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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灾害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全国水旱灾害风险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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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与任务



1、目标与任务

以第一次全国水利

普查调查成果对象

为基础，补充新增

工程。

◆ 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

◆ 开展过水库和大江大河堤防工程除险

加固，但未进行过系统的隐患调查；

◆ 部分水库开展过大坝安全隐患排查，

但未进行过系统的水库工程安全隐患

调查；

◆ 开展过少量水闸安全鉴定和除险加固

工程建设；

◆ 蓄滞洪区蓄洪防洪安全隐患未进行过

系统调查。

对全国水库工程、水闸工

程、堤防工程、国家蓄滞

洪区等进行调查，摸清全

国洪水灾害风险隐患底数，

支撑防洪减灾决策和自然

灾害综合防御。

目标
任务

范围

工作

基础



2、工作流程



2、工作流程

前
期
准
备

调
查
分
析

成
果
审
核
汇
集

1）前期准备阶段

➢中央层级

⚫ 编制实施方案

⚫ 编制技术要求

⚫ 收集处理基础数据

⚫ 制作工作底图

⚫ 开发数据采集系统水旱灾害调查分系统

⚫ 开展技术培训、指导与协调

➢流域、省、市、县（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根据各项调查任务整理调查目录清单、收集

资料。



2、工作流程

3）审核汇集阶段

➢省级水利部门负责辖区内调查成果审核汇集，

自审后提交水利部。

➢流域机构的调查成果自审后，提交水利部。

➢水利部审核流域机构和省级水利部门调查成

果，汇集形成全国洪水灾害隐患调查与评估

成果。

2）调查阶段

➢流域、省、市、县四级水利部门（包括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务局）按照管理权限组

织实施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通过资料整编、室内调查、现场调查等方

法，开展洪水灾害隐患调查，并通过审核

汇集系统逐级上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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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流程

➢ 洪水灾害隐患调查充分利用七大流域、区域及省级防洪规划（防洪预案）、工

程设计、运行管理、安全鉴定/评价等已有工作基础和成果，以内业调查和资

料整编为主，必要时辅助现场调查，完成各调查任务内容。

➢ 普查对象编码参照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的统一编码及规则。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库（水电站）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 主要内容是水库工程的空间位置、安全评价/鉴定结论、除险加固情况。

⚫ 调查范围为库容10万m3及以上的水库（有挡水建筑物的水电站）大坝。

水库大坝安全评价/鉴定开展情况是指近10年内（自2011年1月1日以来）。填报最近一

次安全评价/鉴定的时间和结论、除险加固完成情况。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2.行政区划代码 □□□□□□

序号
3.水库

名称

4.水库

编码

5.水库位

置
6. 挡水主坝类型

7. 安全评价/鉴

定开展情况

8. 安全评价

/鉴定完成

时间

9. 安全评

价/鉴定结

论

10. 除险加

固是否完

成

1
□重力坝 □拱坝 □支墩坝 □均质坝

□心墙坝 □斜墙坝 □面板坝 □其它

□未开展

□开展过
年 月

□一类坝

□二类坝

□三类坝

□是

□否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库（水电站）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填写调查对象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

和县（市、区、旗）的名称。

【2.行政区划代码】按照全国统一规定的行政区划代码填写。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库（水电站）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3.水库名称】填写水库工程日常运行管理的现用名称，如：“××水库”，如果工程现

用名称是“××水利枢纽”，则在表中填写“××水利枢纽-水库工程”。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库（水电站）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4.水库编码】按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库工程的统一编码及规则填写。对于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水旱灾害调查分系统里水库编码信息，由于政区调整等原因需要调整

的，调查人员须根据现在实际情况修改。

水库的类型码为：132000。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库（水电站）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5.水库位置】填写主坝坝址（或闸址）所在的乡（镇）名称，并在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数据采集系统水旱灾害调查分系统中标绘大坝位置，标绘位置以主坝中心为准。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在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

采集系统水旱灾害调查分系统中标

标主坝中心位置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库（水电站）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6.挡水主坝类型】填写水库（水电站）挡水主坝的结构类型，分为：重力坝、拱

坝、支墩坝、均质坝、心墙坝、斜墙坝、面板坝。当挡水主坝类型为上述分类之外

的坝型时，选择“其它” 。

当挡水主坝类型为上述分类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坝型时，选择建在主河道上

的挡水坝坝型填写。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库（水电站）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7. 安全评价/鉴定开展情况】根据自2011年1月1日以后水库（水电站）大坝安全鉴定/评

价开展的实际情况，选择“□未开展”或“□开展过” 。

【8.安全评价/鉴定完成时间】对于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的水库（水电站）大坝，填写最近

