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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工作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的有关规

定和《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水利部关于加快推

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管〔2018〕

339号）文件的精神和“依法依规、因地制宜、尊重历史、符合

实际”的工作原则，开展的一项河湖生态空间管控基础工作，同

时也是我省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这一重大项目前期工作

的主要内容。

划界的目的是建立范围明确、权属清晰、责任落实的水利工

程管理保护责任体系，实现水利工程有效管理，支撑和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依法划定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是“水利工程

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基础工作，是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和效

益充分发挥的重要抓手，是水利行业扭转“重建轻管”局面的关键

一环，是水利基础设施实现有效空间管控的必然途径，是全力保

障我省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对水利行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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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划界依据

1.1.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 年修正）

（5）《地图管理条例》（2015 年）

（6）《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 年

修订）

（7）《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2018

年修订）

（8）《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2016 年修正本）

1.1.2政策文件

(1)《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

[2014]48号）

(2)《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 [2014]76

号）

(3)《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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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 [2014]285号）

(4)《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

知》（水运管 [2018]339号）

(5)《关于做好全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

知》（湘水发[2020]8号）

(6)《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的通知》（湘水办函[2020]213号）

1.1.3规程规范

（1）《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2）《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06-2017）

（3）《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 52088-2018）

（4）《蓄滞洪区设计规范》（GB 50773-2012）

（5）《调水工程设计指南》（SL 430-2008）

（6）《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

（7）《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 44-2006）

（8）《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L

290-2009）

（9）《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 197-2013）

（10）《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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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930-2008）

（11）《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GB／T 7931-2008）

（12）《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2017）

（13）《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2006）

（14）《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CH/T2009-2010）

（15）《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16）《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工作指南（试

行）》（湘水办函[2020]227号）

1.2 划界成果

长沙市天心区石塘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成果主要包括

文字报告、数据库、图件和表格成果等，相关成果的坐标系统均

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克吕格投影，标准 3度分带，

中央经线 114度。主要成果内容如下：

1.2.1 文字报告

《长沙市天心区石塘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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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数据库

天心区石塘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成果数据库，格式为

GDB。

1.2.3 图件成果

石塘水库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成果图 1幅。成果图件采

用 A3分幅，石塘水库划界成果图件依据其空间范围采用 1:2000

比例尺，成果图件电子格式为 PDF。

1.2.4 表格成果

包括石塘水库管理范围电子界桩成果表、电子告示牌成果

表，及保护范围电子界桩成果表、电子告示牌成果表。上述表格

记录了各电子界桩、电子告示牌的坐标系统、高程系统、编号、

所在位置（地名）、x 坐标、y 坐标及高程等信息，涉及电子界

桩 18个，电子告示牌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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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其它成果

主要包括记录划界工作过程的各类照片资料、收集的各类基础资料

等。

图 1-1 水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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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库基本情况

石塘水库位于暮云街道许兴村，管理单位为暮云街道防汛抗

旱指挥部。由街道和村负责日常管理维护，枢纽工程为 V等工程，

其主要建筑物为 5级建筑物，次要建筑物为 5级建筑物，设计洪

水标准 20 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 200 年一遇。水库主要以灌溉

为主，兼顾防洪功能，防洪保护耕地面积 0.06万亩，保护人口约

0.1万。已于 2013年进行了水库除险加固，目前运行情况良好。

以上信息均来自水库管理信息系统。

图 2-1 石塘水库工程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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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底图制作

3.1 划界参考要素补充采集及地形图测量

结合地理国情普查、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套合 1:2000数字正射影像，

初步采集了石塘水库的总体范围。

根据石塘水库的总体范围，通过比对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结合第三

次国土调查地类图斑，对数字线划图进行更新，主要更新了数字线划图中

的新增建设用地。水库等其他水利工程以水涯线外扩 300m为更新范围。

3.1.1 坝顶及堰顶高程采集

为统一和规范水库设计洪水位，准确获取水库库区范围，利用

HNCORS和 GNSS接收机现场采集了水库坝顶高程、堰顶高程，实测时对

多个测量点结果统一转换至 1985国家高程基准，取各测量结果均值作为

相应坝顶、堰顶高程测量成果。

表 3-1 石塘水库大坝坝顶及堰顶高程核实表（1985国家高程基准）

单位：米

工程名称 复核高程位置
实地复核高程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设计高程

（高程基准见水利

工程基本情况介绍）

高程差

石塘水库
坝顶高程 62.30 62.04 0.26

溢洪道堰顶高程 60.06 59.80 0.26



11

3.1.2 水库要素补充采集

补充采集了纳入石塘水库的管理所、库区建筑物、溢洪道等

信息，明确了各要素在底图上的分布、形状和大小，为管理与保

护范围划界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图 3-1 大坝全景 图 3-2 大坝坝顶

图 3-3水库公示牌 图 3-4 水库溢洪道

3.2 已有资料整合

3.2.1 设计洪水位的整理与统一

依据注册登记的水库坝顶高程、设计洪水位和实际测量结

果，将坝顶高程、设计洪水位、堰顶高程统一至 1985 国家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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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

