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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绿地需耗费大量宝贵的水资源——

城市绿化该怎样“解渴”
本报记者 崔国强

2015年7月21日 星期二 13

成群结队的白鹭在河北迁安黄台湖嬉戏觅食。近年

来，河北迁安投资 130 亿元对滦河城区段进行综合治理，

目前形成了 14 平方公里水面和 6800 亩岛屿；加之城区三

山拱卫，松柏成林，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白鹭理想的繁殖

地。每年 4 月上旬，成群白鹭飞到迁安，在此产卵孵化，

10 月下旬飞回南方。候鸟飞翔在湖面、天空，成为迁安

城市新景。

据悉，白鹭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名单上的物种，已被列入国家林业局《国家保护的有

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名录》。

本报记者 李景录 通讯员 陈 儒摄

白鹭迁安安家

由深圳市宏事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石
化生产冷源数字化智能化控制系统技术，日前获得
2015 年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第 3 批创业资助项
目。该系统将彻底解决石化产业中由于塔压不稳造成
工艺不稳的历史性问题，提高目标产物丙烯产量
2%，每年单套装置实际增加产值超 7000 万元，产品
纯度可达 99.8%，是我国在石化节能领域取得的突破
性进展。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石油化工产品需
求量逐年上升，而因油品、化工原料的产品纯度及产
能低下给社会带来环境污染及能源浪费，形势严峻。
据宏事达公司总经理李艳兵介绍，石油化工工艺生产
能否稳定，直接关系到油品质量、产量和大气的污染
程度，这一切都与循环水冷却系统密切相关。目前，
我国一套完整的工艺装置辅助系统中，加热系统和物
料系统技术早已成熟，但我国冷却系统的数字化和智
能化技术始终处于落后阶段。循环水的不稳定直接导
致了油品分离时工艺压力与温度不稳定，致使生产出
来的油品品质不够优化，进而使得汽车排放废气增
多，造成二次污染严重。同时也因为生产工艺的不稳
定使得生产过程始终处于高耗能状态。因此，针对如
何配置相关冷却系统能达到降低单耗以提高产品品质
和产品产量的研发迫在眉睫。

石化生产冷源数字化智能化控制系统技术将有效
通过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管控手段解决石油化工产品生
产过程中高耗能、高污染的现状。该系统采用“系统
节能”的理论，以工艺运行的稳定性及用电量、用水
量最低为目标，通过循环水的风机负荷跟踪模块、水
泵负荷跟踪模块、水泵出口处在线匹配控制模块、生
产工艺稳定运行控制模块的数据信息收集，利用智能
系统主站控制模块进行数据信息分析、处理的核心软
件，对其 4 个模块进行智能数字化控制，达到对水
泵、风机的运行台数及转数精准调控。

李艳兵指出，石化生产冷源数字化智能化控制系
统将能解决现行水泵存在的水泵性能离散性大、水泵
不能在最高效率点运行、末端功能设备冷热不均、不
能实现按需供水或按需配备冷量、冷却塔不适应变水
量运行等 5大问题。

“冷源系统数字化、热源与物料数字化将是未来
中国石油化工智能制造进程中的重点突破领域，将带
来石化工业 4.0 时代。”李艳兵表示，石化生产冷源
数字化智能化控制系统的应用可提高石油化工产能
10%至 20%，石油化工产品纯度可达 99.8%，可实现
节电率高于 35%左右、节水 10%至 20%、节药剂量
30%至 50%，能为冷却设备创造一个安全、高效、
精细化生产的温度环境，为产能的提高提供可靠的
保证，为循环水冷却系统从工业化提升到信息化的
升级换代提供保证，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据了解，该系统技术已获得了相关实用新型专利
及 9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另有发明专利在实审中。

石化产业节能

走 向 智 能 化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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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3日起，“三伏天”开启了炎热暴
晒“烧烤模式”。城市公园和绿地作为“城
市之肺”，可以净化空气、涵养水源、调节
局部小气候，给炎夏带来清凉，但养护城
市园林、绿地也需要耗费大量宝贵的水资
源，而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全国
近一半城市水资源紧缺。

