② 理论公式之二，适用于坝体全溃或横向局部溃决(bg<Bg)，计算公式如下： 

Qg = K0�gbg × hs
3
2（9） 

式中：hs——坝址断面溃坝最大流量溃坝时坝体上游水深（m）；对未溃水库验算时，可采

用坝高值； 

            K0——系数，见下表； 

            bg——坝体溃决口门平均宽度（m）；对一般土坝和堆石坝：当水库库容大于 106m3 时，

按bg = K1 × K2 �W
1
4 × Bg

1
7 × Hg

1
2�计算；当水库库容小于 106m3 时，按bg = K1 × K3�W × Hg�

1
4

计计算；如计算得的bg值大于坝长Bg时，则按bg = Bg计算；混凝土重力坝溃坝口门宽等于

坝长（m）； 

      K1——安全系数，取K1=1.1～1.3，按线路等级及坝体质量选定； 

      K2——坝体建材系数，对黏土类、黏土心墙或斜墙和土、石、混凝土K2=1.2；对均质壤

土K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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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材质系数，质量好的用 6.6；质量差的用 9.1； 

W——水库库容，（104m3）； 

      Hg——坝高（m）。 

表 4  𝐊𝐊𝟎𝟎值 

Bg

bg
 

bg

Bg
 K0 

Bg

bg
 

bg

Bg
 K0 

Bg

bg
 

bg

Bg
 K0 

1 1.000 0.2963 10 0.100 0.5206 19 0.053 0.5660 

2 0.500 0.3687 11 0.091 0.5266 20 0.050 0.5692 

3 0.333 0.4101 12 0.083 0.5331 21 0.048 0.5726 

4 0.250 0.4382 13 0.077 0.5410 22 0.045 0.5750 

5 0.200 0.4603 14 0.071 0.5445 24 0.042 0.5810 

6 0.167 0.4759 15 0.067 0.5498 26 0.038 0.5874 

7 0.143 0.4895 16 0.063 0.5541 28 0.036 0.5924 

8 0.125 0.5008 17 0.059 0.5584 30 0.033 0.5960 

9 0.111 0.5101 18 0.056 0.5625    

b、经验公式： 

①经验公式之一： 

适用于坝体全溃(bg = Bg，hb
, = 0)、横向局部溃决(bg < Bg，hb

, = 0)、竖向局部溃决

(bg = Bg，hb
, > 0)；横、竖向都局部溃决(bg < Bg，hb

, > 0)等各种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Qg = 0.27�g �Lk
Bg
�

1
10

× �Bg

bg
�

1
3

bg�hs − K0
, hb

, �
3
2（10） 

式中：Lk——水库库区长（m）；可采用坝址断面至库区上游端部淹没宽度突然缩小处的距

离，或近似地按Lk = W
hs ×Bg

计算；当
Lk
Bg

> 5时，则按
Lk
Bg

= 5计算； 

        hb
, ——溃坝后坝体残留高度（m）；由于坝体系分层建筑，当某一高程以下坝体质量良

好，该高程以上质量较差并有可能沿该高程溃决时，则取质量良好部分之高度为hb
, ；当无法

确切估算时，可假定hb
, = 0，以策安全； 

        K0
, ——修正系数，可按K0

, = 1.4 �bg ×hb
,

Bg ×hs
�

1
3
式计算；当�bg ×hb

,

Bg ×hs
� > 0.3时，则按K0

, = 0.92计

算。 

②经验公式之二： 

原辽宁省水利局推荐的堰流与波流相交法简化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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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坝体瞬时全溃时，按下式计算： 

Qg = 0.91Bghs
3
2（11） 

当坝体瞬时全溃时，按下式计算： 

Qg = 0.91 �Bg

bg
�

1
4

bghs
3
2（12） 

式中：bg ——坝体溃决口门平均宽度（m）；对于小型水库可取bg = Bg；中型水库bg可取

60%～70%Bg；大型水库bg可取下游附近河道洪水主河槽宽度的 1.5； 

2）溃坝最大流量向下游演进计算。跨越点距下游较远时溃坝最大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Qg
, = W c

W c
Q g

+ L0M
U�×K 0

″
（13） 

式中：Qg
, ——跨越点断面溃坝最大流量（m3/s）； 

            L0M——坝址至跨越点间距离（m）； 

 U�——断面平均流速（m/s）；在有资料地区，可采用实测最大值；无资料地区，山区可用

3.0m/s～5.0m/s，半山区可用 2.0m/s～3.0m/s，平原可用 1.0m/s～2.0m/s； 

             Wc——水库溃坝后下泄的水量体积（m3）；如无资料时可按Wc = Bg �hs−hb
, �Lk

4
估算； 

             K0
″——经验系数，山区可采用 1.1～1.5，半山区可采用 1.0，平原可采用 0.8～0.9。 

12.3.4  分析溃坝洪水对塔位的影响时，应根据水库大坝的具体情况，研究分析溃坝方式和

主要计算参数，选用适当的方法计算溃坝最大洪水流量与过程，并演算至工程地点。有较大

的区间洪水加入时，可采用洪水组合方法推求塔位处的设计洪水位，并推求流速、冲刷深度

等水文参数。 

12.4  冰情洪水 

12.4.1  在南北向河流解冻期间，如气温升高很快或上游来水突然增加，可使河冰突然破裂，

迅速解冻，由于上游先解冻，形成“武开”河流解冻，此种“武开”解冻，对线路塔位威胁很

大；如分段解冻，冰凌畅流而下，形成“文开”解冻。当河流封冻冰层下有足够数量的冰花

时，河道破冰花和细碎冰阻塞，称冰塞。在一定条件下，可形成长距离的冰塞段，使上游水

位壅高，往往会发生在排泄不畅的狭窄段、陡弯和浅滩等处。 

12.4.2  根据本河段的实际冰塞资料，确定稳定流速与流量，平均水深或流量与水面宽的经

验关系结合调查推算；当缺乏实际冰量资料时，也可建立气温和流量与冰塞壅水位的关系后，

结合现场调查推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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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河流解冻过程流冰有时在河段堆积卡塞，形成冰坝，它多发生在南北流向的河段上，

冰坝形成后，上游水位猛烈壅升，使冰坝溃决，河水迅速下泄，流冰多而密集，对塔位的威

胁很大。 

冰坝壅水高度估算应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冰坝的成因和形成的条件，通过类比分

析法估算。 

12.5  特殊地区洪水 

12.5.1  泥石流地区性特点很强，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实地调查来获得资料。一般泥

