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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水利科学院（江西省大坝安全管理中心）、江西省水利厅建设与管理处、

江西省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喻蔚然、罗梓茗、彭小斌、傅琼华、应锋来、史明涓、杨方福、黎凤赓、汪庆、

唐少龙、万思源、彭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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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标准化管理是指水利工程管理责任主体在安全管理、运行管理、养护管理和管理保障的各

个事项及关键节点，按照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流程进行管理和操作，达到规定的等级标准，以实现水利工

程安全运行、效益持续发挥、环境整洁美观等三大目标的活动。 

为适应新形势下常态化的标准化管理工作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工程管理水平，保障三大目标的实现，

有必要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综合性的标准体系。《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规程》系列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六个部分：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规程 第1部分：大中型水库；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规程 第2部分：堤防；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规程 第3部分：大中型泵站；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规程 第4部分：大中型灌区；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规程 第5部分：大中型水闸；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规程 第6部分：农村水电站。 

本文件可为水利工程管理责任主体有效开展标准化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同时有助于水行政主管部门

加强监管并推动水利工程持续改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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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规程 第 5部分：大中型水闸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闸安全管理、运行管理、养护管理、管理保障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已建成运行的过闸流量在100m
3
/s及以上的大中型水闸，小型水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822 科学技术档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 

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SL 75 水闸技术管理规程 

SL 197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 

SL 722 水工钢闸门和启闭机安全运行规程 

SL 725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规范 

SL 766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鉴定技术规范 

SL 768 水闸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DB36/T 1331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技术规范 

DB36/T 1332 水利工程标识标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注册登记 registration 

已建成运行的水闸进行登记申请，依法审查核实、发证的制度。 

3.2  

  安全鉴定 safety appraisal 

定期对水闸工程进行专项检测、安全复核和做出安全综合评价的工作。 

3.3  

  巡视检查 walkaround inspection 

由水闸管理单位组织开展的现场检查、设备检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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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安全监测 safety monitoring 

通过设置的观测设施对水利工程状态变化进行系统性监测、监视，获取监测数据的工作。 

3.5  

  观测资料整编分析 compilation and analysis of observation data  

过对巡视检查和仪器观测得到的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分析，从而获得水闸工程环境量、渗流、变

形等特征值及变化规律，并以此来判断水闸工程的安全性态。 

3.6  

  管理手册 management manual 

水闸管理单位编制的包含工程概况、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管理范围、管理设施、公众安全、总结

考核等内容的手册。 

3.7  

  操作手册 poeration manual 

水闸管理单位编制的包含工程运行调度、巡视检查、安全监测、维修养护等事项、流程、内容和技

术要求的手册。 

3.8  

口袋本 pocket book 

针对工程运行观测、巡视检查、维修养护等关键岗位，水闸管理单位编制的包含该岗位工作职责、

具体操作流程、记录要求、工作制度等内容的册子，可直接放入口袋。 

3.9  

管理考核 management assessing 

每年按照既定的标准对工程标准化管理水平进行评价的工作，包括工程管理单位的自评和上级部门

的复核。 

4 安全管理 

4.1 安全责任落实 

4.1.1 应落实水闸安全管理等责任人，明确其职责。 

4.1.2 责任人的姓名、单位、职务和联系电话应于每年 3月底前在媒体上公布，同时在水闸现场显著

位置立牌公示。 

4.1.3 责任人应熟悉和掌握自身职责，提高履责意识和履职能力。 

4.2 注册登记 

4.2.1 新建成的水闸应按照《水闸注册登记管理办法》进行注册登记。 

4.2.2 已注册登记的水闸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应按照《水闸注册登记管理办法》，在此后 3个月内，

办理变更事项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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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闸管理单位或管理单位的隶属关系发生变更的； 

b) 安全鉴定、除险加固、改（扩）建、降等等情况导致水闸注册登记信息发生变化的。 

4.2.3 经主管部门批准报废的水闸，管理单位应在 3个月内办理注销登记。 

4.3 安全鉴定 

4.3.1 水闸实行定期安全鉴定制度。首次安全鉴定应在竣工验收后 5年内进行，以后应每隔 10 年进行

1次全面安全鉴定。出现影响安全的异常现象的，应及时进行安全鉴定。闸门等单项工程达到折旧年限，

应及时进行单项安全鉴定。 

4.3.2 水闸安全鉴定的组织、程序和内容应符合《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办法》。 

