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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进入主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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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做好防汛工作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做好防汛工作。
。 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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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现了水上救援
的高超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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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参与人员的浓厚兴趣
引起了参与人员的浓厚兴趣。
。
随着国家防汛减灾体系的逐渐完善，
随着国家防汛减灾体系的逐渐完善
， 防汛抗洪能力大幅提高
防汛抗洪能力大幅提高，
， 各类防汛抗洪设施不
断加固和完善，
断加固和完善
，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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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智慧防汛手段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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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程序及时更新最近的汛情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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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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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 在抗洪第一线
在抗洪第一线，
， 海绵城市的透水地面迅速吸收降水……防汛领域管理
思路和应用技术的创新，
思路和应用技术的创新
，让防汛抗洪变得更智慧
让防汛抗洪变得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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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技术大显身手
无 人 机 、 机 器 人 、 5G 技 术 …… 今 年 的 防 汛 抗 洪
中，这些热门技术大显身手，一系列“黑科技”从全
方位帮助防洪抗洪工作，有效提高了预警抢险的机动
性和时效性。
在汛情的监测预报方面，湖北省积极探索，各种仪器
在空中、水面、水下各自发挥作用。研发了巡视无人机、
5G 智慧无人救生船、水下探视仪等一系列监测设备。
湖北省恩施市电力公司有关技术人员向本报介绍
说，在汛情的监测方面，他们利用无人机对电站水库进
行检查，排查大坝和库区安全隐患，着重检查水库库区
周边的滑坡情况，对大坝周边的边坡裂缝、滑坡体、危
岩等情况及时发现并及时预报。无人机可以到达库区内
无人可去的地方，实现检查的全覆盖，降低风险的同时
也提高了效率。
此外，专门为输电线路设计了导航软件“奥维互动
地图 APP”，将其植入湖北电力巡检职工的手机中，无人
机巡检从而有了“天眼”导航，可实现超近距离记录杆
塔绝缘子及导地线运行情况，实时播报汛情隐患。
浙江省海豹救援队公共关系部部长李洁琼向我们
介绍，该救援队主要救援任务针对的是钱塘江流域，
钱塘江涌动的泥沙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
常常要综合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展开救援。人们可以遥
控“水上飞翼”在空中展开救援，并可以设计好回程
的路线。抛投器作为辅助，像投射向高空的一个炮
筒，利用压缩空气瞬间打开形成一个救生圈，当救援
对象在河道比较湍急的地方且距离较远时，就将抛投
器打在他的上方，绳子顺着水流飘到救援对象的附
近，被救者抓到救生圈就可以获得救助。如果被困者
在浅滩等复杂地形还可以使用喷泵艇，它可以很快到
达被救者身边将人拖拽上岸。
同时，李洁琼表示，救援本身就是一个整合的过
程，不能盲目施救，如果遇到了复杂情况，一般会应用

多项技能，这样才能让被救助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生
存的最大可能。
在四川，通过与实地情况的结合，在汛情监测方面
也做出了创新。成都市三皇庙水文站采用悬挂于缆绳之
上的监测仪器流速仪。这种仪器通过缆绳往返于沱江两
岸进行测量，可获取相关数据。
最近，住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弘阳广场附近的居民
出门时，会发现路边多出了一根蓝白相间的柱子。这不
是普通的道路警示标牌装置，而是一个积淹水点监测装
置。今年汛期前，江北新区在辖区建设基层防汛预报预
警平台，实现防汛监测体系从大江大河到基层的全覆盖。
这个监测装置有 2 米多高，顶端有一台摄像机。江北
新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处是一处积
淹水点，这个装置可以实时监测积淹水点的情况，并将
数据实时传输至防汛预报预警平台。工作人员为装置设
定了水位警戒值，一旦出现积淹水、达到设定值，平台
就会自动报警，便于工作人员采取相应措施。
对于这些新科技的应用，中规院 （北京） 公司生态
市政院院长王家卓对本报表示，技术的发展对于防汛抗
洪有着很大意义，利用机器人参与到防汛抗洪中，可以
有效降低人们直接面临的风险。同时，科技力量在精确
调度方面也是很关键的，例如对降雨量和降雨时空分布
的准确预测、对洪峰模拟的精确计算等，都能在防汛抗
洪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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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汛情的伤害，全国各地还创新思路，积极
加强防汛减灾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了防汛成效。
长江流域系统的防汛管理是中国防洪体系中的关键
工程，三峡枢纽管理局水库管理部技术人员告诉本报，
今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启用，这一计
划首次将流域内蓄滞洪区、重要排涝泵站和引调水工程
等水工程纳入联合调度范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由 2018
年度的 40 座控制性水库，进一步扩展至包括 40 座控制性