石流设计流量的估算，至少采用两种方法，便于互相校核。 

导线净空高度确定特别要注意逐年泥石流淤积高度。 

12.5.2  岩溶地区的洪水成因和产汇流条件有其特殊性。从线路塔位设计洪水分析，伏流暗

河区具有明显控泄、滞洪作用。岩溶发育地区，地表水系不完整。当伏流暗河区面积占设计

断面以上地表集水面积 10%～40%以上时，如不考虑岩溶影响，有的设计洪水成果可超过

10%，且集水面积愈小，其影响愈显著。 

用流量资料计算设计洪水时应了解伏流暗河区无压、有压出流特征和不同量级洪水的滞

洪时间长短，峰现滞时和入流、出流差异及其对设计断面洪峰组成的影响；分析设计条件下

伏流暗河区岩溶洼地、岩溶盆地等蓄满漫溢对设计洪峰的影响；伏流暗河区的滞洪作用，对

瞬时最大出流量影响较大；出流量与相应入流量的差值，有随洪水量级增大而增大的趋势。

当伏流暗河区面积较大且汇流条件与明流区差异较大时，有的省、区采用分区计算方法。 

溶洞前积水地区的积水位可按水量平衡方程式通过入流出流调蓄计算，推求设计洪水时

的最高积水位。 

12.5.4 融雪洪水是指由于前期时段降雪量较大，随后气温回升又很快，加速了积雪消融的速

度，从而造成洪水。 

融雪洪水一般在春、夏两季发生在中高纬地区和高山地区。如中国东北、西北地区和苏

联、北欧、北美北部、南美西南部等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积雪较深，来年春、夏季气温

升高超过零摄氏度，积雪融化形成雪洪。 

和普通洪水不同的是，融雪性洪水当中会夹杂大量的冰凌和融冰，所到之处，带来的破

坏性也极大。新疆地区融雪洪水约占洪水总数的 39%，受连续高温天气影响时部分融雪洪

水会形成较大洪峰流量；例如 2015 年 7 月 23 日库玛拉克河最大洪峰流量达到 2090m3/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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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录以来的第三大洪峰流量。 

融雪洪水计算，目前已经有 SWAT、SRM、SHE 模型等一系列的融雪洪水计算模型，

但模型输入数据较多。实际工程中可采用索科洛夫斯基公式、推理公式。 

1  对于缺乏观测资料时，各种不同频率的融雪最大流量常采用索科洛夫斯基公式计算： 

Qp = kAF0.75δδ′（F≥100km2）（14） 

Qp = kAF
(F+1)1/6（50≤F＜100km2）（15） 

Qp = kAF（F＜50km2）（16） 

式中：Qp——设计频率最大融雪洪峰流量（m3/s）； 

          k——单位换算系数，融雪深以 mm/h 计算时取 0.278；以 m3/s 计算时取 1； 

          A——最大融雪深（mm/h）； 

          F——汇流面积，计算过程中需考虑流域总面积中阴面和阳面的区分（km2）； 

          δ——湖泊及沼泽对洪峰值的削减率，流域内湖泊占全流域面积 2%以上，沼泽占 10%

以上时方加入计算； 

         δ′——流域的森林系数。 

2  推理公式进行设计融雪最大流量计算时，将τ时段的最大净雨量采用最大日融雪水

深代替，公式如下： 

Qp = 0.278 h
τ

F（17） 

τ = 0.278 L
mJ1 3⁄ Qp

1 4⁄ F（18） 

h = mMp（19） 

Mp = Mf(Ti − Tb)（20） 

Mf = 0.11ρs（21） 

式中：Qp——设计频率最大融雪洪峰流量（m3/s）； 

               h——全面汇流时相应于τ时段的最大净雨量（mm）； 

τ——流域汇流历时（h）； 

m——汇流参数； 

Mp——最大设计融雪水深（mm）； 

Mf——融水因子（mm/℃·d）； 

 Ti——气温指标（℃）； 

Tb——基础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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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融水因子（mm/℃·d）； 

 ρs——积雪密度（kg/m3）。 

3  由于索科洛夫斯基公式中参数较为简单，限制因素较为单一，应用时可能会产生较

大误差；同时推理公式中径流系数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较大，最可通过区域实测洪水资料反推

出径流系数。在工程中应用时选取多种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应用当地实测的洪水资料对计算

结果和选用的参数进行校核，选取最接近实测成果的计算方法进行工程应用。 

12.6  滨海、河口水文 

12.6.1  对高潮位系列应进行代表性、一致性、可靠性审查换算为统一系列，尤其应注意有

无包括特高潮位。有条件时，应从邻近具有长系列验潮资料的参证站长短系列统计参数对比

来评价本站系列的代表性。使用港工部门的短期同步差比法推求 100 年一遇设计高潮位时，

应结合历史最高潮位调查，对成果值要进行合理性分析。 

12.6.2  在河口地区应对潮汐河段上的潮汐现象及塔位所在区段的河道特点进行分析，根据

不同地区段的特点进行设计潮位推算。推算潮汐水利要素的方法属非恒定流水力计算问题，

既要考虑上游径流特性，又要考虑河口潮汐的影响，目前广泛采用的有不恒定流差分法、特

征线法及有限单元法等。 

12.6.3  海洋水文站与线路处的地形、水深等要素可能存在许多差异。在使用海洋水文站实

测波浪资料时，应从地形、水深等方面检验其适用程度。当二者相差较大不能直接移用时，

宜先将海洋水文站的波浪要素推算至深水区，得出深水区的波浪要素，直接移用至线路处的

深水区，再按地形条件进行传播变形计算，得出线路处的波浪要素。 

12.7  设计洪水位和设计流速 

12.7.1  当利用塔位上、下游测站计算设计水位推算时，只有在测站与塔位处流域面积相差

不超过 3%时，可采用。 

12.7.2  按水面线推求设计洪水位时，一般只适用于大中河流、平原河流或者水面比降变化

平缓的河段。 

12.7.3  当利用塔位处水位流量关系推求时，应结合上、下游的历史洪水调查和调查河段洪

水比降图资料进行分析修正。 

12.7.4  对于水中立塔的塔位，其设计流速可采用设计水位下垂线平均流速。在确定用于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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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基础局部冲刷计算的设计流速（行进流速）时，不能直接由曼宁公式计算，应根据塔位处

河段特性，考虑单宽流量的重新分配后，以单宽流量确定塔位处垂线平均流速。 

12.7.5  洪水期漂浮物流速计算，采用设计洪水位（或历史最高洪水位）相应的水面最大流

速，有资料时，按实测资料分析确定；无资料时，可利用断面平均流速和漂浮物水面最大流

速的经验关系比值推求。 

𝑉𝑉max = 𝑉𝑉�

𝐾𝐾
（22） 

𝐾𝐾 = 𝐶𝐶
𝐶𝐶+14

（23） 

C = 1
n
𝑅𝑅

1
6（24） 

式中：𝑉𝑉max ——漂浮物水面最大流速，m/s； 

𝑉𝑉�——断面平均流速，m/s； 

𝐾𝐾——系数，可以从实际资料中求得，无实测资料时，可采用式（）计算； 

C——流速系数； 

n——糙率； 

R——水力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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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河床、海床演变分析 

