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  —

附件一： 

 

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网设置方案 
 

一、断面（点位）设置原则 

（一）代表性：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网主要功能是全面反映全国

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监测网要覆盖全国主要河流干流及主要一级支

流，重点湖泊、水库等，设定的断面（点位）要具有空间代表性，能

代表所在水系或区域的水环境质量状况，全面、真实、客观反映所在

水系或区域的水环境质量及污染物的时空分布状况及特征。 

（二）连续性：在现有 759 个断面（点位）基础上进行优化和

调整，保证我国环境监测数据的历史延续性。 

（三）覆盖范围： 

1.河流：我国主要水系的干流、年径流量在 5 亿立方米以上的

重要一、二级支流，年径流量在 3 亿立方米以上的国界河流、省界

河流、大型水利设施所在水体等。一般每 100km 设置一个国控断面； 

2.湖库：面积在 100km
2
（或储水量在 10 亿 m

3
以上）的重要湖泊，

库容在 10 亿 m
3
以上的重要水库以及重要跨国界湖库等。每 50～

100km
2
设置一个监测点位，同时空间分布要有代表性； 

3.北方河流、湖库：考虑到我国南、北方水资源的不均衡性，

北方地区年径流量或库容较小的重要河流或湖库可酌情设置断面

（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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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控断面（点位）类型：背景断面；对照断面；控制断

面；国界断面；省界断面；湖库点位；重要饮用水源地断面（点位）：

指日供水量≥10 万吨，或服务人口≥30 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等。 

（五）断面位置具体要求： 

1.对照断面：断面上游 2km 内不应有影响水质的直排污染源或

排污沟； 

2.控制断面：应尽可能选在水质均匀的河段； 

3.监测断面的设置要具有可达性、取样的便利性； 

4.取消原城市内湖监测点位； 

5.取消原削减断面，统一设置为控制断面； 

6.根据不同原则设置的断面发生重复时，只设置一个断面。 

（六）省界断面：一般设置在下游省份，由下游省份组织监测。 

（七）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点流域考核断面：优先纳

入国控断面。 

（八）关于新增断面：新增断面应从严掌握，每个断面代表的

河长原则上不小于 100km。 

二、主要内容 

本次点位调整涉及全国十大流域和大型湖库。原有国控断面（点

位）759 个，其中，河流断面 604 个，湖库点位 155 个，监测 320 条

河流（含太湖、巢湖、滇池的环湖河流），28 座湖库。 

本次调整后国控断面（点位）为 972 个（原有国控断面保留 509

个、新增 443 个、位置移动 20 个），其中河流断面 765 个，湖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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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207 个；设置省界断面 150 个；监测 423 条河流和 62 座湖库，详

见各流域监测断面（点位）设置表。 

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各流域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网点位分布情况 

流域（区域） 

名  称 

原有国控 

断面数 

调整后国控

断面数 

监测河流 

（湖库）数

流域面积 

（万 Km
2
）

干流河长

（Km） 

断面 

增减情况

长江 105 160 82 180.8 7379 55 

黄河 44 61 19 79.5 5464 17 

珠江 33 54 32 57.9 2197 21 

松花江 42 88 35 92.2 2309 46 

淮河 86 95 63 32.9 1000 9 

海河 70 64 43 31.8 1090 -6 

辽河 38 55 19 31.2 1430 17 

湖体 21 20 1 － － -1 
太湖 

河流 89 34 31 － － -55 

湖体 12 8 1 － － -4 
巢湖 

河流 12 11 9 － － -1 

湖体 11 10 1 － － -1 
滇池 

河流 8 16 16 － － 8 

内陆河流 28 52 25 345 － 24 

西南诸河 17 31 17 85 － 14 

浙闽片 32 45 32 23.7 － 13 

大型湖库 111 168 59 － － 57 

总  计 759 972 423/62 960 －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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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流域调整情况 

1、长江流域 

原有国控断面 105 个，调整后为 160 个断面，其中，新增 79 个，

保留 79 个，取消 24 个，位置移动 2 个；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

云南、四川、贵州、重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江苏、上海市等 15 个省（区、市）。 

表 2  长江流域监测断面各省分布表 

省  份 原有断面数 保留 新增 取消 位置移动 调整后断面数 

青海 1 1 0 0 0 1 

西藏 1 1 0 0 0 1 

云南 4 4 3 0 0 7 

四川 25 19 2 6 0 21 

贵州 5 2 1 2 1 4 

重庆 8 6 5 2 0 11 

甘肃 1 0 1 1 0 1 

陕西 1 1 7 0 0 8 

河南 2 1 4 1 0 5 

湖北 11 11 16 0 0 27 

湖南 14 6 19 7 1 26 

江西 13 12 9 1 0 21 

安徽 9 8 5 1 0 13 

江苏 8 5 7 3 0 12 

上海 2 2 0 0 0 2 

合  计 105 79 78 24 2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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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长江流域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直门达 通天河 青海 玉树州 干流 东海 省界（青-川）

2 岗托桥 金沙江 西藏 昌都地区 干流 东海  

3 贺龙桥 金沙江 云南 迪庆州 干流 东海 省界（川-滇）

4 龙洞 金沙江 四川 攀枝花市 干流 东海 省界（滇-川）

5 倮果 金沙江 四川 攀枝花市 干流 东海  

6 大湾子 金沙江 云南 楚雄州 干流 东海 省界（川-滇）

7 蒙姑 金沙江 云南 昆明市 干流 东海  

8 三块石 金沙江 云南 昭通市 干流 东海 省界（滇-川）

9 挂弓山 长江 四川 宜宾市 干流 东海  

10 手爬岩 长江 四川 泸州市 干流 东海  

11 朱沱 长江 重庆 永川区 干流 东海 省界（川-渝）

12 江津大桥 长江 重庆 江津区 干流 东海  

13 寸滩 长江 重庆 重庆市 干流 东海  

14 清溪场 长江 重庆 涪陵区 干流 东海  

15 晒网坝 长江 重庆 万州区 干流 东海  

16 巫峡口 长江 湖北 巴东县 干流 东海 省界(渝-鄂）

17 南津关 长江 湖北 宜昌市 干流 东海 出库口 

18 观音寺 长江 湖北 荆州市 干流 东海  

19 荆江口 长江 湖南 岳阳市 干流 东海 入湖口 

20 城陵矶 长江 湖南 岳阳市 干流 东海 出湖口 

21 杨泗港 长江 湖北 武汉市 干流 东海  

22 燕叽 长江 湖北 鄂州市 干流 东海  

23 风波港 长江 湖北 黄石市 干流 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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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24 姚港 长江 江西 九江市 干流 东海 省界（鄂-赣）

25 鄱阳湖出口 长江 江西 九江市 干流 东海 出湖口 

26 湖口 长江 江西 九江市 干流 东海  

27 香口 长江 安徽 池州市 干流 东海 省界（赣-皖）

28 皖河口 长江 安徽 安庆市 干流 东海  

29 前江口 长江 安徽 安庆市 干流 东海  

30 五步沟 长江 安徽 池州市 干流 东海  

31 东西梁山 长江 安徽 芜湖市 干流 东海  

32 三兴村 长江 安徽 马鞍山市 干流 东海  

33 江宁河口 长江 江苏 江宁区 干流 东海 省界（皖-苏）

34 九乡河口 长江 江苏 栖霞区 干流 东海  

35 焦山尾 长江 江苏 京口区 干流 东海  

36 高港码头 长江 江苏 泰州市 干流 东海  

37 魏村 长江 江苏 常州市 干流 东海  

38 小湾 长江 江苏 江阴市 干流 东海  

39 下青龙港 长江 江苏 靖江市 干流 东海  

40 姚港 1 长江 江苏 南通市 干流 东海  

41 团结闸 长江 江苏 南通市 干流 东海 省界（苏-沪）

42 朝阳农场 长江 上海 宝山区 干流 东海 入海口 

43 雅砻江口 雅砻江 四川 攀枝花市 一级 金沙江 入河口 

44 富民大桥 螳螂川 云南 昆明市 一级 金沙江  

45 普渡河桥 普渡河 云南 昆明市 一级 金沙江 入河口 

46 横江桥 横江 云南 昭通市 一级 金沙江 入河口 

47 都江堰水文站 岷江 四川 成都市 一级 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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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48 岷江大桥 岷江 四川 眉山市 一级 长江  

49 河口渡口 岷江 四川 乐山市 一级 长江  

50 凉姜沟 岷江 四川 宜宾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51 黄龙溪 府河 四川 成都市 二级 岷江 入河口 

52 李码头 大渡河 四川 乐山市 二级 岷江 入河口 

53 宏缘 沱江 四川 简阳市 一级 长江  

54 龙门镇 沱江 四川 内江市 一级 长江  

55 李家湾 沱江 四川 自贡市 一级 长江  

56 沱江大桥 沱江 四川 泸州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57 碳研所 釜溪河 四川 自贡市 二级 沱江  

58 八角 绵远河 四川 德阳市 二级 沱江  

59 鲢鱼溪 赤水河 贵州 赤水市 一级 长江 省界（黔-川）

60 黄牛铺 嘉陵江 陕西 宝鸡市 一级 长江  

61 鲁光坪 嘉陵江 陕西 汉中市 一级 长江  

62 八庙沟 嘉陵江 四川 广元市 一级 长江 省界（陕－川）

63 沙溪 嘉陵江 四川 阆中市 一级 长江  

64 小渡口 嘉陵江 四川 南充市 一级 长江  

65 金子 嘉陵江 重庆 合川区 一级 长江 省界（川-渝）

66 北温泉 嘉陵江 重庆 重庆市 一级 长江  

67 固水子村 白龙江 甘肃 陇南市 二级 嘉陵江 省界（甘-川）

68 平武水文站 涪江 四川 绵阳市 二级 嘉陵江  

69 玉溪 涪江 重庆 潼南县 二级 嘉陵江 省界（川-渝）

70 码头 渠江 重庆 合川区 二级 嘉陵江 省界（川-渝）

71 万木 乌江 重庆 酉阳县 一级 长江 省界(黔-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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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72 龙场 乌江 贵州 六盘水市 一级 长江  

73 锣鹰 乌江 重庆 武隆县 一级 长江 入库口 

74 打秋坪 湘江 贵州 遵义市 二级 乌江  

75 棉花渡 清水河 贵州 贵阳市 二级 乌江  

76 长沙坝 香溪河 湖北 兴山县 一级 长江 入库口 

77 绿埠头 湘江 湖南 永州市 一级 洞庭湖 省界（桂-湘）

78 归阳 湘江 湖南 衡阳市 一级 洞庭湖  

79 熬洲 湘江 湖南 衡阳市 一级 洞庭湖  

80 霞湾 湘江 湖南 株洲市 一级 洞庭湖  

81 昭山 湘江 湖南 长沙市 一级 洞庭湖  

82 樟树港 湘江 湖南 岳阳市 一级 洞庭湖 入湖口 

83 双牌水库 潇水 湖南 永州市 二级 湘江  

84 诸葛庙 潇水 湖南 永州市 二级 湘江 入河口 

85 联江村 蒸水河 湖南 衡阳市 二级 湘江  

86 舂陵水入江口 舂陵水 湖南 衡阳市 二级 湘江 入河口 

87 耒水入江口 耒水 湖南 衡阳市 二级 湘江 入河口 

88 涟水入江口 涟水 湖南 湘潭市 二级 湘江 入河口 

89 桂花渡水厂 资江 湖南 邵阳市 一级 洞庭湖  

90 球溪 资江 湖南 娄底市 一级 洞庭湖  

91 万家嘴 资江 湖南 益阳市 一级 洞庭湖 入湖口 

92 托口 沅江 湖南 怀化市 一级 洞庭湖 省界（黔-湘）

93 浦市上游 沅江 湖南 湘西州 一级 洞庭湖  

94 五强溪 沅江 湖南 怀化市 一级 洞庭湖  

95 坡头 沅江 湖南 常德市 一级 洞庭湖 入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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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96 石花村 
花垣河 

