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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深圳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深圳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深圳市水务局、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水务工程质量监督站、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乐茂华、韩刚、陈子珊、李财金、王晓辉、王海群、戴婷婷、林健。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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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维修养护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堤防护岸、河床和附属设施的日常检查、观测、

维修和养护，以及堤防护岸应急抢险、技术档案和信息管理。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行政区域内经过综合治理或已建成的景观河道的日常维修养护及

其相关的管理活动，其他天然河道可参考使用。 

跨省市的重要河段的日常维修养护管理，如国家和深圳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SL 171-1996 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DB 440300/T6 园林绿化管养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日常维修养护 

是指日常保养及根据检查观测发现的问题和缺陷所进行维修养护和局部修补。 

3.2  

大修 

是指当工程发生较大损坏或按规定的大修年限而进行的维修工作。 

3.3  

抢修 

是指在遭遇突发性的工程损坏时的应急抢险工作。 

3.4  

堤防护岸 

河道两岸的土堤、防汛墙、挡墙、驳岸、护坡等水工构筑物的统称。 

3.5  

技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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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河道及其设施维修养护管理技术工作中直接形成，具有保存价值的，并按照一定的归档制度

集中管理的技术文件资料的总称。它由文字材料、图纸表格、照片、录音、像带、光盘及计算机软件等

组成。 

3.6   

技术规范档案 

是指各类河道技术管理文件和各类管理制度。 

3.7   

检查档案 

是指在经常检查、定期检查和特别检查中形成的材料。 

3.8   

观测、测量档案 

是指必须观测、测量项目及其他专门性观测项目的观测成果。 

4 总则 

4.1 河道维修养护应遵循“经常养护、及时维修、养重于修、修重于抢”的原则。 

4.2 河道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管养分开的原则，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河道维修养护单位。 

4.3 河道维修养护相关作业的开展应保证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附属设施的安全。 

5 检查、观测、维修和养护 

5.1 堤防护岸 

5.1.1 河道堤防护岸的检查按具体情况可每周巡查一次，或每季度做一次定期全面的检查。检查尽可

能在基础、底坎最大限度地露出水面的情况下进行。检查内容如下，但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a) 土堤有无塌陷、裂缝； 

b) 土堤顶面和坡面受雨水淋蚀、冲刷情况； 

c) 土堤有无蚁穴、兽洞； 

d) 土堤有无渗漏、管涌现象； 

e) 墙体下沉、倾斜、滑动情况； 

f) 防汛通道及墙后回填土的下沉情况； 

g) 墙基有无冒水、冒沙现象； 

h) 墙前土坡或滩地受水流、船行波冲刷情况； 

i) 砌石体表面松动、裂缝、破损、勾缝脱落、鼓肚、渗漏、坡脚淘空情况； 

j)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结构表面脱壳、剥落、侵蚀、裂缝、碳化、露筋和钢筋锈蚀情况； 

k) 伸缩缝、沉降缝损坏，渗水及填充物流失情况； 

l) 泄水孔是否通畅； 

m) 闸门构件锈蚀、门体变形、焊缝开裂情况，支承行走构件运转及止水装置完好程度。汛前检查

应对闸门做启闭和渗水试验； 

n)  堤防护岸及其它应该维修养护的情况。 

5.1.2 堤防护岸观测包括堤身沉降观测、位移观测、渗流观测、水位观测和表面观测，观测按 SL171-96 

标准第 4 章规定执行。 

5.1.3 堤防护岸的日常维修养护按照以下相应措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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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土堤出现雨淋沟、浪窝、塌陷或墙后填土区发生下陷时，应随时按原设计标准填补夯实。对土 

  堤、土坡的草皮护坡，局部缺损应及时修复。 

b) 土堤发生表层裂缝时，应针对裂缝特征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1)  干缩裂缝和宽度小于 5mm、深度小于 0.5m 的纵向裂缝，可采取封闭缝口处理； 

2)  宽度小于 10mm、深度小于 1m 的纵向裂缝，可开挖回填处理。 

c) 土堤堤身遭受白蚁危害时，应采用毒杀的方法防治；遭受兽畜危害时，应采用诱捕、驱赶等方 

法防治；蚁穴、兽洞可采用灌浆或者开挖回填等方法处理。 

d) 砌石体缝宽小于 5cm，经观测裂缝不再发展，可修凿突出一侧的面石，修凿长度一般为 1m～2m， 

使相邻缝隙基本平顺，否则重砌面石。 

e) 混凝土压顶边角缺损面积大于 100cm
2
，应采用 C25 细石混凝土及时修补完整。混凝土压顶裂缝  

宽度大于 2mm，将缝凿成“V”字形，并清渣洗净，采用 1:2 水泥砂浆填实，表面抹光。亦可

用聚合物修补。钢筋混凝土压顶，钢筋锈蚀严重的，必须将混凝土凿除，更换钢筋，按原设计

混凝土配合比重新浇注混凝土。 

f) 堤防护岸经观测结构稳定、下沉量小于 10cm，原压顶凿毛，清渣洗净，采用 C25 细石混凝土 

加高，高程与相邻压顶齐平。 

g) 混凝土表层脱壳、剥落和机械损坏或者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受到侵蚀损坏时，可分别采用聚合物 

