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水利厅
川水函〔２０１９〕８５３ 号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

加快推进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水务(利)局 ∶

今年以来ꎬ各地积极推动河长制湖长制重点工作任务ꎬ全省河

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ꎬ但部分地方进展情况仍与

目标任务存在较大差距ꎬ一些地方对河湖划界工作的重要性、政策

性认识还不够充分ꎬ个别地方甚至对划界工作的责任分工还不清

楚ꎬ在工作推进方面还存在经费未落实、时间节点滞后、工作力量

未到位等问题ꎻ还有一些地方由于技术规范执行不严ꎬ工作成果不

满足入库要求等ꎮ 为进一步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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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提高思想认识ꎬ加快工作进度

划定河湖管理范围是水利行业强监管优服务的迫切要求ꎬ是

打好河湖管理攻坚战、管好“盛水的盆”和“盆里的水”的重要支

撑ꎬ是严格实施岸线稳定安全和水生态空间管控的重要抓手ꎮ 按

照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要求ꎬ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将作为自然生态空间分区

管控、水流确权登记的重要依据ꎬ同时还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贯

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河湖“清四乱”、长江岸线利用项目清

理整治、违建别墅清理整治等重点工作的重要支撑ꎮ

各地要提高思想认识ꎬ切实履行属地责任ꎬ一是抓紧完成河道

现状摸底调查ꎬ认真梳理辖内划界工作内容ꎬ科学合理制定工作预

算ꎬ及时向政府分管领导进行汇报ꎬ同时以河湖长制为抓手ꎬ充分

发挥河长头雁作用ꎬ加强组织协调ꎬ明确专人专班ꎬ强化经费保障ꎬ

落实技术力量ꎬ力争在 ２０１９ 年底前基本完成流域面积 １０００ｋｍ２ 以

上的河流、水面面积 １ｋｍ２ 以上的湖泊划界工作ꎬ在 ２０２０ 年年底前

要基本划定我省流域面积 ５０ｋｍ２ 及以上河流和常年水面面积在

１ｋｍ２ 以上湖泊的河湖管理范围ꎻ二是按时完成重点任务ꎬ抓紧对

接省级技术支撑单位ꎬ完成省 １０ 大主要河流干流现状调查摸底成

果提交ꎬ立即启动洪水分析计算ꎬ开展水面线推求ꎬ确保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底前基本形成省 １０ 大主要河流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初步

成果ꎻ三是主动对接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部门ꎬ及时提供河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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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划定成果ꎬ确保国土空间规划、“三线一单”等规划成果与河

湖管理要求协调一致ꎮ

二、严格技术标准ꎬ保证成果质量

为进一步提高水利行业信息化管理水平ꎬ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成果将作为全省河长制“一张图”的基础数据和工作底图ꎬ并充分

应用到河长制湖长制管理、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河湖监管执法

等工作中ꎮ 在划定河湖管理范围时ꎬ各地要严格执行«四川省河

湖管理范围划定操作指南» (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和«四川省河

湖管理范围划定数字线划专用图生产指南» (以下简称«生产指

南»)规定的相关技术要求和标准ꎮ 购买技术服务时ꎬ应在招投标

和合同签订环节与技术服务单位明确工作内容、完成时间及技术

标准等关键要素ꎬ同时要将河湖划界成果完成数据入库作为划界

成果验收的必要条件之一ꎮ 水利厅组织省级技术支撑单位梳理形

成了«四川省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基础测绘与洪水分析计算技术要

求»(以下简称«技术要求»ꎬ详见附件 １)ꎬ河湖划界招标文件和技

术合同中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要求»规定

内容ꎮ

为及时发现划界中存在的共性问题ꎬ确保顺利实现数据共享ꎬ

请各市(州)在本行政区内挑选 １ 条河流(河段)的划界成果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提交四川省第二测绘地理信息工程院进行入