3.2.2 基础资料转换与叠加

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成果、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等已有资

料进行整合处理，包括坐标转换、格式转换、数字矢量化等工作

内容，统一至国家 2000 大地坐标系、高斯-克吕格投影，标准 3

度分带，将整合处理形成的资料与更新后的 1:2000数字线划图、

1:2000正射影像叠加，形成本次石塘水库划界工作底图。

图 3-5 1:2000航摄影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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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2019年 0.5米统筹卫星影像示意

在划界影像的基础上叠加 1:2000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

中的 DLG数据和地貌数据。

图 3-7 1:2000航摄影像叠加田坎线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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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1:2000航摄影像叠加加固坎线示意

图 3-9 1:2000航摄影像叠加房屋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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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1:2000航摄影像叠加高程点示意

图 3-11 1:2000航摄影像叠加等高线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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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划界工作底图示意

以工作底图为基础，按照《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

划界工作指南（试行）》要求，对石塘水库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

围界线进行标绘，最后形成划界成果图。

图 3-13 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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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划界成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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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

4.1 库区设计洪水位线分析计算

4.1.1 规程与依据

（1）《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年

修订）第三章第十六条对国家所有的水库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

界进行了规定：“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以下（包括库内岛屿），

大坝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30 至 200 米，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

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50至 100米（到达分水岭不足 50米的至分水

岭上），溢洪道两端自山坡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10至 20米为

管理范围。库区管理范围边缘向外延伸 20至 100米为保护范围；

大坝、溢洪道保护范围根据坝型、坝高及坝基情况划界”。

（2）《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06-2017）第 3 章工

程管理与保护范围：“3.0.3 工程区管理范围应包括大坝、溢洪

道、输水道等建（构）筑物周围的管理范围和水库土地征用线以

内的库区”、“工程管理范围的土地应与工程建设征地一并征用，

并办理确权发证手续，工程验收后移交水库管理单位”。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三条：“国家对水工

程实施保护。国家所有的水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划定工程

管理和保护范围。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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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工程，由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商有关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水

工程，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划定工程

保护范围和保护职责。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影响水工

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动。”

（4）《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在水

利水电工程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应符合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的要

求，设计方案经水利水电部门审核同意后，按基本建设程序报批。

影响城市防洪安全或水陆交通安全的，要同时取得城建部门或交

通部门同意。工程建设单位应按批准的设计施工，保证按时竣工。

建设工程确需阻断或损坏排灌沟渠、涵闸、渡槽、管道、堤、坝、

桥渠等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报经水利水电工程的

主管部门批准，凡对原有工程有不利影响的，建设单位应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予以补偿。”

4.1.2 水库的设计洪水位线

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一般是指水库库区淹没对象设计洪

水标准相对应的水位线。依据收集的水库注册登记资料，及实测

坝顶、堰顶高程，确定各水库最终设计洪水位，各水库最终设计

洪水位确定总体按照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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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省水利厅（LXD-2020-027）号工作联系单要求，小（1）

型水库取正常蓄水位+1米作为库区设计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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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小（2）型水库的划界标准，故采用小（1）型水库的划

界标准，依上述原则确定石塘水库设计洪水位如表 4-1所示。根

据确定的设计洪水位，利用 1:2000 数字线划图和 1:2000 地貌数

据中的高程注记、等高线，通过等高线内插方式确定各水库设计

洪水位线，并参考已有土地征用范围线确定各水库库区范围。
表 4- 1 小（2）型水库设计洪水位情况表

单位：米

水库名称
正常蓄水位（实测堰顶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备注

石塘水库 60.06 61.06
库区设计洪水位=正常

蓄水位+1m



22

4.2 水利工程轮廓线控制测量

水库大坝等水利工程轮廓控制线采用山坡开挖线和建筑物

正射投影边线，以数字正射影像图判读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确认水利工程轮廓线。水闸水利工程轮廓线利用数字正射影像

图，结合管理人员现场确认方式确定。如图 4-1所示。

图 4-1 水利工程轮廓线控制测量

4.3 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

依据《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技术指南（试

行）》规定的划界标准，在绘制好的管理范围线上布设电子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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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告示牌，完成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的图上标绘。

