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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依法划定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
对充分发挥其效益和建立监管有效的水利工程资源管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湖南省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特点，探讨了该数据在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中的应用流程，结合工作实际
提出其在水利工程的工程区、运行区空间特征分析与确定、水库高程信息校核及该数据关键要素提取应
用等关键技术方法及其优化方向。研究表明，利用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开展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
范围划定方法可行、工作效率高且易于掌握，划定成果满足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要求。本文研究成果对
创新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手段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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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是实施防洪排涝、农业灌溉、抗旱供
水、生态调节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经济建设和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2020；杨崧，
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陈理政，
2020）。水利工程作为民生工程，受重视程度越来
越高，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部分水利工程管理范
围边界不清，导致部分水利工程设施及水生态环境
2016；蒋春利，
2018），违法占
被破坏（孙达和孙杨，
用水域、违法利用管理与保护范围土地的问题愈发
普遍（朱立松等，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
四十三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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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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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水利
2018），是推
工程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程普红，
进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推进水利管理现代化的

需要，对推进建立归属清晰、责权明确、监管有效的
水利工程资源管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张辉，2016；
常堃，2018）。
遥感、测绘和地理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使其逐
步被应用于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工作（陈亮雄等，2017；薛毅等，2018；张国丽和魏
2020；吕艳兵，2020；周长志等，2020；陈学彬，
传喜，
2021；申圆文，
2021）。湖南省按照“整体设计、分
期实施、统一标准、一图多用”的思路，于 2014 年初
启动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建设（邓世赞等，
2017），历时四年制作了覆盖全省的 1∶2000 数字正
射影像（DOM），及涵盖水系、居民地及设施、交通、
管线、境界与政区、地貌、植被等要素的 1∶2000 数
字线划图（DLG）数据，形成了精度高、覆盖范围广、
地类信息丰富、时效性较新的 1∶2000 基础地理信
息数据，可为社会、经济、生态各领域应用提供数据
支撑。笔者按照国家和湖南省关于开展水利工程
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的有关要求，根据拟划界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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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灌区、水闸、泵站、堤防等水利工程具体情况，结
合湖南省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特点，探索提
出了基于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水利工程管
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方法及其优化方向，为创新水利
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手段提供了参考。

1

（1）型水库中选择了具代表性的 54 个水利工程为研
究对象，其中中型水库 2 座、小（1）型水库 10 座，二
级堤防 8 段、三级堤防 17 段，中型灌区 5 个、中型水
闸 3 座、中型泵站 9 座。选定研究对象在全县分布
均匀，如图 1 所示。

2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域为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地理坐
标为东经 112°30′~113°2′、北纬 28°30′~29°3′，位于湖
南省东北部，居湘、资两水尾闾，濒南洞庭湖，全县
土地总面积 1581.49 km2。该县水系、湖泊众多，主
要有资江、湘江、镜明河、烂泥湖撇洪河、洞庭湖、横
岭湖、万子湖、鹤龙湖等，各水利工程星罗棋布。根
据湘阴县水利普查结果，该县行政辖区内共有泵站
311 座、水 闸 59 座、水 库 148 座、堤 防 64 段、灌 区 32
个，是湖南省水利大县和三个防汛重点县之一。
本文从湘阴县国有大中型水利工程及重点小

图1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特征

湖南省 1∶2000 基础数据包括 1∶2000 数字正射
影像图和 1∶2000 数字线划图，由湖南省国土资源
厅统一组织、以航摄影像为数据源制作，分幅成果
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 - 克吕格投影、3 度
1985 国家高程基准。其中，数字航空摄影采
分带，
用 POS 辅助航空摄影；数字正射影像采用数字微分
纠正技术，经影像预处理、空中三角测量、特征点匹
配、DEM 制作、微分纠正、影像镶嵌、分幅裁切等环
节制作而成，为非压缩 GEOTIFF 格式数据，具有纹
理清楚直观、视觉特性丰富、可读性强、可量测等众

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拟划界水利工程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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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优点，易于为社会公众所接受；数字线划图以立
体模型为基准，采集可能作为不动产界线或对不动
产界线具有定位作用的地理要素，内容涵盖水系、
居民地及设施、交通、管线、境界与政区、地貌、植
被、地名等 8 个大类、169 个小类，信息量十分丰富，
且具有可编辑、可挂接拓展社会属性的特点（徐文
海等，2018）。