库测试(成果提交要求详见附件 ２)ꎮ

三、严格验收程序ꎬ强化工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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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管理范围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重要基础ꎬ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操作指南»相关规定对本行政区内河

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逐一组织验收ꎮ 对省 １０ 大主要河流干流的

验收工作ꎬ水利厅负责对基础测绘组织验收ꎻ市(州)水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组织对地方承担的工作任务(河道现状调查摸底、洪水

分析计算推求水面线确定河道管理范围、埋设桩牌等)进行验收ꎬ

水利厅将组织省级技术支撑单位适时对各市(州)省 １０ 大主要河

流划界成果进行抽查ꎮ 其它河流由市(州)、县(市、区)水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验收ꎮ 验收合格的划界成果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后公布ꎬ作为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和有关活动以及土地确权

的重要依据ꎬ确保建立健全范围明确、权属清晰、责任落实的河湖

管理保护责任体系ꎮ

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已作为河湖长制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纳

入中央、省级河长制湖长制年度考核内容ꎬ请各地强化督查考核ꎬ

严格对标对表ꎬ按时完成本地区工作任务ꎮ 水利厅不定期对工作

进展情况开展督查督办ꎬ对工作开展不力、措施不到位、进展缓慢

的将视情况提请省河长办进行约谈通报ꎮ

水利厅

联系人 ∶ 王 梨　 吴 磊

电　 话 ∶ ０２８－８７３１２０３３ １７７４８７９８３２７

邮　 箱 ∶ ｈｈｂｈ３ｓ＠ １６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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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二测绘地理信息工程院

联系人 ∶ 王谕锋

电　 话 ∶ １８２０８１５８３８４

邮　 箱 ∶ ２３２４７８４８２＠ ｑｑ ｃｏｍ

附件 ∶ １ 四川省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基础测绘与洪水分析计

算技术要求

２ 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提交要求

四川省水利厅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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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四川省河道管理范围划定

基础测绘与洪水分析计算技术要求

第一部分　 基础测绘

一、测绘范围

应明确测区地点、面积、测区地理位置和测量时间等ꎮ 河流多

年平均水位线两侧根据实际情况各外扩 １００－２００ 米为本次测绘范

围ꎬ面积按实际面积计算ꎮ

二、测绘内容

应明确测绘项目和工作量等ꎮ 主要包括河流多年平均水位线

两侧根据实际情况各外扩 １００－２００ 米范围内的 １ ∶ ２０００ 带状地形

图测量、各断面测量ꎮ 测绘成果应采用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ꎬ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准ꎮ 具体测绘内容如下 ∶

(一)覆盖测绘范围的航空摄影

无人机获取影像区域的航空数字正射影像(ＡＰＤＯＭ)地面分

辨率优于 ０ ２ 米ꎮ

(二)１ ∶ ２０００ 带状地形图测量

１ 像片控制测量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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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字线划专用图制作ꎻ

３ 数字正射影像制作ꎻ

４ 数字高程模型制作ꎮ

(三)断面测量

１ 布设临时水位站ꎻ

２ 水位观测ꎻ

３ 河道断面测量、ＲＴＫ 补测ꎻ

４ 数据处理ꎮ

三、执行技术标准

１ «１ ∶ ５００ １ ∶ １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 比例尺地形图航空摄影规范»ꎻ

２ «ＣＨＺ ３００５－２０１０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ꎻ

３ «１ ∶ ５００ １ ∶ １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ＧＢ / Ｔ ７９３０ － ２００８ꎻ

４ «１ ∶ ５００ １ ∶ １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ＧＢ / Ｔ ７９３１ － ２００８ꎻ

５ «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测量规范»ＧＢ / Ｔ １８３１４－２００９ꎻ

６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空中三角测量规范 » ＧＢ / Ｔ ２３２３６ －

２００９ꎻ

７ «１ ∶ ５００ １ ∶ １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数字化测图

规范»ＧＢ / Ｔ １５９６７－２００８ꎻ

８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１ 部分 １ ∶ ５００ １ ∶ １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 地形图图式»ＧＢ / Ｔ ２０２５７ １－２００７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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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ＧＢ / Ｔ １８３１６－２００８ꎻ