13.1  一般规定 

13.1.1 本条新增了最低冲止高程的分析计算要求。最低冲止高程可直接作为设计输入使用。

对于 220kV 及 110kV 架空送电线路，预测河床、海床演变发展趋势的年限，一般按线路寿

命 30 年考虑，在此期间应保证塔位的稳定。 

13.1.3 强调资料的可靠性，尤其关于各类水下地形图的比例尺、基面、来源出处，要一一核

实，基面不一致的要改正统一，保证资料的一致性。 

13.1.4 本条为新增内容。水中立塔时除应分析自然条件下的河（海）床稳定性，还应分析塔

基对河（海）床稳定性的影响，这是防洪、海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13.2  河床演变 

13.2.1 河床演变分析的目的，是要查明影响河道中冲淤变化的主要因素，找出河道中冲淤变

化的客观规律，从而推断河道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在实际工作中应详尽搜集资料和实地

调查，运用各种类型河床演变的基本规律，结合河段水力泥沙因素变化规律，选用一种或多

种途径作定性判断和估算。 

13.2.3  一般河道主槽都为洪冲枯淤，塔基处最低冲刷深度可在一次洪水最低冲刷深度上确

定。 

13.2.5 凡有江心洲与汊道的河段，应分别进行调查，并应预测其发展趋势。 

13.2.6 考虑到河床演变分析难度较大，河床演变分析的方法可根据河床演变对塔基安全可能

的影响程度以及掌握资料的多少来确定。当河床演变对塔基安全影响较小、资料缺乏时，可

以利用相对简单的方法，反之，应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分析计算，对比分析后确定。 

在对跨河段进行野外踏勘与调查基础上，结合河流动力地貌特性分析判断是河床演变最基本

的手段。 

利用条件相似河段的实测资料类比分析是通过收集水文泥沙和河床条件相似的河段冲

淤实测资料来估计跨河段的情况。 

13.2.7 本条为新增条文。一般架空送电线路工程采用水中立塔方案时都为跨越大江大河。现

在水利、航道部门对江河的防洪、通航的要求越来越高，水中立塔时塔基对河床演变的影响

宜按现行行业标准《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流泥沙模拟技术规程》JTS/T-231-4，采用泥沙数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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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模型试验等手段进行专题分析计算确定。 

13.2.8 跨越河段上下游人类活动如兴建水库水闸、河道或航道整治等对塔位处河床演变影响

较大，应重点分析。 

13.3  海床演变 

13.3.1  海岸动力地貌调查资料包括海滩、水下沙堤和海蚀崖等地貌类型的形态、组成物质

和结构，近岸带波浪、潮流及余流方向，泥沙来源和泥沙运移途径等。 

搜集资料分析岸线变化除地形图、海图外，有必要时可以搜集海岸航卫片遥感解译帮助分析。 

13.3.4  本条新增了对于水中立塔，开展物理模型试验的专题论证要求，现行行业标准《内

河航道与港口水流泥沙模拟技术规程》JTS/T-231-4。 

13.4  基础冲刷 

13.4.1 限于目前水力学及河流、海岸动力学研究水平，冲刷过程按不同冲刷成因分解为自然

冲刷、一般冲刷和局部冲刷三部分。自然冲刷时自然河床、海床演变的结果。一般冲刷是由

于塔基压缩过水断面，致使水流流速加速加大所致。局部冲刷为由基础周围水流结构发生变

化引起的冲刷。 

局部冲刷的经验公式较多，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JTG C30-2015

中推荐了 65-2 式和 65-1 修正式以及粘性土河床局部冲刷公式。 

a）非粘性土河床单桩局部冲刷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1） 65-2 式 

 当 0v v≤
 

'
0.6 0.15 0

2 1
0

b p
v vh K K B h

vξ 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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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0 0.28 0.7v d= +
 （28） 

 
( )0.55'

0 0.12 0.5v d=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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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vn
v

+
 =  
   （30） 

式中：hb——基础局部冲刷深度（m）； 

Kξ——墩形系数； 

B1——基础计算宽度（m），取迎水面宽度；当水流与迎水面有偏角时，按偏角折算； 

hp——基础下一般冲刷后的最大水深（m）； 

d ——河床泥沙平均粒径（mm）； 

2Kη ——河床颗粒影响系数；  

v——一般冲刷后基础前行近流速（m/s），可采用一般冲刷后的基础前垂线平均流速，

或采用计算一般冲刷时的冲止流速； 

v0——河床泥沙起动流速（m/s）； 

'
0v

——基础前泥沙起冲流速（m/s）； 

n2——指数。 

2） 65-1 修正式 

 当 0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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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1——基础计算宽度（m），适用范围为 0～11m； 

hp——基础下一般冲刷后的最大水深（m），适用范围为 0.2～30m； 

d ——河床泥沙平均粒径（mm），适用范围为 0.1～500mm； 

Kη1——河床颗粒影响系数； 

v——一般冲刷后基础前行近流速（m/s），适用范围为 0.1～6m/s； 

n1——指数。 

b）粘性土河床单桩局部冲刷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当 1

2.5ph
B

≥
时： 

 
0.6 1.25
10.83b Lh K B I vξ=

 （37） 

当 1

2.5ph
B

<
时： 

 
0.6 0.1 1.0
10.55b p Lh K B h I vξ=

 （38） 

式中：IL——冲刷坑范围内粘性土液性指数；适用范围为 0.16～1.48。 

c）对于平原及山区稳定河流可采用包尔达可夫公式计算： 

 

3

1
n

p
b p

ns

v
h h

v

  
 = − 
     （39） 

式中：hp——包尔达可夫一般冲刷公式计算的冲刷后最大水深（m）； 

pv
——设计流速（m/s）； 

nsv
——土壤不冲刷流速，可按表选用；  

n3——墩台形状系数，可按表选用。 

表 5  土壤不冲刷流速 

土的种类 淤泥 细砂 砂黏土 粗砂 黏土 砾石 卵石 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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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冲刷流速（m/s） 0.2 0.4 0.6 0.8 1.0 1.2 1.5 2.0 

 