材料涂刷封闭、砂浆抹面等措施进行处理。 

h) 混凝土出现裂缝，当裂缝位于水上区、水位变动区，混凝土的微细表面裂缝、浅层缝以及缝宽 

小于 0.20mm 时可采用聚合物材料涂刷封闭；当裂缝位于水下区，缝宽小于 0.30mm 可不予处理。

混凝土裂缝应在基本稳定后修补，并在低温季节开度较大时进行。其他裂缝情况按照堤防护岸

的应急抢险进行处理。 

i) 泄水孔应保持畅通，如有堵塞，应及时疏通。 

j) 伸缩缝填料老化、脱落流失，应及时填充。止水设施损坏时，可采用柔性材料修补，或者重新 

埋设止水予以修复。 

k) 每季度对闸门及其附属设备检修保养。钢闸门每年油漆一次，一般在非汛期进行。钢闸门局部 

变形的，应及时整平并油漆。混凝土闸门出现表层脱壳、剥落和机械损坏的，应及时采用聚合

物材料涂刷封闭、砂浆抹面等措施进行处理。闸门的启闭设备、转动部件及限位装置等应在每

年汛期前进行维修，汛后进行保养。损坏或者老化的橡胶止水带应及时更换。门墩破损应及时

修补。 

l) 防汛通道路面应保持平整、完好，无坑洼、破损，路基无塌陷。 

5.2 河床 

5.2.1 河床应全线进行检查，每年汛前、汛后各检查一次。对冲刷河段，每次洪涝水过后均应检查，

检查应选择在低水位时进行。检查内容为有无冲刷和淤积，有无较大的障碍物、遗弃物及排水管口淤积

情况等。 

5.2.2 每年汛后应对河床进行一次断面测量。断面间距以能反映河床冲刷、淤积变化为原则。根据河

道工程定位要求和其冲淤规律，河道长度大于 2km，每 1km 设一个测量断面；河道长度小于 2km，每 0.5km

设一个测量断面；在闸或坝下非护底河段必须设置特定测量断面。 

5.2.3 河床或特殊河段（如坝下或闸下）发现冲刷坑，应对其进行铺砌或抛石护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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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应及时清除河床内的阻水障碍物（如沉船、块石、木桩、施工遗留围堰等），保证行洪畅通。 

5.2.5 沉沙池、闸前等淤积不得影响河道行洪排涝功能和排水管口的排水，淤积的平均厚度大于设计

标高 50cm 的河段应进行疏浚。 

5.3 水质监测 

5.3.1 河道水体应无恶臭、无异色。 

5.3.2 河道维护管理单位应对管理区域内已建成的景观河道水质进行监测，监测频率每月不少于一次，

监测点不少于三点（上、中、下游各选一点），采样时段早、中、晚各一次。采样布点、监测频率应符

合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水质监测项目中，溶解氧（DO）、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两

