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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不再水漫金山让城市不再水漫金山
罗 兰

连日来，受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入汛及超强台风影响，湖南
省长沙市迎来多轮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为打赢城区防涝排渍攻坚
战，长沙市从管网日常维护到常态化清淤，从易渍点整治到泵站
改造，从动员部署到应急演练，各项防涝排渍备战措施多管齐
下，确保汛期城区无大面积长时间积水，道路无长时间堵塞。

防汛系统智能升级

“现在屏幕上显示的是城区易堵点之一的芙蓉路下穿五一大道
立交桥，在这里我们可以实时察看全市所有容易发生积水的路
段，以便第一时间调度。”长沙市城区防指副指挥长、市城区防办
主任陈杰刚指着市城防指挥调度中心大厅墙上的电子显示屏介
绍，“目前，长沙市防涝排渍指挥调度系统已经与公安系统天网工
程实现联网，能够实时监控路面、地道桥等地的积水状况，为城
市防汛工作提供便利。”

地下排水管网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堪称城市“生命线”。
目前长沙市正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地理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性
地建立地下排水管网信息管理系统，只用轻点鼠标，曾经隐蔽的

“地下血脉”就能有图可查，清晰“可视”。
长沙市还构建起城区防涝排渍网格化管理责任制体系，由分

管副市长任指挥长总负责，由各区行政首长对辖区内防涝排渍主
负责，实行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层层签订责任状，
筑牢城区防涝排渍防线。

安装防坠井盖保安全

“站在上面真稳。”在长沙市芙蓉路排水管理处门前，市民陈
海琳站在下水道防坠落上，防坠网可以承受600公斤的重量。“我
们根据汛期经验，调整了井盖设计，这种井盖的尺寸、重量和内
部设计等细节都是根据长沙的设计规范为城市量身定制的。”陈杰
刚介绍，目前长沙已安装了2万多个防坠井盖。

长沙市住建委还对全市20个易积水桥涵处设置了积水警示标
识，提醒广大市民下雨行经该低洼路段时注意行车安全，当低洼
路段积水深度超过27厘米时车辆禁止驶入。

为把积水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赶在今年汛期来临前，市城
防对城区道路、市政排水管网等开展地毯式排查，完成31个易渍
点整治，并针对每个易渍点制定应急处置措施。

“针对城区防涝排渍的短板，我们启动了泵站提标改造项目，
对主城区 20多座泵站进行扩容改造。”市城区防指常务副指挥长，
市住建委党委书记、主任王伟胜说，今年上半年，全市平均每天派出
900多名城市“清道夫”，给地下管网“清肠洗胃”，完成清浚排水管道
约 3000公里，清理淤泥约 5638吨，清掏雨水篦子约 3.67万个，调整
检查井座1120个，安装及修复防坠网约1200个。

优化预案快速抢险

“针对今年汛期，我们对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了优化，尤其针
对立交桥和深基坑等一些易渍点，提前进行了防汛准备，保证第
一时间能够调用设备进行抽水。”陈杰刚介绍，市城防指的4支抢
险分队分布在城市东南西北，共计 500多人均已完成了不同类型
的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汛情，城区防指迅速出动处险队伍，
保证半小时内赶到现场。

“新购置的4辆抢险专用车辆‘抢险单元’已从去年开始陆续
投入使用，车中配备电源、发电机、常用型号机泵、切割机等机
械设备，一旦发生险情，车辆马上就可以赶赴现场，基本上可以
满足全市的防汛抢险需求。”他特别提到，“抢险单元”的配备，
解决了往年抢险过程中需要临时补充工具的问题。

在应对强降雨过程中，长沙市城区防办加强指挥调度，24小
时值班值守，与住建、交警、城管、交通、气象等部门建立联动
机制，密切关于雨情，各级城区防办迅速组织人员上路巡查，重
要易渍点安排专人现场值守，迅速处置积水情况，确保未出现长
时间、大面积积水情况。