（清水江） 
湖南 湘西州 三级 酉水 省界（黔-湘）

97 里耶镇 酉水 湖南 湘西州 二级 沅江 省界（渝-湘）

98 永定澄潭 澧水 湖南 张家界市 一级 洞庭湖  

99 三江口 澧水 湖南 常德市 一级 洞庭湖  

100 金凤水库入口 新墙河 湖南 岳阳市 一级 洞庭湖  

101 清江大桥 清水江 湖北 宜昌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102 烈金坝 汉江 陕西 汉中市 一级 长江  

103 黄金峡 汉江 陕西 汉中市 一级 长江  

104 小钢桥 汉江 陕西 安康市 一级 长江  

105 老君关 汉江 陕西 安康市 一级 长江  

106 羊尾 汉江 湖北 十堰市 一级 长江 省界（陕-鄂）

107 陈家坡 汉江 湖北 十堰市 一级 长江  

108 坝上 汉江 湖北 十堰市 一级 长江  

109 白家湾 汉江 湖北 襄阳市 一级 长江  

110 余家湖 汉江 湖北 襄阳市 一级 长江  

111 转斗 汉江 湖北 钟祥市 一级 长江  

112 汉南村 汉江 湖北 仙桃市 一级 长江  

113 宗关 汉江 湖北 武汉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114 夹河 金钱河 湖北 十堰市 二级 丹江口水库 入库口 

115 天河口 天河 湖北 十堰市 二级 丹江口水库 入库口 

116 焦家院 堵河 湖北 十堰市 二级 丹江口水库 入库口 

117 孙家湾 官山河 湖北 十堰市 二级 丹江口水库 入库口 

118 浪河口 浪河 湖北 十堰市 二级 丹江口水库 入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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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19 构峪口 丹江 陕西 商洛市 二级 汉江  

120 丹凤下 丹江 陕西 商洛市 二级 汉江  

121 荆紫关 丹江 河南 南阳市 二级 汉江 省界（陕-豫）

122 史家湾 丹江 河南 南阳市 二级 汉江 入库口 

123 高湾 淇河 河南 南阳市 三级 丹江 入河口 

124 张营 老灌河 河南 南阳市 二级 丹江口水库 入库口 

125 新甸铺 白河 河南 南阳市 二级 汉江  

126 翟湾 白河 湖北 襄阳市 二级 汉江 省界（豫-鄂）

127 埠口 唐河 湖北 襄阳市 二级 汉江 省界（豫-鄂）

128 张湾 唐白河 湖北 襄阳市 二级 汉江 入河口 

129 朱家河口 涢水 湖北 武汉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130 沐家泾 举水 湖北 武汉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131 富池闸 富水 湖北 黄石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132 市自来水厂 赣江 江西 赣州市 一级 鄱阳湖  

133 新庙前 赣江 江西 赣州市 一级 鄱阳湖  

134 生米 赣江 江西 南昌市 一级 鄱阳湖  

135 滁槎 赣江 江西 南昌市 一级 鄱阳湖 入湖口 

136 周坊 赣江 江西 南昌市 一级 鄱阳湖 入湖口 

137 大港 赣江 江西 南昌市 一级 鄱阳湖 入湖口 

138 大洋洲 赣江 江西 南昌市 一级 鄱阳湖 入湖口 

139 吴城赣江 赣江 江西 九江市 一级 鄱阳湖 入湖口 

140 吴城修河 修河 江西 九江市 一级 鄱阳湖 入湖口 

141 罗坊 袁水 江西 新余市 二级 赣江 入河口 

142 塔城 抚河 江西 南昌市 一级 鄱阳湖 入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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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43 新联 抚河 江西 南昌市 一级 鄱阳湖 入湖口 

144 弋阳 信江 江西 上饶市 一级 鄱阳湖  

145 梅港 信江 江西 鹰潭市 一级 鄱阳湖  

146 瑞洪大桥 信江 江西 上饶市 一级 鄱阳湖 入湖口 

147 镇埠 饶河 江西 上饶市 一级 鄱阳湖 省界（皖-赣）

148 鲇鱼山 饶河 江西 景德镇市 一级 鄱阳湖  

149 赵家湾 饶河 江西 上饶市 一级 鄱阳湖 入湖口 

150 张溪 黄湓河 安徽 池州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151 河口 青通河 安徽 池州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152 入江口 秋浦河 安徽 池州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153 宝塔根 青弋江 安徽 芜湖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154 管家渡 水阳江 安徽 宣城市 一级 长江  

155 西津河大桥 西津河 安徽 宁国市 二级 水阳江 入河口 

156 汊河 滁河 安徽 滁州市 一级 长江  

157 陈浅 滁河 江苏 浦口区 一级 长江 省界（皖-苏）

158 七桥瓮 外秦淮河 江苏 秦淮区 一级 长江  

159 三江营 夹河 江苏 扬州市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160 吴淞口 黄浦江 上海 宝山区 一级 长江 入河口 

注：赣江、抚河分多个河道入鄱阳湖，其分支均称为赣江、抚河。 

 

2、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原有国控断面 44 个，调整后为 61 个断面，其中，保

留 33 个，新增 25 个，取消 8个，位置移动 3个；共监测 19 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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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

等省（区）。 

表 4  黄河流域监测断面各省分布表 

省份 原有国控断面数 保留 新增 取消 位置移动 调整后断面数

青海 4 3 2 0 1 6 

甘肃 6 5 2 1 0 7 

宁夏 4 2 2 2 1 5 

内蒙古 6 3 4 2 0 7 

山西 6 6 4 0 0 10 

陕西 7 4 8 2 1 13 

河南 8 7 3 1 0 10 

山东 3 3 0 0 0 3 

合  计 44 33 25 8 3 61 

 

 

表 5  黄河流域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唐乃亥 黄河 青海 兴海县 干流 渤海  

2 大河家 黄河 甘肃 积石山县 干流 渤海 省界（青-甘）

3 扶河桥 黄河 甘肃 兰州市 干流 渤海  

4 青城桥 黄河 甘肃 白银市 干流 渤海  

5 五佛寺 黄河 甘肃 景泰县 干流 渤海  

6 中卫下河沿 黄河 宁夏 中卫市 干流 渤海 省界(甘-宁) 

7 金沙湾 黄河 宁夏 青铜峡市 干流 渤海  

8 叶盛公路桥 黄河 宁夏 利通区 干流 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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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9 平罗黄河大桥 黄河 宁夏 石嘴山市 干流 渤海  

10 麻黄沟 黄河 宁夏 石嘴山市 干流 渤海 省界(宁-蒙) 

11 下海勃湾 黄河 内蒙古 乌海市 干流 渤海  

12 黑柳子 黄河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 干流 渤海  

13 画匠营子 黄河 内蒙古 包头市 干流 渤海  

14 头道拐 黄河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干流 渤海  

15 喇嘛湾 黄河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干流 渤海  

16 万家寨水库 黄河 山西 忻州市 干流 渤海 省界(蒙-晋) 

17 碛楞 黄河 陕西 榆林市 干流 渤海 界河（陕、晋）

18 柏树坪 黄河 陕西 榆林市 干流 渤海 界河（陕、晋）

19 龙门 黄河 山西 运城市 干流 渤海 界河（陕、晋）

20 风陵渡大桥 黄河 河南 三门峡市 干流 渤海 
省界(陕、晋-

晋、豫) 

21 小浪底水库 黄河 河南 济源市 干流 渤海  

22 花园口 黄河 河南 惠济区 干流 渤海  

23 东明公路大桥 黄河 河南 濮阳县 干流 渤海  

24 刘庄 黄河 山东 牡丹区 干流 渤海 省界（豫-鲁）

25 泺口 黄河 山东 天桥区 干流 渤海  

26 利津水文站 黄河 山东 利津县 干流 渤海 入海口 

27 金滩 湟水 青海 海晏县 一级 黄河  

28 扎马隆 湟水 青海 湟中县 一级 黄河  

29 小峡桥 湟水 青海 西宁市城东区 一级 黄河  

30 民和桥 湟水 青海 民和县 一级 黄河 省界（青-甘）

31 峡塘 大通河 青海 互助县 二级 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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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32 总排干入黄口 总排干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 一级 黄河  

33 大入黄口 大黑河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一级 黄河  

34 温家川 窟野河 陕西 榆林市 一级 黄河  

35 西崖底 三川河 山西 吕梁 一级 黄河  

36 寨东桥 三川河 山西 吕梁 一级 黄河  

37 辛店 无定河 陕西 绥德县 一级 黄河  

38 小店桥 汾河 山西 小店区 一级 黄河  

39 温南社 汾河 山西 太原市 一级 黄河  

40 临汾 汾河 山西 尧都区 一级 黄河  

41 河津大桥 汾河 山西 运城市 一级 黄河 省界（晋-晋、陕）

42 张留庄 涑水河 山西 运城市 一级 黄河 省界（晋-晋、陕）

43 桦林 渭河 甘肃 武山县 一级 黄河  

44 葡萄园 渭河 甘肃 天水市 一级 黄河 省界（甘-陕）

45 魏家堡 渭河 陕西 
金台区 

一级 黄河  

46 咸阳铁桥 渭河 陕西 咸阳市 一级 黄河  

47 兴平 渭河 陕西 咸阳市 一级 黄河  

48 新丰镇大桥 渭河 陕西 临潼区 一级 黄河  

49 沙王渡 渭河 陕西 渭南 一级 黄河  

50 潼关吊桥 渭河 陕西 潼关县 一级 黄河 省界（陕-陕、晋）

51 长庆桥 泾河 甘肃 平凉市 二级 渭河 省界（甘-陕）

52 泾河桥 泾河 陕西 咸阳市 二级 渭河  

53 灞河口 灞河 陕西 灞桥区 二级 渭河  

54 王谦村 北洛河 陕西 大荔县 二级 渭河  

55 洛河大桥 洛河 河南 卢氏县城 一级 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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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56 高崖寨 洛河 河南 高新区 一级 黄河  

57 龙门大桥 伊河 河南 伊川县 二级 洛河  

58 七里铺 伊洛河 河南 巩义市 一级 黄河 入河口 

59 沁河渠首 沁河 河南 焦作市 一级 黄河 支流汇入口 

60 拴驴泉 沁河 山西 晋城市 一级 黄河 省界（晋-豫）

61 博爱青天河村 丹河 河南 博爱县 二级 沁河 省界（晋-豫）

 

