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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教育协会、广东

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水利工程协会、中国水利职业教育集团、水利部南

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晋、董同亮、刘伟、侯争光、蒋伯杰、张劲、杨栗晶、

陆隽、刘宇、周克明、荣笙、李建、晏成明、程文飞、曾越、杨杰、夏可、周秋

娟。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未经黄河万

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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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坝安全智能监测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

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大坝安全智能监测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

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SL 252-2017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GB/T 50138-2010 水位观测标准

SL 21-2015 降水量观测规范

SL 268-2001 大坝安全自动化监测系统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SL 725-2016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规范

SL 551-2012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601-2013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75-2014 水闸技术管理规程

SL 595-2013 堤防工程养护修理规程

SL 530-2012 大坝安全监测仪器检验测试规程

SL 531-2012 大坝安全监测仪器安装标准

SL 621-2013 大坝安全监测仪器报废标准

SL 766-2018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鉴定技术规范

DLT 5209-2020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资料整编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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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897-2006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12898-2009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18314-2009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17942-2000 国家三角测量规范

GB/T16818-2008 中、短程光电测距规范

3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监测仪器 monitoring instrument

基于各种原理的传感器和测量装置。

3.2数据采集装置 data acquisition unit

按某种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数据采集的设备。

3.3监测点 monitoring point

监测仪器布置的位置。

3.4监测站 monitoring station

安装集线箱或数据采集装置的位置或场所。

3.5监测管理站 monitoring management station

安装采集计算机、采集软件及其相关外部设备的场所。

3.6监测管理中心站 central station for monitoring management

安装大坝安全监测管理计算机、监测管理软件和相关外部设备的场所。

3.7 读数仪 readout indicator

便携式数据读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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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采集系统 acquisition system

对监测仪器信号进行数据采集的硬软件系统。

3.9 基本采集系统 basic acquisition system

仅包含一个监测管理站和若干个监测站的采集系统。

3.10 监测系统 monitoring system

由布置在大坝或工程结构物上的监测仪器及采集系统组成的系统。

3.11 中央控制方式 central controlling mode

数据采集装置按照监测计算机发出的指令进行数据的采集、存储。

3.12 自动控制方式 automatic controlling mode

数据采集装置按照设定的时间进行数据的采集和存储，并将 数据上传到采

集计算机。

3.13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两次相邻故障间的工作时间的平均值。

3.14 平均维修时间 MTTR mean time to repair

修复故障所需时间的平均值。

3.15 数据缺失率 Data missing rate

未能测得的有效数据个数与应测得的数据个数之比。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测量、土建工程检测、水利工程运

行与管理、安全技术管理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水利工程、水政水资源管理、港口航道与治河工程、工程测量技术及工程测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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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安全技术与管理、工程安全评价与监

理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水务工程、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等领域的安全监管单位、运行管理

单位、养护单位、施工单位、安全监测设备制造商、安全监测服务提供商、设计

单位、政府部门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大坝安全智能监测系统运行与维护、大坝安

全智能监测仪器的安装与维护、大坝安全监测资料分析、大坝安全智能监测系统

研发、安全监测仪器研发等工作岗位（群）。同时也适用于溢洪道、厂房建筑物、

通航建筑物、水工隧洞、渠道与渠系建筑物、堤防工程、边坡与滑坡等水利工程

安全监测领域。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大坝安全智能监测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大坝安全智能监测】（初级）：具有依据水利工程监测规程及监测系统技术

文件的要求基本操作智能监测系统各项功能模块的能力，具有简单清洁保养监测

设备的能力，具有巡视检查、渗流量观测、变形观测、环境量观测、应力应变观

测常规操作及记录的能力，具有人工观测结果数据录入系统的能力。

【大坝安全智能监测】（中级）：具有依据水利工程监测规程及监测系统技术

文件的要求完成智能监测系统各项功能的参数设计、预警设定、报表输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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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备份的能力，具有简单检测监测传感器工作性能的能力，具有观测数据的审核