长沙：
给地下管网

“清肠洗胃”
陈焕明

⒈硬件设施不断升级

近年来，为做好防汛工作，
北排集团不断改进升级硬件设
施。北排集团副总经理张建新介
绍，北京的立交桥大多是下凹式
的，易积水，是防汛重点。截至
目前，北排集团对中心城区74个
下凹式立交桥进行了改造，通过
新建雨水管线、增大管线管径以
及增加雨水箅子等措施，强化雨
水收集能力；同时，通过对泵站
进行抽升能力改造，以及增加潜
水泵等措施，提高抽升能力，总
抽升能力由38万立方米每小时提
升到 72.4 万立方米每小时；在有
条件的泵站建设调蓄池，当桥区
排水达到饱和时，调蓄池便启动
运行，既能实现削峰、缓解内涝
功能，又可积蓄雨水，推进雨水
资源化利用，调蓄池的蓄水能力
可达 20 万立方米。“得益于这些
硬件设施的改造提升，2016 年

‘7·20’暴雨时，北京市所有的
下凹式立交桥都没有发生积水情
况。”

北排集团还投入使用一批新
装备，应急抽升能力由 11.13 万

立方米每小时提高至 17.19 万立
方米每小时，提升 54%；共有
大、中、小型移动抢险单元 229
组，单元抽排能力从 180 立方米
每小时至 5000 立方米每小时不
等，每单元负责区域由原来平均
12 平方公里缩小至 7 平方公里，
从而使到达速度提高近 1 倍，时
间缩短至 15-30 分钟，提高了防
汛布控覆盖和保障能力。北排集
团还相继研制出了防汛筒、叠梁
闸、挡水带、挡水板等防汛“神
器”，有效解决检查井冒溢、客
水汇入造成的积滞水问题。

张建新介绍，北排集团实现
了所有隐患点位气象状况自动监
测、预警、报警功能，还充分利
用手机端，建立防汛微信企业
号，整合防汛信息系统、车载泵
站视频系统等移动端功能，实现
预警“全员通知”，同时深化防
汛指挥平台移动端应用，将积滞
水信息及调度指令快速推送至单
元长并提供路线方案。借助北斗
信息系统，可以将雨水口的定位
精确到50厘米，以便一线作业人
员迅速准确找到雨水口，及时排
水。

张建新也坦言：“尽管我们
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局地短时
天气难以预测，降雨突发性、不
确定性强，应对有一定难度；部
分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依然薄
弱，地下管网建设跟不上，特别
是在应对极端天气情况时，容易
出现积滞水情况。”

⒉排水是个系统工程

行走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
每隔一定距离，你就会发现路面
上分布着形状不同的水箅子，它
们 有 一 个 统 一 的 名 称 “ 雨 水
口”，在北京城共有 26 万余个。
它们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排水设
施，却还不是全部。“城市排水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 。” 张 建 新 指
出，雨水口是管道排水系统汇集
地表水的设施，由进水箅子、井
身及支管组成。整个城市排水系
统除了雨水口，还包含管渠、排
水沟、检查井、泵站、排河口
等。

“平面道路上积滞水点的位
置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变化，有四
五十处，需要提前进行改造、疏
通。”张建新介绍，北排集团大
力推动社会化防汛，与各区配
合，积极推进雨水箅子“门前双
包”机制，各单位、商户、居民
要确保垃圾、污水不入各自门前
雨水口，并及时清理淤堵。

今年汛期，北排集团还联合
东城、西城、朝阳等各中心城

区，试点在道路两侧雨水口附近
施划禁止停车标线，以防止降雨
过程中因为车辆占压，无法打开
雨水口。

⒊绿色方法减少污染

近年来，北排集团在汛期排
水中开始践行“绿色理念”，即
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初雨及降雨造
成的河道污染，而不是像过去一
样等到河道污染了再回头治理。
经过测算，前15毫米的降雨比较
脏，如果直接排入河道，将会造
成河道污染。为此，北排集团在
西盖板河试点空间调蓄，以确保
15 毫米以内降雨不排河，而是在
经过再生水厂处理，形成再生水
之后再排入河道；此外，在雨水
口、排河口安装垃圾拦截装置，避
免垃圾随雨水排入河道；对部分
截流堰进行改造，在保证行洪安
全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初雨污染。