项为必检指标，总磷（TP）、总氮（TN）、氨氮（NH3－N）、硝氮（NO3-N）等四项为备选指标。水质

评价标准按 GB 3838 标准规定执行。 

5.3.3 对河道已建排污设施进行每天巡查，防止向河道内非法排污、污染水质。如有非法排污情况，

应立即制止并及时向河道管理部门报告。 

5.4 水文观测 

5.4.1 水位观测 

每条河道至少有一个水位观测点（站）。观测频次如下： 

a) 大雨时（24 小时内雨量在 25 mm～49.9mm）每天观测 2 次；  

b) 暴雨时（24 小时内雨量在 50 mm～99.9mm）每天观测 4 次； 

c) 大暴雨时（24 小时内雨量在 100 mm～250mm）每两小时观测 1次； 

d) 特大暴雨时（24 小时内雨量在 250mm 以上）每小时观测 1 次。 

5.4.2 流速、流量观测 

选择典型河道和有代表性的断面，汛期每月一次，非汛期每两月一次进行观测。 

5.5 保洁 

5.5.1 河道应每天至少彻底打捞一次，首次打捞应在 10：00 前完成，巡回保洁至 18：00（强风暴雨

天气除外），次数视具体情况确定。中心城区河道、景观河段、对城市形象有较大影响的河段等河道内

不应有明显的漂浮垃圾和动物尸体；其它河道内不应有大面积的漂浮垃圾和动物尸体。 

5.5.2 遇到支流，须向支流延伸 20m 进行保洁。 

5.5.3 应及时、集中打捞河道漂浮垃圾拦截设施内聚集的废弃物或水生植物，并做到当日垃圾当日清

除。汛期的保洁应服从河道防汛调度要求。 

5.5.4 河堤、护坡上出现垃圾应立即清理，不得堆放、弃置和处理生活垃圾和余泥渣土等，保洁垃圾

收集后应密闭收集转运，堆放滞留时间不得超过一天，日产日清。垃圾收集、转运区域及周边应干净整

洁。 

5.5.5 作业船只应选用无油污染、噪音低的环保型船舶，船舶设施完好。 

5.6 绿化养护 

5.6.1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绿化养护按 DB 440300/T6 标准执行。沿岸园林景观休闲区原则上按二级管养

规范执行，其他区域按三级管养规范执行。 

5.6.2 绿化植物年保存率达到 95％以上，无占绿、毁绿现象；草坪、乔木、灌木等植物应无霉污、病

枝、虫害、枯枝烂头、枝体倾斜、叶面破损等现象。 

5.6.3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绿化养护应与周边环境的管养标准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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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附属设施 

5.7.1 排水设施 

5.7.1.1 排水设施应保持完好，检查井、雨水口应通顺。 
5.7.1.2 穿越堤防的排水管道，应防止高水位时潮（洪）水倒灌。外侧潮门（拍门）及内侧闸门应确

保启闭灵活。 
5.7.1.3 应每季度疏通排水管道、清捞检查井污泥。检查井井盖损坏应及时更换。 
5.7.1.4 排水潮（拍门）门应定期检修保养，一年两次；转动轴部件在每年汛前进行检修，汛后进行

加油保养。 
5.7.1.5 每季度对拦漂设施进行养护、维修，使其处于完好状态。拦漂设施松动、变形、缺档或断裂

时，应在一周内修理或更换。 

5.7.2 护栏、栏杆 

5.7.2.1 护栏、栏杆发生变形、损坏、丢失应及时维修，立柱及水平构件松脱应及时紧固或更换。 
5.7.2.2 护栏表面应保持洁净。金属护栏表面应定期油漆，一般为一年一次。 
5.7.2.3 护栏、栏杆修复后应与原结构、材质、色调一致。 

5.7.3 水尺 

5.7.3.1 水尺表面应保持洁净，擦洗工作每月不得少于一次。刻度线、读数应保持醒目清楚。 
5.7.3.2 水尺紧固件（螺栓、螺帽）应经常检查，每年汛前应进行紧固除锈、涂刷油漆。 
5.7.3.3 水尺高程每两年应校准一次，若高程误差大于 10mm，水尺必须重新安装。 

5.7.4 标志牌、警示牌 

5.7.4.1 标志牌、警示牌表面应洁净，牌上字体应完整、清晰、镶嵌牢固。若发生字体缺损、变形，

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5.7.4.2 标志牌、警示牌应安装牢固，立柱应保持直立，无摇动。 

5.7.5 照明设施 

5.7.5.1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照明设施应保持完整，如有毁坏、遗失，应当及时维修或更换。 
5.7.5.2 每月定期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照明设施进行养护。 

6 堤防护岸应急抢险 

6.1 堤防护岸发生突发性险情时，维修养护单位应立即采取临时应急抢险措施，并及时向河道管理部

门报告。河道管理部门应立即组织调查论证，迅速落实抢险方案。 

6.2 堤防护岸发生险情时，可选择以下应急抢险措施进行抢护。 

a） 土堤堤身出现滑坡迹象时，可针对产生原因按“上部削坡减载，下部固脚压重”的原则进行处 

理，设法减少滑动力并增加阻力。对因渗透作用引起的滑动，必须采取“前截后导”的措施，

加强防渗与排水。 

b) 堤身出现陷坑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采用翻挖分层填土夯实的办法予以处理；当条件不

