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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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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标识牌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利工程标识牌的基本规定、设计、制作与安装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利工程标识牌的设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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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L 317 泵站安装及验收规范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利工程 

开发、利用、控制、调配和保护水资源的各类工程，包括水库、山塘、堤防、海塘、水闸、泵站、

灌区、圩区、农村供水工程、农村水电站等。 

4 基本规定 

4.1 标识牌分为公告类、名称类、警示类、指引类。 

4.2 标识牌的设计首先应满足其功能，同一工程、邻近工程标识牌的风格应尽量统一。条件允许时，

宜结合当地人文景观特色进行设计。 

4.3 标识牌的形状、尺寸宜根据工程规模、周边环境、制作工艺和美观要求等情况合理设计。 

4.4 标识牌内容应准确、清晰、简洁。有条件的水利工程，公告类标识牌可采用电子屏、LED屏等，

公告内容采用滚动播放。 

4.5 标识牌文字应规范、正确、工整。标识牌文字字体宜采用标准黑体（简体）、楷体、宋体或仿宋，

其中公告牌、界桩、警示牌文字字体采用标准黑体（简体）。文字字号、间距、行距应与标识牌尺寸协

调。每个工程相同用途的标识牌所用字体应统一。 

4.6 标识牌的安装应牢固稳定、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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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识牌设计 

5.1 公告类标识牌 

5.1.1 分类 

公告类标识牌主要包括工程简介牌、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牌、公告牌、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牌、

宣传牌等。版面示例参见附录A中图A.1～图A.7。 

5.1.2 内容 

5.1.2.1 工程简介牌内容包括工程名称、地理位置、工程规模、功能作用、设计标准、建成时间、管

理责任单位及管理责任人信息等。管理责任单位信息包括单位名称、值班电话，管理责任人信息包括姓

名、联系电话等。有条件的水利工程，宜设置相应的二维码。 

5.1.2.2 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牌内容包括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名

称及开工竣工日期。 

5.1.2.3 公告牌分为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公告牌、界桩。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公告牌内容为工程的管

理和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公告主体、批准日期等；界桩分为碑体类、管桩类，置于醒目位置设碑体

类界桩，标注内容为工程名称、管理范围、编号、公告主体等；置于其他非醒目位置设管桩类界桩，标

注内容为工程名称、编号。 

5.1.2.4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牌内容为工程运行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 

5.1.2.5 宣传牌宜根据管理需要设置相关内容，宜为水利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等。 

5.1.3 颜色 

5.1.3.1 公告类标识牌宜为蓝底、白字。 

5.1.3.2 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牌颜色宜选用原材料底色，字体颜色宜采用金色、红色等醒目颜色。 

5.1.3.3 碑体类界桩颜色采用原材料底色，文字进行凹形填黑色处理。管桩类界桩颜色采用黄底、红

字。 

5.1.4 形状尺寸 

5.1.4.1 公告类标识牌的边框形状宜为矩形，见图 1。 

     

图1 公告类标识牌示意图 

5.1.4.2 无图类工程简介牌、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公告牌宽高比宜为 3:2，有图类工程简介牌宽高比

宜为 2:1，尺寸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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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工程简介牌、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公告牌尺寸表 

单位为毫米 

标识牌类型 边宽 边高 

无图类工程简介牌 ≥1200 ≥800 

有图类工程简介牌 ≥1600 ≥800 

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公告牌 ≥1200 ≥800 

5.1.4.3 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牌形式可多样化，当采用不规则形状体时，牌面最小面积应不小于    

0.8 m
2
。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牌、碑体类界桩的各尺寸应相互协调，形状宜参考图 2，尺寸宜参考表 2。

管桩类界桩管径不应小于 100 mm，出露地面的管高不应小于 500 mm。 

       

图2 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牌、界桩示意图 

表2 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标牌、界桩尺寸表 

单位为毫米 

标识牌类型 
顶部四边棱台体 下部长方体 长方体基座 

厚度 
边宽 边高 边宽 边高 边宽 边高 

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牌 ≥1000 ≥100 ≥1200 ≥600 ≥1400 ≥100 ≥200 