及初步统计分析的能力，具有使用精密测量仪器完成水平位移、垂直位移、渗流

量及应力应变观测并计算的能力。

【大坝安全智能监测】（高级）：具有依据水利工程监测规程及监测系统技术

文件的要求完成智能监测系统权限设置、数据库备份导入、系统升级等操作的能

力，具有远程操控智能监测设备的能力，具有深度保养与维护监测仪器设备的能

力，具有使用高精度测量仪器完成高等级测量工作任务的能力，具有人工观测及

自动监测比对能力，具有操控无人机航拍巡检的能力，具有监测仪器设备安装、

调试、检测及验收的能力，具有监测数据甄别的能力，具有数值模拟及回归分析

能力，具有编写监测资料分析报告的能力。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大坝安全智能监测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智能监测

系统运维

1.1 监测系统

操作

1.1.1能正确操控系统各功能模块。

1.1.2能实时采集监测数据。

1.1.3能浏览历史监测数据。

1.1.4能正确查询监测数据。

1.1.5能录入人工监测数据。

1.1.6能录入巡检信息。

1.2 监测系统

维护

1.2.1能按规定路线进行监测设备巡检。

1.2.2能发现监测设备明显性外观故障。

1.2.3能简单清洁及保养监测仪器设备。

1.3 监测资料

整理整编

1.3.1 能将施工期、运行期的日常资料整理和定期资

料整编。

1.3.2能将系统基本资料、巡视检查资料生成的记录、

图表、影像等做归档保存。

2.环境量监

测

2.1 监测系统

操作

2.1.1 能操作智能监测系统采集水位、雨量、水温及

气温的数据。

2.1.2能人工操作水尺测量水位并记录。

2.1.3能人工操作雨量计观测雨量并记录。

2.1.4能人工操作水温计观测水温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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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1.5能人工操作气温计观测气温并记录。

2.2 监测设施

维护

2.2.1能辨认监测系统中的水位计、雨量计、水温计、

气温计。

2.2.2能通过外观检查发现监测设施明显性故障。

2.2.3能简单清洁保养监测仪器设备。

2.3 监测资料

整理整编

2.3.1 能将上下游水位、雨量、水温、气温资料进行

整编。

3.变形监测

3.1 监测系统

操作

3.1.1能使用监测系统采集垂直位移数据。

3.1.2能使用监测系统采集水平位移数据。

3.1.3能使用监测系统采集接缝与表面裂缝数据。

3.1.4能正确使用移动觇标和固定觇标。

3.1.5能正确安装反射棱镜，了解其改正参数。

3.1.6 能使用钢直尺测量并记录裂缝长度、宽度和可

见深度。

3.2 监测设施

维护

3.2.1 能辨认监测系统中的垂直位移监测设备、水平

位移监测设备、裂缝监测设备。

3.2.2能通过外观检查发现监测设施明显性故障。

3.2.3能简单清洁保养监测仪器设备。

3.3 监测资料

整理整编

3.3.1 能将各测点的安装埋设情况记录，并附上埋设

日期、初始读数、基准值等数据整编。

3.3.2能将各仪器型号、规格、主要附件、技术参数、

生产厂家、仪器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出厂日期、

购置日期、检验率定等资料整编。

4.渗流监测

4.1 监测系统

操作

4.1.1 能使用监测系统采集渗透压力及测压管水位的

数据。

4.1.2能使用监测系统采集堰上水位获取渗流量。

4.1.3能使用电子测深仪观测并记录测压管水位。

4.1.4能使用测量仪表测量并记录渗压计读数。

4.1.5能使用水位测针或测尺测量并记录堰上水位。

4.2 监测设施

维护

4.2.1 能准确辨认监测系统中的堰上水位计、渗压计

等监测设备。

4.2.2能通过外观检查发现监测设施明显性故障。

4.2.3能简单清洁保养监测仪器设备。

4.3 监测资料

整理整编

4.3.1 能将各测点的安装埋设情况记录，并附上埋设

日期、初始读数、基准值等数据整编。

4.3.2能将各仪器型号、规格、主要附件、技术参数、

生产厂家、仪器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出厂日期、

购置日期、检验率定等资料整编。

5.应力应变

及温度监测

5.1 监测系统

操作

5.1.1能使用监测系统采集应力应变数据。

5.1.2能使用监测系统采集温度数据。

5.1.3能使用测量仪表观测应力应变仪器并记录。

5.1.4能使用测量仪表观测温度计读数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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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2 监测设施