一次完成的时间，填写到月，未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则不填。

【9.安全评价/鉴定结论】填写最近一次安全鉴定/评价得出的水库（水电站）大坝安全类别

结论，未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则不填。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库（水电站）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10. 除险加固是否完成】对于经安全鉴定/评价为不满足安全要求的水库（水电站）大坝，

是否采取了除险加固措施，选择“□是”或“□否” 。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2.行政区划代码 □□□□□□

序

号

3.工程

名称

4.工程

编码

5.工程

位置
6.工程等别 7.水闸类型

8. 安全

评价/鉴

定开展情

况

9. 安全评

价/鉴定

完成时间

10. 安全评价/鉴

定结论

11.除险

加固是

否完成

1

□Ⅰ □Ⅱ

□Ⅲ □Ⅳ

□Ⅴ

□分(泄)洪闸 □节制闸

□排(退)水闸 □引(进)水闸

□挡潮闸 □橡胶坝

□未开展

□开展过
年 月

□一类闸

□二类闸

□三类闸

□四类闸

□是

□否

⚫ 水闸工程的空间位置、安全评价/鉴定结论、除险加固情况。

⚫ 调查范围为过闸流量5m3/s及以上，且水闸失事会造成严重洪涝灾害。

水闸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水闸工程安全评价/鉴定开展情况是指近10年内（自2011年1月1日以来）。填报
最近一次安全评价/鉴定的时间和结论、除险加固完成情况。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闸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填写调查对象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

和县（市、区、旗）的名称。

【2.行政区划代码】按照全国统一规定的行政区划代码填写。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闸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3.工程名称】按照水闸（橡胶坝）工程日常运行管理的现用名称填写。由水闸工程和其它

水利工程联合组成的工程，表中水闸名称应填写：“工程现用名称-水闸工程”。

如：某工程日常运行管理的现用名称为“××水闸”，但其组成为水闸和泵站工程，表中水

闸名称应填写“××水闸-水闸工程”；某工程日常运行管理的现用名称为“××闸站”，由泵

站工程和水闸工程组成，表中水闸名称应填写“××闸站-水闸工程”。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闸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4.工程编码】填写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闸工程的统一编码。对于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数据采集系统水旱灾害调查分系统里水闸工程编码信息，由于政区调整等原因需要调整的，调查
人员须根据现在实际情况修改。

水闸的6位类型码为133000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闸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5.工程位置】填写水闸（或橡胶坝）所在的乡（镇）和行政村名称。并在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数据采集系统水旱灾害调查分系统中标绘水闸位置。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采

集系统水旱灾害调查分系统中标绘

水闸工程位置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闸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6.工程等别】按照工程设计文件中规定的等别填写；无法查阅工程设计文件的，根据最大过闸

流量和防护对象重要性，按照《水闸设计规范》（SL265-2016）填写。

【7.水闸类型】选择分（泄）洪闸、节制闸、排（退）水闸、引（进）水闸、挡潮闸、橡胶坝六

类之一。若水闸为海堤上的闸，填写挡潮闸。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闸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8. 安全评价/鉴定开展情况】根据近10年（自2011年1月1日以来）水闸安全鉴定/评价开展的

实际情况，选择“未开展”或“开展过” 。

【9.安全评价/鉴定完成时间】对于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的水闸工程，填写最近一次完成的时间，

填写到月；未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则不填。

【10.安全评价/鉴定结论】对于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的水闸工程，填写最近一次安全鉴定/评价

得出的水闸安全类别结论；未开展过安全鉴定/评价则不填。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水闸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11.除险加固是否完成】对于经安全鉴定/评价为不满足安全要求的水闸工程，是否采取了

除险加固措施，在相应项“是”或“否”选择。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2.行政区划代码 □□□□□□

序

号

3.堤
防名
称

4.堤防
编码

5. 所在河
流（湖泊）

名称

6. 所在
河流

（湖泊）
编码

7.河流
岸别

8. 起
点地理
坐标

9. 终点
地理坐

标

10.堤
防长
度

（km）

11.堤防型式
12.堤
防级
别

13. 规划
防洪

（潮）
标准[重
现期ǀ年]

14.现状
防洪（潮）
标准（重
现期ǀ年）

15.是
否达标

1
□土堤 □砌石堤
□土石混合堤
□混凝土防洪墙

□1  
□2  
□3  
□4  
□5

□达标
□未达
标
□待评
价

⚫ 堤防工程的空间位置、规划防洪标准、现状防洪标准、是否达标等。

⚫ 调查范围为5级及以上的堤防工程，不包括生产堤、渠堤和排涝堤。

⚫ 以同一名称同一规划标准的堤防为一个调查对象。

堤防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堤防达标是指堤防的防洪标准、工程质量、安全性等达到现行有关标准规定要求。结合堤防
工程建设、运行的实际情况，或最近安全评价的结果，在相应项“达标”、“未达标”和
“待评价”前的□内打“√”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堤防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3.堤防名称】按照堤防工程日常运行管理的现用名称填写。