界桩 ≥150 ≥100 ≥200 ≥300 / / ≥100 

5.1.4.4 宣传牌宽高比宜为 3:2，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牌宽高比宜为 2:3。 

5.1.5 设置 

公告类标识牌设置要求见表3。 

表3 公告类标识牌设置要求表 

标识牌类型 部位 数量 

工程简介牌 工程区域或主要建筑物附近醒目位置 
1 处；堤防（海塘）工程起始点必设，其他部

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牌 工程主要建筑物附近醒目位置 1 处  

公

告

牌 

管理范围和保护

范围公告牌 
工程区域及其管理范围或保护范围醒目位置 根据需要确定 

界桩 管理范围边界位置 

直线段每千米不少于 1处，非直线段适当加密；

各拐点处 1 个。已有明显界限，如围墙、河道、

公路等，且与管理范围重叠的，可不设置 

1l 2l

1l 2l 3l 4l 5l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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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告类标识牌设置要求表（续） 

标识牌类型 部位 数量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牌 
主要机电设备操作地点或工作地点 

附近醒目位置 
根据需要确定 

宣传牌 工程区域及其管理范围或保护范围醒目位置 根据需要确定 

注1：标识牌设置数量适用于水库、山塘（已建成运行最大蓄水量5万方（含）以上的“屋顶山塘”或饮用水源山塘）、

堤防（防洪（潮）标准20年一遇及以上的1级～4级堤防）、海塘（已建成设计防潮（洪）标准20年一遇及以上的一

线海塘）、大中型水闸、大中型泵站、大中型灌区、圩区、农村供水工程、农村水电站等。 

注2：当在同一位置（或邻近位置）需设立多个公告类标识牌时，宜考虑适当整合。 

5.2 名称类标识牌 

5.2.1 分类 

名称类标识牌包括监测设施名称牌、坝段（重力坝）序号牌、面板（面板堆石坝）序号牌、公里桩

（牌）、百米桩（牌）、机电金结设备序号牌、机电设备管理责任牌、电气屏柜设备名称牌、管路标识

和仪表牌等。版面示例参见附录A中图A.8～图A.22。 

5.2.2 内容 

5.2.2.1 监测设施（包括水质、安全类等）名称牌内容为监测设施的简称和编号。 

5.2.2.2 坝段序号牌标识内容为坝段编号。 

5.2.2.3 面板序号牌标识内容为面板编号。 

5.2.2.4 公里桩（牌）标识内容为堤防、海塘、渠道等名称和公里数。 

5.2.2.5 百米桩（牌）标识内容为百米数。 

5.2.2.6 机电金结设备序号牌标识内容为设备编号。 

5.2.2.7 机电设备管理责任牌标识内容为机电设备名称、编号、管理责任人及联系电话。 

5.2.2.8 电气屏柜设备名称牌标识内容为电气屏柜名称、编号。 

5.2.2.9 管路标识内容为管路涂色、管路内物质流向和管路内物质名称等。 

5.2.2.10 仪表牌标识内容为仪表简称和编号。 

5.2.3 颜色 

5.2.3.1 监测设施名称牌、坝段序号牌、面板序号牌颜色宜采用灰底、蓝字。 

5.2.3.2 公里桩颜色宜采用原材料底色，桩体文字宜进行凹形填色处理。如采用公里牌设置时，宜采

用灰底、蓝字。 

5.2.3.3 百米桩颜色宜采用白色或原材料底色，桩体文字宜进行凹形填色处理。如采用百米牌设置时，

宜采用灰底、蓝字。 

5.2.3.4 机电金结设备序号牌、电气屏柜设备名称牌、仪表牌颜色宜为红框、白底、红字。 

5.2.3.5 机电设备管理责任牌的颜色宜为蓝底、白字或白底、蓝字。 

5.2.3.6 管路标识的管路颜色应按表 4选用；泵站管路标识的颜色应符合 SL 317 的相关规定要求。 

表4 管路标识颜色与内容 

管道名称 管道颜色 流向颜色 文字颜色 

压力油 红 黄 白 

无压回油 黄 红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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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管路标识颜色与内容（续） 