4.3.1 水库

《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技术指南（试行）》

对水库管理范围的划界做出了如下规定：

①水库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其

中工程区管理范围是指库区、大坝（含副坝）、溢洪道（含非常

溢洪道），以及输水建筑物等的管理范围，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

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

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理范围。

②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以下（包括库内岛屿），大坝背水

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30～200m，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 50～100m（到达分水岭不足 50m的至分水岭上），溢洪

道两端自山坡开挖线（也称工程两侧轮廓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10～20m、末端至消力池以下 100～300m，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

物和竖井外缘线以外 10～30m为工程区管理范围。

根据水库管理的实际需要，不同规模水库的工程区管理范围

可参照表 4-2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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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水库工程区管理范围

工程区域 下游 左右岸

大型水库大坝 从坝脚线向下游 100～200m

从坝端开挖线外延

50～100m
中型水库大坝 从坝脚线向下游 50～100m

小型水库大坝 从坝脚线向下游 30～50m

其他建筑物 由工程外轮廓线向外：大中型 30～50m、小型 10～30m

注 1：大坝下游和左右岸管理范围端线应与库区管理范围线相衔接。

注 2：输水隧洞岩层（土层）厚度、岩性和生产活动对工程安全无影响时，可不划定其

上部地面管理范围。

③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一般是指水库库区淹没对象设计

洪水标准相对应的水位线。对于四水干流及主要支流上的电站水

库，若库区设计洪水位与正常蓄水位之间有较多村庄、城镇或居

民点的，可按以下原则处理：

a.有批复的淹没对象设计洪水回水位成果，本阶段宜先按设

计洪水回水位成果初步划定管理范围。

b.没有批复的淹没对象设计洪水回水位成果，应经论证确定。

c.条件成熟时，宜逐步达到《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办法》的划界标准。

④有人口迁移线的按照人口迁移线划定管理范围。

⑤运行区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2）保护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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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技术指南规定，结合长沙市天心区实际，库区管理范围

边界线向外延伸 20～100m为保护范围，大坝、溢洪道保护范围

根据坝型、坝高及坝基情况划界，可依照表 4-3控制。

表 4-3 水库工程区保护范围

工程区域 下游 左右岸

大型水库大坝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300～500m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200～300m

中型水库大坝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200～300m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100～200m

小型水库大坝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50～200m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50～100m

其他建筑物 由工程外轮廓线向外：大中型 30~50m、小型 10~30m

注 1：溢洪道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50～100m为保护范围。

注 2：当保护范围线超过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

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

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构）筑物等运行区

可沿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划界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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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管理范围标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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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保护范围标绘示意图

4.4 电子桩和电子告示牌布设

4.4.1 电子桩和电子告示牌布设总体原则

（1）电子界桩布设总体原则

1）布设界桩时以能控制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边界的基

本走向为原则。

2）工程临水侧不布设管理与保护范围界桩。

（2）电子告示牌布设总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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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线的起点、终点各设一个告示牌，起

点、终点之间设置的告示牌间距小于 3km。

2）水利工程保护范围线的起点、终点各设一个告示牌，起

点、终点之间设置的告示牌间距小于 6km。

3）堤防工程的临水侧不布设管理与保护范围告示牌。

4）在下列情况设置电子告示牌：

①穿越城镇规划区上、下游；

②水利工程重要的下水通道、取水口、电站等；

③人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湖岸；

④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4.4.2 电子桩和电子告示牌布设密度

根据水利部印发的《河湖及水利工程界桩、告示牌制作安装

标准》（建安〔2016〕87号），界桩密度为 100~1000m，关键部

位适当加密，相邻两界桩之间尽量相互通视。在水利工程无生产、

生活等人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地段，根据实际情况加大

间距。

对以下情况增设界桩：

1）水利工程坝区、取水口、电站等重要设施处；

2）水利工程拐弯（角度小于 12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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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县级以上行政区域边界。

4.4.3 管理与保护范围界桩编号原则

水库库区界桩序号按照先左岸后右岸编排；坝区界桩序号按

照管理需要编排；灌区工程界桩编号从源头开始按照从上往下、

从左至右方式分渠道续编界桩编号；水电站、水闸、泵站和其他

水利工程编号按照管理需要编排。

4.4.4 管理与保护范围界桩编码规则

水利工程界桩编码，按“水利工程名称首字母”-“水利工程

类型首字母”（灌区需按中文的渠道名表示） -“G（表示管理

范围界桩）”或“B（保护范围界桩）”-“（L或 R）顺序码”

表示（堤防需要区分左右岸的以“L”“R”加顺序码区分）。其

中“水利工程类型首字母”有如下表示：水库“SK”、水电站“SDZ”、

水闸“SZ”、泵站“BZ”、堤防“DF”、灌区“GQ”。石塘水

库的管理范围 001号界桩表示为“ST-SK-G001”，保护范围 001

号界桩表示为“ST-SK -B001”。

4.4.5 管理与保护范围告示牌编码规则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告示牌，按“水利工程名称首字母”