3

应用方法

3.1

总体技术路线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的总体技术路线
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基础资料收集与分析、工作底
图制作、
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图上标绘、
管理与保护范
围现场核实勘定、
划界方案编制、
划界方案审核与报
批、
划定成果汇总、
划界数据库入库等工作环节。
3.1.1 基础资料收集与分析
从自然资源、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水利工程管理
机构共收集了含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在内的
40 余项基础资料，开展各项资料的存储介质、主要
内容、采集时间、坐标系统等基本情况分析，将有关
空间数据统一至同一数学基础：国家 2000 大地坐标
系、
高斯-克吕格投影，
中央经线114度，
利用1∶2000
DOM、水利普查数据、水利工程注册登记信息掌握
拟划界水利工程的空间坐落、分布及影像特征。
3.1.2 划界工作底图制作
划界工作底图是划定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

勘

2412

总体技术路线图

2021 年

围的基础。以 1∶2000 DOM 为基础，从第三次国土
调查村级调查区名称及界线，从水利普查数据成果
中提取拟划界水利工程空间范围，从 1∶2000 数字线
划图中提取水利工程相关水系要素，对提取的各类
要素经叠加、整饰制作划界工作底图。
3.1.3 管理与保护范围图上标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
《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相
关法规政策规定的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标准，利用工作底图分别标绘各水利工程管理与保
护范围线。
3.1.4 现场核实勘定
对图上标绘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利用工作底
图进行实地核实与修正，现场核实勘定需注意核实
有关工程遗漏及变化情况，包括：①管理范围划定
时，是否遗漏运行区；②对于灌区是否遗漏部分沟
渠遗漏、泵站引渠；③是否遗漏水库溢洪道；④是否
存在水利工程改扩建情况；⑤有其他原因导致管理
与保护范围需要修改的情况。现场核实勘定时应
注意做好记录以便于后续成果完善。
3.1.5 划界方案编制与审核报批
对划界依据、划界区域和水利工程基本情况、
划界过程、划界成果等情况进行总结，形成涵盖各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图、簿册等成果的划
界方案，经县级自然资源、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利
工程审核后，按规定程序开展划界成果报批。
3.1.6 划界数据入库
对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形成的各类空间数据、
栅格数据按统一标准录入数据库，为该成果后续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及其他运用奠定数据
基础。

3.2

图2

查

关键技术方法

3.2.1 水利工程空间特征分析与确定
水利工程一般由工程区和运行区构成，前者主
要指各类水利工程的主体工程枢纽，如水库的库
区、大坝（含副坝）、溢洪道（含非常溢洪道）、输水
建筑物等，水闸的翼墙、闸室段、两岸连接建筑物
等，泵站的前池、进水池、泵房、出水管道、出水池及
压力水箱等，后者主要指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场所，
如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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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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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
在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初期，
可利用1∶2000
DOM 空间分辨率较高的优点，结合 1∶2000 数字线
划图中的水系要素，掌握水库、灌区、水闸、泵站、堤
防等各类型水利工程的空间坐落与分布，逐水利工
程参考其注册登记、设计资料，分析掌握其工程区、
运行区空间特征，为后续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打好
基础，如图 3 所示。其中，灌区由不同级别渠系及其
附属建（构）筑物构成，还应结合灌区大中型渠道工
程分布图件，重点分析确定纳入灌区划界对象的渠
系及及其附属建（构）筑物。
3.2.2 水库高程信息校核
水库注册登记资料中记载的设计洪水位线是
确定水库库区管理与保护范围的重要依据。本研
究对收集的水库注册登记资料相关高程利用 GNSS
接收机和 HNCORS 进行了实测，实测结果显示该资
料中记载的部分水库大坝坝顶高程与实测值整体差
异较大，
差异最大值达 9.34 m，
差异平均值达 2.18 m，
而与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记录的相同位置
高程值差异整体较小，差异最大值为 0.41 m，差异

图3

平均值为 0.19 m（表 1）。研究表明：①在划定水库
管理与保护范围时，应对注册登记资料中记载的相
关高程进行校核；②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
记录的高程值可靠程度较高，可用于水库相关高程
信息的修正，可用作水库库区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参考。
3.2.3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关键要素提取应用
以 利 用 1∶2000 DOM、1∶2000 数 字 线 划 图 除
运用于水利工程空间特征分析与确定及水库高程
信息校核为基础，按照相关法规政策规定的划界标
准，从 1∶2000 数字线划图中提取关键要素用于水利
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1）提取普通沟渠（221100）、硬化沟渠（221200）、
输水渡槽（220600）、输水隧道出入口（220700）、倒
虹吸（220800）、涵洞（220900）、沟渠名（229000）等
沟渠及地名要素，可快速确定灌区渠系及其建（构）
筑物空间位置、分布。
（2）提 取 水 库（240101）、溢 洪 道（240200）、泄
洪洞出水口（240300）、水库名（249000）等要素，可
事先掌握水库工程枢纽构成情况。