3、珠江流域 

珠江流域原有国控断面 33 个，调整后为 54 个断面，其中，保

留 23 个，新增 31 个，取消 10 个；珠江流域共监测 32 条河流，主

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和海南等省（自治区）。 

表 6  珠江流域监测断面各省分布表 

珠江流域 原有国控断面数 保留 新增 取消 位置移动 调整后国控断面数

云南 1 1 3 0 0 4 

贵州 5 4 0 1 0 4 

广西 14 10 7 3 0 17 

广东 9 5 14 4 0 19 

海南 4 2 8 2 0 10 

合  计 33 22 32 10 0 54 

 

 

表 7  珠江流域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花山水库出口 南盘江 云南 曲靖市 干流 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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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2 禄丰村 南盘江 云南 昆明市 干流 南海  

3 盘溪大桥 南盘江 云南 华宁县 干流 南海  

4 三江口 南盘江 贵州 黔西南州 干流 南海 省界（云-黔）

5 六排 红水河 广西 河池市 干流 南海 省界（黔-桂）

6 石嘴 浔江 广西 贵港市 干流 南海  

7 武林 浔江 广西 贵港市 干流 南海  

8 封开城上 西江 广东 肇庆市 干流 南海 省界（桂-粤）

9 六都水厂上游 西江 广东 云浮市 干流 南海  

10 古劳 西江 广东 佛山市 干流 南海  

11 莲花山 珠江 广东 番禺区 干流 南海 入海口 

12 孟洲坝电站 北江 广东 韶关市 干流 南海  

13 七星岗 北江 广东 清远市 干流 南海  

14 龙川城铁路桥 东江 广东 龙川县 干流 南海  

15 东岸 东江 广东 东莞市 干流 南海  

16 全禄水厂 磨刀门水道 广东 中山市 干流 南海  

17 蕉门 蕉门水道 广东 广州市 干流 南海 入海口 

18 洪奇沥 洪奇门水道 广东 广州市 干流 南海 入海口 

19 民生 北仑河 广西 防城港市 干流 北部湾 国界（中、越）

20 狗尾濑 北仑河 广西 防城港市 干流 北部湾 国界（中、越）

21 河口 深圳河 广东 福田区 独流入海 南海 入海口 

22 青洋山桥 练江 广东 汕头市 独流入海 南海  

23 三溪桥 武江 广东 韶关市 一级 北江 省界（湘-粤）

24 石角 九州江 广东 湛江市 二级 南海 省界（桂-粤）

25 青溪 汀江 广东 梅州 一级 韩江 省界（赣-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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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26 九甸大桥 曲江 云南 华宁县 一级 南盘江  

27 发耳 北盘江 贵州 六盘水市 一级 红水河  

28 黄果树 打帮河 贵州 安顺市 二级 北盘江  

29 从江大桥 都柳江 贵州 黔东南州 一级 柳江 省界（黔-桂）

30 露塘 柳江 广西 柳州市 一级 黔江  

31 六甲 龙江 广西 河池市 二级 柳江  

32 隘屯 难滩河 广西 百色市 三级 归春河 国界（中-越）

33 德天 归春河 广西 崇左市 三级 黑水河 国界（越-中）

34 八角电站 水口河 广西 崇左市 三级 左江 国界（越-中）

35 平而关 平而河 广西 崇左市 三级 左江 国界（越-中）

36 老口 邕江 广西 南宁市 一级 郁江  

37 南岸 郁江 广西 南宁市 一级 浔江  

38 巴营 右江 广西 百色市 二级 邕江  

39 大河 漓江 广西 桂林市 一级 桂江  

40 阳朔 漓江 广西 桂林市 一级 桂江  

41 石咀 桂江 广西 梧州市 一级 浔江  

42 白沙街 贺江 广东 肇庆市 一级 西江 省界（桂-粤）

43 兴宁电站 寻乌水 广东 河源市 一级 东江 省界（赣-粤）

44 庙咀里 定南江 广东 河源市 一级 东江 省界（赣-粤）

45 龙江 万泉河 海南 琼海市 干流 南海  

46 汀洲 万泉河 海南 琼海市 干流 南海 入海口 

47 山口 南渡江 海南 澄迈县 干流 北部湾  

48 后黎村 南渡江 海南 澄迈县 干流 北部湾  

49 龙塘 南渡江 海南 海口市 干流 北部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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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50 儒房 南渡江 海南 美兰区 干流 北部湾 入海口 

51 乐中 昌化江 海南 乐东县 干流 北部湾  

52 跨界桥 昌化江 海南 乐东县 干流 北部湾  

53 大风 昌化江 海南 昌江县 干流 北部湾 入海口 

54 叉河口 石碌河 海南 昌江县 一级 昌化江 入江口 

 

4、松花江流域 

松花江流域原有国控河流监测断面 42 个，调整后为 88 个，其

中，保留 36 个，取消 3 个，位置移动 3个，新增 49 个，监测 35 条

河流。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及吉林省（区），详见表 8。 

松花江流域中：松花江水系原有 26 个断面，调整后为 50 个，

其中，保留 21 个，新增 27 个，位置移动 2 个。黑龙江水系原有

11 个断面，调整后为 30 个，其中，保留 10 个，取消 1 个，新增

19 个，位置移动 1 个。图们江水系原有 5 个断面，调整后为 6 个，

其中保留 5 个，新增 1 个。绥芬河新增 1 个断面。哈拉哈河新增 1

个断面。 

表 8  松花江流域监测断面各省分布表 

省份 原有断面数 保留 新增 位置移动 取消 调整后断面数

黑龙江 20 18 32 1 1 51 

吉林 14 11 7 2 1 20 

内蒙古 8 7 10 0 1 17 

合  计 42 36 49 3 3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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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松花江流域各水系监测断面分布表 

主要水系 原有断面数 保留 新增 位置移动 取消 调整后断面数 

松花江 26 21 27 2 0 50 

黑龙江 11 10 19 1 1 30 

图们江 5 5 1 0 0 6 

绥芬河 0 0 1 0 0 1 

哈拉哈河 0 0 1 0 0 1 

合  计 42 36 49 3 1 88 

 

表 10   松花江流域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北极村 黑龙江 黑龙江
大兴安岭

地区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2 呼玛上 黑龙江 黑龙江
大兴安岭

地区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3 黑河上 黑龙江 黑龙江 黑河市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4 黑河下 黑龙江 黑龙江 黑河市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5 嘉荫 黑龙江 黑龙江 伊春市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6 名山 黑龙江 黑龙江 鹤岗市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7 松花江口上 黑龙江 黑龙江 同江市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8 松花江口下 黑龙江 黑龙江 同江市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9 抚远 黑龙江 黑龙江 抚远县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10 嘎洛托 额尔古纳河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11 黑山头 额尔古纳河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12 室韦 额尔古纳河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13 伊木河 额尔古纳河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干流 鄂霍次克海 国界（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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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4 莫日根乌拉 克鲁伦河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一级 达赉湖 国界（蒙-中）

15 八号牧场 海拉尔河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一级 额尔古纳河   

16 陶海 海拉尔河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一级 额尔古纳河   

17 嵯岗 海拉尔河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一级 额尔古纳河 入河口 

18 根河口内 根河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一级 额尔古纳河 入河口 

19 塔河大桥 呼玛河 黑龙江
大兴安岭

地区 
一级 黑龙江   

20 呼玛河口内 呼玛河 黑龙江
大兴安岭

地区 
一级 黑龙江 入河口 

21 西双河大桥 逊别拉河 黑龙江 黑河市 一级 黑龙江 入河口 

22 虎头上 乌苏里江 黑龙江 虎林市 一级 黑龙江 国界（中、俄）

23 饶河上 乌苏里江 黑龙江 双鸭山市 一级 黑龙江 国界（中、俄）

24 乌苏镇 乌苏里江 黑龙江 抚远县 一级 黑龙江 国界（中、俄）

25 858 九队 松阿察河 黑龙江 虎林市 二级 乌苏里江   

26 碱场桥 穆棱河 黑龙江 鸡西市 二级 乌苏里江   

27 知一桥 穆棱河 黑龙江 密山市 二级 乌苏里江   

28 穆棱河口内 穆棱河 黑龙江 虎林市 二级 乌苏里江 入河口 

29 宝清大桥 挠力河 黑龙江 双鸭山市 二级 乌苏里江   

30 挠力河口内 挠力河 黑龙江 双鸭山市 二级 乌苏里江 入河口 

31 崇善 图们江 吉林 延边州 干流 日本海 国界（中、朝）

32 南坪 图们江 吉林 延边州 干流 日本海 国界（中、朝）

33 开山屯下 图们江 吉林 延边州 干流 日本海 国界（中、朝）

34 图们 图们江 吉林 延边州 干流 日本海 国界（中、朝）

35 河东 图们江 吉林 延边州 干流 日本海 国界（中、朝）

36 圈河 图们江 吉林 延边州 干流 日本海 国界（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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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37 三岔口 绥芬河 黑龙江 牡丹江市 干流 日本海 国界（中－俄）

38 瀑布下 松花江 吉林 白山市 干流 松花湖   

39 白山大桥 松花江 吉林 白山市 干流 松花湖   

40 墙缝 松花江 吉林 吉林市 干流 松花湖   

41 兰旗大桥 松花江 吉林 吉林市 干流 黑龙江   

42 白旗 松花江 吉林 吉林市 干流 黑龙江   

43 松花江村 松花江 吉林 长春市 干流 黑龙江   

44 宁江 松花江 吉林 松原市 干流 黑龙江   

45 松林 松花江 吉林 松原市 干流 黑龙江 省界（吉-吉、黑）

46 肇源 松花江 黑龙江 肇源县 干流 黑龙江 省界（吉-黑）

47 朱顺屯 松花江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干流 黑龙江   

48 大顶子山 松花江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干流 黑龙江   

49 摆渡镇 松花江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干流 黑龙江   

50 佳木斯上 松花江 黑龙江 佳木斯市 干流 黑龙江   

51 佳木斯下 松花江 黑龙江 佳木斯市 干流 黑龙江   

52 江南屯 松花江 黑龙江 佳木斯市 干流 黑龙江   

53 同江 松花江 黑龙江 同江市 干流 黑龙江 入河口 

54 博霍头 嫩江 黑龙江 黑河市 一级 松花江   

55 繁荣村 嫩江 黑龙江 讷河市 一级 松花江   

56 讷莫尔河口上 嫩江 内蒙古 莫力达瓦旗 一级 松花江 界河（蒙-黑）

57 拉哈 嫩江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一级 松花江   

58 浏园 嫩江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一级 松花江   

59 江桥 嫩江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一级 松花江   

60 白沙滩 嫩江 吉林 白城市 一级 松花江 省界（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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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61 嫩江口内 嫩江 黑龙江 肇源县 一级 松花江   