4.3.3 评定为一类、二类的水闸，应按照鉴定意见完善工程管理措施。评定为三类、四类的水闸，应

采取除险加固、降低标准运用或报废等相应处理措施，在此之前必须制定保闸安全应急措施，并限制运

用，确保工程安全。 

4.4 安全生产 

4.4.1 安全生产应符合 SL/T  789 的要求。 

4.4.2 每年应制定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并按照计划组织实施。 

4.4.3 应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主要检查内容包括： 

a) 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和落实情况； 

b) 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情况； 

c)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和救援演练情况； 

d) 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和特种作业、重要岗位操作人员持证上岗以及劳动保护用品配备使用情况。 

4.4.4 应制定水闸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并将责任落实到人。 

4.4.5 经常性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4.6 按要求配备救生衣、救生舟、灭火器、安全帽、手电筒等安全生产设备和用具，建立台账，定

期检查实物状况，及时更换损坏或过期设备和用具。 

4.4.7 管理范围内以下部位应设立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标牌： 

a) 水闸两端、交通桥、护岸周边； 

b) 水文、水位等观测设施周边； 

c) 高边坡及临水、临崖部位； 

d) 其他可直达水面的通道口。 

4.5 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4.5.1 应按照《江西省水利工程条例》的规定明确水闸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a) 大型水闸上下游河道各 200 m～500m、左右边墩翼墙外 50 m～200m；中型水闸上下游河道各

100 m～250m、左右边墩翼墙外 25 m～100m 为管理范围； 

b) 保护范围应根据实际需要划定。 

4.5.2 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应在工程图纸上标明，并注明关键点坐标。工程图纸可采用现有测绘成果，

应注明资料成果来源；无测绘资料的，应开展必要的地形和大断面测绘工作。 

4.5.3 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界资料应报请当地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4.5.4 应在管理范围关键点设置界桩、界牌等固定标志。 

4.5.5 建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违章建筑物、违法行为等台账，及时清理违章和制止非法行为，并

上报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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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管理设施 

4.6.1 安全监测设施 

4.6.1.1 水闸主要监测项目包括： 

a) 环境量，如水位、降雨量等； 

b) 变形，如表面变形（含水平位移、垂直位移）、表面裂缝等； 

c) 渗流，如闸基扬压力和侧向绕渗等。 

4.6.1.2 应根据水闸实际情况设置必要的监测项目，测点的布置、数量及安装埋设应符合 SL 725、SL 

768 要求。 

4.6.1.3 每隔 3～5年对监测设施进行考证评价，建立水闸监测设施考证档案，并符合 SL 766 要求。 

4.6.2 标识标牌 

4.6.2.1 标识标牌主要包括公告类、名称类、警示类、指引类。 

4.6.2.2 标识标牌应根据水闸的功能及需求合理布置。 

4.6.2.3 标识标牌的规格样式与设置应符合 DB36/T 1332 要求。 

4.6.3 管理用房 

4.6.3.1 管理用房应能满足管理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需要，宜根据工作关联程度进行必要的整合。 

4.6.3.2 管理用房应做到办公区和休息区隔离。 

4.6.4 安全保障设施 

4.6.4.1 防汛公路应能满足工程对外交通的需要，并保持道路通畅。 

4.6.4.2 配备移动电话、固定电话、对讲机、网络等通讯设施两种及以上。 

4.6.4.3 配备警报器、电话等预警设施一种及以上。 

4.6.4.4 配备备用电源，确保运行正常。 

4.7 防汛物资 

4.7.1 按规定配备一定面积的防汛仓库、储料池，足额储备防汛物资。 

4.7.2 制定防汛物资分布图、调运线路图，并在适当位置明示。 

4.7.3 防汛物资出、入库应登记，建立台账，做到“实物、台账”相符。 

4.7.4 防汛物资应“专物专用”。 

4.8 应急预案 

4.8.1 水闸突发事件一般包括： 

a) 自然灾害类，包括超标准洪水、上游溃决、地质灾害、地震等； 

b) 事故灾难类，包括发生危及水闸安全的重大险情、重大水污染事件等； 

c) 其他突发事件。 

4.8.2 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技术服务单位编制水闸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编制大纲

格式见附录 A。 

4.8.3 应急预案应报送有审批权限的人民政府或其委托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批准并公布。 

4.8.4 水闸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修订应急预案，若有重大变动，应经原审批单位重新审批。 

4.8.5 每年汛前或汛中至少开展 1次应急预案宣传和演练，可采取桌面演练、功能演练或全面演练等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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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管理 

5.1 技术手册 

5.1.1 应编制管理手册、操作手册和关键岗位口袋本，并适时修订。 

5.1.2 管理手册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概况、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管理范围、管理设施、公共安全、档