表 6  墩台形状系数 

序号 墩台类型和斜交 n 

1 半流线型墩台和高桩承台，斜交不超过 5°～10° 1/4 

2 流线型的墩台和基础 1/3 

3 非流线型的墩台和基础 1/2 

4 在摆动河流河槽区范围内的墩台，斜交在 45°以内 2/3 

13.4.2 在计算河床的冲刷深度时，应按不同类型的河段选择计算断面，以考虑河床演变今后

的发展。如平原顺直河段，可取跨河点附近的最大水深；平原弯曲河段，可取跨河点附近河

弯半径最小的河弯顶点断面；游荡性河段，因考虑其河段可能的摆动可取跨河点附近若干河

床断面重叠后的外包线作为计算断面；山区河段，如周期性冲淤变化不显著，可取跨河点处

河床断面。 

13.4.3  冲刷计算采用的设计流速应按计算方法的要求而定，测流点、垂线平均及断面平均

最大流速等。 

平原宽滩河流的河滩流量较大，无资料情况下确定河滩水流流速时，应采用多种方法互相印

证核对，尤需要注意地形、植被、土壤、水位、流向及滩地冲淤变化等滩地特性，确定死水

区边界，正确选定糙率。 

13.4.4  由于冲刷问题非常复杂，公式计算结果需要实测资料验证。当上下游桥梁、架空送

电线路基础时，收集其冲刷资料对冲刷计算成果进行复核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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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计阶段工程气象勘测 

14.1  可行性研究阶段 

14.1.1  可行性研究阶段气象勘测，主要针对线路区域自然环境特点，提出对各拟选路径方

案有较大影响的气象条件，为路径方案的经济技术比选提供依据。 

14.1.2 设计冰厚和设计风速对线路的技术经济指标有显著影响，要求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工程

设计限额造价在后续设计阶段基本保持稳定。因此，要求存在重冰区和大风区的线路，应在

可行性研究阶段开展覆冰和大风的专项调查。 

14.1.3 可行性研究阶段应搜集规划路径区域有关气象资料，对所搜集资料，应视其来源、年

代、精度及代表性合理选用。 

14.1.5 线路工程中有无重冰区对勘测工作量影响很大。因此，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气象勘测

首先要确认其是否存在重冰区以及重冰区出现的区域，以便确定勘测手段与工作量。 

14.1.9 覆冰专题论证报告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工程路径概况，工作过程简述； 

2  路径地形地貌与气候概况，大气环流背景和天气系统，覆冰成因、特点及冰区分布； 

3  观冰站（点）及资料情况，气象参证站及覆冰气象资料情况，覆冰调查资料，各区

段标准冰厚计算结果； 

4  相关已建线路设计冰厚及运行情况； 

5  微地形、微气候区影响分析； 

6  覆冰重现期分析，设计冰厚与冰区划分成果，各重冰段说明，成果合理性分析； 

7  结论与建议； 

8  相关附图，应包括线路路径平面冰区图、重冰区路径断面冰区图、相关的覆冰照片

与冰害线路照片等。 

大风专题论证报告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工程路径概况，工作过程简述； 

2  路径地形地貌与气候概况，大风成因，区域大风特性； 

3  测风站（点）及资料情况，气象参证站及风速资料情况，实测风速资料分析计算结

果，大风调查及分析结果； 

4  附近区域已建线路设计风速及运行情况； 

5  微地形、微气候区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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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计风速与风区划分成果，成果合理性分析； 

7  结论与建议； 

8  相关附图，应包括线路路径平面风区图、相关的风灾照片与风害线路照片等。 

14.1.10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气象勘测成果，要着重体现对各路径方案有重大影响的气象条件，

明确各路径方案气象条件分析比较结论，提出各路径方案存在的问题与进一步工作的建议。 

14.2  初步设计阶段 

14.2.1 本阶段的工程气象勘测是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勘测的基础上，全面、系统搜集路径区域

的气象资料，对路径全线进行实地踏勘，通过多种方法分析计算，优化路径设计冰厚与冰区，

优化路径设计风速与风区，全面提供线路设计所需的气象资料。 

14.2.2  对于资料缺乏的重冰区、大风区，一般在本阶段开展专题论证。在可行性研究阶段

实测覆冰资料、调查搜集资料基础上，应对微地形、微气候重冰区、大风区开展更深入的现

场查勘和搜资，对冰区、风区进行深入的分析论证。 

14.2.3～14.2.4 初步设计阶段须搜集线路推荐方案路径区域的有关气象资料，资料的搜集应

全面、系统、准确，为线路设计气象参数的分析统计提供可靠依据。对搜集到的资料，应注

明搜集时间、编制单位、资料年代、整编方法，并应对资料进行可靠性、一致性、代表性审

查与适用性评价。 

14.2.5 风口、迎风坡、突出山脊（岭）以及大型水体是易于形成重冰的地方，在这些微地形

点，应开展山脉（岭）走向及植被分布特点、水汽来源、覆冰气流路径、云雾高度、覆冰风

速风向的实地踏勘调查，综合分析、合理确定同一微地形区域不同地段的覆冰分布。 

14.2.9  初步设计阶段的气象勘测成果报告的编制应视线路工程的气候特点，重点论述对线

路设计影响较大的气象项目，兼顾其它项目。 

14.3  施工图设计阶段 

14.3.1  施工图设计阶段对初步设计气象资料复核重点是设计冰厚与风速，落实不同量级的

冰区和风区分界塔位。在开展外业工作前，应参加室内选线工作，对初排线位提出专业意见，

尽量避开覆冰和大风严重区域，选择覆冰和大风相对较轻的地段走线，对路径优化提出专业

建议。 

14.3.2～14.3.3  对重冰地段塔位，应逐基踏勘，查明微地形、微气候对覆冰的影响作用，提

出逐基塔位的设计冰厚与抗冰措施建议。 

现场应及时查明需要加强设计的线路段和塔位，针对需加强抗冰的塔位，应重点查勘，并现

场提出相应专业建议，如选择覆冰相对较轻的地段通过（地形起伏较小地带、背风坡和阳坡

等），避免横跨垭口和风道，翻越山岭时应适当缩短档距和耐张段长度、减小高差，对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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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微地形重冰点的塔位，应合理选择塔型或加强塔型设计。 

14.3.4  对特殊大风地段的线路，应深入进行现场地形、风况复查，落实特殊大风段的分界

塔，提出必要的抗风措施建议。 

14.3.5 抗风措施建议：进行档距控制、高差控制、转角角度控制、加强设计等。 

14.3.6  施工图设计阶段气象勘测报告的编制应重点论述沿线设计冰厚与大风的复查情况、

取值成果和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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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气象查勘 