62 福兴 辉发河 吉林 吉林市 一级 松花江 入河口 

63 兴盛乡 拉林河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一级 松花江 省界（黑-吉）

64 苗家 拉林河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一级 松花江 入河口 

65 靠山南楼 饮马河 吉林 长春市 一级 松花江 入河口 

66 讷谟尔河口 讷谟尔河 黑龙江 讷河市 二级 嫩江   

67 新立城大坝 伊通河 吉林 长春市 二级 饮马河   

68 杨家崴子 伊通河 吉林 长春市 二级 饮马河   

69 阿什河口内 阿什河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一级 松花江 入河口 

70 呼兰河口内 呼兰河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一级 松花江 入河口 

71 大山 牡丹江 吉林 延边州 一级 镜泊湖 省界（吉-黑）

72 海浪 牡丹江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一级 松花江   

73 柴河铁路桥 牡丹江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一级 松花江   

74 牡丹江口内 牡丹江 黑龙江 依兰县 一级 松花江 入河口 

75 倭肯河口内 倭肯河 黑龙江 依兰县 一级 松花江   

76 梧桐河口内 梧桐河 黑龙江 佳木斯市 一级 松花江   

77 苗圃 汤旺河 黑龙江 伊春市 一级 松花江   

78 友好 汤旺河 黑龙江 伊春市 一级 松花江   

79 汤旺河口内 汤旺河 黑龙江 佳木斯市 一级 松花江 入河口 

80 滚兔岭 安邦河 黑龙江 双鸭山市 一级 松花江   

81 李屯 甘河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二级 嫩江 省界（蒙-黑）

82 查哈阳乡 诺敏河 黑龙江 讷河市 二级 嫩江 省界（蒙-黑）

83 新发 阿伦河 内蒙古 阿荣旗 二级 嫩江 省界（蒙-黑）

84 音河水库 音河 黑龙江 甘南县 二级 嫩江 省界（蒙-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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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85 成吉思汗 雅鲁河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二级 嫩江 省界（蒙-黑）

86 绰尔河口 绰尔河 内蒙古 扎旗 二级 嫩江 省界（蒙-黑）

87 斯力很 洮儿河 内蒙古 兴安盟 二级 嫩江 省界（蒙-吉）

88 大山矿 哈拉哈河 内蒙古 兴安盟 二级 贝尔湖 国界（中-蒙）

 

5、淮河流域 

淮河流域原有国控断面 86 个，共监测 60 条河流。调整后淮河

流域共布设 95 个断面，其中原有保留 48 个，新增 41 个，取消 32

个，位置移动 6个，共监测 63 条河流。 

表 11  淮河流域监测断面各省分布表 

淮河流域 原有断面数 原有保留 新增 取消 位置移动 调整后 

河南 20 13 8 7 0 21 

安徽 33 14 11 17 2 27 

山东 18 9 16 5 4 29 

江苏 15 11 6 3 0 18 

合  计 86 48 41 32 6 95 

 
表 12  淮河流域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长台关甘岸桥 淮河 河南 信阳市 干流 洪泽湖  

2 息县大埠口 淮河 河南 信阳市 干流 洪泽湖  

3 淮滨水文站 淮河 河南 信阳市 干流 洪泽湖 省界（豫-皖）

4 王家坝 淮河 安徽 阜阳市 干流 洪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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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5 鲁台孜 淮河 安徽 淮南市 干流 洪泽湖  

6 石头埠 淮河 安徽 淮南市 干流 洪泽湖  

7 蚌埠闸上 淮河 安徽 蚌埠市 干流 洪泽湖  

8 沫河口 淮河 安徽 蚌埠市 干流 洪泽湖  

9 小柳巷 淮河 安徽 滁州市 干流 洪泽湖 省界（皖-苏）

10 盱眙淮河大桥 淮河 江苏 盱眙县 干流 洪泽湖  

11 琵琶山桥 浉河 河南 信阳市 一级 淮河 入河口 

12 潢川水文站 潢河 河南 信阳市 一级 淮河 入河口 

13 固始李畈 史河 河南 信阳市 一级 淮河 省界（皖-豫）

14 蒋集水文站 史灌河 河南 信阳市 一级 淮河 省界（豫-皖）

15 工农兵大桥 沣河 安徽 六安市 一级 淮河 入河口 

16 大店岗 淠河 安徽 寿县 一级 淮河 入河口 

17 五里闸 东淝河 安徽 六安市 一级 淮河  

18 公路桥 池河 安徽 滁州市 一级 淮河  

19 西平杨庄 洪河 河南 驻马店市 一级 淮河  

20 新蔡班台 洪河 河南 驻马店市 一级 淮河 省界（豫-皖）

21 沙口 汝河 河南 驻马店市 二级 洪河 入河口 

22 大陈闸 北汝河 河南 平顶山市 二级 颍河 入河口 

23 西华程湾 沙河 河南 漯河市 二级 颍河 入河口 

24 三里桥 澧河 河南 漯河市 三级 沙河  

25 白沙水库 颍河 河南 许昌市 一级 淮河  

26 临颍吴刘闸 颍河 河南 临颍县 一级 淮河  

27 康店 颍河 河南 周口市 一级 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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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28 界首七渡口 颍河 安徽 阜阳市 一级 淮河 省界（豫-皖）

29 槐店闸 颍河 河南 周口市 一级 淮河  

30 阜阳段下 颍河 安徽 阜阳市 一级 淮河  

31 杨湖 颍河 安徽 阜阳市 一级 淮河  

32 西华大王庄 贾鲁河 河南 周口市 二级 颍河 入河口 

33 许庄 泉河 安徽 阜阳市 二级 颍河 省界（豫-皖）

34 张大桥 黑茨河 安徽 阜阳市 二级 茨淮新河 省界（豫-皖）

35 西淝河闸下 西淝河 安徽 淮南市 一级 淮河 入河口 

36 邸阁 涡河 河南 开封市 一级 淮河  

37 亳州 涡河 安徽 亳州市 一级 淮河 省界（豫-皖）

38 岳坊大桥 涡河 安徽 亳州市 一级 淮河  

39 龙亢 涡河 安徽 蚌埠市 一级 洪泽湖  

40 刘寨村后 惠济河 安徽 亳州市 二级 涡河 省界（豫-皖）

41 包公庙 大沙河 河南 商丘市 二级 涡河 省界（豫-皖）

42 颜集 包河 安徽 亳州市 二级 浍河 省界（豫-皖）

43 黄口 浍河 河南 商丘市 一级 淮河 省界（豫-皖）

44 临涣集 浍河 安徽 淮北市 一级 淮河  

45 蚌埠固镇 浍河 安徽 蚌埠市 一级 淮河  

46 小王桥 沱河 安徽 淮北市 一级 淮河 省界（豫-皖）

47 关咀 沱河 安徽 蚌埠市 一级 淮河  

48 团结闸 新汴河 江苏 泗洪县 一级 洪泽湖 省界（皖-苏）

49 黄桥 奎河 江苏 铜山县 二级 新濉河 省界（苏-皖）

50 五河 怀洪新河 安徽 蚌埠市 一级 淮河  

51 天长化工厂 白塔河 安徽 滁州市 一级 高邮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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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52 大屈 新濉河 江苏 泗洪县 一级 洪泽湖 省界（皖-苏）

53 蔺家坝 京杭运河 江苏 铜山县 一级 京杭运河  

54 马陵翻水站 京杭运河 江苏 宿城区 一级 钱塘江  

55 宝应船闸 京杭运河 江苏 宝应县 一级 长江  

56 槐泗河口 京杭运河 江苏 扬州市 一级 长江  

57 台儿庄大桥 韩庄运河 山东 枣庄市 一级 南四湖 省界（鲁-苏）

58 李集 梁济运河 山东 济宁市 一级 南四湖 入湖口 

59 临沂北大桥 沂河 山东 临沂市 一级 骆马湖  

60 港上桥 沂河 江苏 徐州市 一级 骆马湖 省界（鲁-苏）

61 兖州南大桥 泗河 山东 济宁市 一级 南四湖  

62 尹沟 泗河 山东 济宁市 二级 南四湖 入湖口 

63 道口 沭河 山东 临沂市 一级   

64 李庄 沭河 江苏 徐州市 一级 新沂河 省界（鲁-苏）

65 西姚 东渔河 山东 济宁市 二级 南四湖 入湖口 

66 入湖口 西支河 山东 济宁市 二级 南四湖 入湖口 

67 于楼 洙赵新河 山东 菏泽市 二级 南四湖  

68 东石佛 光府河 山东 济宁市 二级 南四湖 入湖口 

69 群乐桥 城郭河 山东 枣庄市 二级 京杭运河  

70 李集桥 沿河 江苏 沛县 二级 南四湖 省界（苏-鲁）

71 东偏泓 邳苍分洪道 山东 临沂市 二级 中运河 省界（鲁-苏）

72 大兴桥 新沭河 山东 临沂市 二级 石梁河水库 省界（鲁-苏）

73 艾山西大桥 西偏泓 江苏 邳州市 二级 京杭运河 省界（鲁-苏）

74 捷庄 白马河 山东 临沂市 二级 骆马湖 省界（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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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75 沙沟桥 沙沟河 山东 临沂市 二级 中运河 省界（鲁-苏）

76 310 公路桥 武河 山东 临沂市 二级 中运河 省界（鲁-苏）

77 张庄 新沂河 江苏 沭阳县 二级 黄海  

78 朱码闸 盐河 江苏 淮安市 二级 京杭运河  

79 新洋港闸 新洋港 江苏 盐城市 独流入海 黄海 入海口 

80 临洪闸 蔷薇河 江苏 南通市 独流入海 黄海 入海口 

81 东安闸桥西 如泰运河 江苏 连云港市 独流入海 黄海 入海口 

82 渠北闸 
苏北灌溉

总渠 
江苏 楚州区 一级 黄海  

83 王台大桥 大汶河 山东 泰安市 二级 东平湖  

84 斜拉桥 大沽河 山东 青岛市 一级 黄海 入海口 

85 辛丰庄 小清河 山东 济南市 一级 黄海 入海口 

86 羊口 小清河 山东 潍坊市 一级 黄海 入海口 

87 三岔 小清河 山东 东营市 一级 黄海 入海口 

88 105 公路桥 洙水河 山东 菏泽市 二级 南四湖 入湖口 

89 高河桥 老万福河 山东 菏泽市 二级 京杭运河  

90 马楼 白马河 山东 济宁市 二级 南四湖 入湖口 

91 西石佛 老运河 山东 济宁市 二级 南四湖 入湖口 

92 老运河微山段 老运河 山东 济宁市 二级 南四湖  

93 林子 东偏泓 山东 枣庄市 二级 中运河  

94 陈桥 支脉河 山东 东营市 一级 黄海 入海口 

95 新河大闸 胶莱河 山东 青岛市 一级 黄海 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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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河流域 

海河流域原有国控断面 70 个，调整后为 64 个断面，其中，保

留 49 个，新增 14 个，取消 20 个，位置移动 1个；主要分布在河北、

天津、北京、山西、山东、河南和内蒙古等省（区、市）的 43 条河

流上。 

表 13  海河流域监测断面各省分布表 

海河流域 原有断面数 保留 新增 取消 位置移动 调整后断面数

北京 6 5 2 1 0 7 

天津 13 9 1 4 0 10 

河北 35 23 4 12 0 27 

河南 5 4 0 0 1 5 

内蒙古 0 0 1 0 0 1 

山东 9 6 3 3 0 9 

山西 2 2 3 0 0 5 

合  计 70 49 14 20 1 64 

 
表 14  海河流域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大河口 滦河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 干流 潘家口水库 省界（蒙－冀）

