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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项目概要

（１）项目目标与成果
（２）总体的日程安排
（３）项目实施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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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体制

长期专家（国土交通省推荐）

长期：业务协调／培训计划（饭岛专家）
短期：指南编写（三祐咨询公司）
短期：研讨会手法（花田）
短期：培训计划手法（前川）

---
指南



２．到目前为止的活动报告

（成果１．编写水库管理指南）



1-1. 研究水库管理方法，成立编制水库管理指南的「水库管理指南编制委员会」
以及「工作组」。

1-2. 对中日水库管理的标准、制度、导则等进行确认。

1-3. 通过标准、导则、论文等文献资料找出中国水库管理存在的问题。

1-4. 通过实地考察4个试点水库，找出中国水库管理存在的问题。

1-5. 仔细分析中国现有的水库管理导则，找出所需的条目和内容中不充分的条目。

1-6. 研究日本的水库导则，了解日本的水库管理方法。

1-7. 通过赴日研修了解日本的水库管理方法。

1-8. 在活动1-2～1-7的基础上，了解中国水库运行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1-9. 编制水库管理指南草案。

成果１．编写水库管理指南

具体活动



审查小组 编写小组协调小组 试行小组

・委员会全体的联络协调
・委员会等的召开、运营
・资料的总结

・目录、结构的审查
・一次草案的审查
・修订草案的审查

・目录、结构的编写
・一次草案的编写
・修订草案的编写修改

・课题与解决对策的研究
・试行方案的制定
・试行结果的汇报

总则、管理能力建设

洪 水 调 度

兴利调度、应急管理

库 区 管 理

安全管理、维护管理
（混凝土坝）

安全管理・维护管理
（土石坝）

专题小组

水库管理指南编制委员会

1-1. ダム管理方法について検討し、ダム管理マニュアルを作成するための

「ダム管理マニュアル作成委員会」及び「作業部会」を設置する。

2010.6.21 编写小组(2)

（研究指南的目录结构）

2010.10.12 审查小组(1)

（指南目录的审查）

1-1. 研究水库管理方法，成立编制水库管理指南的「水库管理指南编制委员会」
以及「工作组」。

2009.11.29～30 编写小组(1) 
（找出课题、问题）

2010.4.17 委员会(1)  

（指南编写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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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编写的
水库管理指南

中国的法律体系与水库的相关重要法规

1-2. 对中日水库管理的标准、制度、导则等进行确认。

：法（防洪法、 水法,,,）

：条例（防洪条例、 抗旱条例、水文条例、
河道管理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通则、办法（水库工程管理通则、水库综合运行管理通则,、
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水库大坝降等报废管理办法、
水库工程管理评估办法、水库大坝登记注册办法,,,）



与中国水库管理业务相关的法规、标准等一览表
1 防洪法 防洪法 25 水資源アセスメントマニュアル　SL/T 238-1999 水资源评价导则　SL/T238-1999

2 水汚染防止法実施細則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26 ｺﾝｸﾘｰﾄﾀﾞﾑ安全観測技術規範　DL/T5178-2003（SDJ336-1989）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DL/T5178-2003（SDJ336-1989）

3 水汚染防止法 水污染防治法 27 ｺﾝｸﾘｰﾄﾀﾞﾑ安全観測資料整理編集規程　DL/T5209-2005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资料整编规程　　DL/T5209-2005

4 水法 水法 28 ローラー締固コンクリートの施工規範　DL/T5112-2009 水工碾压混凝土施工规范　DL/T5112-2009

5 水土保持法 水土保持法 29 水利水力発電事業のスチールゲートの製造、取り付け及び検収規範　DL/T5018－2004 水电水利工程钢闸门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　DL/T5018－2004

6 野生動物保護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 30 転圧式フィルダムの設計規範　SL274-2001 (DL/T5395-2007) 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SL274-2001 (DL/T5395-2007)

7 漁業法 渔业法 31 転圧式フィルダムの施工技術規範　DL/T5129-2001 碾压式土石坝施工规范　DL/T5129-2001

8 中華人民共和国標準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32 コンクリート施工規範　DL/T5144-2001 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　DL/T5144-2001

9 中華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3 水文情報と予測仕様SL250-2000 水文情报预报规范　SL250-2000

10 保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34 水利水力発電事業の等級区分及び洪水標準SL252-2000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252-2000

11 安全生産法 安全生产法 35 大規模および中規模の水力発電ダムの操作仕様GB17621-1998 大中型水电站水库调度规范国家标准(GB)GB17621-1998

1 淮河流域水汚染防止暫定条例 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 36 ダム管理設計規範SL106-96 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06-96)