１０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ＧＢ / Ｔ ２４３５６－２００９ꎻ

１１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ＧＢ / Ｔ ２１７４０－２００８ꎻ

１２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ＣＨ / Ｚ ３００３ － ２０１０ꎻ

１３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ＣＨ / Ｚ ３００４ － ２０１０ꎻ

１４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 ( ＲＴＫ) 技术规范» ＣＨ / 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ꎻ

１５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元数据»ＣＨ / Ｔ １００７－２００１ꎻ

１６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１ ∶ ５００、１ ∶ １０００、１ ∶ ２０００ 数字

高程模型»ＣＨ / Ｔ ９００８ ２－２０１０ꎻ

１７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ＣＨ / Ｔ １００４－２００５ꎻ

１８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ＣＨ / Ｔ １００１－２００５ꎻ

１９ «地图符号库建立的基本规定»ＣＨ / Ｔ ４０１５－２００１ꎻ

２０ «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操作指南»ꎻ

２１ «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数字线划专用图生产指南(试

行稿)»ꎻ

２２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 ＪＴＳ １３１－２０１２)ꎻ

２３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ＧＢ / Ｔ １２８９８－２００９)ꎻ

２４ «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ＳＬ １７１－９６)ꎻ

２５ «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ＳＬ１０６－９６)ꎻ

２６ «防洪标准»(ＧＢ / Ｔ５０２０１－２０１４)ꎻ

２７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ＳＬ４４－２００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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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要求

(一)航空摄影

航空摄影的相关技术指标应符合«１ ∶ ５００ １ ∶ １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 比

例尺地形图航空摄影规范»和«ＣＨＺ ３００５－２０１０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

规范»的相关要求ꎮ

(二)带状地形图测量

１ 像片控制测量

像片控制点的布设和测量应符合«１ ∶ ５００ １ ∶ １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 地

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ＧＢ / Ｔ７９３１－２００８)和«低空数字航

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ＣＨ / Ｚ ３００４ － ２０１０)的要求ꎮ

２ 数字线划专用图制作

数字线划专用图制作必须符合«操作指南»和«生产指南»的

相关要求ꎬ以保证满足全省数据建库要求ꎮ

３ 数字正射影像制作

数字正射影像制作须符合«操作指南»和数字正射影像相关

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要求ꎮ

４ 数字高程模型

数字高程模型制作须符合«操作指南»和数字高程模型相关

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要求ꎮ

(三)断面测量

断面的位置布置和测量须符合«操作指南»和«水文测量规

范»等相关规范的要求ꎬ并标明测量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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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基本原则

(１)大断面测(绘)一般沿河道中心线ꎬ每隔 ３００－５００ 米(河道

大拐弯及城镇区需适当加密)布设一条大断面ꎬ断面原则上和河

道呈正交状态ꎮ

(２)大断面测量可采用航测法和全野外结合水下测量ꎬ并控

制地形和河道水边线的转折点ꎬ水面以下部分采用水下地形测量

的方法ꎬ其余部分采用航测法或全野外测量法ꎮ

(３)遇电站或水库等拦河大坝时ꎬ坝上及坝下 ５０－１００ 米处需

各加测一条大断面ꎬ并且加测坝顶断面ꎻ如遇跨河大桥、渡槽、管桥

等跨河建筑物时ꎬ应加测跨河建筑物断面ꎮ

(４)岸上坡度较大的河段ꎬ断面高程测致水边线以上不少于

１５ 米ꎬ岸上坡度较为平缓的河段ꎬ断面平距测致水边线外不少于

２５０ 米ꎮ

(５)水下测量点相邻点间距不少于 １５ 米(河流水面太窄时应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点间距离ꎬ但必须保证每个断面至少 ５ 个断面