【4.堤防编码】填写第一次全国水利调查的统一编码。对于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采集

系统水旱灾害调查分系统里堤防工程编码信息，由于政区调整等原因需要调整的，调查人员须根

据现在实际情况修改。

堤防工程的6位类型码为134000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堤防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5.所在河流（湖泊）名称】填写堤防所在河流或湖泊的名称。

【6.所在河流（湖泊）编码】填写第一次全国水利调查堤防所在河流或湖泊统一编码。

【7.河流岸别】堤防位于河流岸边时，选择在河流左岸或右岸填写。若堤防为海堤或围（圩、圈）

堤，不填写此项。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堤防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8.起点地理坐标】填写堤防起点断面的堤顶中心位置处地理坐标的经度和纬度。若堤防为围

（圩、圈）堤且闭合，则填写任意断面堤顶中心坐标。单位：°′″。

【9.终点地理坐标】填写堤防终点断面的堤顶中心位置处地理坐标的经度和纬度。单位：

°′″。若堤防为闭合的围（圩、圈）堤不填写此项。

（小数至少保留6位小数）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在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采

集系统水旱灾害调查分系统中标绘堤

防位置。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堤防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10.堤防长度（km）】填写设计文件中堤防的总长度；没有设计文件的，按日常运行管理的
堤防总长度填写。对于跨界的堤防工程，应填写县级行政区内的堤防长度。单位：km。

【11.堤防型式】选择土堤、砌石堤、土石混合堤、混凝土防洪墙四项之一填写。当堤防由多种
材料构成时，允许多选。

【12.堤防级别】按照工程设计文件中规定的级别；无法查阅工程设计文件的，根据防护区内防
洪标准较高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确定，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98）确定。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堤防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13.规划防洪（潮）标准[重现期]】填写设计文件中堤防的防洪（潮）标准。单位：年。

防洪标准指各种防洪保护对象或工程本身要求达到的防御洪水的标准。通常以频率法计算的

某一重现期的设计洪水为防洪标准，或以某一实际洪水（或将其适当放大）作为防洪标准。

【14.现状防洪（潮）标准（重现期ǀ年）】填写现状条件下堤防能防御的防洪（潮）标准。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堤防工程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15 是否达标】堤防达标是指堤防的防洪标准、工程质量、安全性等达到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要求。结合堤防工程建设、运行的实际情况，或最近安全评价的结果，在相应项“达标”、

“未达标”和“待评价”选择。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2.行政区划代码 □□□□□□

序号 3.蓄滞洪区名称 4.蓄滞洪区编码 5.蓄滞洪区类型 6.围堤达标情况 7.安全建设完成情况

1 □重要 □一般 □保留 □达标 □未达标 □待评价 □完成 □未完成

⚫ 蓄滞洪区的空间位置、围堤达标情况、安全建设完成情况。

⚫ 调查范围为国家蓄滞洪区。

蓄滞洪区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按有关设计标准填写蓄滞洪区围堤达标情况。蓄滞洪区围堤达标情况分为“达标”、“未达标”

和“待评价”，在相应项□内打“√”。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2.行政区划代码 □□□□□□

序号 3.蓄滞洪区名称 4.蓄滞洪区编码 5.蓄滞洪区类型 6.围堤达标情况 7.安全建设完成情况

1 □重要 □一般 □保留 □达标 □未达标 □待评价 □完成 □未完成

蓄滞洪区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3.蓄滞洪区名称】填写蓄滞洪区工程日常运行管理的现用名称，如：“××蓄滞洪区”。