2 洪水防止条例 防汛条例 37 水閘門技術管理規定SL75-94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水闸技术管理规程》SL75-94

3 干害防止条例 抗旱条例 38 水利水力発電事業の金属構造物の廃棄標準SL226-98 水利水电工程金属结构报废标准SL 226-1998 

4 水文条例 水文条例 39 水利金属構造物腐食防止規範SL105-95 水工金属结构防腐蚀规范ＳＬ１０５－９５

5 水土保持法実施条例 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40 水利スチールゲートと開閉機の安全検査技術規程SL101-94 水工钢闸门和启闭机安全检测技术规程SL101-94

6 長江河道砂利採取管理条例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41 水利水力発電事業における水門とホイストおよび船のリフト装置の管理のための評価基準　SL240-1999 SL240-1999  水利水电工程闸门及启闭机,升船机.设备管理等级评定标准

7 河道管理条例 河道管理条例 42 水利構造物の耐震設計仕様SL203-97 SL203-97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8 ダム安全管理条例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43 水利電力部水利建築物の耐震設計規範SDJ10-78（試行）同47 水利电力部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SDJ10-78 （试行）

9 中華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実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4 水利工作のコンクリート構造設計規範 SL191-2008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SL191-2008

10 幹部教育研修条例（試行）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 45 水閘設計規範SD133-84⇒SL265-2001（新規範） 水闸设计规范SD133-84　⇒SL265-2001

11 浙江省水利施設安全管理条例 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 46 水利水力発電建設における農村移民計画設計規範SL440－2009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农村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 SL440－2009

1 貯水池ダム安全鑑定弁法 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 47 河川流域計画の環境影響評価規範 SL45-2006 江河流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SL45-2006

2 ダムの等級格下げと廃棄の管理弁法（試行） 水库降等与报废管理办法（试行） 48 河川流域計画の作成規範　SL201-97 江河流域规划编制规范 SL201-97

3 水利施設管理考核弁法 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 49 導水工の設計導則　SL430-2008 调水工程设计导则 SL430-2008

4 総合ダム運用管理通則 综合利用水库调度通则 50 地表水資源の品質評価技術規程 SL395-2007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SL395-2007

5 貯水池ダム登録弁法　水利部水管（1995)290号 水库大坝注册登记办法 51 水土保全事業初段階設計報告書の作成規程 SL449-2009 水土保持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 SL449-2009

6 ダム施設管理通則SLJ702-81 水库工程管理通则（slj702-81） 52 水利水力発電事業水文計算規範 SL278-2002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 SL278-2002

7 水利部幹部教育研修管理弁法 水利部干部教育培训管理办法 53 水力発電水利事業泥沙設計規範DL/T5089-1999 水电水利工程泥沙设计规范DL/T5089-1999

8 水利部機関公務員研修暫定施行弁法 水利部机关公务员培训暂行办法 54 ダム安全鑑定方法水建管(2003)271号 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 水管建(2003)271号

9 県レベル水利部門の能力向上に関する審査弁法（安徽省） 关于县级水利部门能力建设考核暂行办法（安徽省） 55 ダム漁業施設整備規範　SL95－94 水库渔业设施配套规范 SL95-94

10 生産安全事故応急予備案管理弁法（国家安全生産監督総局）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 56 洪水防御物質の備蓄検収標準　SL297-2004 防汛储备物资验收标准 SL297-2004

11 水利風景区管理弁法（水総合2004-143号） 水综合2004-143号文《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 57 洪水防御物質の定額編成規程　SL298-2004 防汛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　SL298-2004

1 浙江省「水土保持法」実施方法 浙江省《水土保持法》实施方法 58 発電所検査・修理規程　SD230-87 发电厂检修规程　SD230-87

2 全国危険ダム危険除去・補強プロジェクトダム安全鑑定結果審査実施案 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水库安全鉴定结果审查实施方案 59 水情況情報コード標準　SL330-2005 水情信息编码标准　SL330-2005

3 浙江省ダム安全管理規則 浙江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 60 水文所網計画技術導則　SL34-92 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　SL34-92

4 湖南省ダムと灌漑区工程管理規則 湖南省水库和灌区工程管理办法？ 61 ダム漁業資源調査規範　SL167-96 水库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SL167-96

5 国家突発公共事件の全体的な試案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62 水利風景区評価標準　SL300-2004 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　SL300-2004

6 陸水蒲圻水利基幹事業管理規程編集 陆水蒲圻水利枢纽水工程管理规程汇编 63 開発建設事業の水土保全方案技術規範　SL204-98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 SL204-98