2 偏桥子大桥 滦河 河北 承德市 干流 潘家口水库  

3 大杖子（一） 滦河 河北 承德市 干流 潘家口水库 入库口 

4 大黑汀水库 滦河 河北 唐山市 干流 渤海  

5 大杖子(二) 柳河 河北 承德市 一级 滦河 入河口 

6 大桑园 瀑河 河北 承德市 一级 潘家口水库 入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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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7 淋河桥 淋河 天津 蓟县 二级 于桥水库 省界（冀－津）

8 黎河桥 黎河 天津 蓟县 二级 于桥水库 省界（冀－津）

9 果河桥 果河 天津 蓟县 二级 于桥水库 入库口 

10 沙河桥 沙河 天津 蓟县 三级 果河 省界（冀－津）

11 于桥水库出口 引滦入津河 天津 天津市 引水渠道 海河  

12 后城 白河 河北 张家口市 一级 密云水库 省界（冀－京）

13 古北口 潮河 北京 密云县 一级 密云水库 省界（冀－京）

14 墙子路 清水河 河北 承德市 一级 密云水库 省界（冀－京）

15 大套桥 潮白新河 天津 宝坻区 一级 海河 省界（冀－津）

16 东店 泃河 北京 平谷区 二级 蓟运河 省界（京－冀）

17 榆林庄 北运河 北京 通州区 一级 海河 省界（京-冀）

18 王家摆 北运河 河北 廊坊市 一级 海河 省界（京－冀）

19 土门楼 北运河 天津 武清区 一级 海河 省界（冀－津）

20 八号桥 永定河 河北 张家口市 一级 官厅水库 
入库口 

省界（冀－京）

21 沿河城 永定河 北京 门头沟 一级 海河 省界（冀－京）

22 塘汉公路大桥 永定新河 天津 滨海新区 独流入海 渤海 入海口 

23 册田水库出口 桑干河 山西 大同市 一级 官厅水库 省界（晋－冀）

24 温泉屯 桑干河 河北 张家口市 一级 官厅水库  

25 堡子湾 御河 山西 大同市 二级 桑干河 省界（蒙－晋）

26 左卫桥 洋河 河北 张家口市 二级 桑干河  

27 老鸦庄 清水河 河北 张家口市 三级 洋河 入河口 

28 谷家营 妫水河 北京 延庆县 二级 官厅水库 入库口 

29 大王务 龙河 河北 廊坊市 二级 永定河 省界（冀－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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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30 大沙地 拒马河 北京 房山区 二级 大清河 省界（冀－京）

31 张坊 拒马河 北京 房山区 二级 大清河 省界（京－冀）

32 码头 大石河 河北 保定市 二级 大清河 省界（京－冀）

33 南水芦 唐河 山西 大同市 二级 大清河 省界（晋－冀）

34 焦庄 府河 河北 保定市 三级 白洋淀  

35 安州 府河 河北 保定市 三级 白洋淀  

36 闫家庄大桥 滹沱河 山西 阳泉市 一级 海河 省界（晋－冀）

37 下槐镇 滹沱河 河北 石家庄市 一级 海河 入库口 

38 地都 绵河 河北 石家庄市 二级 滹沱河 省界（晋－冀）

39 艾辛庄 滏阳河 河北 邢台市 二级 子牙河  

40 阎辛庄 子牙新河 河北 沧州市 独流入海 渤海 
省界（冀－津）

入海口 

41 小河口 卫河 河南 新乡市 一级 海河  

42 南乐元村集 卫河 河南 濮阳市 一级 海河 省界（豫－冀）

43 龙王庙 卫河 河北 邯郸市 一级 海河 省界（豫－冀）

44 称勾湾 卫运河 山东 聊城市 一级 海河 省界（冀－鲁）

45 临清 卫运河 河北 邢台市 一级 海河 省界（鲁－冀）

46 第三店 南运河 山东 德州市 一级 海河 省界（鲁－冀）

47 小泊头桥 漳卫新河 山东 滨州市 独流入海 渤海 界河、入海口 

48 东宋门 岔河 河北 沧州市 二级 漳卫新河 省界（鲁－冀）

49 田龙庄 岔河 山东 德州市 二级 漳卫新河  

50 王家庄 浊漳河 山西 长治市 二级 卫河 省界（晋－冀）

51 岳城水库出口 漳河 河北 邯郸市 二级 卫河  

52 刘家庄 清漳河 河北 邯郸市 三级 漳河 省界（晋－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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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53 黄花营 淇河 河南 鹤壁市 二级 卫河  

54 修武水文站 大沙河 河南 新乡市 二级 卫河  

55 三岔口 海河 天津 天津市 干流 渤海  

56 海河大闸 海河 天津 天津市 干流 渤海 入海口 

57 大口河口 宣惠河 河北 沧州市 独流入海 渤海 入海口 

58 李家堡一 南排河 河北 黄骅市 独流入海 渤海 入海口 

59 南乐水文站 马颊河 河南 濮阳市 干流 渤海 省界（豫－冀）

60 胜利桥 马颊河 山东 滨州市 干流 渤海 入海口 

61 毕屯 徒骇河 山东 聊城市 干流 渤海 省界（豫－鲁）

62 夏口 徒骇河 山东 济南市 干流 渤海  

63 前油坊 徒骇河 山东 德州市 干流 渤海  

64 富国 徒骇河 山东 滨州市 干流 渤海 入海口 

 

7、辽河流域 

辽河流域原有国控断面 38 个，调整后为 55 个断面，其中，保

留 30 个，取消 8 个，新增 25 个，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吉林省和辽

宁省（区）的 19 条河流。 

辽河流域中：辽河水系原有断面 29 个，保留 22 个，取消 7 个，

新增 14 个，调整后为 36 个；大凌河水系原有断面 3 个，保留 2个，

取消 1 个，新增 3 个，调整后为 5 个；鸭绿江水系原有断面 6 个，

保留 6个，新增 8 个，调整后为 1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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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辽河流域监测断面各省分布表 

省份 原有断面 保留 新增 取消 位置移动 调整后 

内蒙古 8 5 0 3 0 5 

吉林 8 6 11 2 0 17 

辽宁 22 19 14 3 0 33 

合  计 38 30 25 8 0 55 

 

 

表 16   辽河流域各水系监测断面分布表 

水  系 原有断面 保留 新增 取消 位置移动 调整后 

辽河水系 29 22 14 7 0 36 

大凌河水系 3 2 3 1 0 5 

鸭绿江水系 6 6 8 0 0 14 

合  计 38 30 25 8 0 55 

 

 

表 17  辽河水系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甸子 老哈河 内蒙古 赤峰市 干流 渤海  

2 东山湾 老哈河 内蒙古 赤峰市 干流 渤海  

3 苏家堡 西辽河 内蒙古 通辽市 干流 渤海  

4 西辽河大桥 西辽河 吉林 四平市 干流 渤海 省界（蒙－吉）

5 二道河子 西辽河 内蒙古 通辽市 干流 渤海 省界（吉－蒙）

6 辽河源 东辽河 吉林 辽源市 干流 渤海  

7 
河清（入二龙

山水库） 
东辽河 吉林 辽源市 干流 渤海  

8 城子上 东辽河 吉林 四平市 干流 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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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9 四双大桥 东辽河 吉林 双辽市 干流 渤海 省界（吉-辽）

10 福德店 辽河 辽宁 铁岭市 干流 渤海 省界（蒙－辽）

11 珠尔山 辽河 辽宁 铁岭市 干流 渤海  

12 红庙子 辽河 辽宁 沈阳市 干流 渤海  

13 兴安 辽河 辽宁 盘锦市 干流 渤海  

14 赵圈河 辽河 辽宁 盘锦市 干流 渤海 入海口 

15 清辽 清河 辽宁 铁岭市 一级 辽河  

16 黄河子 汎河 辽宁 铁岭市 一级 辽河  

17 海日苏 西拉沐沦河 内蒙古 赤峰市 一级 辽河  

18 六家子 招苏台河 吉林 四平市 一级 辽河 省界（吉－辽）

19 通江口 招苏台河 辽宁 铁岭市 一级 辽河 入河口 

20 林家 条子河 吉林 四平市 二级 招苏台河 省界（吉－辽）

21 阿及堡 浑河 辽宁 抚顺市 干流 大辽河  

22 大伙房水库 浑河 辽宁 抚顺市 干流 大辽河  

23 戈布桥 浑河 辽宁 抚顺市 干流 大辽河  

24 东陵大桥 浑河 辽宁 沈阳市 干流 大辽河  

25 砂山 浑河 辽宁 沈阳市 干流 大辽河  

26 于家房 浑河 辽宁 沈阳市 干流 大辽河  

27 曹仲屯 白塔堡河 辽宁 沈阳市 一级 浑河  

28 蒲河沿 蒲河 辽宁 沈阳市 一级 浑河  

29 于台 细河 辽宁 沈阳市 一级 浑河  

30 三岔河 大辽河 辽宁 盘锦市 干流 渤海  

31 辽河公园 大辽河 辽宁 营口市 干流 渤海 入海口 

32 老官砬子 太子河 辽宁 本溪市 一级 大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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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33 兴安 1 太子河 辽宁 本溪市 一级 大辽河  

34 参窝坝下 太子河 辽宁 辽阳市 一级 大辽河  

35 下口子 太子河 辽宁 辽阳市 一级 大辽河  

36 小姐庙 太子河 辽宁 鞍山市 一级 大辽河 入河口 

 

 

表 18  大凌河水系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南大桥 大凌河 辽宁 朝阳市 独流入海 渤海  

2 章吉营 大凌河 辽宁 朝阳市 独流入海 渤海  

3 王家沟 大凌河 辽宁 锦州市 独流入海 渤海  

4 西八千 大凌河 辽宁 锦州市 独流入海 渤海 入海口 

5 高台子 西细河 辽宁 阜新市 一级 大凌河  

 

 

表 19  鸭绿江水系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二十三道沟 鸭绿江 吉林 长白县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 

2 鸠谷 鸭绿江 吉林 长白县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 

3 葫芦套 鸭绿江 吉林 临江市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 

4 云峰 鸭绿江 吉林 集安市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 

5 太王 鸭绿江 吉林 集安市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 

6 水文站 鸭绿江 吉林 集安市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 

7 太平江口 鸭绿江 吉林 集安市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 

8 老虎哨 鸭绿江 吉林 集安市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省

界（吉－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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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9 荒沟 鸭绿江 辽宁 丹东市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 

10 江桥 鸭绿江 辽宁 丹东市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 

11 文安 鸭绿江 辽宁 丹东市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 

12 厦子沟 鸭绿江 辽宁 丹东市 干流 黄海 国界（中、朝） 

13 大阳岔 浑江 吉林 白山市 一级 鸭绿江  

14 民主 浑江 吉林 通化市 一级 鸭绿江 省界（吉－辽） 

 

