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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雨水情数据库是水旱灾害防御雨水情信息的专用存储库，也是水

情工作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数据库，更是水情服务水利、服务社会

经济发展的核心数据库。其标准《实时雨水情数据库表结构与标识符》

（SL/T 323）由原水利部水文局（水利信息中心）于 2005 年制订，

2011年进行修订并颁布执行至现在。

2011版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实时雨水情信息存储的技术标

准，为全国水情部门充分利用数据库和网络技术，充分实现各级水情

部门数据库之间信息传输共享，推动水情服务的技术进步，奠定了坚

实的行业保障基础，发挥了很好的行业指导作用，尤其依托水情信息

交换系统首次实现了中央、流域、省、地市四级水情信息的全面实时

共享交换，有力支撑了全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信息的传输共享，经

济社会效益显著。目前，全国 7个流域机构及 31个省份和新疆建设

兵团水文部门以及部分水电、水库部门均在使用该标准存储、传输及

共享雨水情数据。经统计，2019年各地向水利部报汛的站点总数达

11.69万个，报送雨水情信息高达 13.04亿份。

按照部标准五年一修订的规定，原水利部水文局（水利信息中心）

于 2015年启动了 2011版标准的修订工作，但由于水利部 2014版标

准体系调整以及事业单位改革等原因，修订工作出现停滞，错失上次

修订期，导致标准更新工作有所滞后，给全国水旱灾害防御水情支撑

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技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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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央“十六字”治水思路、“两个坚持”和“三

个转变”防灾减灾新理念的相继提出，水利部党组水利改革发展总基

调对水情工作“聚焦防洪安全补短板，突出水旱灾害防御监管，坚决

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的明确要求，以及近十年来全国各级水文部

门服务范围的逐渐扩大和服务能力的稳步增长，都要求尽快修订完善

雨水情数据库以满足各方面对水情工作实践提出的新需求，因此十分

有必要及时修订《雨水情数据库表结构与标识符》，指导雨水情数据

库调整完善，以满足全国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水生态环境修

复及水利强监管等服务工作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2019年部信

息中心提交了该标准修订的项目建议书，经国科司组织标准化工作委

员会专家评审后，于年底获批立项，并于 2020年初正式启动。

此次《雨水情数据库表结构与标识符》修订的主要目的是在全面

继承现行 2011版标准的基础上，弥补现行标准中表单、字段等方面

存在的不足或短板，并根据业务工作实际需要增加表单、字段，以满

足当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几年水情工作对雨水情数据库的业务需求，

为雨水情数据结构化存储、科学管理、实时共享及高效利用等提供基

础扎实的技术支撑。

此次修订工作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继承现行 2011 版标准，保证

现有业务系统平稳运行。对 2011版现行标准全面继承，以不删减现

行表单及字段、调整或新增个别字段及字段枚举项为主，保证现有业

务系统稳定运行。二是扩充统计类表单，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服务能力。

新增水库水情、闸坝水情、冰情、区域雨情等信息统计表单，并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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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存储内容，进一步提升水情分析及水旱灾害防御服务能力。三是

新增完善部分表单，适度衔接近年新增业务及后期发展。新增表单或

完善现行表单，满足多源降水、区域面降水量、预警、水库调度监管

等业务新需求，适度衔接新增业务及后期发展。

2、主要编制过程

（1）需求分析，工作大纲编制

2020年 1～4月，结合 2015年工作成果，开展需求分析，落实

具体工作及任务分工，完成标准修订工作大纲和标准初稿编制工作。

（2）工作大纲审查

2020年 5月 29日，水利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北京主持召开《雨水情数据库表结构与标识符》标准修订工作大纲视

频审查会，对编写组提交的《雨水情数据库表结构与标识符》标准修

订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标准修订初稿等进行了审查。专

家组认为《大纲》内容全面，标准修订的背景、目的和必要性阐述翔

实，修订原则、依据及标准适用范围比较明确，国内外相关标准分析

合理，修订后的标准框架结构合理，编制进度安排合适，主要起草人

任务分工明确，人员数量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同意编写组提出的《大

纲》，并对标准修订初稿提出建议，形成了审查意见。

（3）征求意见稿编写

2020年 6～10月，根据《大纲》审查意见，编制组对标准修订

初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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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起草人及承担工作

本标准主编单位为水利部信息中心，参编单位包括水利部淮河水

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水资源局、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

心、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安徽省水文局

（安徽省水土保持总站）、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主要起草人及承担

工作见表 1。

表 1 标准修订编写人员组成及工作分工

序号 姓 名 工作分工 单 位

1 尹志杰 总负责、协调组织、核稿审稿 水利部信息中心

2 王 容 技术总负责、表单把关、统稿核稿 水利部信息中心

3 刘文斌 冰情及基础信息类表单梳理、编辑 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

4 司存友 堰闸泵站及区域基础信息表单梳理、编辑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5 邱 超 潮汐风浪及区域基础信息表单梳理、编辑 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

6 李京兵 墒情及区域基础信息表单梳理、编辑 安徽省水文局

7 李 晶 泄水设施泄流能力及库湖统计表单梳理、编辑 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

8 王 凯 区域雨量统计及基础信息类表单梳理、编辑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信息中心）