案管理、管理考核等。 

5.1.3 操作手册主要内容包括运行调度、巡视检查、安全监测、设备器具操作、维修养护、信息化管

理等。 

5.1.4 口袋本主要内容包括岗位工作职责、工作事项、操作流程、工作记录等。 

5.2 巡视检查 

5.2.1 一般规定 

5.2.1.1 水闸巡视检查一般包括日常巡视检查、汛前(汛后)检查和特别检查。 

5.2.1.2 管理人员应按照操作手册规定频次（时间）、路线、内容和方法进行检查。 

5.2.1.3 日常巡视检查由巡查岗人员开展，汛前（汛后）由管理单位技术负责人组织开展检查。 

5.2.1.4 每次检查前，管理人员应做好准备工作，配备必要的工具和安全防护用具。 

5.2.2 检查频次 

5.2.2.1 日常巡视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非汛期不少于 1次/周； 

b) 汛期不少于 1次/日； 

c) 暴雨后立即巡查 1次； 

d) 当上游水位涨落变化较快（超过 0.5m/日）或接近正常蓄水位时，不少于 1次/日； 

e) 上游水位超过正常蓄水位时，不少于 2次/日。 

5.2.2.2 汛前检查应在 3月底前完成。 

5.2.2.3 汛后检查宜在 10 月底前完成。 

5.2.2.4 在发生特别运用工况后，立即开展特别检查。特别运用工况主要指： 

a) 上游水位暴涨暴落或接近历史最高水位、设计洪水位，或上游持续高水位运行； 

b) 发生有感地震等可能严重影响工程安全运行的情况； 

c) 其他影响水闸安全运用的特殊情况。 

5.2.3 检查范围和内容 

5.2.3.1 日常巡视检查范围包括水工建筑物及护岸工程、金属结构、电气设备、管理设施等，重点是

已存在或经处理的病险隐患的关键部位，检查内容应符合 SL 75、SL 768 要求。 

5.2.3.2 汛前检查除日常巡查内容外，还应对以下内容进行检查和评价： 

a) 责任制落实； 

b) 闸门与启闭设备、供电线路及备用电源的试运行情况，应符合 SL 722 要求； 

c) 应急预案、度汛方案的编制与批复； 

d) 防汛物资和防汛抢险队伍的准备和落实； 

e) 上一年度发现问题处理情况。 

5.2.3.3 汛后检查除日常巡查内容外，还应对以下内容进行检查和评价： 

a) 水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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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险情处置； 

c) 防洪调度合理性； 

d) 防汛物资使用； 

e) 信息化及监测系统运行。 

5.2.3.4 特别检查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检查内容。 

5.2.4 检查方法 

5.2.4.1 一般情况采用眼看、耳听、手摸、脚踩等直观方法，辅以锤、钎、钢卷尺等简单工具。 

5.2.4.2 遇到重大险情或对安全问题存在怀疑、常规检查方法难以判别时，可采用开挖探坑（槽）、

钻探、仪器探测、投放化学试剂、水下电视等方法。 

5.2.5 检查记录 

5.2.5.1 检查人员应逐项填写检查记录，记录表格式见附录 B.1。 

5.2.5.2 汛前、汛后检查后应提出检查结论和建议，记录表格式见附录 B.2、B.3。 

5.2.5.3 纸质检查记录应当场签名，采用巡检仪等设备进行检查时，应做好电子签名。 

5.2.5.4 检查发现缺陷或异常等情况时，应有详细的情况说明、部位描述和影像资料。 

5.2.5.5 现场检查记录、检查报告、问题或异常的处理与验收等资料应定期归档。 

5.3 安全观测 

5.3.1 一般规定 

5.3.1.1 观测方式分为自动观测和人工观测，采用自动观测时，应定期进行人工校验。 

5.3.1.2 安全观测应人员固定、仪器固定、测次固定和时间固定。 

5.3.2 观测频次 

5.3.2.1 环境量观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采用人工观测方法时，1次/日； 

b) 采用自动化观测方法时，2次/日； 

c) 水位观测应在开闸泄水前、后各增加观测一次； 

d) 当上游水位涨落变化较快或发生强降雨时，应加密观测。 

5.3.2.2 表面变形观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12～4次/年； 

b) 当位移变化异常或上游水位涨落变化较快时，应加密观测。 

5.3.2.3 表面裂缝观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不少于 1次/月； 

b) 当裂缝发展较快时，应加密观测。 

5.3.2.4 渗流观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2～1次/旬； 

b) 上游水位接近正常蓄水位或水位涨落变化较快时，应加密观测。 

5.3.3 观测方法 

5.3.3.1 采用水尺观测水位时，可参照 GB/T 50138 执行。 

5.3.3.2 水平位移及垂直位移观测应符合 SL 197、SL 768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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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 采用钢钉观测表面裂缝时，应将游标卡尺（钢尺）对准裂缝两侧的钢钉内侧，读取数据。 