15.1 一般规定 

15.1.1 气象调查是对气象站资料的补充和完善，特别是线路距气象站较远，地形情况又与站

址差异较大时尤为重要。气象调查内容系根据线路工程任务确定，除大风调查和覆冰调查外，

还有主导风向调查、雷暴调查等。为使调查有序进行，在现场气象查勘前，应在分析线路路

径方案的基础上，利用线路卫片、消化已有的资料，拟定查勘提纲，有目的地开展气象收资

和气象调查工作。 

15.1.2 因气象站距线路较远或与线路下垫面条件差异较大等原因，气象站的代表性不足，若

存在上述问题，可通过补充调查或收集附近短期自动站观测资料的方式对气象资料进行订正。 

15.1.3220kV 及 110kV 架空送电线路勘察设计工作大多由地州市电力设计院承担，属地化情

况普遍，属地设计院一般已有一定数量的气象资料和已建线路设计运行资料，对本区域的气

象条件也比较了解。因此，对轻冰区、非大风区和非特殊地形区，且设计要求必须提供的气

象资料不多时，可适当简化气象调查工作，直接采用档案库已有资料。气象调查的可靠性程

度评价、大风和覆冰的调查内容在《电力工程气象勘测技术规程》(DL/T5158)中已经作了详

细的规定。 

15.1.4 通过现场调查得到的资料存在可靠度不高的问题。为使调查资料真实可靠，要求有条

件时由至少 2 名专业人员共同进行，要求现场记录、汇总、整理，并进行录音、拍照、摄像。

现场汇总、整理调查资料可有效防止漏项；现场对调查资料进行合理性检查和可靠性程度评

价，可以及时发现调查资料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复查、核实；冰灾和风灾照片是判定

覆冰和风力大小的重要依据，除结合工程拍摄照片外，还要搜集各种冰风灾害照片，来判定

冰风灾害范围、方向、大小等，以分析确定设计冰厚和风速。 

15.2  大风调查 

15.2.1 大风调查可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地区的大风成因，可通过当地气象部门搜集长期气象台

站的历年大风资料，在区县志、气象年鉴、灾害年鉴上了解线路沿线的风灾资料，从线路运

维部门了解附近已建线路的设计运行情况，收集电网正式发布的风区图。 

重点区域详细调查可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大风发生时间、持续时间、风向、风力、同时天气现象（雷雨、冰雹、寒潮、热带气

旋）、主要路径、影响范围、重现期； 

2 大风对电力线路、通信线路、树木、农作物、船只、房舍和其它建筑物的损毁情况； 



·163· 
 

3  风灾事故现场的地形、高程、气候、植被等情况。 

同时，搜集下列资料： 

1 县志、气象灾害典籍等史料记载的历史风灾情况和气象站、档案馆、民政局等有关单

位保存的风灾报告、照片和影像资料； 

2 沿线附近已建电力、通信工程和有关建筑物的设计标准及设计风速、运行维护情况，

以及发生风灾的灾情报告和事故修复标准； 

3 区域建筑、气象部门对风速、风压的研究成果和地区风压图； 

4 电力部门编制的地区风区分布图。 

15.2.2  大风调查要求的范围和调查点数是长期工程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总结，一般情况下，

调查范围应为线路附近 3km～5km 以内。对于一般线路段，宜 5km～10km 布设一个调查点，

这样调查资料比较有代表性。当工程地点附近 3km～5km 范围可用调查点不足 3 个时，可

扩大调查范围，在邻近区域选择地形与海拔相近的调查点进行补充。 

对于风受地形影响比较显著的大风区（如峡谷、风道、海岸等）、微地形微气候区（如

山口、谷口、山顶等）、历史资料上发生过风灾的区域、风区图上电力工程风灾事故的区域、

其他特殊区域（人烟稀少地区等），是重点调查的区域。对于其他特殊区域的线路，如海岛

的线路、风电场的送出线路，应特别注意大风的调查工作，本规定将开展相关的专题调研。 

15.3  覆冰调查 

15.3.1  覆冰调查可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地区的覆冰成因，可通过当地气象部门搜集长期气象

台站的历年电线覆冰资料，在区县志、气象年鉴、灾害年鉴上了解线路沿线的冰灾资料，从

线路运维部门了解附近已建线路的设计运行情况，收集电网正式发布的冰区图。 

详细调查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覆冰地点、海拔、地形、覆冰附着物种类、直径、离地高度、走向； 

2 覆冰发生时间和持续日数，当时的天气情况，包括气温、湿度、风向、风力、降雨、

降雪、起雾等； 

3 覆冰种类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判断； 

4 覆冰的密度，包括颜色、透明程度、坚硬程度、附着力； 

5 覆冰的形状、长径、短径和冰重； 

6 覆冰重现期，包括历史上大覆冰出现的次数和时间，以及冰害情况； 

7 沿线气候、植被及水体分布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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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详细调查应搜集下列资料： 

1 沿线已建送电线路的设计标准及设计冰厚，投运时间，运行中的实测、目测覆冰资料，

冰害线路搜资内容应包括冰厚、冰重、杆塔型、杆塔高、线径、档距和冰害后的修复标准，

以及冰害记录、影像资料、报告等； 

2 通信线路的设计标准及设计冰厚、线径、杆高和运行情况，以及冬季打冰情况、实测

覆冰周长及厚度； 

3 高山气象站的观测资料以及电视塔、通信基站、道班、风电场、太阳能电站等的冰害

记录和报告； 

4 气象台站实测覆冰资料和大覆冰的起止时间与同时气象条件，以及天气系统过程； 

5 地方志、覆冰分析研究报告、覆冰资料汇编、冰区图等。 

15.3.2  我国实测覆冰资料较少，作为观测资料不足时的补充资料，覆冰调查十分必要。本

条初步给出了重点关注的一些地形情况。覆冰调查的主要工作应围绕发生过冰灾和电力工程

冰灾事故的区域开展，一些特殊区域的线路，如通常年份不覆冰但历史上发生过极端冰灾的

线路、风电场的送出线路，应特别注意覆冰的调查工作，本规定将开展相关的专题调研。 

其中，重点区域包含并不限于下列主要内容： 

1  工程区域的地理环境、大地形、山脉（岭）走向； 

2  工程区域海拔分布，迎风坡、背风坡，风口，连续山岭、独立山体，山麓、山腰及

山顶，河谷、山间平坝，平坝与盆地周边山地，大型水体周边山地，以及各类地形对覆冰的

影响特性； 

3  工程区域属南下冷空气路经区域、回流区域或驻留区域，水汽输送区域，静止峰影

响区域； 

4  历史资料上发生过冰灾的区域、冰区图上电力工程风灾事故的区域。 

15.3.3  220kV 及 110kV 送电线路作为区域、地区电网互通的主体，一些线路不可避免地需

要跨越一些高海拔山地，特别是高山地区，这些区域气候环境十分恶劣，一般无人居住，其

覆冰情况无人知晓，覆冰调查不具条件。在这些区域进行覆冰观测，为线路冰区分析提供基

本依据，是解决高海拔无人区重冰线路抗冰设计问题的有效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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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气象分析计算 