7 ダム安全管理応急予備案編成導則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64 水力発電事業地質探査規範　GB50287-2006 水力发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50287-2006

8 水規(1981)21号｢水利中枢工事の危険除去、補強における短期非常時洪水運用基準に対する意見｣ 《水利枢纽除险加固工程近期非常运用洪水标准的意见》（水规〔1989〕21号） 65 岩石・土木事業探査規範　GB50021-200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

9 公務員褒賞規定（試行） 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 66 水利金属構造物腐食防止規範　SL105-95→SL105-2007（元40番） 原40更新版,水工金属结构防腐蚀规范 SL105-2007

10 公務員考核規定（試行） 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 67 ダム施設管理考核標準 水库工程管理考核标准

11 全国専門技術者に対する継続教育の暫定施行規定 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 68 送変電設備の状態検査・修理試験規程　Q/GDW 168-2008 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验规程　Q/GDW 168-2008

12 水利施設管理機関の職位確定標準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 69 水文情報予報規範　GB/T　22482-2008（元34番） 原34更新版,水文情报预报规范 SL250-2000→GB/T 22482-2008

13 水利部三定方案 水利部三定方案 70 ダム安全モニタリングデータ自動収集装置 DL/T1134-2009 大坝安全监测数据自动采集装置 DL/T1134-2009

14 水利施設管理機関の体制改革実施方案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71 水情報自動観測・報告システムの運用・メンテナンス規程 DL/T1014-2006 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运行维护规程 DL/T1014-2006

15 水利施設管理体制改革実施意見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 72 圧力鋼管安全モニタリング技術規程 DL/T709-1999 压力钢管安全监测技术规程 DL/T709-1999

16 水利部直属水利施設管理体制改革試験方案 水利部直属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73 水利水力発電事業技術用語標準 SL 26-92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术语标准 SL 26-92

17 ダム洪水防御応急予備案の作成要綱 水库防汛抢险应急预案编制大纲 1 ダム運用法規 水库大坝通用法规

18 浙江省大・中型ダム制御運用計画作成導則 浙江省大中型水库控制运用计划编制导则 2 ダム管理 水库调度

19 飲用水源保護区汚染防止保護規定（環境保護総局環管字201号） 环保总局89环管字201号　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保护规定 3 重点小型危険ダム補修補強項目　（財務関連） 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指南

20 全国飲用水水源地基礎環境調査及び評価方案（国家環境保護総局） 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1月　全国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及评估工作方案 4 河川洪水危険防止実用技術図解 江河防汛抢险实用技术图解　

1 防洪基準　GB05201－94 防洪标准　GB05201－94 5 ダム安全評価 水库大坝安全评价

2 耐久性コンクリート構造設計指針　GB/T50476-2008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T50476-2008 6 ダム湖洪水制限水位動的管理と方法及びその応用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与方法及其应用

3 かんがいと排水工事設計規範　GB50288-99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50288-99 7 水を治め、堆砂を治め、黄河を治める　 治水、治沙、治黄河

4 コンクリート構造工事の施工品質検収規範　GB50204-200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02 8 ダム事故と安全・ロックフィルダム 大坝事故与安全・土石坝

5 ダム安全評価マニュアル 　SL258-2000 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导则　SL258-2000 9 ダムリスク評価とリスクマネージメント 大坝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

6 水資源水量監測技術ガイド　SL365-2007 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　SL365-2007 10 ダム安全観測とモニタリング 大坝安全监测与监控

7 ダムの洪水調節審査ガイド SL224-98 水库洪水调度考评规定　SL224-98 11 ダム湖水環境影響予測と評価 水库水环境模拟预测与评价

8 ダム水文・堆砂監測規程　SL339-2006 水库水文泥沙观测规范　SL339-2006 12 小型ダムの安全管理 小型水库的安全与管理

9 フィルダム安全監測技術規範　SL60-94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60-94 13 官庁ダム流域水辺生態環境総合管理関連技術研究成果 官厅水库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10 水文自動観測系統技術規範　SL61-2003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规范　SL61-2003 14 中国河川堆砂公報 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11 降水量監測規範　SL21-2006 降水量观测规范　SL21-2006 15 中国灌漑と防洪史 中国灌溉和防洪史

12 水利事業水利計算規範　SL104－95 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　SL104－95 16 小型ダム管理シリーズ（１）水文と水理計算復習 小型水库管理丛书（１）水文与水利计算复核

13 水文資料整理規範　SL247-1999 水文资料整编规范　SL247-1999 17 小型ダム管理シリーズ（２）安全検査と補修 小型水库管理丛书（２）安全检查与加固

