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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83）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水利部产

品质量标准研究所、水利遗产保护与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河南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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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水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治水传统与华夏文明一样源远流

长。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

中华民族创造、遗留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弥足珍贵的水文化遗产，并孕育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水文

化。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国办发〔2021〕43号）明

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文物资源管理体制，加强水利遗产等行业遗产的保护力度。2022年，水利部印发的《“十

四五”水文化建设规划》（办宣〔2022〕28号）指出，要发挥水文化的价值引导作用，把治水实践中的

新认识、新做法、新经验升华为文化层面的认知。积极推动把水文化的元素及相关要求列入有关规范、

标准、定额及评价指标体系。以水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利用为主线，加强水文化系统研究，加快推

进水利遗产的系统保护。

为此，在分析我国水文化遗产价值，探讨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策，总结我国水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与利用活动积累的经验基础上，规范水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和评价依据，建立统一的水文化遗产价值评

价方法，科学保护水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优秀水文化，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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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的评价原则、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水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价与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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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40147—2021 科技评估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水文化 water cultural

人类创造的与水有关的科技、人文等方面的物质、精神与制度的文化财产。

3.2

水文化遗产 water heritage

人类在对水的认识、开发利用、管理过程中所遗留下的文化遗存或文化表现形式。

注：文化遗存侧重于物质形态的水文化遗产，如古代水利工程、水利文物等；文化表现形式侧重于非物质形态的水

文化遗产，如传统技艺、艺术形式、制度和知识体系等。

4 评价原则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宜遵循以下原则：

a) 系统性：全面收集评价对象的信息，依据准确可靠的数据，综合客观公正的价值评价程序，评

判水文化遗产价值，判定价值等级。

b) 科学性：保持评价指标选取的科学合理性，评价程序的严密有效性。

c) 独立性：评价过程独立自主完成，不受外界因素干扰。

d) 可操作性：评价指标切合水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评价程序简便可行。

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开展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还宜借鉴并遵循GB/T 40147—2021第4章给出

的客观、公正、专业、可信、务实、尽责、规范、尊重等原则。

5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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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条款及分值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评价条款（历史价值、科技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和对

应二级评价条款构成。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总分为1000分，条款及分值见表1。

表 1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条款及分值

一级评价条款 二级评价条款 一级评价条款分值 二级评价条款分值

1 历史价值 270

1.1 遗产特征稀缺性、独特性 50

1.2 关联着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 50

1.3 历史久远度 50

1.4 遗产的真实性 60

1.5 遗产保存完整性 60

2 科技价值 280

2.1 科学性、先进性 50

2.2 工程技术独特性与代表性 60

2.3 管理制度的健全性与延续性 40

2.4 工程规模及功能复合、持续 40

2.5 具备的生态环境效应 40

2.6 承载的水利科技研究价值 50

3 文化价值 250

3.1 文化传承内涵及代表性 60

3.2 文学、艺术价值 80

3.3 文化影响力 50

3.4 遗产环境景观艺术 30

3.5 文化衍生丰富性 30

4 社会价值 200

4.1 功能效益 50

4.2 情感关联度 50

4.3 保护利用潜力 50

4.4 教育研究意义 50

合计 1000 1000

5.2 评分指南

5.2.1 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的评分指南分别见表2。

表 2 “历史价值”评分指南

评分条款 条款释义
量化百分比

0～60% 60%～80% 80%～100%

1.1 遗产特征稀缺

性、独特性

在水利发展史或区域发展史

中的地位，以及遗产的样式、

遗产特征较为常

见、独特性不明显。

遗产特征较为稀

缺、具有独特性。

遗产特征稀缺

性、极具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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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功能等特征的稀缺度、