本章为新增内容。 

16.1  一般规定 

16.1.1  对气象站实测大风资料和观冰站实测覆冰资料审查侧重点为： 

（1）风速可靠性审查：应了解气象站使用风速仪的沿革，如风速仪型号、安装高度、

使用情况、风速仪精度及故障情况。对异常偏大值可通过地区比审、天气系统过程分析、气

象要素相关分析、大风调查、查阅史志等途径查找原因，进行适当的订正处理； 

（2）风速一致性审查：当发现风速系列不连续，表现为分段的系统性偏大或偏小时，

可从气象站观测场变化与风速仪变更等方面查找原因，对风速系列进行一致性处理； 

（3）覆冰资料的可靠性审查：通常一次覆冰过程是在覆冰消融崩溃前测量覆冰重量和

形状，但有时因风大或气温升高引起覆冰脱落，而未测到覆冰过程最大值；有些观冰站会把

一次覆冰过程中的几次测量数据加在一起作为本过程的最大值。在应用覆冰观测资料时，应

对其观测方法、精度，以及资料所代表的地形环境做全面考证，合理使用。 

16.1.2  气象要素总体的概率分布模型是未知的，目前只能选用能较好地拟合大多数较长气

象要素系列的模型来描述其统计规律。根据我国工程水文与气象领域的实践总结，P-Ⅲ型分

布可较好地拟合许多连续型水文、气象变量，极值 I 型分布也可较好地拟合部分连续型气象

变量与海洋水文变量。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气象要素变化差异较大，P-Ⅲ型与极值 I

型分布不可能都适合，或者有拟合效果更好的概率分布模型。所以，对特殊情况，经专门的

分析论证，可采用其他分布模型。 

16.2  设计风速 

16.2.1  鉴于当前气象台站已积累了较长的最大风速资料，本条规定气象站有连续 25 年以

上的最大风速资料时可直接进行频率计算，而且宜全部采用自记风速资料。若系列中有 1

年～2 年无实测资料，应对这 1 年～2 年进行大风搜资调查，若期间无特别大风，可按系列

均值插补，对非自记的定时观测资料，应经过次时订正后使用。 

16.2.2  现行行业标准《电力工程气象勘测技术规程》DL/T5158 规定，风速高度订正和次时

换算可采用下列方法： 

（1）风速高度订正，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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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1
1 Z

ZVVZ （40） 

式中：VZ—高度为 Z 处的风速(m/s)； 

V1  —Z1 高度处的风速(m/s)； 

Z—设计高度(m)； 

Z1  —风速仪离地高度(m)； 

α—地面粗糙度系数，首先应根据实测资料推求，无资料时可按表 7 选用。 

表 7 地面粗糙度系数 

类别 α 地面特征 

A 0.12 近海海面、海岛、海岸、湖岸及沙漠地区 

B 0.15 田野、乡村、丛林、丘陵及房屋比较稀疏的中小城镇和大城市郊区 

C 0.22 有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 

D 0.30 有密集建筑群且房屋较高的大城市市区 

（2）当风速资料为定时观测 2min 平均值或瞬时极大值时，应进行观测次数和风速时

距的换算，统一订正至自记 10min 平均风速，可按下式计算： 

V10min = aV2min+ b（41） 

式中：V10min—自记 10min 平均最大风速(m/s)； 

V2min—定时 2min 平均或瞬时极大风速(m/s)； 

a、b—系数，应采用当地分析成果或应用实测资料计算确定。 

16.2.3  山区风速主要受地形影响，目前能作为设计依据的最可靠方法是直接在工程地点建

站观测，并与邻近长期测站进行对比和相关分析。近些年来我国电力设计单位与气象研究单

位合作，对山区风速进行了大量研究，获得了一些区域性研究成果，并应用于工程实践中。

参照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和《电力工程气象勘测技术规程》DL/T 5158

相关规定，风速地形订正可采用下列方法： 

（1）当无可靠资料时，对于山间盆地、谷地等闭塞地形及与大风方向一致的谷口、山

口，可由气象参证站设计风速相应的风压值乘以相应订正系数，再反算得出设计风速。订正

系数可按表 8 选用。 

表 8 山区风压订正系数 

山区地形条件 订正系数 

山间盆地、谷地等闭塞地形 0.7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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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风方向一致的谷口、山口 1.20～1.50 

（2）滨海线路的设计风速，由陆地上的气象参证站风速推算时，可由陆地上的气象参

证站设计风速相应风压值乘以相应订正系数，再反算得出设计风速。订正系数可按表 9 选用。 

表 9 海面和海岛风压订正系数 

距海岸距离（km） 订正系数 

<40 1.00 

40～60 1.00～1.10 

60～100 1.10～1.20 

16.2.4  为了方便设计计算，对架空送电线路风区划分不宜过多，要根据沿线地形和下垫面

情况，概化为一个或几个设计风速区段。送电线路设计风荷载要求一个耐张段为同一风区，

所以风区划分不宜太多，风区长度不宜过短，相邻风区设计风速取值的差异不应过大，结合

工程实践经验，一般风区级差以 1m/s～3m/s 为宜。 

16.3  设计冰厚 

16.3.1  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覆冰勘测规程》DL/T5509 规定：覆冰概率分布模型应

选用 P-Ⅲ型、极值 I 型、GPD 型，也可选用威布尔、伽马及第一类贝塔等分布模型。国际电

工 委 员 会 《 架 空 输 电 线 路 设 计 标 准 》 IEC60826 （ 英  文 名 ：

《Design criteria of overhead transmission lines》IEC 60826）给出了可用于表示气象因子的荷

载的分布函数，包括极值 I 型、威布尔、伽马及第一类贝塔分布模型等。 

2008 年南方地区电网罕见冰灾后，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新引进广义帕雷托（GPD）

分布模型对导线覆冰冰厚极值概率分布模拟的适用性进行了专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导线

覆冰冰厚极值的概率分布符合 GPD 模型，其拟合精度高于以往常用的极值 I 型。根据川西北

4000m 以上高海拔山地导线覆冰观测资料，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拓展了

短期覆冰资料推算重现期冰厚时广义帕累托（GPD）覆冰概率分布模型的地理适用范围。 

利用短期 1 年～5 年覆冰观测资料计算设计冰厚，关键问题是确定短期实测最大覆冰的

重现期。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应用覆冰相关气象要素与覆冰持续日数组成覆冰气象指数