14 混疑土ダム予防保全修理規程　SL230-98 混凝土坝养护修理规程　SL230-98 18 小型ダム管理シリーズ（３）運用管理 小型水库管理丛书（３）运行管理

15 水利水力発電ダム設計洪水量計算規範　SL44-2006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SL44-2006 19 小型ダム管理シリーズ（４）洪水防止と危険回避 小型水库管理丛书（４）防汛与抢险

16 洪水吐設計規範　SL253-2000 溢洪道设计规范　SL253-2000 20 小型ダム管理シリーズ（５）ダム湖の養魚 小型水库管理丛书（５）小水库养鱼

17 水資源観測設備基本仕様書　SL426-2008 水资源监控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SL426-2008 21 中国水利百科全書環境水利分冊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环境水利分册

18 フィルダムの維持保守規程　SL210－98 土石坝养护修理规程　SL210－98 22 中国水利百科全書水理構造物分冊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工建筑物分册

19 水利水力発電の開閉装置の製造、取り付け及び検収規範　SL381-2007 水利水电工程启闭机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　SL381-2007 23 中国水利百科全書水土保全分冊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土保持分册

20 フィルダム安全モニタリングの資料編成規程　SL169－96 土石坝安全监测资料整编规程　SL169－96 24 中国水利百科全書水利管理分冊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管理分册

21 コンクリート重力ダムの設計規範　SL319-2005 混凝土重力坝设计规范　SL319-2005 25 日中土木工事辞典 日汉土木工程词典

22 コンクリートアーチダムの設計規範　SL282-2003 混凝土拱坝设计规范　SL282-2003 26 水利技術基準－水利水力発電編－管理 水利技术标准-水利水电卷-管理

23 コンクリート表面遮水壁型ロックフィルダムの設計規範　SL228－98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设计规范　SL228－98 27 水利技術基準－水利水力発電編－水文編 水利技术标准-水利水电卷-水文卷

24 水資源リアルタイムモニタリングシステム構築技術マニュアル　SL/Z349-2006 水资源实时监控系统建设技术导则　SL/Z34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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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法律

行政

法規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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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

規程類

標準



14.险坝（Ⅲ类）的运行管理方法

17.资源（水、动植物、景观等）的保护

10.洪水的资源化方案

11.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备的完善、充实

水库管理总体
（6）

库区运行

（10）

库区管理

（4）

工程的维护管理
（4）

工程的安全管理
（5）

环境保护与对策
（1）

9.汛期汛限水位的动态管理

6.水库运行调度规程的制定与遵守

3.水库管理范围、责任范围的明确化

12.水库安全管理法令的遵守

19.水库的水质保护与对策

21.生态基流（维持流量）的保障

8.提高洪水预报方案的精度

1.缩小水库管理水平差距

7.大洪水、干旱的应对措施

13.管理数据的合理记录、保管

15.定期检查的制定、监督制度的完善

16.工程合理维护管理水平的设定

18.库区管理范围的明确化

20.地质灾害的防止

找出的主要课题

4.办公环境、生活环境的改善

2.培养水库管理人员能力

5.制定可行的应急预案

2009.11.29～30 找出课题、问题研讨会

在本次研讨会上，以「水库操作」、「坝体及附属设施的维
护管理」、「库区管理」等为主要专题，采用头脑风暴法，
找出问题和课题。同时就本项目编写的「水库管理指南」的
目的，种类和类型，对象，记述水平，结构，内容等基本方
向进行了意见交换。

中日专家找出课题作业

（ ）:符合数(有重复)