管道名称 管道颜色 流向颜色 文字颜色 

供水 蓝 白 白 

排水 绿 白 白 

气 白 蓝 蓝 

消防 红 白 白 

排污 黑 蓝 蓝 

5.2.4 形状尺寸 

5.2.4.1 监测设施名称牌、机电设备管理责任牌的形状宜为矩形，监测设施名称牌宽高比宜为 3:4，

机电设备管理责任牌宽高比宜为 4:3。 

5.2.4.2 坝段（重力坝）序号牌、面板（面板堆石坝）序号牌、机电金结设备序号牌和仪表牌的形状

宜为圆形。 

5.2.4.3 公里桩、百米桩宜参考图 3，尺寸宜参考表 5，采用牌状时形状宜为矩形、宽高比宜为 3:4。 

     
图3 公里桩、百米桩示意图 

表5 公里桩、百米桩尺寸参考表 

单位为毫米 

标识牌类型 边宽 边宽
 

边高 边厚
 

公里桩 ≥200 ≥300 ≥500 ≥100 

百米桩 ≥100 ≥100 ≥200 ≥100 

注：百米桩  与  长度相等。 

5.2.4.4 电气屏柜名称牌边高宜取 100 mm，边宽宜为屏柜宽度。 

5.2.5 设置 

名称类标识牌设置要求见表6。 

表6 名称类标识牌设置要求表 

标识牌类型 部位 数量 

监测设施名称牌 监测设施、测点表面或周边醒目位置 
与外露的监测设施、测点数量相同。位于建

筑物内部、无外露部分的监测设施无需设置 

坝段序号牌 重力坝廊道内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面板序号牌 面板堆石坝面板上部或防浪墙顶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公里桩（牌） 
堤（塘）顶沿线醒目位置，里程整数位置；干

渠、渡槽醒目位置，隧洞内 

根据堤防（海塘）、干渠、渡槽、隧洞长度

确定 

1l 3l

2l

2l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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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名称类标识牌设置要求表（续） 

标识牌类型 部位 数量 

百米桩（牌） 
堤（塘）顶沿线醒目位置，百米整数位置；干

渠、渡槽醒目位置，隧洞内 

根据堤防（海塘）、干渠、渡槽、隧洞长度

确定 

机电金结设备序号牌 设备表面或周边醒目位置 与主要机电金结设备数量相同 

机电设备管理责任牌 主要机电设备表面或周边醒目位置 与主要机电设备数量相同 

电气屏柜设备名称牌 屏柜上部前、后醒目位置 各屏柜宜视面设置 1 个 

管路标识 
管道颜色标识于管路外露面，管道内物质流向、

物质名称标识于管路醒目位置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仪表牌 
关键阀门、仪表设备（不含控制柜内）下方或

周边醒目位置 
与关键阀门、仪表数量相同 

注1：标识牌设置数量适用于水库、山塘（已建成运行最大蓄水量5万方（含）以上的“屋顶山塘”或饮用水源山塘）、

堤防（防洪（潮）标准20年一遇及以上的1级～4级堤防）、海塘（已建成设计防潮（洪）标准20年一遇及以上

的一线海塘）、大中型水闸、大中型泵站、大中型灌区、圩区、农村供水工程、农村水电站等。 

5.3 警示类标识牌 

5.3.1 分类 

警示类标识牌包括警示牌、警示标线等。警示牌根据水利工程管理要求，主要为深水警示牌、坠落

警示牌、农村供水工程水源保护警示牌，其他警示牌宜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版面示例参见附录A中图