8、太湖流域 

太湖流域原有国控断面（点位）110 个，调整后为 54 个，其中，

保留 40 个，取消 66 个，位置移动 4个，新增 10 个。 

太湖湖体原有国控点位 21 个，调整后为 20 个，其中，保留 7

个，取消 10 个，位置移动 4个，新增 9个，主要分布在江苏省。 

环湖河流原有国控断面 89 个，调整后 28 条主要环湖河流设置

34 个断面，其中，保留 33 个，取消 56 个，新增 1 个。调整后，18

条主要出入湖河流设置 18 个断面，京杭运河江南运河段设置 7 个断

面，其他 8 条重要环湖河流设置 9 个断面，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

省。 

表 20   太湖流域国控监测断面（点位）调整情况表 

太湖流域 原有 保留 取消 新增 位置移动 调整后 

湖体 21 7 10 9 4 20 

环湖河流 89 33 56 1 0 34 

合  计 110 40 66 10 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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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太湖流域国控监测断面（点位）分省调整情况表 

太湖流域 原有 保留 取消 新增 位置移动 调整后 

江苏 93 29 60 9 4 42 

浙江 16 11 5 1 0 12 

上海 1 0 1 0 0 0 

合  计 110 40 66 10 4 54 

 

 

表 22  太湖流域湖体国控监测点位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湖泊 省份 所在地区 断面属性 所属湖区 

1 五里湖心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北部沿岸区 

2 梅梁湖心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北部沿岸区 

3 拖山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北部沿岸区 

4 锡东水厂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北部沿岸区 

5 沙渚南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北部沿岸区 

6 竺山湖心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西部沿岸区 

7 大浦口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西部沿岸区 

8 兰山嘴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西部沿岸区 

9 漫山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东部沿岸区 

10 胥湖心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东部沿岸区 

11 泽山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东部沿岸区 

12 新塘港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南部沿岸区 

13 小梅口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南部沿岸区 

14 漾西港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南部沿岸区 

15 椒山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湖心区 

16 乌龟山南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湖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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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湖泊 省份 所在地区 断面属性 所属湖区 

17 平台山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湖心区 

18 大雷山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湖心区 

19 西山西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湖心区 

20 十四号灯标 太湖 江苏 无锡市 湖体 湖心区 

 

 

表 23  太湖环湖河流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湖泊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乌溪港桥 乌溪河 江苏 无锡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2 大浦港 大浦港 江苏 无锡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3 陈东桥 陈东港 江苏 无锡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4 洪巷桥 洪巷港 江苏 无锡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5 殷村港 殷村港 江苏 无锡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6 百渎港 百渎港 江苏 无锡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7 黄埝桥 太滆运河 江苏 常州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8 姚巷桥 武进港 江苏 常州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9 蠡桥 梁溪河 江苏 无锡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10 312 国道桥 望虞河 江苏 相城区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11 虎山桥 浒光河 江苏 吴中区 出、入湖河流 太湖 出、入湖口

12 航管站 胥江 江苏 吴中区 出湖河流 太湖 出湖口 

13 越溪桥 苏东河 江苏 吴中区 出湖河流 太湖 出湖口 

14 太浦闸 太浦河 江苏 吴江市 出湖河流 太湖 出湖口 

15 大钱 东苕溪 浙江 湖州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16 新港口 西苕溪 浙江 湖州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17 新塘 长兴港 浙江 湖州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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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湖泊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8 合溪 合溪新港 浙江 湖州市 入湖河流 太湖 入湖口 

19 辛丰镇 京杭运河 江苏 镇江市 干流   

20 吕城 京杭运河 江苏 丹阳市 干流   

21 连江桥 京杭运河 江苏 常州市 干流   

22 五牧 京杭运河 江苏 无锡市 干流   

23 望亭上游 京杭运河 江苏 苏州市 干流   

24 王江泾 京杭运河 浙江 嘉兴市 干流  省界（苏-浙）

25 
五杭运河

大桥 
京杭运河 浙江 杭州市 干流   

26 赵屯 吴淞江 江苏 昆山市 环湖河流 苏州河 省界（苏-沪）

27 朱厍港大桥 朱厍港 江苏 苏州市 环湖河流 淀山湖 省界（苏-沪）

28 千灯浦口 千灯浦 江苏 苏州市 环湖河流 淀山湖 省界（苏-沪）

29 南浔 荻塘 浙江 湖州市 环湖河流 京杭运河 省界（浙-苏）

30 乌镇北 澜溪塘 浙江 嘉兴市 环湖河流 京杭运河 省界（浙-苏）

31 红旗塘大坝 红旗塘 浙江 嘉兴市 环湖河流 黄浦江 省界（浙-沪）

32 青阳汇 上海塘 浙江 嘉兴市 环湖河流 黄浦江 省界（浙-沪）

33 小新村 广陈塘 浙江 嘉兴市 环湖河流 黄浦江 省界（浙-沪）

34 枫南大桥 枫泾塘 浙江 嘉兴市 环湖河流 黄浦江 省界（浙-沪）

 

9、巢湖流域 

巢湖流域中，湖体原有国控点位 12 个，调整后在为 8 个，其中，

保留 5个，取消 7 个，新增 3个。 

巢湖环湖河流原有国控断面 12 个，调整后在 9条河流上设置 11

个断面，其中，保留 9个，取消 3个，新增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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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巢湖流域监测断面（点位）调整情况 

巢湖流域 原有断面（点位）数 保留 新增 取消 位置移动 调整后 

湖体 12 5 3 7 0 8 

环湖河流 12 9 2 3 0 11 

合  计 24 14 5 10 0 19 

 

 

表 25  巢湖湖体国控监测点位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所在地区 断面原级别 断面类别 断面属性 

1 新河入湖区 西半湖 肥西县 国控 控制 湖体 

2 西半湖湖心 西半湖 肥西县 国控 控制 湖体 

3 湖滨 西半湖 肥西县 — 控制 湖体 

4 巢湖船厂 东半湖 巢湖市 国控 控制 湖体 

5 东半湖湖心 东半湖 巢湖市 国控 控制 湖体 

6 兆河入湖区 东半湖 庐江县 国控 控制 湖体 

7 忠庙 东半湖 巢湖市 — 控制 湖体 

8 黄麓 东半湖 巢湖市 — 控制 湖体 

 

 

表 26  巢湖环湖河流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级别 汇入水体 断面属性 

1 施口 南淝河 包河区 一级 巢湖 入湖口 

2 希望桥 十五里河 包河区 一级 巢湖 入湖口 

3 肥西化肥厂下 派河 肥西县 一级 巢湖 入湖口 

4 三河镇大桥 丰乐河 肥西县 二级 杭埠河 入河口 

5 三河镇新大桥 杭埠河 肥西县 一级 巢湖  

6 北闸渡口 杭埠河 肥西县 一级 巢湖 入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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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级别 汇入水体 断面属性 

7 石堆渡口 白石天河 肥西县 一级 巢湖 入湖口 

8 入湖口渡口 兆河 庐江县 一级 巢湖 入湖口 

9 柘皋大桥 柘皋河 巢湖市 一级 巢湖 入湖口 

10 三胜大队渡口 裕溪河 巢湖市 一级 巢湖 入湖口 

11 裕溪口 裕溪河 和县 一级 长江 出湖口 

 

10、滇池流域 

滇池流域中，湖体原有国控点位 11 个，调整后为 10 个断面，

其中，保留 10 个，取消 1 个，无新增断面。 

滇池环湖河流原有国控断面 8个，调整后在 16 条河流上设置 16

个断面，其中，保留 6个，取消 2个，新增 10 个。 

表 27  滇池流域监测断面（点位）调整情况 

滇池流域 原有断面数 保留 新增 取消 位置移动 调整后断面数

湖体 11 10 0 1 0 10 

环湖河流 8 6 10 2 0 16 

合  计 19 16 10 3 0 26 

 

 

表 28  滇池湖体国控监测点位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所在地区 断面属性 

1 草海中心 草海 昆明市 湖体 

2 断桥 草海 昆明市 湖体 

3 灰湾中 外海 昆明市 湖体 

4 罗家营 外海 昆明市 湖体 

5 观音山东 外海 昆明市 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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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所在地区 断面属性 

6 观音山中 外海 昆明市 湖体 

7 观音山西 外海 昆明市 湖体 

8 白鱼口 外海 昆明市 湖体 

9 海口西 外海 昆明市 湖体 

10 滇池南 外海 昆明市 湖体 

 

 

表 29  滇池环湖河流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级别 汇入水体 断面属性

1 严家村桥 盘龙江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2 积善村桥 新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3 宝丰村 宝象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4 江尾下闸 洛龙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5 牛恋乡 柴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6 东大河入湖口 东大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7 积下村（积中村） 老运粮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8 范家村新二桥 海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9 小古城桥（回龙村） 马料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10 昆阳码头 中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11 明波村 乌龙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12 一检站 船房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13 昆河铁路（王大桥） 金汁河 昆明市 二级 大青河  

14 篆塘河泵站 大观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15 土萝村 捞渔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16 金属筛片厂小桥 西坝河 昆明市 一级 滇池 入湖口 

注：括号内为昆明市站所用断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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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内陆诸河 

内陆诸河原有国控断面 28 个（分布在 7 条河流），调整后为 52

个（分布在 25 条河流），其中，保留 22 个，取消 6 个，新增 30 个

（国界新增 8个）。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和青海省（区）。 

表 30  内陆诸河监测断面调整情况 

省  份 原有断面数 原有保留 新增 取消（降为省控） 位置移动 调整后断面数

新疆 24 18 29 6 0 47 

甘肃 4 4 0 0 0 4 

青海 0 0 1 0 0 1 

合  计 28 22 30 6 0 52 

 

 

表 31  内陆诸河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泊、海洋） 
断面属性 

1 昭苏解放桥 特克斯河 新疆 昭苏县  巴尔喀什湖 国界（哈－中）

2 科布大桥 特克斯河 新疆 特克斯县  巴尔喀什湖  

3 龙口大桥 特克斯河 新疆 巩留县  巴尔喀什湖  

4 雅马渡大桥 伊犁河 新疆 伊宁县  巴尔喀什湖  

5 英牙儿乡 伊犁河 新疆 伊宁市  巴尔喀什湖  

6 
霍城63团伊犁

河大桥 
伊犁河 新疆 霍城县  巴尔喀什湖 国界（中－哈）

7 羊场大桥 巩乃斯河 新疆 新源县  伊犁河 入河口 

8 喀什河大桥 喀什河 新疆 伊宁县  伊犁河 入河口 

9 卡库汇合口 额尔齐斯河 新疆 富蕴县  北冰洋  

10 富蕴大桥 额尔齐斯河 新疆 富蕴县  北冰洋  

11 北屯大桥 额尔齐斯河 新疆 阿勒泰市  北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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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泊、海洋） 
断面属性 