独特性。

性。

1.2 关联着重大历

史事件和重要人物

与遗产关联的历史人物及历

史事件的重要性或知名程度。

地方性（市县）历

史人物或历史事

件。

区域性（省）历史

人物或历史事件。

国家性历史人

物 或 历 史 事

件。

1.3 历史久远度

工程建造年代或可移动文化

遗存留存时间的久远程度；文

化表现形式流传时间的久远

程度。

年代为民国以来。
年代为元明清时

期。

年代为宋代以

前。

1.4 遗产的真实性
遗产及其遗存环境、历史阐述

及其依据的真实或可信程度。

口述传承为主，文

献记载较少。

具有历史文献资料

佐证。

历史文献资料

和考古证据共

同佐证。

1.5 遗产保存完整

度

遗产经过历史发展演变，历史

内容、功能等保存或延续下来

的完整程度。

遗产形式、结构等

尚可辨识，或功能

保留较少或消失。

遗产主要构成要素

的形式、结构等保

存完整，部分功能

延续。

遗产形式、结

构 等 保 存 完

整、功能延续。

5.2.2 科技价值

“科技价值”的评分指南分别见表3。

表 3 “科技价值”评分指南

评分条款 条款释义
量化百分比

0～60% 60%～80% 80%～100%

2.1 科学性、先进性

物质形态遗产在选址、规划、

设计等方面的合理程度。
科学合理性、设计

先进性较为普通。

科学合理性、设计

先进性较为优秀。

科学合理性、

设计先进性突

出。

非物质形态遗产包含有科学

认知或反映人类认识自然能

力、创造力水平等因素。

2.2 工程技术、表现

形式独特性与代表

性

物质文化遗产所反映科技水

平的稀缺程度，及是否具有代

表性。
具有地方性的独特

性和代表性。

具有区域性的独特

性和代表性。

具有国家性的

独特性和代表

性。非物质文物遗产在表现形式

方面具有独特性或代表性。

2.3 管理制度的健

全性与延续性

针对遗产保护、运行和维护、

传承制定的管理机制的完善

程度。

管理制度配套程度

一般，遗产缺乏有

针对性的管理方法

与政策。

管理制度配套较为

完善，管理方法与

政策配套较好。

管理制度配套

完善，管理方

法与政策针对

性强。

2.4 规模及功能复

合、持续

物质形态遗产面积、长度、宽

度、高度、范围、受益范围等

的规模大小，以及水利功能的

综合性、发挥功能的持续性和

稳定性。

功能规模或表现形

式空间分布具有明

显的地方性。

功能规模或表现形

式空间分布具有明

显的区域性。

功能规模或表

现形式空间分

布具有明显的

国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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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形态遗产文化表现形

式空间分布特征与传承程度。

2.5 具备的生态环

境效应

工程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对环

境、生态产生的积极影响。

生态环境效应较为

普通。

生态环境效应是衍

生效应。

生态环境效应

具有原生性和

延续性。

2.6 承载的水利科

技研究价值

承载的与水利工程技术和文

化的关联程度及其内涵丰富

程度。

在区域记载中具有

重要位置。

在中国科技史上具

有重要位置。

在世界科技史

上具有重要位

置。

5.2.3 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的评分指南分别见表4。

表 4 “文化价值”评分指南

评分条款 条款释义
量化百分比

0～60% 60%～80% 80%～100%

3.1 文化传承内涵

及代表性

遗产所承载的与人类创造的

与水有关的文化形式。

在地方、区域文明

发展史上具有重要

位置。

在中国文明史上具

有重要位置。

在世界文明史

上具有重要位

置。

3.2 文学、艺术价值
造型特点、艺术表现力、民俗

表现艺术感染力。

造型特点、艺术表

现力普通、民俗表

现艺术感染力不足

或缺失。

造型特点、艺术表

现力较好、民俗表

现艺术感染力较

强。

造型特点、艺

术表现力强、

极具民俗表现

艺术感染力。

3.3 文化影响力

遗产知名度影响范围及程度，

作为区域或行业文化符号的

社会认可度。

具备地方性文化影

响力和社会认可

度。

具备区域性文化影

响力和社会认可

度。

具备国家性文

化影响力和社

会认可度。

3.4 遗产环境景观

艺术

遗产与周边环境融合形成的

环境景观艺术表现力。

环境融合形成的环

境景观艺术表现力

普通。

环境融合形成的环

境景观艺术表现力

较好。

环境融合形成

的环境景观极

具 艺 术 表 现

力。

3.5 文化衍生丰富

性

相关的民间传说、文学作品、

戏曲舞蹈等文化表现形式的

丰富性。

暂无文化衍生形

态。

文化衍生形态较少

且具有局限性。

文化衍生形态

众多，且社会

影响显著。

5.2.4 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的评分指南分别见表5。

表 5 “社会价值”评分指南

评分条款 条款释义
量化百分比

0～60% 60%～80% 80%～100%

4.1 功能效益

物质文化遗产累积发挥的水

利功能、环境景观、公共服务

工程等方面的工程效益情况。

文化遗产功能效益

发挥不充分。

文化遗产功能效益

发挥情况较好。

文化遗产功能

效益强，为水

利事业发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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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非物质形态遗产承载突出普