点)ꎬ水深发现异常处应进行加密测绘ꎮ

(６)测量时应准确记录测量时间ꎮ

２ 断面编号

断面编号以河流名称从上游开始往下游逐一编号ꎬ若同一单

位负责完成一条河流ꎬ则按“ －１、－２、”统一编号ꎬ如安宁河断面

测绘断面编号为 ∶ ＡＮＨ－１ꎮ 若由多个单位负责完成同一条河流ꎬ

则根据划分情况将整条河流划分成几段ꎬ然后从上游而下统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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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后ꎬ断面再按“ －１、－２、”统一编号ꎮ 如安宁河由四家单位承

担ꎬ那么编号为 ∶ ＡＮＨ１－１、ＡＮＨ２－１、ꎮ

３ 断面测量技术要求

(１)平面及高程系统应与带状地形图一致ꎬ应采用 ２０００ 国家

大地坐标系(３ 度带高斯正形投影)和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准ꎻ断面成

图比例尺为:横向 １ ∶ ５００ꎬ纵向 １ ∶ １００ꎮ

(２)河道散点测量及水深测量技术指标

深度测量极限误差(置信度 ９５％ )按照下表执行:

深度测量极限误差表

测深范围 极限误差(ｍ)

０<Ｚ≤２０ ±０ ２

２０<Ｚ≤３０ ±０ ３

３０<Ｚ≤１００ ±Ｚ×１％

注 １:Ｚ 为测深深度(ｍ)

注 ２:作业困难时误差可放宽 １ 倍

　 　 (３)测量船航行技术指标

船只在测量时ꎬ航向变化不大于 ５° / ｍｉｎꎻ实际测线与计划测线

的偏离不大于测线间距的 ５０％ ꎮ

４ 资料汇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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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断面测量成果内容

分类 数据内容 文件命名 格式

河道断面成果

数据成果
河道断面成果表  ｘｌｓ ＥＸＣＥＬ 格式

河道断面采集散点数据  ｔｘｔ ＴＸＴ 格式

图形成果

河道断面图  ｄｗｇ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ｄｗｇ

河道断面采集散点图  ｄｗｇ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ｄｗｇ

含断面线及断面编号地形图  ｄｗｇ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ｄｗｇ

　 　 (四)其它要求

１ 所有测绘成果均应有相应的专业设计、技术总结、检查报

告等ꎬ文档的编写须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ꎮ

２ 成果汇交须符合«操作指南»和«生产指南»和相关技术标

准的要求ꎮ

第二部分　 洪水分析计算

一、工作内容

洪水分析计算包括设计洪峰流量计算和设计洪水位计算两部

分ꎮ

二、技术要求

(一)依据洪水分析计算内容ꎬ收集整理相关资料ꎬ如缺少必

要的资料ꎬ应开展调查ꎮ 需收集的相关资料及技术要求如下:

１ 计算河段所在流域和周围相关地区水文资料ꎬ应收集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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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设站以来的全部系列资料ꎬ原则上水文站点资料应收集到最新