除了调查文献资料外，为了把握实际管理现场的问题，找出课题，集中了共20名水
库管理有关专家召开研讨会。

1-3. 通过标准、导则、论文等文献资料找出中国水库管理存在的问题。







研究方法 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

找出所需项目

①实地考察

与水库管理人员交换意见

1-6. 研究日本的水库导则，了解日本的水库管理方法。

②赴日研修

赴日研修人员的报告和意见

③专题小组

编写指南时的讨论

日本专家收集、整理
信息

指南编写小组以及专
题小组的讨论

依次反映到指南
中去

日本管理业务概要 多功能水库建设

水库管理实务

设施管理方针  2003年11月 水资源机构

第１次～第３次赴日研修资料 （国土交通省河川局制作资料）

日本的宣传、水库卡片 设施管理方针  2003年11月 水资源机构

防洪宣传案例

各种水库卡片资料（国土交通省河川局制作）

宣传资料馆、发行宣传手册等案例，水库管理的可视化

日本水库相关法规 相关资料很多

日本水库管理区域的考虑方法 多功能水库建设

日本水库综合管理、联合调度的考虑方法 水库管理实务

多功能水库建设

日本水库等管理中的追踪（Follow up）制度 多功能水库建设

大坝的抗震评价手法 大规模地震发生时大坝抗震性能检验方针（草案）・解说  2005年3月国土交通省河川局

日本水库定期检查（3年1次） 水库定期检查手册（案）　2002年2月 国土交通省河川局河川环境课  财团法人国土技术研究中心

水库管理技师的资格制定 第3批赴日研修资料（WEC)等

日本老化坝的在库管理手法 农林水产省  长期提供使用委员会说明资料、水库案例

日本水库泄流原则和泄流警报 水库管理实务

多功能水库建设

日本的预泄、弹性管理试验 多功能水库的建设、其它有关水库发表的论文

日本水库综合管理和联合调度案例 第１次～第３次赴日研修资料等（关东地整、鬼怒川水库联合调度、淀川水库联合调度、丰平川水库联合调度）

利用手机网络的简易雨量观测系统 提出在中国可利用的系统

风险图、防灾图的制作方法和案例 洪水风险图制作手册  2005年6月  国土交通省河川局治水课

浸水设想区域图制作手册  2005年6月 国土交通省河川局治水课

日本的抗旱调整 水管理恳谈会  会议资料

日本河流生态保护流量设定的考虑方法 正常流量探讨手册（草案）　2007年9月国土交通省河川局河川环境课

日本水库岸坡的裸地化防止工程计划 有关库区岸边绿化的导则类

柳树岸坡绿化（草木水库）的案例、文献多数

紫穗槐岸坡绿化（园原水库）的案例、文献多数

日本的亲水设施 第一批～第三批赴日研修资料等

日本出现问题的水质现象 相关资料很多

日本水质预测手法和案例 　 〃

日本的水质保护对象实例    〃

激光淤沙测量技术 multi narrow beam淤沙测量资料（测绘公司的营业资料等）

日本滑坡对策监测案例（监视） 水库周边滑坡调查及对策的技术方针（草案）・解说　2009年7月　国土交通省河川局治水课

日本滑坡对策案例    〃

各种防灾训练案例 独立行政法人水资源机构的资料等

设施更新的考虑方法（FMEA） 机械设备管理方针　2003年11月（2008年改订版）　独立行政法人水资源机构

河川用闸门检查、安装、更新探讨手册（草案）　2008年3月　国土交通省河川局

日本水库水源地区对策及水库补偿的考虑方法 多功能水库建设

新丸山水库、五十里水库、夕张水库 第一批～第三批赴日研修资料等



赴日研修为「实地考察型」。第１批～第３批赴日研修共有28名水利部有关干部、技
术人员参加。在关东、东海、近畿、北陆、北海道，考察调查了国土交通省以及水资
源机构、相关财团法人、民营电力公司等32个有关单位和25个水库工程。