【4.蓄滞洪区编码】基于水普数据的填报，编码采用水普下发编码，人工添加的数据编码采

用如下编码结构：

蓄滞洪区类型码为135000



3、调查内容与指标释义

1.调查所在行政区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2.行政区划代码 □□□□□□

序号 3.蓄滞洪区名称 4.蓄滞洪区编码 5.蓄滞洪区类型 6.围堤达标情况 7.安全建设完成情况

1 □重要 □一般 □保留 □达标 □未达标 □待评价 □完成 □未完成

蓄滞洪区洪水灾害隐患调查

【5.蓄滞洪区类型】按蓄滞洪区国家分类标准，填写蓄滞洪区的类型。国家蓄滞洪区分为重要、

一般和保留三个细类”。

【6.围堤达标情况】按有关设计标准填写蓄滞洪区围堤达标情况。蓄滞洪区围堤达标情况分为

“达标”、“未达标”和“待评价” 。

【7.安全建设完成情况】按蓄滞洪区安全设施是否满足蓄滞洪区运用时人口的安置需求填写蓄

滞洪区安全建设完成情况，能满足表示“完成”，不能满足表示“未完成” 。



4、成果要求



4、成果要求

二、工作底图、基础数据及调查成果数据：采用电子图和数据库的形式

一、洪水灾害隐患调查报告

1、以县为单位编写；

2、以“调查报告+行政区代码+年份”进行编号；

3、采用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

4、报告需包含以下内容：

（1）成果报告

（2）成果附表

三、标绘信息：在工作底图上标绘的信息，包括水库大坝、水闸位置坐标，堤防、蓄滞洪区

位置范围。

①洪水灾害隐患基本情况

②工作开展及获得的成果总结

①附表1 水库（水电站）安全隐患调查表

②附表2 水闸工程安全隐患调查表

③附表3 堤防工程安全隐患调查表

④附表4 蓄滞洪区工程安全隐患调查表



5、报告形式



5、报告形式

洪水灾害隐患调查报告格式

1 封面

封面书写内容包括：

——报告编号：调查报告+行政区代码

——×××（县/市/省）洪水灾害隐患调查报告

——委托单位名称

——报告编制日期

2 扉页

扉页内容包括：

——承担单位负责人

——任务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报告编写人员

——主要参与人员

——审核人员

3 目录

报告应有目录页。



5、报告形式

4 正文

调查报告正文编写内容大纲如下：

——第1章“区域概况”：内容包括自然地理、气候、洪水及灾害概况等，本次调查

工作开展情况；

——第2章“水利工程基本情况”：内容包括水库（水电站）工程、水闸工程、堤防

工程、蓄滞洪区建设情况、历史险情、除险加固等；

——第3章“水库（水电站）工程安全隐患调查”开展情况及结果；

——第4章“水闸工程安全隐患调查”开展情况及结果；

——第5章“堤防工程安全隐患调查”开展情况及结果；

——第6章“蓄滞洪区安全隐患调查”开展情况及结果；

——第7章“总结”：内容包括成果总结、存在的安全隐患、建议等。

5 附件

1）附表1 水库（水电站）安全隐患调查成果表

2）附表2 水闸工程安全隐患调查成果表

3）附表3 堤防工程安全隐患调查成果表

4）附表4 蓄滞洪区工程安全隐患调查成果表

5）附图 水利工程分布图



5、报告形式

6 封底

印刷版报告宜有封底。封底可放置任务承担单位的名称和地址或其他相关信息，也可以

为空白页。

7 报告格式

报告文本外形尺寸为A4（210mm × 297mm）。

8 报告电子版命名编号

报告以“调查报告+行政区代码+年份”进行命名编号。



6、审核汇集要求



6、审核汇集要求

流域、省、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管辖权限组织有关单位完成所

管辖范围的调查任务，上级需要审核下一级的调查成果，并将本级调查成

果和下级上报的成果进行汇总，然后采用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

采集系统水旱灾害调查分系统逐级上报。



6、审核汇集要求

审核汇集的目标是保证数据质量，具体要求如下：

（1）完整性：调查成果满足相关技术要求的内容，无缺漏，调查成果

与内业统计的名录清单一一对应。

（2）规范性：调查成果的内容与方法、过程与成果规格等均满足相关

技术要求规定。

（3）一致性：数据的隶属关系一致；图形与属性之间关系一致，不同

类型的调查成果之间编码名称对应一致；调查指标之间存在逻辑运算关系

一致；空间拓扑关系一致。

（4）合理性：调查对象空间分布合理，不同行政区划之间同类要素分

布及数量达到平衡。



6、审核汇集要求

审核方式：软件自动审核与人工审核相结合

各级政区审核汇集内容：

（1）县级：在本级成果开展数据审核工作，审核合格

后上报本级成果。

（2）地市级：接收县级调查单位成果数据，开展质量

审核工作，完成跨县对象的拼接处理，形成本级的洪水灾

害隐患调查成果数据库，上报省级调查单位。

（3）省级：接收地市级调查单位上报成果数据，开展

质量审核工作，对跨市对象实施拼接处理，形成本级的洪

水灾害隐患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将省级成果数据上报水

利部和流域机构。

（4）中央：接收流域、省级调查单位提交的成果数据，

对分省的成果数据进行技术审核，对合格的上报数据汇总

入库，形成全国的汇总成果。



报告完毕敬请指正

解家毕，01068781910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利部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技术专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