资料ꎬ计算所采用的洪水资料必须进行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分

析ꎻ

２ 计算河段所在流域相关规划报告、分析评价报告、社会经

济发展报告、水利工程报告等ꎻ

３ 计算河段所在流域水文调查资料ꎬ如有必要ꎬ应进行补充

调查ꎮ

(二)根据工作任务和内容ꎬ结合收集到的相关资料ꎬ确定计

算河段范围及相应的防洪标准ꎮ 主要技术要求为 ∶ 结合计算河段

现有堤防、水利水电工程等水利设施建设情况、已批复的相关规划

及«防洪标准» (ＧＢ / Ｔ５０２０１－２０１４)ꎬ确定各河段划界所采用的洪

水标准ꎮ

(三)根据流域特点、地质情况及资料情况ꎬ考虑河道已有水

利水电工程对洪水影响ꎬ选择合适的洪水计算方法和计算参数进

行分析计算ꎮ

１ 洪峰流量计算技术要求 ∶

(１)有分析成果的河段ꎬ宜引用已有成果ꎬ但必须进行复核和

合理性分析ꎻ

(２)无分析成果的河段ꎬ应根据实测暴雨洪水资料、洪水调查

资料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综合分析确定洪峰流量成果ꎻ

(３)对计算河段较长、上下游集雨面积和暴雨洪水特性变化

较大的ꎬ应考虑分段计算洪峰流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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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设计洪水位计算技术要求 ∶

(１)有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的河段直接用设计洪峰流量推算设

计洪水位ꎻ

(２)利用调查洪水位(应尽可能调查 ２０１８ ７ １１ 洪水位)作为

设计洪水位ꎻ对于无法开展洪水调查工作河段ꎬ可根据实际情况采

用常年洪水位加一定超高作为设计洪水位ꎻ

(３)计算河段上、下游有实测洪水水位资料ꎬ用数理统计方法

计算设计洪水位ꎻ

(４)不能通过以上得到河段设计水位的ꎬ应按需布测一定数

量的河道大断面ꎬ依据计算的洪峰流量用曼宁公式、伯努力方程等

水力学方法推算各大断面设计洪水位和河段洪水水面线ꎮ

(四)对成果进行合理性分析ꎬ确认洪水分析计算成果ꎮ 主要

技术要求如下 ∶

１ 对洪水分析计算过程中所依据的基本资料、计算方法及其

主要环节、采用的各种参数和计算成果ꎬ应进行多方面分析检查ꎬ

论证成果的合理性ꎬ确定洪水分析计算成果ꎻ

２ 应根据洪水调查资料ꎬ特别是近年来较大洪水调查情况ꎬ

结合调查洪水位和推流成果对设计洪水成果做合理性检查ꎻ

３ 设计水面线计算由河流汇口处起算的ꎬ控制断面水位流量

关系须考虑下游干流洪水顶托影响ꎻ

４ 计算河段沿程有已建拦河建筑物的ꎬ应考虑分段计算设计

洪水水面线ꎻ

—４１—



５ 划界工作开展过程中ꎬ同一河流上下游不同水行政主管部

门管理河段划界工作承接技术单位应相互沟通ꎬ保证不同河段河

道划界技术方案、技术参数、计算标准及计算成果应协调统一ꎮ

(五)完成洪水分析计算报告ꎮ 洪水分析计算报告应包含但

不限于以下内容 ∶

１ 水文基本资料

２ 设计洪水计算

３ 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

４ 设计水面线计算

三、执行技术标准

１ «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ＳＬ１７１－９６)ꎻ

２ «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ＳＬ１０６－９６)ꎻ

３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２８６－２０１３)ꎻ

４ «防洪标准»(ＧＢ / Ｔ５０２０１－２０１４)ꎻ

５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ＳＬ４４－２００６)ꎻ

６ «四川省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手册» (四川省水利电力厅

１９８４ 年)ꎻ

７ «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ＳＬ１０４－９５)ꎻ

８ «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操作指南» (四川省水利厅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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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提交要求

按照«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操作指南» (以下简称«操作

指南»)的要求ꎬ为实现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信息化管理ꎬ

现就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数据成果提交入库的要求和程序进行

明确ꎮ

一、一般要求

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应包括文档资料、电子数据、生产过程

阶段成果及各种专业资料等ꎬ应按照规定格式标准统一整理汇总

后提交ꎮ 其中ꎬ各种文档资料应按国家发布的归档文件整理要求

进行组织ꎻ用于生产使用的各种专业资料应编制完整的文件目录

及并说明资料使用情况ꎻ划界报告等数据成果和文档资料应以电

子文档和纸质文件形式分别提交ꎬ纸质文件一律以 Ａ４ 纸打印汇

交(有特殊纸张大小要求的除外)ꎮ

二、提交成果内容

(一)文档资料

１ «四川省××市(州) ××江(河) ××县(市、区)河段河湖管理

范围划定实施方案»(电子、纸质各一份)ꎮ

２ 测绘专业技术设计书(电子、纸质各一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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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测绘技术总结(电子、纸质各一份)ꎮ