访问国交省佐藤河川局长的孙司长（建
设与管理司）

从高台上眺望夕张shuparo再开发现场

倾听德山水库日野所长介绍的祖副司长
（建设与管理司）和陈楚主任

考察德山水库的地下闸门室

访问水资源机构青山理事长的田副局长
（引滦工程管理局）

1-7. 通过赴日研修了解日本的水库管理方法。

听取宫瀬水库介绍的赴日研修团

第３批赴日研修第１批赴日研修 第２批赴日研修



第１批赴日研修 《研修主题和研修地点》 2010.1.12～2010.1.30

1-7. 通过赴日研修了解日本的水库管理方法。

日本的水库管理概要 日本的河流・水库事业、水库管理概要 国土交通省河川局

北海道的河流・水库事业、水库管理概要 北海道开发局、同局石狩川开发建设部

大坝坝体的安全管理、数据分析 水资源机构 综合技术中心

水库库区的有效利用 水机构水库的灵活管理实验及预泄的进行情况 水资源机构 管理事业部

水库群的综合管理（高水及低水）的现
状与课题

利根川・荒川水系水库的联合调度～兴利的联合调度～ 关东地方整备局

淀川水系水库的综合管理～高水管理系统～ 近畿地方整备局 淀川水库综合管理事务所

鬼怒川上游水库群的综合管理 关东地方整备局 鬼怒川水库综合管理事务所

丰平峡水库及定山溪水库的综合管理 石狩川开发建设部 丰平川水库综合管理事务所

水库库区管理的实地考察
五十里水库・川治水库～水库群联合（引水渠）事业～
（汤西川水库建设现场参观）

关东地方整备局 鬼怒川水库综合管理事务所

天之瀬水库～水库的再开发（泄流能力的扩大）～ 近畿地方整备局 琵琶湖河川事务所

新丸山水库～水库的再开发（库区容量的扩大）～ 中部地方整备局 新丸山水库工事事务所

一库水库～重力坝的维护管理・环境保护对策～ 水资源机构 一库水库管理所

三重用水～土坝的维护管理～ 水资源机构 三重用水管理所

德山水库～堆石坝的维护管理・库区周边环境的保护对策～ 水资源机构 德山水库管理所

长良川河口堰～机械・电气通讯设备的维护管理～ 水资源机构 长良川河口堰管理所

丰平峡水库及定山溪水库～寒冷地区水库的维护管理～ 石狩川开发建设部 丰平川水库综合管理事务所

琵琶湖～湖沼（大规模库区）的水资源管理～ 近畿地方整备局 琵琶湖河川事务所

防灾中心设施 国土交通省 关东地方整备局 防灾中心 关东地方整备局

大阪府 防灾情报中心 大阪府

水库最先进技术研究 河流・水库实验设施参观・ICHARM介绍 独立行政法人 土木研究所



日本的水库管理 日本水库管理概要 国土交通省 河川局 河川环境课

水库诸制度 水资源机构 综合技术中心

水库的防洪管理 水资源机构 综合技术中心

水库的枯水管理 水资源机构 中部支社 管理部

水库管理过程中对气象信息的有效利用 水资源机构 管理事业部／日本气象協会

水库大坝的安全管理・定期点检 水资源机构 综合技术中心试验所

水库的水质管理 水资源机构 环境室

水库水质模拟 水资源机构 综合技术中心试验所

水库的联合调度 利根川・荒川水系兴利方面的联合调度及其他 国土交通省 关东地整 河川部

木曾川水系的枯水调节 水资源机构 中部支社 管理部

相模川水系水库群的联合调度
国土交通省 关东地整
相模川水系区域水库管理事务所

水库、水渠的建设事业 新丸山水库的建设事业 国土交通省 中部地整 新丸山水库施工事务所

木曾川水系的联合引水渠工程 水资源机构 木曾川水系联络引水渠建设所

水库发电 矢木沢水库的抽水蓄能发电 水资源机构 沼田综合管理所／东京电力

浦山水库・泷沢水库的兴利附属式发电 水资源机构 荒川水库综合管理所

参观设施 「水资源机构 综合技术中心试验所」 水库大坝相关试验 水资源机构 综合技术中心试验所

库区管理的实地调查
「浦山水库・泷沢水库」
混凝土大坝的维护管理、水质保护对策、库区护坡的安全监测

水资源机构 荒川水库综合管理所

「德山水库」
堆石坝的维护管理、水库的低水管理、水库控制设备、环境保护对策

水资源机构 德山水库管理所

「矢木沢水库・奈良俣水库」
拱坝・寒冷地区水库的维护管理、水库的各观测数据、信息管理

水资源机构 沼田综合管理所

「菰野前池」
土坝的维护管理、前池的枯水管理

水资源机构 三重用水管理所

「阿木川水库」
超过设计洪水的对策、水质保护对策、管理用发电等

水资源机构 阿木川水库管理所

「横山水库」
库面的漂浮物对策、再开发（清除淤沙）

国土交通省 中部地整 横山水库施工事务所

「宫瀬水库」
自然环境对策（特定生物的生存适地等）・水源地区对策

国土交通省 关东地整
相模川水系区域水库管理事务所

第２批赴日研修 《研修主题与研究地点》 2010.6.8～2010.6.26

1-7. 通过赴日研修了解日本的水库管理方法。



第３批赴日研修 《研修主题与研修地点》 2010.9.14～2010.9.28

1-7. 通过赴日研修了解日本的管理方法。

日本水库管理概要 水库事业概要及水库管理实务

国土交通省
河川局

洪水调度、枯水调度案例介绍、水源地区的活性化、现有水库的充分利用对策、再开
发等

信息交流会 日本水库的管理

中国水库的建设与管理

信息交流会 水库管理技士资格鉴定考试制度

财团法人
水库水源地环境整备中心

水库淤沙对策研究

水库周边环境整备、地区振兴（水库环境设计、水库周边环境治理计划、库区利用实
际情况调查，水库周边城市建设以及地区活性化建言等。）

日本水库的充分利用对策 预泄、灵活的管理试验等活动

独立行政法人