维护

5.2.1 能准确辨认监测系统中的应力应变仪器、温度

计等监测设备。

5.2.2能通过外观检查发现监测设施明显性故障。

5.2.3能简单清洁保养监测仪器设备。

5.3 监测资料

整理整编

5.3.1 能将各测点的安装埋设情况记录，并附上埋设

日期、初始读数、基准值等数据整编。

5.3.2能将各仪器型号、规格、主要附件、技术参数、

生产厂家、仪器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出厂日期、

购置日期、检验率定等资料整编。

表 2 大坝安全智能监测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智能监测

系统运维

1.1 监测系统

操作

1.1.1能发现监测数据的异常。

1.1.2能检查、纠错、插补及分类监测数据。

1.1.3能设定或修改监测系统起始测量时间。

1.1.4能调整监测系统观测频率及周期。

1.1.5能设置及修改系统中传感器的参数。

1.1.6能远程控制自动监测站。

1.2 监测系统

维护

1.2.1能判别传感器类型、用途及安装位置。

1.2.2能判断及排查监测系统异常。

1.2.3能排查传感器异常数据。

1.2.4能进行监测系统自检操作。

1.2.5能用万用表检测线路电阻、电压是否正常。

1.2.6能使用电烙铁焊接监测设备的电路。

1.3 监测资料

整理整编

1.3.1 能将人工仪器监测现场原始记录表、计算表整

编。

1.3.2能将自动化数据采集原始记录、计算表整编。

1.3.3 能将监测物理量整编表格，测值过程线、分布

图整编。

1.3.4 能将现场巡视检查原始记录、影像资料、报告

整编。

1.3.5 能将监测系统运行日志、设备维修、更换等记

录整编。

1.3.6能将水工建筑物运行情况整编。

2.环境量监

测

2.1 监测系统

操作

2.1.1 能掌握各种水位计、雨量计、水温计及气温计

的原理。

2.1.2能查询水位、雨量、水温及气温的最值及均值。

2.1.3 能绘制水位、雨量、水温及气温等监测量的过

程线。

2.1.4 能进行水位、降水量、水温、气温等监测量的

人工比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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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1.5能依据监测数据判断工程是否异常。

2.2 监测设施

维护

2.2.1 能通过外形辨认水位计、雨量计、水温计、气

温计的类型，了解其技术参数。

2.2.2 能利用万用表对传感器进行常规电压及电阻测

量，判断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

2.2.3 能中度定期维护、保养、率定、校核监测传感

器及其采集设备。

2.3 监测资料

整理整编

2.3.1 能对于特殊情况（如高水位、库水位骤变、特

大暴雨、地震等）和工程出现异常时增加测次所采集

的监测数据，将资料整编入内。

3.变形监测

3.1 监测系统

操作

3.1.1 能掌握垂直位移、水平位移及裂缝的监测仪器

的原理。

3.1.2 能查询垂直位移、水平位移及裂缝的最值及均

值。

3.1.3 能绘制垂直位移、水平位移的过程线，裂缝的

分布图。

3.1.4能依据监测数据判断工程是否异常。

3.1.5 能使用水准仪、引张线、经纬仪、全站仪、游

标卡尺进行变形值测量，并完成数据记录及计算。

3.2 监测设施

维护

3.2.1 能通过外形辨认垂直位移、水平位移、裂缝等

监测仪器的类型，了解其技术参数。

3.2.2 能利用万用表对传感器进行常规电压及电阻测

量，判断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

3.2.3 能中度定期维护、保养、率定、校核监测传感

器及其采集设备。

3.3 监测资料

整理整编

3.3.1 能熟悉监测系统设计原则、各项目设置目的、

测点布置情况等监测系统平面布置、纵横剖面图，并

进行整编。

3.3.2 能熟悉各建筑物所有监测项目和设备的位置，

并进行整编。

3.3.3能熟悉各种测点结构及埋设详图，并进行整编。

4.渗流监测

4.1 监测系统

操作

4.1.1 能掌握各种压力计的原理，能查询渗透压力的

最值及均值，绘制过程线。

4.1.2 能掌握各种水位计的原理，能查询测压管水位

的最值及均值，绘制过程线。

4.1.3能依据监测数据判断工程是否异常。

4.1.4能利用堰上水位套用公式计算渗流量。

4.1.5能进行渗透压力和渗流量的人工比测。

4.2 监测设施

维护

4.2.1 能通过外形辨认堰上水位计、渗压计等监测仪

器的类型，了解其技术参数。

4.2.2 能利用万用表对传感器进行常规电压及电阻测

量，判断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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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2.3能中度保养与维护监测仪器设备。