（覆冰强度指数），进行经验频率分析评估 2008 年罕见覆冰的重现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江苏省电力设计院基于覆冰强度概念，提出了一种简单的适用于中、轻冰区的重现期分析模

型。 

16.3.2  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覆冰勘测规程》DL/T5509 规定了不同情况下标准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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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公式，可根据实测或调查资料情况选用。 

对于无实测资料地区，覆冰形状系数可参照表 10 选用。 

表 10 覆冰形状系数 

覆冰种类 覆冰附着物名称 覆冰形状系数 

雨凇、雾凇、 

雨雾凇混合冻结 

电力线、通讯线 0.80～0.90 

树枝、杆件 0.30～0.70 

湿雪 电力线、通讯线、树枝、杆件 0.80～0.95 

注：小覆冰的形状系数宜靠下限选用；大覆冰的形状系数宜靠上限选用。 

对于无实测资料地区，覆冰密度可参照表 11 选用，高海拔地区宜选用较低值，低海拔

地区宜选用较高值。 

表 11  覆冰密度范围 

覆冰种类 雨凇 雾凇 雨雾凇混合冻结 湿雪 

密度(g/cm3) 0.7～0.9 0.1～0.3 0.2～0.6 0.2～0.4 

16.3.3  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覆冰勘测规程》DL/T5509 规定了单导线设计冰厚的计

算公式，可根据工程设计要求、覆冰影响因素、区域覆冰特性及资料情况选用。 

调查或实测的最大覆冰值估算重现期如与设计重现期不同，应做重现期换算。不同重现

期换算系数可参照表 12 确定，调查覆冰的重现期不宜小于 10 年。 

表 12  重现期换算系数 

设计重现期(年) 
调查重现期(年) 

100 50 30 20 15 10 5 2 

100 1.00 1.10 1.16 1.28 1.32 1.43 1.75 2.42 

50 0.91 1.00 1.10 1.16 1.23 1.30 1.60 2.20 

30 0.86 0.94 1.00 1.10 1.15 1.25 1.50 2.10 

覆冰的高度换算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α









=

0Z
ZKh （42） 

式中：Z 一设计导线离地高度(m)； 

Z0 一实测或调查覆冰附着物高度(m)； 

α 一覆冰高度变化指数，应按实测覆冰资料分析确定，无实测覆冰资料地区取值可为：

当 Z≤10m，α取 0. 17；当 10m<Z≤20m，α 可取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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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冰的线径换算系数应按实测资料分析确定，无实测资料地区可按下式计算： 









−=

0

ln14.01
φ
φ

φk （43） 

式中：φ一设计导线直径(mm)，φ ≤40mm； 

φ 0 一覆冰导线直径(mm)。 

覆冰的地形换算系数应以一般地形的覆冰作为相对基准，地形换算系数设定为 1.0，一

般地形应具有风速流畅的风特性。不同地形的换算系数应按实测资料分析确定，无实测资料

地区，在准确识别易覆冰微地形的基础上可参照表 13 确定。由于地形变化异常复杂，对地

形的分类及地形换算系数的取值要特别慎重。 

表 13  地形换算系数 

地形类别 系数范围 

一般地形 1.0 

风口或风道 2.0～3.0 

迎风坡 1.2～2.0 

山岭 1.0～2.0 

背风坡 0.5～1.0 

山麓 0.5～1.0 

山间平坝 0.7 

16.3.4  本标准规定的设计冰区的分级归并标准，是我国送电线路设计的适用取值标准，这

与现行行业标准《重覆冰架空输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T5440 规定是一致的。根据我国

易覆冰地区大量已建线路的抗冰运行经验，按 20mm 及以上覆冰等级重冰区设计的线路，

均表现出了可靠的抗冰能力，说明按重冰规范设计的线路具有安全可靠抗冰的冗余度，因此，

在冰区量级大于 20mm 的重冰区的设计冰区归并采用了 5 舍 6 入的规则。对于大于 80mm

冰区也按本原则进行归并。实际工程中结合覆冰调查和工程特点，经技术经济比较，重冰区

也可按 5mm 进行分级，如雅中～江西特高压直流线路重冰区按 20mm、25mm、30mm 分

级，节省了工程投资。 

为了便于线路工程的设计，冰区划分是把同一气候区内海拔相近、地理环境类似、设计

冰厚基本相同的地段划为一个冰区。覆冰受地形影响，存在地区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特点，在

划分的同一量级冰区内，要注意既要考虑覆冰量级随地形的差异，也要考虑在覆冰量级基本

相近前提下，尽量避免分区过于零碎，以利于工程的设计、施工与运行维护。 



·170· 
 

对山区线路路径通道覆冰分布的准确认识和把握，需要对沿线微地形、微气候区做深人细致

地踏勘与考察。注意判定微地形重冰区与轻冰区，合理可靠地确定设计冰厚。对于通过易覆

冰区域的风口、山岭与迎风坡等地段的线路，覆冰一般较其他地形严重，线路冰害较多，需

要适当增大覆冰量级，以提高线路的抗冰能力。 

16.4  特征气温与气象条件组合 

16.4.1  现行行业标准《电力工程气象勘测技术规程》DL/T5158 规定：常规气象资料统计年

限应有30年以上资料，不足30年时可选用附近地形、气候条件大体一致的气象站长期资料，

通过差值法、比值法和相关分析等途径进行插补、延长；无资料地区宜通过设站对比观测，

移用附近地区气象站资料，或通过分析地区气候等值线图确定。 

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规定，钢材质量等级的选用与结构工作温

度有关，在室外工作的构件，结构工作温度可按最低日平均气温采用。 

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荷载规范》DL/T 5551 规定，设计大风工况的相应气温，

即大风同时气温宜采用最大风速月的平均气温，取与此数邻近的 5 的倍数值。 

16.4.2  参考现行行业标准《电力工程气象勘测技术规程》DL/T5158，影响山区气温条件的

因素较多，以海拔高度和地形的影响最显著。在山区，影响气温直减率的因子有纬度、海拔、

地形、山脉走向、水体、干湿状况和天气条件等。一般情况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减小。

气温直减率随纬度增加而递减。山脉中上部的气温直减率背风坡大于迎风坡。南坡的气温和

气温直减率都高于北坡。干燥山区气温直减率大于湿润山区。根据探空资料，在中纬度地区，

自由大气中的年平均气温每上升 100m 约降低 0.6℃。年平均气温直减率的全国分布多在 0.5℃

/100m～0.7℃/100m，只有少数地区反映出比较明显的地形影响，如天山北坡、准噶尔盆地、

昆仑山北坡、大兴安岭西北坡直减率偏低，而背风坡偏大。山区气温应按当地或附近地区的

实测分析资料计算，无资料时可用直减率估算，也可查全国平均气温直减率分布图。 

16.4.3～16.4.4  覆冰同时风速。 

1）现行国际规范 2017 版 IEC 规定，在覆冰增长期各类覆冰的主要气象要素见表 14。 

表 14 覆冰增长期各类覆冰的主要气象要素 

覆冰类别 
气温 

（℃） 

平均风速 

（m/s） 
水滴大小 含水量 

典型的 

持续时间 

雨凇 -10<t<0 不限 大 中等 几小时 

湿雪 0<t<3 不限 薄片 很高 几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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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凇 -10<t<1 ˃10 中等 中等到高 几天 