遍价值与公共文化生活的社

会效益情况。

4.2 情感关联度 群众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
局限于地方性的情

感关联。

具备区域性的情感

关联。

具备国家性的

情感关联。

4.3 保护利用潜力
遗产在保护、开发和再利用上

所具有的潜力大小。

遗产在保护、开发

和再利用上无潜力

或潜力较小。

遗产在保护、开发

和再利用上具备一

定潜力。

遗产在保护、

开发和再利用

方 面 潜 力 较

大。

4.4 教育研究意义

遗产具有的某种象征、教育、

研究意义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程度。

象征、教育、研究

意义局限于地方

性。

象征、教育、研究

意义具备区域性。

象征、教育、

研究意义辐射

全国范围。

6 评价方法

6.1 指标计算方法

6.1.1 水文化遗产总体价值得分是各二级指标的价值量化打分值（百分比）与其对应权重的乘积之和。

按公式（1）计算。

S = �=1� ��� ×�� ……………（1）
式中：

S——评价总分，0≤S≤1000；

Xi——第i个指标的量化百分比；

n——所有评价指标的个数；

Wi——第i个指标的额定分值。

6.1.2 水文化遗产的价值等级可分为三级，从上到下依次为 AAA 级、AA 级、A 级，等级划分按照表 5

的规定执行。

表 6 水文化遗产价值等级

指标 A AA AAA

总得分 ＜600 ≥600，＜800 ≥800

注：水文化遗产价值等级使用字母A标识价值等级。

6.1.3 当水文化遗产整体或作为部分已被列入世界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

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等和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水利遗产、国家工业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

且水文化价值是作为其主要价值，可将总体价值评为 AAA 级。

6.2 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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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评价人员可参照 5.2 中给出的评分指南,将水文化遗产的现状与各评分条款对应的说明描述进

行对比，在最契合的等级内，根据水平是否更接近于上一区间或下一区间来给出实际的百分比。

6.2.2 评价人员根据 6.1 给出的计算方法测算水文化遗产价值，并将评价分值填写在水文化遗产价值

评价表（样表参见附录 A）。

6.2.3 评价组由多名评价人员组成，组内宜采取平均分或合议的方式对多个评价结果进行汇总处理，

达成一致的评价结果，并依据表 6 划分的等级区间确定水文化遗产价值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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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表（样表）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表样式如下：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表

水文化遗产名称：

所在位置： 省（自治区） 市 市、县（区） 乡镇（办事处） 村

遗产类型：□世界遗产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 □否

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现代建筑）：□是 □否

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现代建筑）级别：□国家级 □市级 □县级 □未定级文物点

一级评价条款 二级评价条款 指标额定分值 量化百分比

1 历史价值

1.1 遗产特征稀缺性、独特性 50

1.2 关联着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 50

1.3 历史久远度 50

1.4 遗产的真实性 60

1.5 遗产保存完整度 60

2 科技价值

2.1 规划设计科学性、先进性 50

2.2 工程技术独特性与代表性 60

2.3 管理制度的健全性与延续性 40

2.4 工程规模及功能复合、持续 40

2.5 具备的生态环境效应 40

2.6承载的水利科技研究价值 50

3 文化价值

3.1 文化传承内涵及代表性 60

3.2 文学、艺术价值 80

3.3 文化影响力 50

3.4 遗产环境景观艺术 30

3.5 文化衍生丰富性 30

4 社会价值

4.1 功能效益 50

4.2 情感关联度 50

4.3 保护利用潜力 50

4.4 教育研究意义 50

评价人姓名： 专业： 职称：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GB/T XXXXX—XXXX

8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 《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遗产保护法》

[4]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

[5] 《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

[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21〕43号)

[7] 《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文物政发〔2018〕5号）

[8]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水文化建设规划〉的通知》（办宣〔2022〕28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  言
	引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评价原则
	5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5.1　条款及分值
	5.2　评分指南
	5.2.1　历史价值
	5.2.2　科技价值
	5.2.3　文化价值
	5.2.4　社会价值


	6　评价方法
	6.1　指标计算方法
	6.1.1　水文化遗产总体价值得分是各二级指标的价值量化打分值（百分比）与其对应权重的乘积之和。按公式（1）计算
	6.1.2　水文化遗产的价值等级可分为三级，从上到下依次为AAA级、AA级、A级，等级划分按照表5的规定执行。
	6.1.3　当水文化遗产整体或作为部分已被列入世界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世界自然与文化

	6.2　评价过程
	6.2.1　评价人员可参照5.2中给出的评分指南,将水文化遗产的现状与各评分条款对应的说明描述进行对比，在最契合
	6.2.2　评价人员根据6.1给出的计算方法测算水文化遗产价值，并将评价分值填写在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表（样表参见
	6.2.3　评价组由多名评价人员组成，组内宜采取平均分或合议的方式对多个评价结果进行汇总处理，达成一致的评价结果


	附　录　A（资料性）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表（样表）
	参 考 文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