“绿色理念”的践行得益于
北排集团“厂网一体化”管理模
式，将雨污水收集、处理、回用
设施连接联通，对污水、再生

水、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和排水管
网进行系统统筹和调度，以保证
城市排水系统安全高效运转。近
年来，通过强化厂网一体建设，
北排集团在市中心城区运营 8300
公里排水和再生水管线、97座雨
污水泵站、11 座再生水厂、5 座
污泥处置中心，确保了市中心城
区污水基本全部收集，得到有效
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地表水四类
水体标准。

黑臭水体的治理一直是水环
境改善中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
水体治理中的难点。北排集团也
承担着北京市中心城区黑臭水体
的治理任务。据了解，近年来，
污水的收集能力 （管网建设） 和
处理能力 （再生水厂建设） 都有
了很大提升，污水直排问题得到
了根本治理。对于公共管线很难
涉及到的村镇，建设分散式的处
理装置。截污是第一步，让河道
有足够的水源补充也是重要一
步。据了解，目前北京年再生水
回用量达 9 亿—10 亿立方米，主
要用于改善城市河湖水环境。
题图：故宫雨景 （据视觉中国）

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养护二班，汛前
检查雨水口。 葛 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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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6 月 1 日—9月
15日是北京的汛期，作为
一座超大型城市，北京的
城市排水、防汛工作却是
贯穿全年的。日前，本报
记者专访了北京市城市排
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下
称“北排集团”） 相关负
责人。据介绍，在汛期之
外的近9个月时间内，北排
集团全体员工需要完成所
有雨水口、下水管线的清
掏 、 泵 站 的 检 修 保 养 、
7100 多个排河口的清淤、
排水闸箱的检查等常规工
作。更值得注意的是，近
年来，北排集团针对城市
积水“对症下药”，更加注
重在排水的同时强化雨水
的资源化利用和治污，以
防止污染河流，做到“未
病先治”。

汛期期间的长沙市街头 （据百度）

大鲁店北路防止污水井顶拖提前安装防汛筒，做好准备
工作。 刘泽伟摄

夏季汛期，暴雨频袭，有的城市发生
内涝，一时仿佛“水漫金山”。为让市民
不再出行受阻、望“海”兴叹，各地管理
者们开动脑筋，积极应对。其中，以顺应
自然的方法排水防涝，用绿色理念系统地
修复水生态，成为中国城市雨洪管理的一
大趋势。

与许多国家一样，水生态日益失衡也
困扰着中国：一方面，近一半的城市水资
源短缺，另一方面，62%的城市遭遇内
涝。内涝发生有自然原因，更有人为因
素。比如，城市道路建设中使用了不可渗
透的水泥，阻碍了水流的自然走向；在遭
遇强降雨时，城市“快排”模式常常对内
涝力不能及……据统计，“水泥城市”每
年大约只有 20%的水渗透到地下，其余的

全部流失。
要想“小雨

存起来，中雨排

出去，大雨不成灾”，必须将人对大自然
水循环的干扰降到最低，实现从对抗自然
到顺应自然的转变。2013 年底，中央提
出，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
自然的影响，要更多地利用自然力量排水。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各大城市都在积极探
索，“海绵城市”正是其中一项有益的实践。

海绵城市是指让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
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
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再将蓄存的水

“释放”并加以利用。3 年前，镇江、嘉
兴、厦门、萍乡、济南、武汉等首批16个

海绵城市试点区域启动，如今，已有近
400 个城市加入，许多地方都尝到了“海
绵”的甜头。据报道，上海通过将“绿
色”和“灰色”基础设施统筹建设，解决
了城市内涝和水质保护的难题；天津通过
建设中新生态城试点，对雨水进行综合利
用；广州通过建造地下深层隧道，解决雨
污溢流污染和内涝的难题。

城市的水环境体系是由多个水系、排
水系统、绿色生态设施以及周围的自然环
境所组成的，因此生态防汛排水也是个系
统工程，不能片面治理，需要有整体综合

的观念。比如福州就是综合考虑整个城区
的山川水系、自然历史、风土人情、地形
地理地貌地势等，把内涝治理、水体黑臭治
理、污染源治理、水系周边环境治理、水系
智慧管理统一实施，收到良好效果。

我国提出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
用的建设目标，要求到2020年，城市建成
区 2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2030 年 80%
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面对这张时间表，
需要我们真诚地“与水交朋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开发智慧，改
革创新，才能尽快实现人与水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