5.3.3.4 采用电测水位计观测渗流压力时，每次测量应读取两次，两次测读误差应不大于 2cm。 

5.3.3.5 采用自动化采集系统进行安全观测时，应准确将各项仪器参数输入系统。 

5.3.4 观测要求 

5.3.4.1 观测前应检查设施的完好性；观测仪器每年应进行灵敏度测试。 

5.3.4.2 选用的仪器设备技术参数应符合相关规范规定，自动化监测仪器每年应至少进行 1次人工比

测、校正和校准。 

5.3.4.3 每次观测时，应立即检查数据的准确性，如有异常，应分析原因，必要时重新观测。 

5.3.4.4 增设或改建观测设施后，新、旧观测设施应同时观测一个时期，求得新、旧观测设备观测成

果的相互关系，保证观测资料的连续性；当不能保证观测资料的连续性时，应分阶段进行观测及成果分

析，并注意前后系列资料之间的对比。 

5.3.5 观测记录 

5.3.5.1 记录应采用规范的表格，符合 SL 768 要求。 

5.3.5.2 每次完成现场采集后，数据应清晰准确，填写规范，观测人员应在记录表上签字。 

5.3.5.3 符合表示和精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水位以 m表示，读数精确至 0.01m； 

b) 降雨量以 mm 表示，读数精确至 0.1mm； 

c) 温度以℃表示，读数精确至 0.1℃； 

d) 表面变形以 mm表示，读数精确至 0.1mm； 

e) 测压管水位以 m表示，读数精确至 0.01m； 

f) 渗流压力以 kPa 表示，读数精确至 0.1kPa。 

5.3.6 观测资料整编分析 

5.3.6.1 资料整编分析分为年度资料分析和长系列资料分析。年度资料分析每年开展 1 次，对上一年

度监测资料进行技术分析，并于次年汛前完成；长系列资料分析每 5年度开展 1次，对历年监测资料进

行技术分析。 

5.3.6.2 资料分析可采用比较法、特征值统计法、作图法等。 

5.3.6.3 年度资料分析内容包括： 

a)  各观测数据的特征值和异常值； 

b)  观测数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以判断工程有无异常和向不利安全方向发展的时效作用； 

c)  观测数据在空间分布上的情况和特点，以判断工程有无异常区和不安全部位。 

5.3.6.4 长系列资料整编分析应在年度资料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下列内容： 

a)  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定量关系和变化规律，预测效应量的发展趋势； 

b)  综合评估水闸工程当前的安全性态。 

5.4 运行调度 

5.4.1 一般规定 

5.4.1.1 水闸调度运用分为防洪排涝调度和兴利调度，调度运行时应考虑与上下游及相邻水闸工程联

合调度关系，科学调度，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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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每年 2月底前应编制年度调度运用计划，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调度运用计划编制大

纲见附录 C。 

5.4.2 各类水闸的调度运用 

5.4.2.1 节制（拦河）闸的调度运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根据来水情况和用水需要，适时调节上游水位和下泄流量； 

b) 出现洪水时及时泄洪。 

5.4.2.2 排（退）水闸的调度运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闸上游水位的控制应适宜于生产、生活和生态需求； 

b) 多雨季节有暴雨天气预报时，适时预降内河水位； 

c) 汛期充分利用外河水位回落时机排水； 

d) 蓄洪区、滞洪区的退水闸，应按调度指令按时退水。 

5.4.2.3 引（进）水闸的调度运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根据水源情况和用水需求，有计划地进行引水； 

b) 当来水水质不能满足用水要求时，按上级指令减少引水流量直至停止引水。 

5.4.2.4 分（泄）洪闸的调度运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接到分洪预备通知后，立即做好开闸前的准备工作； 

b) 接到分洪指令后，按时开闸分洪，开闸前鸣笛报警或以其他方式通知上下游人员及船只撤离； 

c) 分洪过程中，应加强巡视检查和观测，监视工情、水情变化情况，根据指令及时调整水闸泄量。 

5.4.2.5 具有通航功能的水闸调度运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通航时的水位差应以保证通航和工程设施安全为原则；  

b) 因防洪防旱等要求需要停止通航时，应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c) 遇有大风、大雪、大雾、暴雨等极端天气时，应停止通航，如需要通航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