2018 年 8 月 14 日，南水北调中线干线荥阳管理处工作人员在南水北调
索河渡槽附近巡查渠道安全。
新华社记者 鲁 鹏摄

水库、46 处蓄滞洪区、10 座重点大型排涝泵站、4 座引调
水工程等在内的 100 座水工程，调度范围也由上中游扩展
至全流域。
“范围广是一大特点，今年从水库群防汛提升到水
工程防汛，首次将流域内蓄滞洪区、重要排涝泵站和
引调水工程都纳入到联合调度范围，调度范围也由上
中游扩展至全流域，更好地保障了长江流域的防洪安
全。
”三峡枢纽管理局水 库 管 理 部 技 术 人 员 对 本 报 表 示 ，
该工程通过联合调度，可以满足主要控制断面的生态
流量，为维护两湖及河口地区生态环境和用水安全发
挥重大作用。
此外，长江流域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也在继续推进
中，长江流域内的水文部门与气象部门共用数据库和应
用终端软件，实现观测站点数据的共享。通过这个平
台，人们对汛情的预报水平得以提高，有利于了解长江
上下游的情况、进行实地调试，沟通协调。据了解，该
系统平台的建设，还有助于流域气象服务实现与水利部
门防汛“一张图”、与航运部门护航“一张网”、与流域
各省气象服务联动“一盘棋”的良好成效。
在提高城市防洪能力建设中，也需要创新思路，
系统推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镇水务研究
院院长、教授级高工张全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在一些特大城市或是复杂地形的防汛中，重视工程
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智慧管理。在防汛过程中，
通过智慧联动，可以根据模拟数据，充分利用好现
有资源；还可以通过智慧管理，让现有设施发挥出
最大效益，并根据实时数据来科学决定湖洞管道排
涝功能的开启。这样一来，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
了人员成本。
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为了消除水患，近年来
正逐步完善鳌江流域“上蓄、中疏、下排”的系统治
理方案。目前，顺溪水库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水
头段防洪工程即将投入使用，南湖分洪工程完成前期
政策处理工作。当地期待，随着各项关键性工程的推
进，或许不久的将来，人与水终将在这片土地上握手
言和。

作为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2015 年以来，江西省萍乡市在
全域范围内生态治水，成效显现。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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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在汛期跟洪水不断对抗，不如在城市和相关工
程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就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水共存这
一理念，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作为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之一，陕西省
西咸新区的沣西新城经历了 4 年多的海绵城市建设，今年
汛期，沣西新城的汛期压力明显小了很多，在今年 4 月和
6 月的两次强降雨中，沣西新城没有出现内涝，雨水被顺
利吸入城市的“海绵”之中。
在这里，城市主干道旁的绿地比道路低 30 公分，雨水
可以顺利通过路边的雨水口流向绿地，在绿地中充分存储
和下渗。如遇极端天气，蓄水层满了之后，雨水还能通过
高出绿地的一个溢流口，进入市政管网。此外，该城不少
建筑物的楼顶都有“屋顶花园”
，部分雨水通过屋顶土壤介
质的充分吸收，消减初期流量，多余雨水会通过建筑外排
方式汇入建筑周边绿地的雨水花园中。沣西新城海绵城市
技术中心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表示，截至目前，沣西新城完
成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67 个，已建成海绵型建筑与小区 240
万平方米，海绵型道路 50 余公里，海绵型公园绿地 140 万
平方米，防洪治理及滩面修复 36 公里。
在江西萍乡市，金典城小区位于老城区，在政府最初
希望拿这个小区做海绵城市的试点改造时，遭到不少居民
的反对，他们担心施工会影响生活和出行。当地政府只好
先改造萍乡建设局的家属院，改造后小区下雨不再泥泞脏
鞋。看到改造成果，之前反对的小区态度有了大转变，如
今，当地越来越多的小区有了用透水沥青和透水砖铺就的
地面以及科学的绿化带等相关设施。
张全表示，希望通过国家的技术标准来规范化，将海
绵城市建设在城市内涝防治中变成正常化、可持续的方式。
每个城市的建设规划都需要有一套科学的防汛排水
方法。王家卓分析认为，城市规划要给水留出空间，洪
涝风险的评估和相应的规避措施要加强，蓄滞洪区等防
洪措施的规划也很重要。