某水库工程枢纽空间特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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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大坝坝顶高程实测结果对比分析表 /m
实测高程与注册

实测高程与 1∶2000 基础地

登记高程差值

理信息数据记录高程差值

55.91

2.21

0.41

81.20

81.70

-

-

82.05

84.40

84.26

2.21

0.14

43062440001-A4

73.70

73.90

74.05

0.35

0.15

5

43062440003-A4

247.82

250.30

250.05

2.23

0.25

6

43062440009-A4

53.50

53.40

53.41

0.09

0.01

7

43062440010-A4

77.00

77.10

76.84

0.16

0.26

8

43062440004-A4

86.52

90.40

90.72

4.2

0.32

9

43062440005-A4

41.60

32.10

32.26

9.34

0.16

10

43062440006-A4

70.00

69.90

70.03

0.03

0.13

11

43062440007-A4

75.50

76.90

77.14

1.64

0.24

12

43062440002-A4

35.07

31.10

31.31

3.76

0.21

注册登记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

记载高程

数据记录高程

43060030010-A4

53.70

55.50

2

43060030009-A4

-

3

43062440008-A4

4

序号

水库代码

1

实测高程

注：该表高程均基于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提取干堤（270101）、一般堤（270102）、加固
岸（270800）、水利及附属设施名（279000）等水利
及附属设施、地名要素，可确定各堤防段总体分布。
（4）水闸要素（270201）可用于快速定位水闸
空间位置。
（5）地形高程点及注记要素（7200000）与等高
线要素与校核后的设计洪水位相结合可快速标绘
水库库区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坡脚线要素可作为确
定水库坝区、堤防及渠道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定起
算线。
综合运用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相关要素
划定某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结果如图 4 所示。

4

应用效果分析

水库、灌区、水闸、泵站、堤防等水利工程管理
与保护范围划定传统方法以法规政策规定的划界
标准为基础，需要实地掌握各水利工程分布及其枢
纽构成，对划界标准涉及高程信息时需开展实地测
量，整体执行工序较多，要求技术人员掌握较完备
的测绘理论、方法及测绘仪器使用技巧，工作投入
成本较高且不易于推广使用。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为水利工程管理与
保护范围划定提供了可靠的定位依据，有利于快速
掌握水利工程总体分布，为工作组织实施和工作投

2414

入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1∶2000 数字线划图
还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要素，可直接运用于各水利工
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将专业性较强的现场测绘
工作集中在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产阶段解
决，基层工作人员只需携带工作底图或平板电脑即
可现场完成划定，可总体确保全天候作业，极大地
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财政资金，更易于为广大
基层工作人员所掌握和推广。

5

结论

本文结合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特征，探索
提出其在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应用流程
与方法，并在研究区域进行实践应用，基于该方法
的工作成果通过了自然资源、水利行业专家评审，
已经当地政府批准公告，应用结果表明基于该方法
的成果满足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需求，较传统方法
而言更加简便易行，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可为
创新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划定工作方法和技术手
段提供借鉴和参考。在后续工作中，若通过充分发
挥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作用，开发相应的
APP，将有望实现集内外业操作一体化、成果审查实
时化等特点为一体的新型方法；通过充分利用高程
信息实现三维可视化，可更加直观地展现有关水利
工程特征，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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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某水库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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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method of 1∶2000 bas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in the delimitation of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cop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ZHAO Qiang1, LIU Huaping2, XU Wenhai3
(1. The Third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stitute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04, Hunan, China; 2. Hunan Planning
Institue of Land and Resoures, Changsha 410118, Hunan, China; 3. Hunan Academy of Geosciences Planning and
Design Co., Ltd., Changsha 410118, Hunan, China)

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lineating the scop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according to law is important to fully play its beneﬁts and establish an eﬀectiv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1∶2000 bas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in Hunan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its application ﬂow in the delimitation of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cop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work, the key technical methods and
optimization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such as the 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gineering area and operation area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check of reservoir eleva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extra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key elements of 1∶2000 bas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ethod of delimiting the scop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using
1∶2000 bas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is feasible, eﬃcient and easy to master, and the delimited resul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nnovating technical mean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cope delineation.
Key words: 1∶2000 bas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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