9 张文明 年降水量统计及基础信息类表单梳理、编辑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

10 孙艳兵 日降水量统计表单梳理、编辑、标准统稿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信息中心）

11 赵兰兰 生态流量相关及基础信息类表单梳理、编辑 水利部信息中心

12 宫博亚 水文干旱及气温水温表单梳理、日常业务工作 水利部信息中心

13 阮燕云 水情预警及库湖相关表单梳理、日常业务工作
长江电力三峡水利枢纽

梯级调度通信中心

14 侯爱中 河流表单梳理、英文翻译组织、审核 水利部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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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分工 单 位

15 朱 冰 年径流相关表单梳理、英文翻译、编辑 水利部信息中心

16 胡智丹 地下水相关表单梳理、英文翻译、编辑 水利部信息中心

17 史俊超 沙情及堰闸统计表单梳理、英文翻译、编辑 水利部信息中心

18 王 琳 降水及雷达、区域模式相关表单组织、审核 水利部信息中心

19 郑 文 雷达相关表单梳理、编辑 水利部信息中心

20 高唯清 降水及区域模式相关表达梳理、编辑 水利部信息中心

二、主要内容及来源依据

《雨水情数据库表结构与标识符》标准主要内容包括现行雨水情

基本信息类、实时信息类、预报信息类、统计信息类、交换信息类和

字典信息类等 6 大类信息的存储结构，涉及降水、蒸发、河道、水库

（湖泊）、闸坝、泵站、潮汐、沙情、冰情、墒情、地下水、水文预

报等 12子类数据。该标准适用于水利行业雨水情信息的结构化存储、

科学管理、实时共享及高效利用等工作，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水旱

灾害防御决策、水资源管理、水生态环境修复及水利强监管工作等对

雨水情信息的需要。

现行 2011 版标准共计 10 章和 2 个附录，1～4 章为适用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表结构设计、标识符设计等一般性的描述介绍章节，

主要对表结构设计技术要求、表结构与字段标识符命名基本原则等进

行了详细说明；5～10 章为基础、实时、预报、统计、交换、字典等

6 类表单的具体结构和标识符的详细说明；2 个附录为表标识符和字

段标识符的索引说明。本次依据水利部《水利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

（水国科[2019]112 号）、《水利标准化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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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办国科[2019]237 号），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水利

技术标准编写规定》（SL 1-2014）的要求，对 2011 版标准进行修订。

修订工作全面继承了现行 2011版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新增了部

分表单和字段，原 1～4 章结构由 4 章整合为 3 章，但内容基本无变

化；原 5～10 章相应地调整为 4～9 章，加之 2 个附录共 8 章，结构

基本无变化，但内容有所修改增加，修改概况简述如下（具体修改详

见附件 3《雨水情数据库表结构与与标识符》征求意见稿）。

1、基本信息类表结构

2011 版标准中本章共 15张表，即分为 15节，分别为：（1）测

站基本属性表；（2）测站报送任务表；（3）库（湖）站关系表；（4）

堰闸站关系表；（5）河道站防洪指标表；（6）库（湖）站防洪指标

表；（7）库（湖）站汛限水位表；（8）土壤墒情特征值表；（9）

洪水传播时间表；（10）水位流量关系曲线表；（11）库（湖）容曲

线表；（12）洪水频率分析参数表；（13）洪水频率分析成果表；（14）

大断面测验成果表；（15）单位名称编码表。

本次修订拟新增 10 张表，即新增 10 节，分别为：（1）水文干

旱监视指标表；（2）水情预警指标表；（3）生态流量指标表；（4）

水库输水设备泄流曲线表；（5）测站预警雨量指标表；（6）区域基

本信息表；（7）区域预警雨量指标表；（8）冰情特征值表；（9）

雷达站基本信息表；（10）数值降水预报模式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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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 8张表进行了调整，基本均为新增字段或字段中的枚举

项、更改字段名称或描述，涉及表单分别为：（1）测站基本属性表；

（2）测站报送任务表；（3）河道站防洪指标表；（4）库（湖）站

防洪指标表；（5）库（湖）站汛限水位表；（6）土壤墒情特征值表；

（7）水位流量关系曲线表；（8）洪水频率分析成果表。

2、实时信息类表结构

2011 版标准中本章共 38张表，即分为 38节，分别为：（1）降

水量表；（2）降雪表；（3）冰雹表；（4）日蒸发量表；（5）河道

水情表；（6）水库水情表；（7）堰闸水情表；（8）闸门启闭情况

表；（9）泵站水情表；（10）潮汐水情表；（11）风浪信息表；（12）

含沙量表；（13）气温水温表；（14）定性冰情表；（15）定量冰情

表；（16）土壤墒情表；（17）地下水情表；（18）地下水开采量表；

（19）暴雨加报表；（20）堰闸（泵）站时段均值表；（21）河道水

情多日均值表；（22）水库水情多日均值表；（23）堰闸（泵）站水

情多日均值表；（24）潮汐水情多日均值表；（25）气温水温多日均

值表；（26）地下水情多日均值表；（27）蒸发量统计表；（28）降

水量统计表；（29）引排水量统计表；（30）输沙输水总量表；（31）

地下水开采量统计表；（32）河道水情极值表；（33）水库水情极值

表；（34）堰闸水情极值表；（35）泵站水情极值表；（36）潮汐水

情极值表；（37）气温水温极值表；（38）地下水水情极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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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拟新增 4 张表，即新增 4 节，分别为：（1）单部雷达