证工程设施和通航安全。 

5.4.3 闸门操作 

5.4.3.1 应严格按照操作指令、闸门操作规程要求进行操作，操作人员不少于 2人，并做好记录。 

5.4.3.2 闸门启闭前，做好准备工作，包括： 

a) 检查上、下游的安全情况； 

b) 检查并清除闸门启闭设备运行路径上的卡阻物； 

c) 检查并清除运行涉及区域内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上下游影响设备运行的飘浮物等； 

d) 保证启闭机及电气设备、失电保护装置、供电和备用电源符合运行要求； 

e) 保证远程控制系统、数据通信、监控设备正常； 

f) 保证限位标识正确、限位开关灵活可靠。 

5.4.3.3 设施设备出现故障或异常情况，应立即进行检查和处理，并报告负责人。 

5.4.4 应急调度 

5.4.4.1 发生突发事件时，应组织专人对水闸进行连续监视和监测，并按规定报告有关情况。 

5.4.4.2 严格执行经批准的应急预案，落实人员、物资、通讯等各项措施。 

6 养护管理 

6.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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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维修养护范围包括水工建筑物、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管理设施等。 

6.1.2 维修养护一般分为日常性维修养护和专门性维修养护。 

6.1.3 设施设备损坏或已到使用年限时，可编制工作方案或专项报告，进行更新改造。 

6.1.4 维修养护的项目、内容、方法和技术标准应符合 SL 75、DB36/T 1331 要求。 

6.1.5 维修养护可由具有相应技术力量的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机构承担。 

6.2 编制实施方案 

6.2.1 专门性维修养护应编制维修养护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编制大纲见附录 F。实施方案应报上级主

管部门批准。 

6.2.2 维修养护实施方案的重大变更应报原审批部门批准。 

6.3 组织实施 

6.3.1 应及时组织管理人员实施经批准的维修养护项目。 

6.3.2 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机构承担维修养护工作时，管理单位应控制项目实施的质量和进度。 

6.3.3 影响工程安全度汛的维修养护项目，应在汛前完成，汛前无法完成的，应采取临时安全度汛措

施。 

6.3.4 应及时对每一项维修养护工作情况进行记录，记录的内容包括：时间、部位、缺陷描述、养护

维修内容、人员和结果等。记录表格见附录 E。 

6.3.5 项目完工后，应及时组织自验，自验合格后报主管部门进行最终验收。 

7 管理保障 

7.1 岗位和人员 

7.1.1 应合理设置工作岗位，明确岗位职责。 

7.1.2 关键岗位包括： 

a)  巡查观测岗； 

b)  运行操作岗； 

c)  维修养护（管理）岗； 

d)  安全生产管理岗。 

7.1.3 各岗位应明确到人，制定“岗位-事项-人员”对应表。 

7.1.4 教育培训 

7.1.4.1 每年应组织内部培训和安排管理人员参加外部培训，培训人员应不低于水闸管理人员总人数

的 80%，关键岗位人员培训率应达到 100%。 

7.1.4.2 关键岗位人员参加县级及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技术培训的时间应不少于 24学时。 

7.1.4.3 新录用人员上岗和在职职工转岗前应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7.1.4.4 职工教育培训宜纳入单位内部考核。 

7.2 管理制度 

7.2.1 应根据工程管理要求，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a) 日常工作制度，主要包括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制度、工程管理考核奖惩制度、学

习培训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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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调度运行制度，主要包括调度运行规程、防汛值班制度、闸门启闭机操作制度、报告制度、防

汛物资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等； 

c) 监测维养制度，主要包括水雨情观测制度、日常巡视检查制度、安全监测制度、工程维修养护

制度等。 

7.2.2 关键制度应在办公室、管理房、启闭房等场所上墙明示，主要包括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制度、防

汛值班制度、水雨情观测制度、日常巡视检查制度、安全监测制度、闸门操作制度等。 

7.2.3 闸门及启闭设备、机电设备的具体操作流程应在设备附近明示。 

7.3 管养经费 

7.3.1 管养经费分为人员经费和日常性维修养护经费。 

7.3.2 应合理测算管理事项的工作量，确定人员经费。 

7.3.3 应依据相关定额测算日常性维修养护项目的工程量，确定维护经费。 

7.3.4 管养经费的测算结果应上报主管部门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7.4 信息化管理 

7.4.1 系统建设 

7.4.1.1 可根据工作需要建设工程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宜包括运行管理、视频监控、自动化监测、

自动化控制等平台和设施。 

7.4.1.2 运行管理平台应具有工程基础信息、检查监测、调度运行、维修养护等信息查询和流程管理

功能。 

7.4.1.3 视频监控设施宜布设在水闸闸门、启闭房等重点位置。监控信息的保存时间不宜低于 3个月。 

7.4.1.4 管理单位建设的信息系统应与上级部门建设的信息系统相对接，实现数据共享。 

7.4.2 系统使用 

7.4.2.1 管理人员应熟悉管理信息系统的各项功能和操作方法，能利用信息系统有效开展管理工作，

掌握工程安全状况。 

7.4.2.2 应及时将工程基础信息、调度运行、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资料输入系统，并定期进行备份。 