炎炎夏日，城市绿化究竟该怎样“解
渴”？带着疑问，《经济日报》记者走访了
北京市这个极度缺水城市的多个公园，并
采访了相关专家。

现状：大水漫灌何其浪费

7 月 11 日，记者来到世界公园景区，
发现这里的喷灌系统不少已经废弃，部分
绿地仍然采取拉橡胶管漫灌的方式浇灌，
大量的水并没有浇到植物上，而是流到了
道路上，有一部分草坪、树苗等常因浇水
不及时或者浇灌过度而发生叶黄、枯死的
现象。在海淀区翠微路甲 3 号院、西城区
陶然亭福州馆等小区，记者看到小区绿地
甚至被私人占用，改种花卉、葱蒜、石榴等
作物，同样采用了拉管漫灌的传统方式，
大量自来水被浪费在小区街道上。

不仅漫灌现象仍然存在，灌溉设施人
为损坏也较为严重。据北京市公园管理
中心安全应急处处长史建平介绍，海淀区
绿化队在今年春季检修灌溉管线时，发现
不少绿地内灌溉设施的井盖、闸门、立管
等金属制品“不翼而飞”。“今年绿化队对
辖区绿化用水设施维修时，更换了 900多
个人为破坏或丢失的喷头、80 多个检查
井井盖、240 多个各型号闸门，仅绿化用
水设施维修材料费就达 20 多万元。没有
喷灌措施只能拉管子漫灌，让大量水资源
白白浪费。”史建平语气中充满了痛惜。

史建平认为，当前城市园林绿化灌溉
技术水平低也是让水资源大量浪费的重
要原因。“受当前市场上园林灌溉系统规
划设计、施工企业业务水平和技术实力不
高的影响，有些园林灌溉设备不达标，使
用寿命短。绿地灌溉采用微灌技术时，对
过滤系统重视不够，导致喷头堵塞，甚至
灌溉系统瘫痪；对绿化工程现场勘察不
够，灌溉系统应用中出现过喷、漏喷、坡顶
端压力不足等现象，此外取水器、喷头等
不使用园林灌溉专用设备、忽略安全保护
装置等，也是造成一些已建工程达不到理
想的灌溉效果，甚至灌溉管道、喷灌系统
报废，进而又采取漫灌方式浪费水的重要
原因。”史建平说。

开源：收集雨水 使用中水

记者走访发现，要实现园林绿化最大
程度节水，必须开源与节流并举。

北京市的降水相对集中在 6 月到 9
月。在天坛公园附近的左安门桥边，从一
个井口下去，有一座深度约 10 米的蓄水
池，这座约 3 层楼高的地下空间可以吸纳
8000 多立方米的雨水。据史建平介绍，
低于地面的调蓄池可以将雨水暂存起来，
减轻泵站在降雨时的排水负担。降雨结

束后，用水泵将水抽到附近河中。“比如南
二环的永定门、左安门的泵站会将水排入
南护城河，而北二环的桥区泵站会将水排
入北护城河。收集起来的雨水经过沉淀
之后还可以用于道路除尘、园林绿化或者
填充河道等，北京市未来还将建设 60 多
座雨水调蓄池。”史建平如是说。

在北京11家市属公园中，陶然亭公园
是第一个用中水灌溉的公园。所谓中水，
就是各种污水、废水经技术处理后，达到
规定的水质标准，可在生活、市政、环境等
范围内使用的非饮用水。据陶然亭公园
管理员张青介绍，引入中水灌溉后，陶然
亭公园每年节水量在15万立方米至20万
立方米之间，市里给的供水指标也得以逐
年下降，从 2012 年的 23 万立方米降到目
前的18万立方米。陶然亭公园2014年利
用中水约 20 万立方米，其中 30 万平方米
的绿地灌溉用水主要来自南护城河内经
过沉淀的中水。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陈志
强处长介绍，北京市每年排放污水量约12
亿立方米，其中约有20％的污水未经处理
直接排放，既污染了环境，又浪费了宝贵
的水资源。如果能将这些污水改造成中
水，将大大节约灌溉成本，为园林灌溉用
水带来“源头活水”。

节流：智能灌溉 植物节水

目前，一场以高新技术引领的智能
灌溉模式正在北京市逐步推广。记者在
朝阳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看到，喷灌系
统正徐徐喷射出水花，控制灌溉的是草
坪中的“微型气象站”。正在养护的杜师
傅告诉记者，微型气象站可以实时采集
公园内的温度以及湿度等信息，并把信
息传到智能控制器以便于后期的处理。
智能控制器系统会根据植物类型、灌水
器种类、土壤类别以及坡度，再结合每
天的风力雨量、太阳辐射等因素自动生
成喷水模式，进而控制喷头出水量以及
出水时间。记者发现，在具体的浇灌方
式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因材施灌”，
比如草坪一般用地埋式喷灌，灌木用微
喷，乔木用涌泉灌，花卉植物则用滴灌
方式浇水。