水资源机构

信息交流会
水资源机构的水库管理（水库管理费用负担、水库的定期检查、水库的抗震诊断
（L2）、利用GPS观测坝体位移等）

水库环境保护对策（水质保护对策案例、德山水库建设时的环境考虑案例）

关于水库建设用地补偿的想法

库区等的实地调查
水库库区坡面管理（泷沢水库库区坡面的滑坡对策、滑坡监测）以及水质管理（浦山
水库的水质保护对策）

独立行政法人
水资源机构荒川水库综合管理所

北海道的河流、水库事业（札幌开发建设部的管辖事业）
国土交通省北海道开发局
札幌开发建设部

复数水库群的综合管理（定山溪水库与丰平峡水库） 丰平川综合管理事务所

水库库区的再开发事业（夕张shuparo水库的综合开发以及几春别川水库的综合开
发）

夕张shuparo综合建设事业所
几春别川水库建设事业所

水库的淤沙管理（出平水库及宇奈月水库的联合排沙运行）
国土交通省北陆地方整备局
黑部川河川事务所

民营电力水库概要（黑部水库、黑部川第四发电站）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黑部川第四发电站



赴日研修参加人员主动写研修报告在水利部内部进行了汇报。在指南编写的各工作
小组和专题研讨会中起主要作用。

■日本的水库管理运行特色
①事权分明、定位准确
②管养分离、管理规范、自动化管理程度高
③“安全第一”的管理理念
④河川综合管理，水库群联合调度
⑤重视日常巡视检查与维护
⑥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⑦实施亲水活动，吸引公众关注和参与水库管理
⑧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和工程老化等不利影响
⑨重视先进管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启示与设想
①不断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保障公益性水管单位的日常公用经费
和工程维护养护经费。
②出台《流域法》，规范大江大河流域综合规划，科学调剂水资源时
空分配，实现水资源科学合理利用和保护，实现各流域水库群综合管
理与联合调度。
③进一步推行水管体制改革，管养分离。

■对日本水库管理经验在中国应用的几点想法
① 完善以防洪、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公益性水库的财政支持体
制，为水库运行管理提供可靠的经费保障。
② 有序推进水文测报系统的建设和气象科学研究，以先进的、可靠
的水文测报、气象预报技术支撑水库的科学调度。
③ 改进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的实用性，注重监测仪器的可靠性，保证
检测数据的实时性和可信性，提高监测资料的利用率，使大坝安全监
测真正成为大坝安全管理的耳目。
④ 积极推进水库运行管理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为水库安全管理技术
进步创造条件。
⑤ 加强水库水质及生态环境保护研究，重视分层取水、水质污染治
理技术、水质预测与评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保证水库水质和供水安
全，减少水库建设对周围环境和生态的影响。
⑥ 加强对水库工程的宣传，让民众了解水库，重视水利，构建和谐
的亲水平台。

摘自「第２批赴日研修团研修结果报告」

④重视日常巡视检查与维修养护，发现隐患及时处理。
⑤建立河道生态基流耗水政府补偿机制。
⑥构建亲水平台，吸引公众关注和参与水库运行管理。
⑦学习日本的枯水管理经验，应对干旱。

摘自「第１批赴日研修团研修结果报告」

2010.4.16

在水库运行管理能力建
设项目启动会上作赴日
研修报告的盛金保（水
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
总工程师）

1-7. 通过赴日研修了解日本的水库管理方法。

第1批赴日研修

第2批赴日研修



1-8. 在活动1-2～1-7的基础上，了解中国水库运行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1-9. 编制水库管理指南草案。

（１） 明确了水利部水库管理的基本方针、目标和发展方向。

（２） 为了使所有的业务都达到期待的水平，对必要的知识
（法规、标准、理论）、众多案例、具体的实施事项、顺序、
要求水平、要点、要领等的记述简单易懂。

（３）能作为水库运行管理人员自学和国内培训的基本教材
「业务步骤书」来利用。

（４） 中国的水库管理人员能了解到日本的水库管理。

指南编写的基本方针

① 记述内容的全面性
找出水库管理所需的基本知识、经验和具体业务，在弄清

水库管理业务全部体系的基础上，来考虑指南的目录结构。

② 记述内容、记述水平的统一性和易使用性
把水库管理的基本方针和目标、水库管理业务所需的基本

知识和经验等记述部分与具体指导业务的记述部分明确地区
分开来。

③ 与现有法规、标准的吻合性
水库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行业标准」与水库现场实际开展的管理业务进行分析整理，
使两者相吻合。