7.4.3 系统维护 

7.4.3.1 系统维护应由专人负责或委托技术服务机构负责，其他管理人员不得私自更改系统设置。 

7.4.3.2 系统维护主要内容包括： 

a)  保证电源、通风、接地等所有机房设施运行正常； 

b)  保证配线设备、线缆、信息插座等设施及网络通信线路运行正常； 

c)  保证监控设备运行正常； 

d)  检查软件系统的性能和缺陷，及时升级或更新。 

7.4.3.3 应保障系统正常运行。管理人员自行无法解决的，应尽快联系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处理。 

7.5 档案管理 

7.5.1 档案分类 

7.5.1.1 档案分为建设管理档案、运行管理档案和设备档案。 

7.5.1.2 建设管理档案主要包括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检测、验收等文件和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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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3 运行管理档案主要包括巡视检查、安全观测、运行调度、维修养护、设备操作等文件和技术

资料。 

7.5.1.4 设备档案主要包括图纸、说明书、合格证书、操作手册、技术鉴定报告等技术资料。 

7.5.1.5 档案宜实行电子化处理，电子文件应符合 GB/T 18894 要求。 

7.5.2 档案保管 

7.5.2.1 应单独设立档案室，设有防盗、防尘、防火、防水、防潮、防晒、防鼠、防虫等设备和措施，

保证档案安全。 

7.5.2.2 档案室应保持整洁、卫生，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和与档案无关的物品。 

7.5.2.3 应及时对档案分类，按类别整理排列档案资料。 

7.5.2.4 档案管理应符合 GB/T 11822、GB/T 18894 和《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 

7.6 水文化建设 

7.6.1 加强水利行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和职业素质。 

7.6.2 在实施工程建设时可促进建筑景观美学与水文化相互融合。 

7.6.3 以水或水利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 

7.6.4 在水闸管理范围内以图案、文字、标识等元素广泛展示水法规、水资源、水生态等内容，营造

文化内涵，提高文化品位。 

7.6.5 保护和整理优秀的水文化遗产，总结并传播传统水文化。 

7.7 管理考核 

7.7.1 每年应组织单位内部考核，综合评价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 

7.7.2 建立健全并积极落实激励机制，并与考核成果挂钩。 

7.7.3 按照《江西省水闸标准化管理评价标准》规定，每年组织开展标准化管理工作自查自评，形成

自评报告。  

7.7.4 主管部门每年应组织管理考核，并评定等级，综合评价水闸管理工作。 

 

  性附水闸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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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水闸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编制大纲 

1 编制说明 

1.1 编制目的和适用范围 

1.2 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 

1.3 编制依据 

1.4 编制原则 

1.5 突发事件分级 

1.6 预案版本受控和修订 

2 突发事件及其后果分析 

2.1  工程概况 

2.2 突发事件分析 

2.3 突发洪水事件及其后果分析 

2.4  突发事件及其后果分析 

3 应急组织体系 

3.1 应急组织体系框架 

3.2 应急指挥机构 

3.3 专家组 

3.4 应急抢险与救援队伍 

4 运行机制 

4.1 预测与预警 

4.2 应急响应 

4.3 应急处置 

4.4 应急结束 

4.5 善后处理 

5 应急保障 

5.1 应急抢险与救援物资保障 

5.2 交通、通信及电力保障 

5.3 经费保障 

5.4 其他保障 

6 宣传、培训与演练 

6.1 宣传 

6.2 培训 

6.3 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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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表与附图 

8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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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巡视检查记录表 

表B.1 日常巡视检查记录表 

日期：  月  日    闸前水位：      m    闸后水位：     m     天气：        

组成部分 项目（部位） 检查内容 是否正常 存在问题描述 

闸墩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边墩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闸室 

永久缝 开合、错动和分缝止水工作状况 

工作桥 工作桥 结构有无破损 

交通桥 交通桥 结构有无破损 

闸室段 

排架 排架 结构有无破损 

  

翼墙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上游翼墙 

排水设施 是否完整，有无淤堵 

上游护坡 上游护坡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上游连接

段 

堤闸连接段 堤闸连接段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翼墙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下游翼墙 

排水设施 是否完整，有无淤堵 

下游护坡 下游护坡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下游连接

段 

堤闸连接段 堤闸连接段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闸门环境 有无水藻、杂草、泥沙等杂物 

门体 有无破损、变形、锈蚀、开裂、松动、缺失 

吊耳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直支臂、支撑铰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门槽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止水 是否完好 

行走支撑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闸门 

开度指示器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启闭机房 结构有无破损 

防护罩 结构有无破损 

机体表面 有无破损、变形、锈蚀、开裂、松动、缺失 

传动装置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零部件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制动装置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制动可靠 

连接件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闸门和启

闭机 

启闭机 

启闭方式 是否运转灵活 

  