４ 测绘检查报告(电子、纸质各一份)ꎮ

５ 相关的各种公文及技术文件(电子、纸质若有交一份)ꎬ包

括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测量基本控制网点之记和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管理线桩(牌)成果表等文件ꎮ

６ «四川省××市(州) ××江(河) ××县(市、区)河段河湖管理

范围划定报告»(电子、纸质各一份)ꎮ

(二)电子数据

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电子数据成果应包括数字线划专用图

(ＤＬＧ)、数字正射影像(ＤＯＭ)、数字高程模型等ꎮ

１ 数字线划专用图(ＤＬＧ)

数据内容 文件名 格式 备注

数字线划专用图数据 图幅编号  ｍｄｂ Ｆｉｌｅ 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格式 电子一份

数字线划专用图元数据 图幅编号＋ＤＬＧ ｍｄｂ Ａｃｃｅｓｓ 格式 电子一份

数字线划专用图制图数

据
图幅编号  ｄｗｇ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ｄｗｇ 格式

由 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ｇｄｂ
转出ꎻ电子一份

　 　 ２ 数字正射影像(ＤＯＭ)

数据内容 文件名 格式 备注

ＤＯＭ 数据 图幅编号 非压缩 Ｔｉｆｆ 格式 电子一份

ＤＯＭ 元数据 图幅编号＋ＤＯＭ ｍｄｂ Ａｃｃｅｓｓ 文本格式 电子一份

　 　 ３ 数字高程模型

数据内容 文件名 格式 备注

ＤＥＭ 数据 图幅编号 ＧＲＩＤ 格式 电子一份

ＤＥＭ 元数据 图幅编号＋ＤＥＭ ｍｄｂ Ａｃｃｅｓｓ 文本格式 电子一份

　 　 (三)数据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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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主要数据成果应规范归档整理ꎬ文件组织结构详见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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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子数据质量要求

(一)数字线划专用图(ＤＬＧ)

１ 数据内容完整ꎬ要素选取、综合按照«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

划定数字线划专用图生产指南(试行稿)»(以下简称«生产指南»)

及相应规范执行ꎻ

２ 数据须按«生产指南»进行数据分层组织和命名ꎻ

３ 数据分幅、坐标系统、数据格式、拓扑关系、属性项及属性值

等方面均须按«生产指南»执行ꎻ

４ 元数据以 ｍｄｂ 格式存放ꎮ 元数据的填写须按«生产指南»

“附录 ３:专用图元数据样本”进行填写ꎮ

(二)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

１ 各类技术指标(坐标系统、格网尺寸、起止点坐标等)、文件

命名等须符合«操作指南»４ ７ ３ 要求ꎻ

２ 元数据以 ｍｄｂ 格式存放ꎮ 元数据的填写须按«生产指南»

“附录 ４:数字高程模型元数据样本”进行填写ꎮ

(三)数字正射影像检查

１ 各类技术指标(坐标系统、格网尺寸、起止点坐标等)、文件

命名等须符合«操作指南»４ ７ ２ 要求ꎻ

２ 元数据以 ｍｄｂ 格式存放ꎮ 元数据的填写须按«生产指南»

“附录 ５:数字正射影像元数据样本”进行填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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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 ∶ 依申请公开

　 抄送:四川省河湖保护局ꎬ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ꎬ四川省水利水电勘
测设计研究院ꎬ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ꎬ四川省第二测绘地理信息
工程院ꎮ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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