雾凇 -20<t<1 <10 小 低 几天 

2）四川雷波县黄茅埂观冰站（高程 2880m），在 1982 年～1996 年中，所测得的覆冰气

象要素如表 15 所示。 

表 15 覆冰气象要素 

覆冰类别 
气温 

（℃） 

相对湿度 

（%） 

平均风速 

（m/s） 

雨凇 -3.6～-0.3 96～100 0.0～5.0 

雾凇 -13.0～-2.0 90～100 0.0～5.7 

混合凇 -8.8～-2.4 92～100 0.0～7.0 

3）四川马尔康县鹧鸪山观冰站（高程 4050m），在 2007 年～2015 年中，所测得的覆冰

气象要素如表 16 所示。 

表 16 覆冰气象要素 

覆冰类别 
气温 

（℃） 

相对湿度 

（%） 

平均风速 

（m/s） 

雾凇 -10.4～-8.3 92～98 0.0～6.7 

混合凇 -8.5～-5.8 95～99 0.0～6.8 

4）四川昭觉县依达观冰站（高程 2860m），在 2012 年～2018 年中，所测得的覆冰气象

要素如表 17 所示。 

表 17 覆冰气象要素 

覆冰类别 
气温 

（℃） 

相对湿度 

（%） 

平均风速 

（m/s） 

雾凇 -11.0～-5.2 92～100 0.0～4.1 

混合凇 -9.0～-5.7 95～100 0.0～3.1 

5）据云南气象资料分析“冬季昆明准静止锋或寒潮过境之后，大量的电线覆冰尚未融

化”。而高空西风大槽向云南发展，由于槽后气压梯度较大，因此，冷空气退潮时行移较为

迅速，这时在局部地形影响下，在高寒山区可能出现 6 级～7 级（即 10.3m/s～17.1m/s）的

较大风速。 

6）据 1972 年河南覆冰事故时有关气象方面记录：“覆冰前后气温的变化为+2℃～-4℃，

开始是风雨交加，后转蒙蒙小雨，风力由 4 级（5.5m/s～7.9m/s）一直增至 7 级～8 级

（13.9m/s～17.7m/s～20.7m/s），最大甚至达到 11 级（28.5m/s～30.6m/s），以致出现大面

积倒杆断线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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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80 年 10 月 25 日～27 日东北黑龙江合江电网出现大面积覆冰事故，导线覆冰直

径 120mm～200mm，据当时佳木斯市气象站资料：“26 日 4 时风速达 15m/s，5 时达 18m/s，

阵风可达 22m/s。”附近汤原县气象站资料：“26 日 6 时～7 时，正常风速 16m/s，阵风可达

20m/s。” 

8）2005 年 2 月 6 日～17 日，在湖南、湖北、黔东及赣西北等地区大面积冰害事故期

间，据各地气象台站资料归纳，其同期风速都比较小，在 3m/s～8m/s 之间。 

9）目前我国风电场的建设越来越多，山区风电场集电线路路径通道涉及的典型大风及

覆冰微地形已成为常态，覆冰大风气象组合条件越来越复杂。如 2016 年 2 月，鲁基风电场

35kV 集电线路 N2、N4、N9 在脱冰期大风时段出现覆冰倒塔事故，导线覆冰标准冰厚 25mm～

33mm，风电场测风塔观测的覆冰同时风速 12.5m/s～18.3m/s，平均 15.3m/s。 

10）参考现行国家标准《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 50545 附录 A 典型

气象区，一般情况下覆冰同时风速宜采用 10m/s，当有可靠资料表明需加大风速时可取为

15m/s，20mm 冰区宜采用 15m/s。 

11）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荷载规范》DL/T 5551 规定，设计覆冰工况的相应风

速对轻、中冰区宜采用 10m/s，对重冰区宜采用 15m/s，当有实测资料时也可按实测风速选

取。 

综上，可以看出，各地由于覆冰天气形势不同，覆冰同时风速差异很大。有覆冰气象观

测资料的工程区域，覆冰同时风速，应挑选多年最大一次覆冰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风速。无覆

冰气象观测资料地区，从安全和经济合理方面考虑，轻、中冰区的覆冰同时风速宜采用 10m/s；

重冰区的覆冰同时风速宜采用 15m/s，风道或风口型覆冰微地形时宜酌情加大。 

16.4.5～16.4.6  覆冰同时气温。 

1）现行国际规范 2017 版 IEC 规定，除非覆冰记录确认在导体持续覆冰期间出现较低的

温度，覆冰同时气温应该默认为-5℃。 

2）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荷载规范》DL/T 5551 规定，设计覆冰工况的相应气温

宜采用-5℃。 

3）现行行业标准《电力工程气象勘测技术规程》DL/T 5158 规定，覆冰同时气温，应

挑选多年最大一次覆冰过程中的极端最低气温。 

基于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的《四川西部水电送出走廊（丹巴以北）导线

覆冰观测及工程应用》和《川西南川滇交界高海拔山区线路导线覆冰观测研究》成果，高海

拔山区重覆冰过程最低气温如下表： 



·173· 
 

表 18 重覆冰过程最低气温 

项目 
海拔高程 

（m） 

重覆冰过程最低气温 

（℃） 

重覆冰过程最低气温平均值 

（℃） 

马尔康县鹧鸪山观冰站 4050 -10.4～-4.7 -8.3 

昭觉县依达观冰站 2860 -15.2～-8.4 -10.4 

昭觉县支尔莫观冰站 2390 -13.6～-3.7 -7.1 

综上，根据表 14～表 18 的覆冰气象要素资料，覆冰同时气温差异较大。有覆冰气象观

测资料的工程区域，覆冰同时气温，应挑选多年最大一次覆冰过程中的极端最低气温。无覆

冰气象观测资料地区，从安全和经济合理方面考虑，覆冰类型以雨凇或偏雨凇混合冻结为主

时，覆冰同时气温宜采用-5℃；覆冰类型以雾凇或偏雾凇混合冻结为主且海拔超过 2400m

时，覆冰同时气温宜采用-10℃；覆冰类型以晶状雾凇为主时，覆冰同时气温宜采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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