巡查人员：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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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汛前检查记录表 

日期：     月     日     闸前水位：      m    闸后水位：     m     天气：        

检查项目（部位） 检查内容 检查记录 

现场检查记录 

闸底板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闸墩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边墩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闸室 

永久缝 开合、错动和分缝止水工作状况 

工作桥 工作桥 结构有无破损 

交通桥 交通桥 结构有无破损 

闸室段 

排架 排架 结构有无破损 

 

铺盖 是否完整，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铺盖 

排水、导渗系统 是否完整，有无淤堵 

翼墙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上游翼墙 

排水设施 是否完整，有无淤堵 

上游护坡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上游护坡、

护底 上游护底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上游连接

段 

堤闸连接段 堤闸连接段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翼墙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下游翼墙 

排水设施 是否完整，有无淤堵 

消能工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消力池 

排水、导渗系统 是否完整，有无淤堵 

海漫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海漫及防冲

槽 防冲槽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下游护坡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下游护坡、

护底 下游护底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下游连接

段 

堤闸连接段 堤闸连接段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闸门环境 有无水藻、杂草、泥沙等杂物 

门体 有无破损、变形、锈蚀、开裂、松动、缺失 

吊耳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直支臂、支撑铰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门槽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止水 是否完好 

行走支撑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闸门 

开度指示器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启闭机房 结构有无破损 

防护罩 结构有无破损 

机体表面 有无破损、变形、锈蚀、开裂、松动、缺失 

传动装置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零部件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闸门和启

闭机 

启闭机 

制动装置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制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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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部位） 检查内容 检查记录 

连接件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启闭方式 是否运转灵活 

供电系统 是否外表整洁、安装可靠、运行状况正常 
机电 

备用电源 是否完好可靠 
机电及防

雷设施 
防雷设施 防雷设施 是否安全可靠 

 

计算机监控系

统 
是否正常工作 

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是否正常工作 

监测仪器 是否正常工作 

监控及监

测系统 

监测系统 监测设施、通信

线路 
是否正常工作 

 

照明与应急照

明设施 
是否正常工作 

对外通信与应

急通信设施 
是否正常工作 

对外交通与应

急交通工具 
是否正常工作 

管理范围及保

护范围 

有无危害工程安全的活动、影响水闸安全运

行的障碍物 

警示标志 是否损坏 

其他 
管理与保障

设施 

界桩 是否损坏 

 

是否存在影响行洪情况 是否存在  

度汛工作准备情况 

检查项目（部位） 检查内容 检查记录 

防汛责任制落实情况 是否落实  

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编制、审批、

演练情况 
是否完成  

应急抢险队伍落实情况 是否建立，有无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防汛物资储备情况 是否配备齐全  

上年度维修养护项目完成情况 
是否完成，未完成的有无采取临时安全度汛

措施 
 

上年度汛后检查问题处置 是否处置  

汛前检查结论 

汛前检查存在问题  

存在问题的处理建议  

是否存在度汛安全隐患  

检查人员：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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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汛后检查记录表 

日期：     月     日     闸前水位：      m    闸后水位：     m     天气：        

检查项目（部位） 检查内容 检查记录 

现场检查记录 

闸底板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闸墩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边墩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闸室 

永久缝 开合、错动和分缝止水工作状况 

工作桥 工作桥 结构有无破损 

交通桥 交通桥 结构有无破损 

闸室段 

排架 排架 结构有无破损 

 

铺盖 是否完整，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铺盖 

排水、导渗系统 是否完整，有无淤堵 

翼墙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上游翼墙 

排水设施 是否完整，有无淤堵 

上游护坡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上游护坡、

护底 上游护底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上游连接

段 

堤闸连接段 堤闸连接段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翼墙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下游翼墙 

排水设施 是否完整，有无淤堵 

消能工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消力池 

排水、导渗系统 是否完整，有无淤堵 

海漫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海漫及防冲

槽 防冲槽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下游护坡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下游护坡、

护底 下游护底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下游连接

段 

堤闸连接段 堤闸连接段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闸门环境 有无水藻、杂草、泥沙等杂物 

门体 有无破损、变形、锈蚀、开裂、松动、缺失 

吊耳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直支臂、支撑铰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门槽 有无破损、裂缝、变形等情况 

止水 是否完好 

行走支撑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闸门 

开度指示器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启闭机房 结构有无破损 

防护罩 结构有无破损 

机体表面 有无破损、变形、锈蚀、开裂、松动、缺失 

传动装置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零部件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闸门和启

闭机 

启闭机 

制动装置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制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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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部位） 检查内容 检查记录 