6 月 12 日，福建省福州市已进入汛期，为了确保行车安全，福州动车
段随车机械师对动车组进行开行前检查。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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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排涝要做好精细化文章
张建云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近年来中国
城市洪涝灾害频发，覆盖面广，今年
入汛以来，多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
涝灾害；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城市洪涝灾害损失增
大。城市洪涝正在成为影响中国城市
公共安全的瓶颈问题，对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引起中国城市洪涝灾害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一是自然条件，暴雨洪水
是形成中国城市洪涝的直接原因，中

国东中部大部分地区受季风影响，暴
雨集中，同时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下，
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强暴雨增多趋
强；二是排涝标准低，中国城市防洪
排涝的基础设施薄弱，标准偏低，近
年来修订的排水、除涝和防洪标准明
显提高，但真正提升能力需要时日；
三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的热岛和
雨岛效应增强，加上城镇化发展对下
垫面条件的改变特别是对排水排涝系
统设施破坏以及河道湖泊、蓄水空间

的占用，使得洪涝问题越来越突出；
第四是非工程措施薄弱，城市暴雨洪
涝监测站点少、手段落后，洪涝灾情
信息监测能力弱、时效差，洪涝预警
预报能力低、精度差，此外应对突发
暴雨的响应和防控水平低等。
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城市洪涝灾
害？我认为，城市洪涝防控是一个综
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自然、社
会、经济等多个方面，必须做好顶层
的科学规划和系统设计工作，同时通

过创新手段提高管理水平。
首先，科学规划城市发展布局与
规模。坚持低影响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遏制城市快速扩张和粗放性
发展模式，推进城市水土资源的集约
化利用和精细化管理，增强对洪涝情
势变化的适应能力。
其次，科学构建防洪排涝工程体
系。处理好城市排水、除涝、防洪三
个标准的协调与衔接，优化工程设施
布局，推进城市防洪排涝设施精细化

管理。在洪涝灾害较为严重的大型城
市，通过建设深隧等大型排蓄水和水
处理系统，有效缓解洪涝影响。
再次，加强技术创新和集成，有
效提高洪涝预警预报能力。建立基于卫
星、遥感、雷达、微波链、无人机、地
面雨量站、GNSS网等天空地一体化立
体监测体系，实现城市暴雨洪涝多源信
息融合，研究基于测雨雷达的暴雨短临
预报技术，构建城市洪涝全过程精细化
模拟与仿真技术、洪涝灾害快速定量评

估技术、风险分析与快速应急响应技术
和城市洪涝防控智能决策支持技术，强
化城市洪涝灾害全过程的管理能力，提
升应急管理能力，形成完整的城市洪涝
灾害防控管理体系。
此外，科学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目前全国试点城市工作取得一定成
效，形成了示范作用，一方面可减少
径流形成，延缓峰现时间，另一方
面，通过天然水体和人工湿地建设等
自然净化减少水体污染。但海绵城市
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以流域为单
元系统治理，尊重自然，避免为了海
绵而海绵和零碎化发展等问题。
（作者为水利部应对气候变化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