12 布尔津水文站 额尔齐斯河 新疆 布尔津县  北冰洋  

13 额河南湾 额尔齐斯河 新疆 哈巴河县  北冰洋 国界（中－哈）

14 别列则克桥 别列则克河 新疆 哈巴河县  额尔齐斯河 国界（哈－中）

15 哈拉他什水文站 哈巴河 新疆 哈巴河县  额尔齐斯河 国界（哈－中）

16 布尔津河大桥 布尔津河 新疆 布尔津县  额尔齐斯河 入河口 

17 顶山 乌伦古河 新疆 福海县  乌伦古湖 入湖口 

18 塔克什肯 布尔根河 新疆 清河县  乌伦古河 国界（蒙－中）

19 阿拉尔 塔里木河 新疆 阿拉尔市 干流 台特马湖  

20 十四团 塔里木河 新疆 沙雅县 干流 台特马湖  

21 沙雅 塔里木河 新疆 沙雅县 干流 台特马湖  

22 轮台 塔里木河 新疆 轮台县 干流 台特马湖  

23 尉犁 塔里木河 新疆 尉犁县 干流 台特马湖  

24 哈拉布拉克 托什干河 新疆 阿合奇县  阿克苏河 国界（吉－中）

25 协合拉 昆玛力克河 新疆 温宿县  阿克苏河 国界（吉－中）

26 龙口 阿克苏河 新疆 阿克苏市  塔里木河  

27 塔里木拦河闸 阿克苏河 新疆 阿克苏市  塔里木河 入河口 

28 哈尔莫墩 开都河 新疆 和静县  博斯腾湖  

29 博湖 开都河 新疆 博湖县  博斯腾湖 入湖口 

30 汇合口 孔雀河 新疆 库尔勒市  塔里木河  

31 兰干 孔雀河 新疆 库尔勒市  塔里木河  

32 巴士拜大桥 额敏河 新疆 塔城市  阿拉湖 国界（中－哈）

33 斯木哈纳 克孜河 新疆 乌恰县  小海子水库 国界（吉－中）

34 三级电站 克孜河 新疆 疏附县  小海子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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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泊、海洋） 
断面属性 

35 十二医院 克孜河 新疆 喀什市  小海子水库  

36 卡群 叶尔羌河 新疆 莎车县  塔里木河  

37 阿瓦提镇 叶尔羌河 新疆 莎车县  塔里木河  

38 跃进桥 乌鲁木齐河 新疆 乌鲁木齐市  猛进水库  

39 英雄桥 乌鲁木齐河 新疆 乌鲁木齐市  猛进水库  

40 青年渠 乌鲁木齐河 新疆 乌鲁木齐市  猛进水库  

41 高家户桥 乌鲁木齐河 新疆 乌鲁木齐市  猛进水库  

42 红山咀 玛纳斯河 新疆 石河子市    

43 玛纳斯电厂 玛纳斯河 新疆 石河子市    

44 通古斯拉克 玉龙喀什河 新疆 和田县  和田河  

45 玉河大桥 玉龙喀什河 新疆 和田市  和田河  

46 老龙口 奎屯河 新疆 奎屯市  艾比湖  

47 黄沟二库 奎屯河 新疆 奎屯市  艾比湖 入湖口 

48 黄藏寺 黑河 青海 海北州  居延海 省界（青-甘）

49 莺落峡 黑河 甘肃 甘州区  居延海  

50 高崖水文站 黑河 甘肃 甘州区  居延海  

51 冰沟 北大河 甘肃 嘉峪关市  黑河  

52 火车站 北大河 甘肃 嘉峪关市  黑河  

 

12、西南诸河 

西南诸河原有国控断面 17 个（分布在 10 条河流），调整后为 31

个断面（分布在 17 条河流），其中，保留 15 个，新增 15 个，取消 1

个，位置移动 1个，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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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西南诸河监测断面调整情况 

西南诸河 原有断面数 保  留 新  增 位置移动 取  消 调整后断面数

西藏 6 5 5 0 1 10 

云南 11 10 10 1 0 21 

合  计 17 15 15 1 1 31 

 

 

表 33  西南诸河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色麦 雅鲁藏布江 西藏 曲水县 干流 印度洋  

2 冻萨 雅鲁藏布江 西藏 贡嘎县 干流 印度洋 国界（中-印）

3 米瑞 雅鲁藏布江 西藏 林芝镇 干流 印度洋 国界（中-印）

4 才纳 拉萨河 西藏 曲水县 一级 雅鲁藏布江  

5 达孜 拉萨河 西藏 达孜县 一级 雅鲁藏布江  

6 东嘎 堆龙河 西藏 德庆县 二级 拉萨河 入河口 

7 定结 朋曲 西藏 定结县 干流 恒河 国界（中-尼）

8 噶尔 狮泉河 西藏 噶尔县 干流 阿拉伯海 国界（中-印）

9 曲孜卡 澜沧江 西藏 芒康县 干流 南海 省界（藏-滇）

10 嘎旧 澜沧江 云南 云县 干流 南海  

11 景临桥 澜沧江 云南 临翔区 干流 南海  

12 州水文站 澜沧江 云南 西双版纳州 干流 南海  

13 勐罕渡口 澜沧江 云南 西双版纳州 干流 南海  

14 关累码头（关累） 澜沧江 云南 西双版纳州 干流 南海 国界（中-缅）

15 怒江桥 怒江 西藏 八宿县 干流 安达曼海  

16 拉甲木底桥 怒江 云南 福贡县 干流 安达曼海  

17 丙舍桥 怒江 云南 泸水县 干流 安达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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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  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8 红旗桥 怒江 云南 保山市 干流 安达曼海 国界（中-缅）

19 坝洪村 元江 云南 玉溪市 干流 北部湾  

20 龙脖渡口 红河 云南 河口县 干流 北部湾  

21 河口县医院 红河 云南 河口县 干流 北部湾 国界（中-越）

22 汇流电站 大盈江 云南 盈江县 一级 伊洛瓦底江 国界（中-缅）

23 蚂蟥堡桥 南溪河 云南 河口县 一级 红河  

24 中越桥 南溪河 云南 河口县 一级 红河 国界（中-越）

25 嘎中大桥 瑞丽江 云南 潞西市 一级 伊洛瓦底江  

26 姐告大桥 瑞丽江 云南 瑞丽县 一级 伊洛瓦底江 界河（中、缅）

27 那发 藤条江 云南 金平县 一级 红河 国界（中-越）

28 天保农场 盘龙河 云南 麻栗坡县 一级 南海 界河（中、越）

29 迭撒大桥 南畹河 云南 陇川县 二级 伊洛瓦底江 国界（中-缅）

30 土卡河 李仙江 云南 普洱市 一级 红河  

31 孟定大桥 南汀河 云南 临沧市 一级 怒江  

 

13、浙闽片河流 

浙闽片河流原有国控监测断面 32 个（分布在 18 条河流），调整

后为 45 个断面（分布在 32 条河流），其中，保留 26 个，新增 18 个，

取消 5个，位置移动 1个，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和福建省。 

表 34  浙闽片国控监测断面调整情况 

浙闽片 原有断面数 保留 新增 位置移动 取消 调整后断面数

安徽 0 0 4 0 0 4 

浙江 14 9 14 1 4 24 



 —  49  —

浙闽片 原有断面数 保留 新增 位置移动 取消 调整后断面数

福建 18 17 0 0 1 17 

合  计 32 26 18 1 5 45 

 

 

表 35   浙闽片国控监测断面设置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1 篁墩 新安江 安徽 屯溪区 干流 千岛湖 入河口 

2 街口 新安江 浙江 杭州市 一级 千岛湖 省界（皖-浙）

3 率水大桥 率江 安徽 屯溪区 一级 新安江 入河口 

4 横江大桥 横江 安徽 屯溪区 一级 新安江 入河口 

5 浦口 练江 安徽 歙县 一级 新安江 入河口 

6 浮石渡 衢江 浙江 衢州市 干流 杭州湾  

7 将军岩 兰江 浙江 兰溪市 干流 杭州湾  

8 桐庐 富春江 浙江 桐庐县 干流 杭州湾  

9 闸口 钱塘江 浙江 上城区 干流 杭州湾  

10 七堡 钱塘江 浙江 江干区 干流 杭州湾 入海口 

11 浦阳江出口 浦阳江 浙江 萧山区 一级 钱塘江 入河口 

12 长诏水库出口 新昌江 浙江 新昌县 一级 杭州湾  

13 汤曹汇合口 曹娥江 浙江 上虞市 干流 杭州湾  

14 曹娥江大闸前 曹娥江 浙江 绍兴县 干流 杭州湾 入海口 

15 三江口 甬江 浙江 江东区 干流 舟山海域  

16 游山 剡江 浙江 镇海区 干流 舟山海域 入海口 

17 溪口 奉化江 浙江 奉化市 一级 奉化江 入河口 

18 清林渡 姚江 浙江 江北区 一级 甬江 入河口 

19 老鼠屿 椒江 浙江 椒江区 干流 台州湾 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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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20 沙段 始丰溪 浙江 临海市 一级 椒江 入河口 

21 柏枝岙 永安溪 浙江 临海市 一级 椒江 入河口 

22 小旦 瓯江 浙江 鹿城区 干流 温州湾  

23 龙湾 瓯江 浙江 龙湾区 干流 温州湾 入海口 

24 均溪 龙泉溪 浙江 莲都区 干流 瓯江  

25 石门洞 大溪 浙江 青田县 干流 瓯江  

26 赵山渡 飞云江 浙江 瑞安市 干流 东海  

27 第三农业站 飞云江 浙江 瑞安市 干流 温州湾海域 入海口 

28 江口渡 鳌江 浙江 平阳县 干流 温州湾海域 入海口 

29 十里庵 闽江 福建 延平区 干流 东海  

30 闽清格洋口 闽江 福建 闽清县 干流 东海  

31 闽侯竹岐 闽江 福建 闽侯县 干流 东海  

32 闽安 闽江 福建 马尾区 干流 东海 入海口 

33 连江琯头 闽江 福建 连江县 干流 东海  

34 邵武晒口桥 富屯溪 福建 邵武市 一级 闽江 入河口 

35 建瓯七里街 建溪 福建 建瓯市 一级 闽江 入河口 

36 水汾桥 沙溪 福建 延平区 一级 闽江 入河口 

37 闽侯大樟溪口 大樟溪 福建 闽侯县 一级 闽江 入河口 

38 连江荷山渡口 敖江 福建 连江县 干流 东海 入海口 

39 八都 霍童溪 福建 宁德市 干流 东海 入海口 

40 福安赛岐 交溪 福建 福安市 干流 东海 入海口 

41 三江口 木兰溪 福建 涵江区 干流 东海 入海口 

42 鲟埔 晋江 福建 丰泽区 干流 东海 入海口 

43 华安西陂 北溪 福建 华安县 一级 九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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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省份 所在地区
所在河流