信
息
收
集

课
题
整
理

目
录
编
写

草
案
完
成

内
容
研
究

（
专
题
小
组
）

审
查

审
查

→ 2011.4月→现在

目录的编写方针

「四个结合」

先进性

实用性

前瞻性

现实性

理论性

可操作
性

特殊性

普遍性

摘自2010.4.16 项目启动会上
祖雷鸣副司长的讲话

编写工作的流程

决定指南编写的基本方针，从指南目录草案的研究（明确水库管理业务体系）着手
编写工作。



以审查小组通过的指南目录（草案）„【6篇、19章、56节、77项、151号】为基
础，在6个专题研讨会上对水库管理指南的具体记述内容进行研究。

1-8. 在活动1-2～1-7的基础上，了解中国水库运行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1-9. 编制水库管理指南草案。

（１） 专题小组的组成
全部由六个专题小组组成。

各个专题小组由中国专家２～４名和JICA日本专家组组成。

（２） 专题小组成员的任务
① 了解在水库管理指南中自己负责范围的结构和内容 。
② 对自己负责的「节」、「项」、「号」，收集所在单

位的业务情况和相关案例（包括照片）。
③ 参加专题小组召开的研讨会，从事水库管理业务指南

化工作。
④ 指南一次草案的完成目标是2011年4月

1  _（章）
1.1 _（节）
1.1.1 _（项）
1.1.1    (1) _（号） 关于「○○○○」的业务

・各篇由「章」、「节」、「项」、「号」4个部分组成。

・对水库管理的基本方针和目标、业务的记述用「节」。对
具体的指导性业务、工作内容的记述用「项」以及「号」。

第Ⅰ篇 总则
记述水理管理概要、相关法规标准、组织制度等基础知识，
明确水利部关于水库管理业务的基本方针和目标、发展方向。

第Ⅱ篇 工程的安全监测与维修养护
记述坝体及附属设备的定期安全管理与维护养护业务 。

第Ⅲ篇 水库的调度运行
记述洪水及兴利调度等的设施操作以及应急管理。

第Ⅳ篇 库区管理
记述水库坝体周边和库区的管理业务。

第Ⅴ篇 水库管理能力建设
记述为提高水库管理单位以及水库管理人员的能力而进行的
环境整治、演习和培训计划的制定评估等。

第Ⅵ篇 今后的水库管理方向
编写指南从先进性的角度出发，通过讨论，展示水库管理的
未来方向。

卷末资料

目录（篇的组成） 章・节・项的组成和分别使用

专题小组的组成和任务



各专题小组以开研讨会（头脑风暴法）的方式实施。根据指南目录草案的节、项、号，
对记述内容的分析整理、记述水平、依据等进行详细讨论。

1-8. 在活动1-2～1-7的基础上，了解中国水库运行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1-9. 编制水库管理指南草案。

业务的目标、目的

为了什么

具体的实施事项

现在正在实施的事项
将来应实施的事项

要求水平、要点、要领、必要的准备工作

怎样实施、实施到什么程度

遵照的法规、法令 应参考的标准 优良案例、参考文献 工程情况图像等

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课题等 日本的想法和管理方法

1.1 _（节） 1.1.1 _（项） 1.1.1    (1) _（号） 关于「○○○○」的业务

研讨会讨论的要点

中日专家

共同合作



３．其他

2010.4.16项目启动会



2010年4月16日
水库运行管理能力建设项目启动会召开

・向国内外宣布项目正式启动。

・由中国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人事司」、「建设与管理司」、「综合事业局」、「人才资
源开发中心」、「大坝安全管理中心」、「海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南省水利
厅」、「浙江省水利厅」、「4个试点水库的上级主管单位」等包括干部在内的80多名有关人士参加。

・日本国土交通省谷本水资源部长、日本大使馆片山公使、中央大学山田教授等作为来宾参加了启动会，
并受到了水利部周英副部长的接见。

水利部周英副部长会见了国土交通省谷本水资源部长一行，确认
了对项目的期待和相互的合作支持。另外，就今后通过两国间水领
域的广泛合作进一步加深相互理解和交流关系达成了一致。

水利部建设与管理司的祖雷鸣副司长正式宣布项目启动。
全体与会人员以热烈的掌声祝贺项目启动。

宣布项目启动拜会水利部



刘 副司长
（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侯 副司长
（人事司）

孙 司长
（建设与管理司）

片山 公使
（日本大使馆）

谷本 水资源部长
（国土交通省）

山浦所长
（JICA中国事务所）

陈 项目办主任
（人材资源开发中心主任）

蔡 项目办副主任
（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副主任）

有关干部、来宾讲话

2010年4月16日
水库运行管理能力建设项目启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