4.2.4能校核测压管管口高程。

4.2.5 能中度定期维护、保养、率定、校核监测传感

器及其采集设备。

4.3 监测资料

整理整编

4.3.1 能熟悉监测系统设计原则、各项目设置目的、

测点布置情况等监测系统平面布置、纵横剖面图，并

进行整编。

4.3.2 能熟悉各建筑物所有监测项目和设备的位置，

并进行整编。

2.3.3能熟悉各种测点结构及埋设详图，并进行整编。

5.应力应变

及温度监测

5.1 监测系统

操作

5.1.1 能掌握各种应力应变仪器的原理，能查询应力

应变的最值及均值，绘制过程线。

5.1.2 能掌握各种温度计的原理，能查询温度的最值

及均值，绘制过程线。

5.1.3能依据监测数据判断工程是否异常。

5.1.4能将实测数据换算为单支仪器的应力应变。

5.1.5进行应力应变和温度的人工比测。

5.2 监测设施

维护

5.2.1 能通过外形辨认应力应变仪器、温度计等监测

仪器的类型，了解其技术参数。

5.2.2 能使用万用表对传感器进行常规电压及电阻测

量，判断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

5.2.3 能中度定期维护、保养、率定、校核监测传感

器及其采集设备。

5.3 监测资料

整理整编

5.3.1 能熟悉监测系统设计原则、各项目设置目的、

测点布置情况等监测系统平面布置、纵横剖面图，并

进行整编。

5.3.2 能熟悉各建筑物所有监测项目和设备的位置，

并进行整编。

5.3.3能熟悉各种测点结构及埋设详图，并进行整编。

表 3 大坝安全智能监测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智能监测

系统运维

1.1 监测系统

操作

1.1.1能剔除异常监测数据。

1.1.2能过滤筛选及分析处理监测数据。

1.1.3能处理数据异常报警。

1.1.4能构建监测数据模型。

1.1.5能制作监测数据报表、过程曲线及分布图。

1.1.6能对监测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及交换。

1.2 监测系统

维护

1.2.1能进行监测设备组网调试。

1.2.2能进行现场监测模块调试。

1.2.3能进行监测系统通讯方式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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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2.4能修复监测系统异常故障。

1.2.5能进行监测系统权限级别设置。

1.2.6能进行监测数据维护及备份。

1.3 监测资料

分析总结

1.3.1能将分析总结的成果做到项目齐全，数据可靠，

资料、图表完整，规格统一，说明完备。

2.环境量监

测

2.1 监测系统

操作

2.1.1 能甄别水位、降水量、水温、气温等监测数据

的合理性。

2.1.2 能检查水位、降水量、水温、气温等监测资料

的完整性。

2.1.3能分析监测值异常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2.1.4能发现监测系统的逻辑错误。

2.2 监测设施

维护

2.2.1 能安装水位计、雨量计、水温计、气温计，记

录初始值。

2.2.2能判断水位计、雨量计、水温计、气温计故障，

更换及调试工作状态。

2.2.3能深度保养、维护监测仪器设备。

2.2.4 能验收水位计、雨量计、水温计、气温计监测

设施。

2.2.5 能按标准流程安装及调试三要素或四要素一体

机。

2.3 监测资料

分析总结

2.3.1 能绘制监测数据过程线、相关性图及相关性图

表。

2.3.2能统计计算监测数据特征值。

2.3.3能进行数值模拟及回归分析。

2.3.4能编写监测资料整编分析报告。

3.变形监测

3.1 监测系统

操作

3.1.1 能甄别垂直位移、水平位移、裂缝等监测数据

的合理性。

3.1.2 能检查垂直位移、水平位移、裂缝等监测资料

的完整性。

3.1.3能分析监测值异常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3.1.4 能使用精密测量仪器人工完成垂直位移、水平

