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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闸安全管理，规范水闸安全鉴定工

作，保障工程安全运行，根据水利部《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办

法》（水建管〔2008〕214 号）和《水闸安全评价导则》SL 214

－2015 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水利部门管理的大、中型水

闸，水利部门管理的小型水闸、船闸和其它部门管理的水闸

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水闸工程实行定期安全鉴定制度。首次安全鉴

定应在新建工程、除险加固工程竣工验收或投入使用后 5 年

内进行，以后每隔 10 年进行一次全面安全鉴定。运行中遭

遇超标准洪水、强烈地震、增水高度超过校核潮位的风暴潮、

发生重大工程事故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如出现影响工

程安全的异常现象，应及时进行安全鉴定。闸门、启闭机等

单项工程达到折旧年限时，应及时进行单项工程安全鉴定。 

第四条  江苏省水利厅负责指导全省水闸安全鉴定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所管辖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工作。 

第五条  水闸管理单位负责组织所管水闸的安全鉴定

工作。上级主管部门应督促水闸安全鉴定组织单位（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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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鉴定组织单位）及时进行安全鉴定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

简称鉴定审定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对水闸安全鉴定报告

书进行审定。其中，省水利厅负责审定大型水闸和省水利厅

直属单位管理水闸的安全鉴定报告书，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审定中型水闸的安全鉴定报告书。 

第七条  水闸安全类别划分为四类：  

一类闸：运用指标能达到设计标准，无影响正常运行的

缺陷，按常规维修养护即可保证正常运行。 

二类闸：运用指标基本达到设计标准，工程存在一定损

坏，经大修后，可达到正常运行。 

三类闸：运用指标达不到设计标准，工程存在严重损坏，

经除险加固后，才能达到正常运行。 

四类闸：运用指标无法达到设计标准，工程存在严重安

全问题，需降低标准运用或报废重建。 

第二章  基本程序及组织 

第八条  水闸安全鉴定包括水闸安全评价、水闸安全评

价成果审查和水闸安全鉴定报告书审定三个基本程序。 

（一）水闸安全评价：鉴定组织单位进行水闸工程现状

调查，委托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要求的有关单位开展水闸安

全评价（以下称鉴定承担单位）。鉴定承担单位对水闸安全

状况进行分析评价，提出水闸安全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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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闸安全评价成果审查：由鉴定审定部门或其委

托有关单位，主持召开水闸安全鉴定审查会，组织成立专家

组，对水闸安全评价报告进行审查，形成水闸安全鉴定意见； 

（三）水闸安全鉴定报告书审定：鉴定审定部门审定并

印发水闸安全鉴定报告书。 

第九条  鉴定组织单位的职责： 

（一）制订水闸安全鉴定工作计划，并报上级主管部门； 

（二）委托鉴定承担单位进行水闸安全评价； 

（三）进行工程现状调查； 

（四）向鉴定承担单位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五）配合有关单位进行现场安全检测； 

（六）其它相关职责。 

第十条  鉴定承担单位的职责：  

（一）在鉴定组织单位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现场安

全检测和安全复核项目，编写工程现状调查分析报告； 

（二）按有关规范进行安全检测，评价检测部位和结构

的安全状态，编写安全检测报告； 

（三）按有关规范进行安全复核，编写安全复核报告； 

（四）对水闸安全状况进行总体评价，提出工程存在的

主要问题、水闸安全类别、维修加固及控制运用等处理措施

建议等，编写水闸安全综合评价报告，起草水闸安全鉴定报

告书； 

（五）按鉴定审定部门的审查意见，补充相关工作，修

改水闸安全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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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它相关职责。 

第十一条  鉴定审定部门的职责： 

（一）组建水闸安全鉴定专家组； 

（二）组织专家现场安全检查； 

（三）组织召开水闸安全鉴定审查会； 

（四）审查水闸安全评价报告； 

（五）审定水闸安全鉴定报告书并及时印发； 

（六）其它相关职责。 

第十二条  专家组职责 

（一）审查安全鉴定承担单位的资质是否符合要求； 

（二）客观公正、讲究科学，按照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

审查安全评价报告；必要时应进行现场重点检查； 

（三）形成安全鉴定结论，评定水闸建筑物、金属结构

和机电设备安全类别，以及水闸综合安全类别，提出处理意

见和建议； 

（四）其它相关职责。 

第十三条  大型水闸的安全评价，应由具有水利行业设

计甲级资质或与水闸有关的专业设计甲级资质的单位承担；

中型水闸安全评价，由具有水利行业设计乙级资质或水闸有

关的专业设计乙级资质的单位承担。 

经水利部、省水利厅认定的水利科研院（所）、咨询审

查单位，可承担水闸的安全评价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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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承担单位如不同时具备设计和检测资质时，经鉴定

组织单位同意，可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检测或复核

工作。 

鉴定承担单位的水闸安全评价报告质量纳入全省水利

勘测设计单位履约考核信用管理等级评定。 

第十四条  水闸安全鉴定审定部门组织的专家组应由

相关部门的代表和从事水利水电专业技术工作的专家组成，

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水闸安全鉴定专家组应根据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涉及的规划、水工、地质、金属结构、机电和管理等相关专

业的专家组成。 

（二）大型水闸安全鉴定专家组由不应少于 9 名专家组

成，中型水闸安全鉴定专家组由不应少于 7 名专家组成，其

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数不应少于四分之三；  

（三）水闸主管部门所在行政区域以外的专家人数不应

少于水闸安全鉴定专家组成员的三分之一； 

（四）水闸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制造等单位的在

职人员以及从事过本工程设计、施工、监理、设备制造的人

员总数不应超过水闸安全鉴定专家组成员的三分之一。 

省水利厅建立水闸安全鉴定专家库，并定期对专家进行

考核。省水利厅负责审定的水闸安全鉴定专家组成员从安全

鉴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第十五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每年初统计所管