在北京植物园，记者发现这里的智
能灌溉系统全程由电脑技术控制，绿化
灌溉会在指定时间启动、结束，遇到风

雨天气，还会自动停止以节省用水。园
林技术人员根据不同季节植被蒸腾量及
其根系储水量、植被的品种和构造坡度
等因素，经过反复测算、试验，精确设
置了喷头出水量的大小以及喷水的方向
和射程。

据陈志强介绍，北京市属各公园共
有绿地面积 1020 公顷，年用水量约 500
万立方米，目前已经在颐和园、天坛和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大面积使用精准
智能化灌溉模式，采用微喷、滴灌等节
水 灌 溉 方 式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目 前 共 计
540 公顷，能实现年节水约 200 万立方
米的目标。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师于晓南
认为，园林绿地植物品种多样，用水量
差异较大。从植物种类来讲，乔灌木类
用水量低于草坪、地被类植物，因此在
园林绿地种植中必须坚持以树木为主
体。乔灌木不仅是城市园林景观的主要
载体，而且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效益显
著。乔木绿量占园林植物总量的 84%，
释氧固氮、蒸腾吸热等生态效益量化值

占园林植物总量的 85%至 87%。
“传统品种具备节水耐旱性的乔木有

国槐、刺槐、沙枣、河北杨、侧柏等；
灌木品种有红刺玫、金银木、火炬树、
龙爪槐等。近年来出现的以草代木、砍
树种草造成城市园林景观单调，既不适
应城市需求，又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的
浪费。大量建植冷季型草坪消耗掉了大
量的城市水资源，应提倡发展节水型草
坪，切实根据北京市的水资源现状和长
远发展情况建设草坪绿地。”于晓南说。

史建平认为，除了“开源”与“节
流”双管齐下，还应加强灌溉设施的检
修、维护，控制，减少灌溉设施的人为
破坏，编制科学严谨的计划，建立园林
绿地用水量监测制度，及时发现和维修
给水管道的跑、冒、滴、漏等问题，确
保硬件安全。

“不仅园林管理者应加强技术和资金
投入，还需要社会公众群策群力，献计
献策，这样才能让园林绿化节水的目标
实现，不断取得‘源头活水’，改善我国
的缺水状况，造福市民。”史建平说。

美国城市园林绿地建设非常注重水
资源的节俭应用。美国政府通过各种宣
传、展览活动来提高市民的节水意识，
如达拉斯城市水资源应用协会、洛杉矶
水电局每年举办的节水公园旅行，洛杉
矶水电局支持建设的以节水为主题的鲁
米斯庭园样板花园等。水资源管理部门
定期向群众展示各种先进的节水技巧和
装备，提供各种适合当地种植的耐旱植
物材料，激励人们种植节水型景观，美
国很多州的社区绿化中，都推行耐旱景
致。一片耐旱的美化场地，一般可节水
30％至80％，还可相应减少化肥和农药
的用量，因此美国政府积极支持以这种
方式作为节水和改良城区环境的办法。

德国是世界上雨水收集应用最先进
的国家之一，其城市绿化通过普遍收集
和应用雨水，能够解决大部分景观用
水，有些地方甚至实现了对城市干净水
资源的零耗费。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欧洲
最大的商业区波茨坦广场，有13042平
方米的城市水面，可收集容纳15000立

方米的雨水，还有合理的生态水景设计
相配套。汉诺威“变更花园”水园、萨
尔布吕肯市港口岛公园和杜伊斯堡北景
致公园也都充分应用雨水制作景观，另
外德国的生态村建设在节水方面也达到
了先进程度。生态村所有住宅的屋檐
下，都安装了半圆形的檐沟和雨落管，
用来收集屋面雨水，收集起来的雨水，
部分用来浇灌绿地，部分放入渗入池，
弥补地下水。

缺水的印度和以色列的经验也值得
我国借鉴。在印度新德里，市政部门在
许多立交桥下修建了大型的储水池，雨
季来临时雨水顺着立交桥两侧，经过排
水沟进入桥下的水池，用于城市的绿地
灌溉，此外在一些大型机场也修建了导
流渠，将雨水导入机场附近的储水池内
加以回收利用。在以色列，污水处理回
收利用的发展也较为成熟，以色列城市
园林建设80%以上都是来自经过处理的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并结合现代滴灌
等技术进行精密灌溉。 文/崔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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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做到绿化“零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