位移、裂缝的位移监测。

3.1.5 能进行垂直位移、水平位移、裂缝等监测量的

人工比测。

3.1.6 能使用无人机及巡检机器人进行巡视检查及遥

感测绘。

3.2 监测设施

维护

3.2.1 能看懂图纸，完成垂直位移、水平位移、裂缝

等监测仪器的安装，记录初始值。

3.2.2 能判断传感器故障及更换传感器，调试传感器

工作状态。

3.2.3能深度保养与维护监测仪器设备。

3.2.4 能按标准流程调试、检测及验收垂直位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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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平位移、裂缝等监测仪器。

3.3 监测资料

分析总结

3.3.1 能绘制监测数据过程线、相关性图及相关性图

表。

3.3.2能统计计算监测数据特征值。

3.3.3能进行数值模拟及回归分析。

3.3.4能编写监测资料整编分析报告。

4.渗流监测

4.1 监测系统

操作

4.1.1能甄别渗透压力和渗流量监测数据的合理性。

4.1.2 能检查渗透压力和渗流量监测资料的完整性。

4.1.3能分析监测值异常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4.1.4能发现监测系统的逻辑错误。

4.2 监测设施

维护

4.2.1 能检测堰上水位计、渗压计的绝缘电阻，并判

断性能。

4.2.2 能看懂图纸，完成堰上水位计、渗压计等监测

仪器的安装，记录初始值。

4.2.3 能判断传感器故障及更换传感器，调试传感器

工作状态。

4.2.4能深度保养与维护监测仪器设备。

4.2.5 能按标准流程调试、检测及验收堰上水位计、

渗压计等监测仪器。

4.3 监测资料

分析总结

4.3.1 能绘制监测数据过程线、相关性图及相关性图

表。

4.3.2能统计计算监测数据特征值。

4.3.3能进行数值模拟及回归分析。

4.3.4能编写监测资料整编分析报告。

5.应力应变

及温度监测

5.1 监测系统

操作

5.1.1能甄别应力应变和温度监测数据的合理性。

5.1.2 能检查应力应变和温度监测资料的完整性。

5.1.3能分析监测值异常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5.1.4能发现监测系统的逻辑错误。

5.2 监测设施

维护

5.2.1 能检测应力应变仪器、温度计的绝缘电阻，并

判断性能。

5.2.2 能看懂图纸，完成应力应变仪器、温度计等监

测仪器的安装，记录初始值。

5.2.3 能判断传感器故障及更换传感器，调试传感器

工作状态。

5.2.4能深度保养与维护监测仪器设备。

5.2.5能按标准流程调试、检测及验收应力应变仪器、

温度计等监测仪器。

5.3 监测资料

分析总结

5.3.1 能绘制监测数据过程线、相关性图及相关性图

表。

5.3.2能统计计算监测数据特征值。

5.3.3能进行数值模拟及回归分析。

5.3.4能编写监测资料整编分析报告。



13

参考文献

[1] SL 252-2017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2] GB/T 50138-2010 水位观测标准

[3] SL 21-2015 降水量观测规范

[4] SL 268-2001 大坝安全自动化监测系统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5] SL 725-2016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规范

[6] SL 551-2012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7] SL 601-2013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8] SL 75-2014 水闸技术管理规程

[9] SL 595-2013 堤防工程养护修理规程

[10] SL 530-2012 大坝安全监测仪器检验测试规程

[11] SL 531-2012 大坝安全监测仪器安装标准

[12] SL 621-2013 大坝安全监测仪器报废标准

[13] SL 766-2018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鉴定技术规范

[14] DLT 5209-2020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资料整编规程

[15] GB/T 12897-2006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16] GB/T 12898-2009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17] GB/T18314-2009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18] GB/T17942-2000 国家三角测量规范

[19] GB/T16818-2008 中、短程光电测距规范


	目  次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3.1监测仪器 monitoring instrument
	3.2数据采集装置 data acquisition unit
	3.3监测点 monitoring point
	3.4监测站 monitoring station
	3.5监测管理站 monitoring management station
	3.6监测管理中心站central station for monitoring managemen
	3.7 读数仪 readout indicator
	3.8 采集系统 acquisition system
	3.9 基本采集系统 basic acquisition system
	3.10 监测系统 monitoring system
	3.11 中央控制方式 central controlling mode
	3.12 自动控制方式 automatic controlling mode
	3.13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3.14 平均维修时间 MTTR mean time to repair
	3.15 数据缺失率 Data missing rate
	4  适用院校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