许可时，如水位很高，跌窝较深时，可作临时性的填土处理；如陷坑处伴有渗水或漏洞等险情，

也可采用填筑反滤导渗材料的办法处理。 

ｃ）堤坝出现裂缝时，查明裂缝的宽度，深度、长度和走向，采用开挖回填法或充填灌浆法进行抢

护。 

ｄ）当遭遇超标准洪水时，根据预报，有可能超过堤坝顶时，为防漫溢溃决，应迅速进行加高抢护。

当洪水位有可能超过堤坝顶时，为防止洪水漫溢溃决，根据预报和河库实际情况，抓紧一切时

机，尽全力在堤坝顶部抢筑子堤，力争在洪水到来以前完成，避免出现漫溢而引发溃坝（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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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江河及海塘堤坝受洪水、风暴潮的袭击，发生堤坝溃决，应首先在口门两端的堤头，抢做裹头，

及时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口门扩大，然后对口门进行封堵。 在堤坝尚未完全溃决，或决口时

间不长，口门较窄时，可用大体积料物抓紧时间抢堵，如用蓬布加土袋、石块、铅丝笼等。 

ｆ）遇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成堤身部分坍塌时，可用麻袋或编织袋装土或砂石料堆筑临时围堰予

以封堵，砂石料围堰应加防渗膜或防渗土体。 

ｇ）堤防发现渗漏、墙后地面出现少量冒水和冒沙现象，可按照“上截下排”的原则立即进行“临

水截渗，背水导渗”处理；当堤坝背水坡大面积严重渗水时，采用反滤沟导渗法，开挖导渗沟、

铺设反滤料；当堤坝透水性较强，背水坡土体过于稀软，可采用反滤层导渗法抢护，在背水坡

导渗上部压块石保护，并延至堤脚以外，起镇脚作用，以防滑坡；当堤身单薄、背水坡较陡、

外滩狭窄、内坡产生严重散浸时，可用透水压渗台。 

ｈ）堤防发现管涌，在管涌入渗处，采用“临水截渗”措施，对管涌入口进行封堵；在管涌出口用

透水材料进行反滤压重保护，即使透水层不再被破坏，又可降低渗水压力，使险情得以稳定。 

ｉ）堤防发现漏洞，一般“前截后导，临背并举”，即在抢护时，应首先在临水坡面找到漏洞进水

口，及时堵塞，截断漏水来源；同时，在背水漏洞出水口采用反滤和围井，制止土料流失，防

止险情扩大。 

ｊ）护坡、护脚及堤防基础受到冲刷破坏，可能危及河道构筑物安全时，应采取抛石、编织袋装砂

石等加固措施处理。 

ｋ）砌石或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构筑物发生倾斜或者有滑动迹象时，可采用墙后减载、墙前加撑桩、

压重等方法处理。 

ｌ）对影响河道建筑物或构筑物结构安全和运行功能的其他紧急情况，应立即采取临时抢险措施，

并及时将处理情况上报河道管理部门。 

ｍ）发生大修范围的项目，维修养护单位应上报河道管理部门，河道管理部门应尽快组织技术论证

并按建设程序进行处理。 

7 技术档案和信息管理 

7.1 应建立完整的技术档案： 

a) 维修养护档案应按照维修养护要求，分类建立维修养护科目，定期整理归档，建立年度（月度）

维修养护的生产统计、设施完好状况档案；  

b) 大修和抢修工程档案应包括前期准备（请示报告、初步设计和工程概算、施工图和施工预算、

施工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施工管理（施工方案、施工过程、施工问题、设计变更记录、

工程验收）；竣工资料（工程竣工图纸、工程决算、竣工小结），抢修工程按实际情况进行整

理（工程损坏情况、工程抢修过程、工程验收）。 

7.2 所有运行管理都必须按规定做好记录，并按技术档案管理要求建立档案。记录表格可参见附录 A。 

7.3 河道技术档案应实施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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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记录表格 

        有关堤防护岸检查记录、河床检查记录、河道保洁、绿化景观、附属设施检查记录和维修记

录见表 A.1、A.2、A.3和 A.4。 

表 A.1 堤防护岸检查记录 

                                                                   编号：     

河道名称  检查日期  

检查位置（桩号）  检查人员  

检查部位： 

 

 

 

 

 

 

 

 

 

 

 

 

 

 

 

 

 

记录人： 记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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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河床检查记录 

编号：     
河道名称  检查日期  

起讫桩号  检查人员  

检查记录：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表 A.3  河道保洁、绿化景观、附属设施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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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河道名称  检查日期  

河段桩号  检查人员  

检查记录： 

1、保洁检查状况 

 

 

 

 

 

2、绿化、景观检查状况 

 

 

 

 

 

3、附属设施检查状况 

 

 

 

 

 

记录人： 记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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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维修记录 

编号：     

河道名称  

维修日期  

维修位置  

维修项目、内容  

维修记录： 

 

 

 

 

 

 

 

 

 

 

 

 

 

 

 

记录人： 记录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