实时探测基数据表；（2）单部雷达产品数据表；（3）雷达拼图产品

数据表；（4）区域面平均降水量表。

同时，对 9 张表进行了调整，均为新增字段或字段中的枚举项、

更改字段长度等，涉及表单分别为：（1）降水量表；（2）日蒸发量

表；（3）河道水情表；（4）水库水情表；（5）堰闸水情表；（6）

闸门启闭情况表；（7）泵站水情表；（8）气温水温表；（9）地下

水情表。

3、预报信息类表结构

2011 版标准中本章共 7张表，即分为 7 节，分别为：（1）水情

预报成果注释表；（2）水情预报成果表；（3）调度预报成果表；（4）

潮位预报成果表；（5）天文潮预报成果表；（6）含沙量预报表；（7）

冰情预报表。

本次修订拟新增 3 张表，即新增 3 节，分别为：（1）土壤墒情

预测成果表；（2）数值降水预报模式面平均降水量预报表；（3）数

值降水预报模式格点降水量预报表。

同时，对 2 张表进行了调整，均为新增字段，涉及表单为：（1）

水情预报成果注释表；（2）天文潮预报成果表。

4、统计信息类表结构

2011 版标准中本章共 9张表，即分为 9 节，分别为：（1）日降

水量均值表；（2）旬月降水量系列表；（3）旬月降水量均值表；（4）

水位流量多年日平均统计表；（5）水位流量旬月均值系列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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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流量多年旬月平均统计表；（7）水位流量旬月极值系列表；（8）

水位流量年极值系列表；（9）库（湖）蓄水量多年日均值统计表。

本次修订拟新增 12 张表，即新增 12 节，分别为：（1）冰情多

年均值统计表；（2）区域日降水量多年均值表；（3）测站日降水量

系列表；（4）水位流量日平均值系列表；（5）水库水位流量日平均

值系列表；（6）库（湖）蓄水量系列表；（7）冰情统计系列表；（8）

测站年降水量系列表；（9）测站年降水量多年均值表；（10）堰闸

泵站水位流量日平均值系列表；（11）测站年径流量多年均值表；（12）

测站年径流量系列表。

同时，对 2 张表进行了调整，均为新增字段，涉及表单为：（1）

测站旬月降水量系列表；（2）测站旬月降水量多年均值表。

5、字典信息类表结构

对中国河流名称代码表进行了调整，与 SL 249 标准保持一致。

6、附录

本次修订主要是在附录 A 表标识符索引新增 29个表标识，附录

B字段标识符索引中新增 150 个字段标识。

综上所述，2011 版标准中包含基本信息类、实时信息类、预报

信息类、统计信息类、交换信息类、字典信息类等 6 类 77 张表单，

本次修订后仍为 6类但表单为 106 张，其中新增 29张表、调整 21张

表、无变化 56张表，基本信息类表新增 10张、调整 7张，实时信息

类表新增 4张、调整 9张，预报信息类新增 3张、调整 2 张，统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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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类新增 12张、调整 2张，交换信息类无变化，字典信息类无新增、

调整 1 张。

三、国内外相关标准对比分析

现有国内相关标准有《水文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SL/T

324-2019），是由之前的《基础水文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SL/T

324-2005）、《地下水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SL/T 586-2012）、

《水质数据库表结构与标识符规定》（SL/T 325-2014）、《土壤墒

情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SL/T 437-2014）等 4 个标准归并整合

而成，其侧重水文整编数据，主要涵盖了地表水的监测、调查整编数

据，地下水的监测、整编、评价数据，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的监测、

评价、统计数据，壤中水的监测、整编、调查数据等。而 SL/T 323

《雨水情数据库表结构与标识符》则侧重实时雨水情数据，主要涵盖

地表水监测的报汛、预报、统计数据，另外还涵盖水库（湖泊）、堰

闸信息等上述数据库标准不具备的数据，因此具有数据实时性高、独

立性强、应用面广的特点，与上述数据库标准无交叉矛盾，而且就水

旱灾害防御决策、水资源管理、水生态环境修复及水利强监管等雨水

情信息支撑方面而言，无其他标准可以替代。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五、标准中尚存在主要问题和今后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

由于本次修订主要是新增表单或字段，并无特别突出的问题。今

后工作主要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广泛征求意见，结合收集的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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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本标准的修订编制，按要求完成送审稿及报批稿，力争早

日完成，更好地服务于全国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水生态环境

修复及水利强监管等实时雨水情相关工作。

六、标准实施建议

标准颁布之后，加大宣贯培训执行力度，保证 2021 年主汛期来

临前全面施行该标准，涉及业务系统基本整改调整到位，满足全国水

旱灾害防御等工作需要。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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