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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文测报体系是水文部门的重点工作项目,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在测报工作中,需要确
保数据信息的可靠性与真实性,为防汛抗旱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切实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文主要叙述了限制现代水文测报系统的因素及其有效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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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thinking on establishing a modern hydrological survey and repor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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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ydrological survey and reporting system is a key work item of the hydrological department,
whi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work of forecasting and reporting,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authenticity of data information, provide strong data support for flood
prevention and drought relief work,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This article mainly
describes the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modern hydrological survey and reporting system and its effectiv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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