连接件 部件是否完好、运转灵活 

启闭方式 是否运转灵活 

供电系统 是否外表整洁、安装可靠、运行状况正常 
机电 

备用电源 是否完好可靠 
机电及防

雷设施 
防雷设施 防雷设施 是否安全可靠 

 

计算机监控系

统 
是否正常工作 

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是否正常工作 

监测仪器 是否正常工作 

监控及监

测系统 

监测系统 监测设施、通信

线路 
是否正常工作 

 

照明与应急照

明设施 
是否正常工作 

对外通信与应

急通信设施 
是否正常工作 

对外交通与应

急交通工具 
是否正常工作 

管理范围及保

护范围 

有无危害工程安全的活动、影响水闸安全运

行的障碍物 

警示标志 是否损坏 

其他 
管理与保障

设施 

界桩 是否损坏 

 

是否存在影响行洪情况 是否存在  

运行总结情况 

检查项目（部位） 检查内容 检查记录 

防汛制度是否落实 是否落实  

汛期历经洪水次数及时间 填写每次洪水的时间  

汛期最大洪水历程 填写最大洪水历程  

险情及处理记录 填写每次险情及处理记录  

防汛物资清点核查 消耗情况  

汛后检查结论 

汛后检查存在问题  

存在问题的处理建议  

下年度维修养护建议  

检查人员：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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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调度运用计划编制大纲 

1 基本情况 

1.1 工程概况 

1.2 上年度水闸控制运用情况 

2 防洪排涝调度计划 

2.1 基本资料 

2.2 水闸安全评估 

2.3 防洪排涝调度及运用方案 

3 兴利调度计划 

3.1 基本资料 

3.2 用水需求 

3.3 兴利调度及运用方案 

4 安全度汛措施 

4.1 调度组织 

4.2 泄洪预警 

4.3 应急预案应用 

5 附图表 

1) 水闸工程位置示意图（含流域水系及水雨情测站分布等） 

2) 枢纽布置图 

3) 泄流能力图表 

4) 洪水计算成果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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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度汛方案编制大纲 

1 流域概况 

简述水闸所在流域的河流水系、自然地理、气象水文等特性。 

2 基本情况 

2.1 工程概况 

2.2 上下游防洪形势 

2.2 工程运行情况 

3 汛期划分与汛期限制水位 

简述水闸主汛期、后汛期划分，并明确相应的汛期限制水位。 

4 洪水设计 

按照现有规程规范要求，复核计算水闸设计洪水。 

5 洪水预报方案 

有自动测报系统的：简述水雨情遥测系统建设情况、系统组成及运行管理情况；简述预报方案。 

无测报系统的：简述根据经验如何进行洪水预报。 

6 防洪调度计划 

简述洪水调度方式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措施。 

7 调度权限 

简述水闸调度权限的归属单位。 

8 保障措施 

简述水闸汛期安全运行的保障措施和责任人落实情况。 

9 附图和附表 

可附水闸工程位置示意图（含流域水系及水雨情测站分布等）、工程特性表、水闸枢纽布置图、主

要建筑物平面布置及结构图；水闸泄流能力图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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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日常性维修养护记录表 

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人员 

 

项目和部位 

 

维修养护前状态 

 

维修养护过程 

 

维修养护结束后 

或运行调试状态 

 

维

修

养

护

内

容 

备注 

（工程遗留问题及资料收集、

保管者，或提出相关意见） 

 

记录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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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 

专门性维修养护实施方案大纲 

1  项目概况 

主要包括工程基本情况，包括工程地理位置、功能、特征参数、近年来的运用情况；上年度维修养

护计划执行情况，包括项目内容、工程量、资金落实与完成情况等。 

2  维修养护必要性 

主要包括工程现状情况、存在问题及原因、维修养护必要性等。 

3  编制依据和指导思想 

主要包括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与主要技术文件。 

4  维修养护项目名称、部位、内容和工程量 

主要包括工程维修养护的水工建筑物、机电设备、金属结构的名称、编号及具体部位；维修养护项

目主要实施内容和具体工程量。 

5  项目组织和建设管理 

主要包括项目组织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经费管理及档案管理等要求。 

6  主要工作和进度安排 

主要包括项目实施前的准备工作、项目设计、施工单位或更新设备的选择选用计划、施工方案；项

目实施进度计划，包括实施前准备、招标、开工、完工及验收等时间节点；工程进度上报的要求等。 

7  施工期间对工程运行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主要包括施工期间对工程运行的影响程度，对工程运用的要求，消除或减轻影响采取的对应措施等。 

8  资金筹措和项目预算 

主要包括分项工程预算金额及预算总金额；维修养护资金筹措方式和来源渠道等。 

9  附件 

主要包括预算文件（包括编制说明和预算表及相关附件）；工程所在地理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剖

面图、立面图；工程现状照片、需养护部位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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