辖水闸工程安全运行状况，上报水闸安全鉴定计划，并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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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前按年度汇总所管辖的水闸安全鉴定报告书。大中型水闸

工程安全运行状况统计、安全鉴定计划和市水行政主管部门

审定的中型水闸安全鉴定报告书应报省水利厅备案。 

第三章  工作内容 

第十六条 水闸安全鉴定工作内容应按照《水闸安全评

价导则》SL214-2015 执行，工作内容包括现状调查、安全检

测、安全复核和安全评价。 

第十七条  现状调查应进行设计、施工、管理等技术资

料收集，在了解工程概况、设计和施工、运行管理等基本情

况基础上，对水闸工程进行现场全面检查，分析工程存在的

安全问题、隐患和疑点，提出安全检测和安全复核的项目与

要求，编写工程现状调查分析报告。 

第十八条  安全检测包括确定检测项目、内容和方法，

主要是针对地基土和回填土的工程性质，防渗导渗和消能防

冲设施的完整性和有效性，砌体结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混

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强度、变形和耐久性，金属结构的

安全性，机电设备的可靠性，监测设施的有效性等，按有关

规范进行检测后，分析检测资料，评价检测部位和结构的安

全状态，编写安全检测报告。 

第十九条  安全复核应以最新的规划数据、检查观测资料

和安全检测成果为依据，按照现行有关技术标准，进行防洪标准

（闸顶高程与水闸过流能力）、渗流安全、结构安全（包括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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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墙、翼墙的整体稳定性，消能防冲设施及主要结构强度等）、

抗震安全、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安全等复核计算，编写安全复核

报告。 

第二十条  安全评价应在现状调查、安全检测和安全复

核的基础上，充分论证数据资料可靠性和安全检测、安全复

核方法及其结果的合理性，提出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水闸

安全类别评定结果、维修加固及控制运行等处理措施建议，

并编制水闸安全综合评价报告。 

第二十一条  经安全鉴定为二类水闸的，管理单位应编

制维修方案，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必要时进行大修。 

经安全鉴定为三类水闸的，管理单位应及时组织编制除

险加固计划，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经安全鉴定为四类水闸的，管理单位应报上级主管部门

申请降低标准运用或报废、重建。 

水闸主管部门应限期完成所辖三、四类水闸工程除险加

固或拆除重建。在三、四类水闸未处理前，管理单位应组织

编制水闸安全应急预案，并采取限制运用措施。 

第二十二条  经安全鉴定，水闸安全类别发生改变的，

水闸管理单位应在接到水闸安全鉴定报告书之日起 3 个月

内，向水闸注册登记机构申请变更注册登记。 

第二十三条  鉴定组织单位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

规定，及时将水闸安全评价报告和安全鉴定报告书等资料进

行归档，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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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在报送水闸除险加固、拆除重建前期工作

成果时，应同时报送水闸安全鉴定材料，否则不予立项。 

第二十五条  水闸安全鉴定工作所需经费，按照工程性

质，分渠道安排。公益性工程在各级财政性资金中安排专项

经费解决；经营性工程可列入生产开支，计入成本核算；准

公益性工程按上述渠道和比例解决。在批准进行除险加固或

拆除重建时，可在相应工程经费中列支。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水利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2 月 20 日起施行。 

附件：水闸安全鉴定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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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

种类 

全面  

单项  

 

 

 

水闸安全鉴定报告书 

 

 

 

 

 

 

 

 

 

 

 

水闸名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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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水闸名称：除闸名外，填明水闸类型，如节制闸、分洪闸、

排水闸、挡潮闸等。 

    2．水闸级别：按《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设洪水标准》

SL252-2017 的有关规定划分。 

3．工程概况：填明建筑物结构和闸门、启闭机形式，闸孔数及

孔口尺寸，主要部位高程，地基情况及处理措施，设计的工程特征值

和工程效益等。 

4．工程施工和验收情况：填明工程施工的基本情况和施工中曾

发生的主要质量问题及处理措施，工程验收文件中有关对工程管理运

用的技术要求等。 

5．水闸运行情况：填明水闸运行期间遭遇洪水、风暴潮、强烈

地震和重大工程事故造成的工程损坏情况及处理措施等。 

6．水闸安全分析评价：应根据对现状调查、现场安全检测和复

核计算三项成果的审查结果，按规定内容逐项编写。 

7．水闸安全类别评定：按水闸安全类别评定标准评定的结果填

列。单项工程的安全鉴定，可不填列。 

8．报告书中栏目填不下时，可适当调整或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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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名称  水闸级别  建成年月  

所在河流  所在地点  

设计地震烈度  鉴定时间  

水闸主管部门  管理单位  

鉴定组织单位  

鉴定承担单位  

鉴定审定部门  

鉴定项目： 

 

 

 

 

 

 

 

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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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和验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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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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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安全鉴定安全检测、复核计算基本情况 

现场安全检测

单位名称 

 工程复核计算

单位名称 

 

现场安全 

检测项目 

安全检测 

成果名称 

工程复核 

计算项目 

复核计算 

成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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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闸 

 

安 

 

全 

 

分 

 

析 

 

评 

 

价 

水闸稳定性和 

抗渗稳定性 

 

抗震能力 

 

消能防冲 

 

水闸过流能力 

 

混凝土结构 

 

闸门、启闭机 
 

电气设备 

 

观测设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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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安全类别评定： 

水闸安全鉴定结论：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__  ___闸安全鉴定专家组成员表 

年   月   日 

姓  名 专家组职务 工作单位 职  称 从事专业 签名 

      

      

      

      

      

      

      

      

      



 

 

鉴定组织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鉴定审定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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