A.23～图A.26。交通、消防及其它警示标识牌，应符合GB 5768、GB 13495等有关规定要求。 

5.3.2 内容 

5.3.2.1 警示牌标识内容为警示性图例、文字。 

5.3.2.2 警示标线为划定某种区域或范围的轮廓标线。 

5.3.3 颜色 

5.3.3.1 警示牌底板颜色采用蓝底、白字或白底、蓝字。 

5.3.3.2 室内警示标线的颜色宜为黑黄相间，户外警示标线颜色宜为黄色。 

5.3.4 形状尺寸 

5.3.4.1 警示类标识牌形状为矩形，宽高比宜为 3:4，边宽应不小于 600 mm，边高应不小于 800 mm。 

5.3.4.2 警示类标线户外线宽宜采用 100 mm～300 mm，室内线宽宜采用 50 mm。 

5.3.5 设置 

警示类标识牌设置要求见表7。 

表7 警示类标识牌设置要求表 

标识牌类型 部位 数量 

深水警示牌 

泄洪设施进、出口；库区可直达水面的通道口；

水闸、泵站上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内； 

未封闭的干渠周边醒目位置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其中水闸、泵站至少 4 处 

坠落警示牌 
溢洪道等临崖、临空部位； 

未封闭的渡槽两端醒目位置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农村供水工程水源保护警示牌 水源地周边醒目位置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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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警示类标识牌设置要求表（续） 

标识牌类型 部位 数量 

警示标线 启闭设备、电气设备、重要仪器设备等周边 根据场所、设备布置等实际情况设置 

注1：标识牌设置数量适用于水库、山塘（已建成运行最大蓄水量5万方（含）以上的“屋顶山塘”或饮用水源山塘）、

堤防（防洪（潮）标准20年一遇及以上的1级～4级堤防）、海塘（已建成设计防潮（洪）标准20年一遇及以上的一

线海塘）、大中型水闸、大中型泵站、大中型灌区、圩区、农村供水工程、农村水电站等。 

注2：当在同一位置（或邻近位置）需设立多个警示类标识牌时，宜考虑适当整合。 

5.4 指引类标识牌 

5.4.1 分类 

主要包括巡查（视）工作线路指引牌等，版面示例参见附录A中图A.27～图A.30。 

5.4.2 颜色 

巡查（视）工作线路指引牌颜色宜为绿底、白字。 

5.4.3 形状尺寸 

巡查（视）工作线路指引牌形状应为矩形，用于标识线路的标牌宽高比宜为2:1，用于标识工作点

的标牌宽高比宜为1:1。 

5.4.4 设置 

巡查（视）工作线路指引牌设置部位应为巡查、观测线路主要路径、节点醒目位置，设置数量宜根

据实际需要确定。 

6 标识牌制作 

6.1 户外标识牌底板应选用牢固、耐久性强的材质制作，宜选用不锈钢板、铝板、耐候钢板等材料，

标牌底板背面宜采用原色或其它淡雅的颜色。 

6.2 户外标识牌单面板式，底板厚度应根据底板材料强度、刚度合理确定。 

6.3 户外标识牌双面板式，采用两块标牌正反固定一起或正反两面均有标识信息的标牌，其底板厚度

要求同“6.2条”。堤防、海塘工程根据标识牌布置朝向，宜考虑采用双面板式。 

6.4 桩类标识牌宜选用坚固耐久的材料，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牌宜选用花岗岩、大理石等深色石材，

界桩、公里桩、百米桩宜采用石材、钢筋混凝土等材料，贴面式公里牌、百米牌亦宜采用石材、不锈钢

板、铝板、耐候钢板等材料。 

6.5 户外警示标线、巡查（视）工作线路指引牌应牢固、耐久、易维护，同时结合标识环境条件、管

理需要选用相关材料。室内宜采用常温溶剂型、加热溶剂型和热熔型材料粘贴，户外宜采用油漆喷涂等

易维护的材料。 

6.6 室内标识牌应选用牢固耐久、安装方便、不易变色、美观清晰的贴面材料，宜选用铝塑板、亚克

力、PVC板等。 

6.7 标识牌中有人员信息、联系方式的宜做成活动牌，信息宜采用不干胶直接粘贴等方式标注，以便

于更换。 

6.8 条件允许时，应充分考虑标识牌夜视功能，增加反光、照明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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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识牌安装 