级别 

汇入河流 

（湖库、海洋） 
断面属性 

44 南靖靖城桥 西溪 福建 南靖县 一级 九龙江  

45 河口 九龙江 福建 龙海市 干流 东海 入海口 

 
14、大型淡水湖库 

大型淡水湖库原有 111 个监测点位，分布在 10 座大型湖泊、11

座大型水库、5座城市内湖。调整后大型淡水湖库共设置 168 个监测

点位,其中原有保留 73 个，取消 39 个，新增 95 个。大型淡水湖库

中：淡水湖泊共 120 个监测点位，分布在 32 座湖泊；大型水库共 48

个监测点位，分布在 27 座水库；取消原城市内湖国控监测点位。 

表 36  大型淡水湖泊国控监测点位设置表 

序号 湖库名称 点位名称 所属流域 省  份 所在地区 

1 菜子湖 菜子湖 长江 安徽 安庆市 

2 高邮湖 取水口 淮河 安徽 滁州市 

3 龙感湖 龙感湖 长江 安徽 安庆市 

4 南漪湖 东湖湖心 长江 安徽 宣城市 

5 南漪湖 西湖湖心 长江 安徽 宣城市 

6 升金湖 中心点 长江 安徽 池州市 

7 武昌湖 武昌湖 长江 安徽 安庆市 

8 瓦埠湖 瓦埠湖 淮河 安徽 淮南 

9 白洋淀 采蒲台 海河 河北 保定市 

10 白洋淀 光淀张庄 海河 河北 保定市 

11 白洋淀 南刘庄 海河 河北 保定市 

12 白洋淀 圈头 海河 河北 保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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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湖库名称 点位名称 所属流域 省  份 所在地区 

13 白洋淀 烧车淀 海河 河北 保定市 

14 镜泊湖 电视塔 松花江 黑龙江 牡丹江 

15 镜泊湖 果树场 松花江 黑龙江 牡丹江 

16 小兴凯湖 新开流 松花江 黑龙江 密山市 

17 小兴凯湖 泄洪 1 闸 松花江 黑龙江 密山市 

18 小兴凯湖 泄洪 2 闸 松花江 黑龙江 密山市 

19 兴凯湖 档壁镇 松花江 黑龙江 密山市 

20 兴凯湖 疗养院 松花江 黑龙江 密山市 

21 兴凯湖 龙王庙 松花江 黑龙江 密山市 

22 兴凯湖 中俄交界东 松花江 黑龙江 密山市 

23 兴凯湖 中俄交界中 松花江 黑龙江 密山市 

24 兴凯湖 中俄交界西 松花江 黑龙江 密山市 

25 斧头湖 江夏湖心 长江 湖北 武汉市 

26 斧头湖 咸宁湖心 长江 湖北 咸宁市 

27 洪湖 湖心 A 长江 湖北 荆州市 

28 洪湖 杨柴湖 长江 湖北 荆州市 

29 洪湖 排水闸 长江 湖北 荆州市 

30 洪湖 湖心 B 长江 湖北 荆州市 

31 梁子湖 西梁子湖湖心 长江 湖北 武汉市 

32 梁子湖 牛山湖湖心 长江 湖北 武汉市 

33 梁子湖 西梁子湖湖北 长江 湖北 武汉市 

34 梁子湖 西梁子湖湖南 长江 湖北 武汉市 

35 梁子湖 入湖口 长江 湖北 鄂州市 

36 梁子湖 湖心 长江 湖北 鄂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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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湖库名称 点位名称 所属流域 省  份 所在地区 

37 梁子湖 梁子岛水源 长江 湖北 鄂州市 

38 梁子湖 出湖口 长江 湖北 鄂州市 

39 洞庭湖 蒋家嘴 长江 湖南 常德市 

40 洞庭湖 万子湖 长江 湖南 益阳市 

41 洞庭湖 鹿角 长江 湖南 岳阳市 

42 洞庭湖 扁山 长江 湖南 岳阳市 

43 洞庭湖 东洞庭湖 长江 湖南 岳阳市 

44 洞庭湖 横岭湖 长江 湖南 岳阳市 

45 洞庭湖 南嘴 长江 湖南 益阳市 

46 洞庭湖 小河嘴 长江 湖南 益阳市 

47 洞庭湖 虞公庙 长江 湖南 岳阳市 

48 洞庭湖 岳阳楼 长江 湖南 岳阳市 

49 洞庭湖 洞庭湖出口 长江 湖南 岳阳市 

50 淀山湖 急水港 长江 上海 青浦区 

51 高邮湖 近羊湖尖 淮河 江苏 扬州市 

52 高邮湖 湖心区 淮河 江苏 扬州市 

53 洪泽湖 成河乡中 长江 江苏 淮安市 

54 洪泽湖 高良涧镇 长江 江苏 淮安市 

55 洪泽湖 蒋坝镇 长江 江苏 淮安市 

56 洪泽湖 老山乡 长江 江苏 淮安市 

57 洪泽湖 临淮乡 长江 江苏 淮安市 

58 洪泽湖 龙集乡北 长江 江苏 淮安市 

59 骆马湖 骆马湖乡 淮河 江苏 宿迁市 

60 骆马湖 三场 淮河 江苏 宿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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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阳澄湖 阳澄湖心 长江 江苏 常熟市 

62 鄱阳湖 南矶山 长江 江西 南昌市 

63 鄱阳湖 伍湖分场 长江 江西 南昌市 

64 鄱阳湖 金溪咀刘家 长江 江西 南昌市 

65 鄱阳湖 南湖村 长江 江西 南昌市 

66 鄱阳湖 吴城 长江 江西 九江市 

67 鄱阳湖 鄱阳湖出口 长江 江西 九江市 

68 鄱阳湖 三山 长江 江西 九江市 

69 鄱阳湖 星子 长江 江西 九江市 

70 鄱阳湖 老爷庙 长江 江西 九江市 

71 鄱阳湖 都昌 长江 江西 九江市 

72 鄱阳湖 蛤蟆石 长江 江西 九江市 

73 鄱阳湖 蚌湖 长江 江西 九江市 

74 鄱阳湖 莲湖 长江 江西 上饶市 

75 鄱阳湖 梅溪咀 长江 江西 上饶市 

76 鄱阳湖 余干 长江 江西 上饶市 

77 鄱阳湖 康山 长江 江西 上饶市 

78 鄱阳湖 白沙州 长江 江西 上饶市 

79 贝尔湖 贝尔湖 松花江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80 达赉湖 甘珠花 松花江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81 达赉湖 小河口 松花江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82 东平湖 湖南 淮河 山东 泰安市 

83 东平湖 湖北 淮河 山东 泰安市 

84 南四湖 前白口 淮河 山东 济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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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南四湖 南阳 淮河 山东 济宁市 

86 南四湖 二级坝 淮河 山东 济宁市 

87 南四湖 大捐 淮河 山东 济宁市 

88 南四湖 岛东 淮河 山东 济宁市 

89 班公错 日土 西南诸河 西藏 阿里地区 

90 博斯腾湖 博湖 1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91 博斯腾湖 博湖 2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92 博斯腾湖 博湖 3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93 博斯腾湖 博湖 4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94 博斯腾湖 博湖 5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95 博斯腾湖 博湖 6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96 博斯腾湖 博湖 7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97 博斯腾湖 博湖 8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98 博斯腾湖 博湖 9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99 博斯腾湖 博湖 10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100 博斯腾湖 博湖 11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101 博斯腾湖 博湖 12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102 博斯腾湖 博湖 13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103 博斯腾湖 博湖 14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104 博斯腾湖 博湖 15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105 博斯腾湖 博湖 16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106 博斯腾湖 博湖 17 西北诸河 新疆 巴州 

107 乌伦古湖 湖中心 西北诸河 新疆 阿勒泰地区 

108 乌伦古湖 乌伦古湖码头 西北诸河 新疆 阿勒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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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乌伦古湖 南部渔政点 西北诸河 新疆 阿勒泰地区 

110 程海 湖中 长江 云南 丽江市 

111 洱海 喜洲 澜沧江 云南 大理州 

112 洱海 龙龛 澜沧江 云南 大理州 

113 洱海 湖心 澜沧江 云南 大理州 

114 洱海 塔村 澜沧江 云南 大理州 

115 洱海 石房子 澜沧江 云南 大理州 

116 抚仙湖 尖山 珠江 云南 玉溪市 

117 抚仙湖 湖心 珠江 云南 玉溪市 

118 抚仙湖 路居 珠江 云南 玉溪市 

119 泸沽湖 湖心 长江 云南 丽江市 

120 阳宗海 阳宗海中 珠江 云南 昆明市 

 
 

表 37  大型水库国控监测点位设置表 

序号 湖库名称 点位名称 所属流域 所在省份 所在地区 

1 董铺水库 靠近大坝 长江 安徽 合肥市 

2 太平湖 湖心 长江 安徽 黄山市 

3 密云水库 密云水库 海河 北京 密云县 

4 新丰江水库 新丰江水库 珠江 广东 河源市 

5 大广坝水库 水库库心 珠江 海南 东方市 

6 松涛水库 南丰库心 珠江 海南 儋州市 

7 丹江口水库 陶岔 长江 河南 南阳市 

8 丹江口水库 五龙泉 长江 河南 南阳市 

9 丹江口水库 宋岗 长江 河南 南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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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浪底水库 南山 黄河 河南 济源市 

11 小浪底水库 大横岭 黄河 河南 济源市 

12 小浪底水库 桐树玲 黄河 河南 济源市 

13 莲花水库 三道 松花江 黑龙江 牡丹江 

14 磨盘山水库 水库出口 松花江 黑龙江 哈尔滨市 

15 尼尔基水库 富源村 松花江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16 尼尔基水库 库中 松花江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17 尼尔基水库 库尾 松花江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18 白莲河水库 库坝上 长江 湖北 黄冈市 

19 丹江口水库 坝上中 长江 湖北 十堰市 

20 丹江口水库 何家湾 长江 湖北 十堰市 

21 丹江口水库 江北大桥 长江 湖北 十堰市 

22 隔河岩水库 坝上 长江 湖北 宜昌市 

23 富水水库 礼湖 长江 湖北 咸宁市 

24 黄龙滩水库 黄龙 1 长江 湖北 十堰市 

25 黄龙滩水库 黄龙 2 长江 湖北 十堰市 

26 漳河水库 渠首闸 长江 湖北 荆门市 

27 漳河水库 库心 长江 湖北 荆门市 

28 东江水库 头山 长江 湖南 郴州市 

29 东江水库 白廊 长江 湖南 郴州市 

30 松花湖 桦树林 松花江 吉林 吉林市 

31 松花湖 小荒地 松花江 吉林 吉林市 

32 松花湖 沙石浒 松花江 吉林 吉林市 

33 松花湖 大丰满 松花江 吉林 吉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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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伙房水库 浑 37 左 辽河 辽宁 抚顺市 

35 大伙房水库 浑 73 辽河 辽宁 抚顺市 

36 大伙房水库 浑 7 右 辽河 辽宁 抚顺市 

37 大伙房水库 浑 7 左 辽河 辽宁 抚顺市 

38 察尔森水库 西入口 松花江 内蒙古 兴安盟 

39 察尔森水库 东入口 松花江 内蒙古 兴安盟 

40 崂山水库 中心 淮河 山东 青岛市 

41 峡山水库 库中 淮河 山东 潍坊市 

42 石门水库 水库大坝西端 长江 陕西 汉中市 

43 王瑶水库 出口处 黄河 陕西 延安市 

44 于桥水库 库中心 海河 天津 天津市 

45 长潭水库 坝口 浙闽片 浙江 台州市 

46 千岛湖 小金山 浙闽片 浙江 杭州市 

47 千岛湖 大坝前 浙闽片 浙江 杭州市 

48 千岛湖 三潭岛 浙闽片 浙江 杭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