-“GSP”-“G（表示管理范围界桩）”或“B（保护范围界桩）”

-“（L或 R）顺序码”表示。石塘水库的管理范围 001号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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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为“ ST-GSP-G001”，保护范围 001 号告示牌表示为

“ST-GSP-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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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核实勘定

5.1 电子桩和电子告示牌核实勘定

依据初步设立的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结合最新遥感影

像，对石塘水库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设立的位置进行了核实与

调整，采集其坐标值，制作了坐标成果表。

5.2 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核实勘定

依据划定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利用工作底图，进行了

实地核实与修正。

5.3 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统计

经现场核实勘定后，最终确定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电子界

桩和电子告示牌统计情况如表 5-1所示。

表 5-1 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成果统计表

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

线（千米）

保护范围线

(千米)

界桩

（个）

告示牌

（个）

管理范围面

(亩）

保护范围面

（亩）

石塘水库 1.05 1.28 18 2 46.73 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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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1）水利工程划界方案编制过程中形成电子数据成果内容

和各项技术指标均严格按照《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

界技术导则》（试行）。

（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组技术负责人组织技术人员

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根据工序和项目具体要求编写了详细的技

术设计书，并组织项目参与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学习相关技术规

程规范、技术方案、工作管理规定。在作业实施过程中，技术负

责人定期组织召开经验总结和交流会议，会中作业人员各抒己

见，讨论、研究作业方法，改进作业流程，提出问题解决办法。

通过一系列措施，从技术上确保了本项目成果的质量。

（3）本次划界工作外业调绘时，充分利用已有的地理国情

监测成果、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用地红

线、生态保护红线等自然资源大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减少了工作

量，提高效率，有效保证数据质量。

（4）经比对核查，按照划界标准划定的管理范围界线主要

是与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存在重叠，与已审批的建设

用地红线无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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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充分的准备和密切配合，是项目取得成功的前提。在

划界工作调查开始前，市水利局制定了实际、切实可行的技术路

线和实施方案，并在调查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工作方法，使得

本项目能够顺利完成。在市水利局的精心指导下，与各乡镇政府

及其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密切配合下，按照省水利厅总体部署和

要求，积极工作，上下同心，按时按质完成了工作。

（6）本项目采用两级检查一级验收方案。划界成果执行两

级检查、一级验收的制度，同时接受长沙市天心区农业农村局、

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天心区分局以及相关的水管单位的审

核。

本次工作所有成果均满足相关规程、规范的要求。



34

7附件

7.1 成果图

《天心区石塘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图》

7.2 成果表

石塘水库
石塘水库管理范围电子界桩成果表

中央经线 114°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单位：米

编号 所在位置
坐标

高程 备注
X值 Y值

ST-SK-G001 许兴村 3099378.678 38404318.601 61.06
库区

（设计

洪 水

位）

ST-SK-G002 许兴村 3099296.683 38404456.976 61.06
ST-SK-G003 许兴村 3099396.590 38404569.160 61.06
ST-SK-G004 许兴村 3099377.116 38404483.434 61.06
ST-SK-G005 许兴村 3099424.530 38404488.303 61.06
ST-SK-G006 许兴村 3099429.427 38404341.553 61.06
ST-SK-G007 许兴村 3099488.380 38404351.577 79.30 坝区

ST-SK-G008 许兴村 3099509.938 38404260.975 46.30 坝区

ST-SK-G009 许兴村 3099413.158 38404217.447 53.40 坝区

石塘水库保护范围电子界桩成果表

中央经线 114°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单位：米

编号 所在位置
坐标

高程 备注
X值 Y值

ST-SK-B001 许兴村 3099353.956 38404321.108 80.20 库区

ST-SK-B002 许兴村 3099276.532 38404461.982 66.10 库区

ST-SK-B003 许兴村 3099409.778 38404589.160 63.40 库区

ST-SK-B004 许兴村 3099445.266 38404495.045 68.90 库区

ST-SK-B005 许兴村 3099446.236 38404355.595 74.10 库区

ST-SK-B006 许兴村 3099522.726 38404375.459 96.80 坝区

ST-SK-B007 许兴村 3099559.805 38404228.578 42.80 坝区

ST-SK-B008 许兴村 3099411.633 38404161.936 43.20 坝区

ST-SK-B009 许兴村 3099310.265 38404228.666 79.00 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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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水库电子告示牌成果表

中央经线 114°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单位：米

编号 所在位置
坐标

备注
X值 Y值

ST-GSP-G001 许兴村 3099389.492 38404235.620 管理范围告示牌

ST-GSP-B001 许兴村 3099364.727 38404191.170 保护范围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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