7.1 标识牌的安装方式主要分为柱式、附着式和落地式。各类标识牌的安装方式见表 8，实际安装时

宜结合管理需要选取。 

表8 标识牌支持方式 

标识牌类型 柱式 附着式 落地式 

公告类 

工程简介牌 √ √ √ 

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牌  √ √ 

公告牌 √  √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牌  √  

宣传牌 √ √  

名称类 

监测设施名称牌  √  

坝段（重力坝）序号牌  √  

面板（面板堆石坝）序号牌  √  

公里桩（牌）  √ √ 

百米桩（牌）  √ √ 

机电金结设备序号牌  √  

机电设备管理责任牌  √  

电气屏柜设备名称牌  √  

管路标识  √  

仪表牌  √  

警示类 
警示牌 √ √  

警示标线  √  

指引类 工作线路标识  √  

注：表中勾选项为推荐支持方式。 

7.2 柱式一般有单柱式、双柱式。单柱式指标识牌安装在一根立柱上，适用于尺寸较小的标识牌。双

柱式指标识牌安装在两根立柱上，适用尺寸较大的标识牌。 

7.3 附着式指标识牌安装、悬挂或绑扎在构筑物上，适用于构筑物附近或室内有附着物的标识牌等。 

7.4 落地式指标识牌直接座落于地面，适用于尺寸较大的标识牌。 

7.5 柱式标识牌下边沿离地高度一般为 700 mm～1200 mm。 

注：人行通道处，下沿沿口考虑安全防撞设计。 

7.6 标识牌立柱、底座应牢固、耐久，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立柱材料宜选用热镀锌圆管。立柱的

断面尺寸、连接方式、基础大小等，应根据设置地点的地基条件、风力、版面大小及支撑方式计算确定。 

7.7 标识牌和立柱的连接应根据版面大小、连接方式选用。在设计连接部件时，应保证安装方便、连

接牢固、版面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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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识牌版面 

A.1 公告类标识牌版面 

公告类标识牌版面示例见图A.1～图A.7。 

   

   

图A.1 工程简介标牌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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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工程建设永久性责任标牌版面 

 

 
注1：公告内容为政府批复的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图A.3 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公告牌版面 



DB33/T 2196—2019 

11 

 

 

图A.4 规章制度标牌版面 

 

 

图A.5 宣传牌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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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6 碑体类界桩版面 

 

                                  

图A.7 管桩类界桩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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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名称类标识牌版面 

名称类标识牌版面示例见图A.8～图A.22。 

   

 

图A.8 监测设施名称标牌版面 

 

 

 

图A.9 坝段（重力坝）序号牌版面 

 

图A.10 面板（面板堆石坝）序号牌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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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1 公里桩（牌）版面 

                                   

图A.12 百米桩版面 

 

  

图A.13 机电金结设备序号牌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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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4 机电金结设备责任牌版面 

 

图A.15 电气屏柜设备名称牌版面 

 

 

 

 

 

 

 

 

图A.16 管路标识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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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7 仪表、阀门牌版面 

 

 

（正面）   （反面） 

图A.18 阀门开关状态牌版面（正反面设计） 

 

 

图A.19 检修区标牌版面 

 

 

图A.20 设备和材料临时存放区标牌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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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1 报废设备临时存放区标牌版面 

 

 

图A.22 房间门牌号版面 

A.3 警示类标识牌版面 

警示类标识牌版面示例见图A.23～图A.26。 

 

 

图A.23 深水警示牌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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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4 坠落警示牌版面 

 

 

图A.25 农村供水工程水源保护警示牌版面 

 

 

 

 

 

图A.26 警示标线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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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指引类标识牌版面 

指引类标识牌版面示例见图A.27～图A.30。 

 

 

图A.27 工作点标识版面 

 

 

 

 

 
 

图A.28 工作路线标识版面 

 

 

 

 

 
 

图A.29 安全出口标识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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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0 工程导向指引标牌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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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标识牌支持方式示意图 

标识牌支持方式示意图见B.1～B.4。 

 

 

图B.1 标识牌双柱式支持方式示意图 

 

 

         

图B.2 标识牌单柱式支持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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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标识牌落地式支持方式示意图 

 

 

 

 

 

图B.4 界桩支持方式示意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