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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田晨旭

　　时长122天，降雨79场，全市平均降雨量
792.6毫米……
　　北京市今年经历的“超长汛期”，为这座特大
型缺水城市赠上了一份“豪礼”。水库丰盈、五水
入海、地下水回升……在确保防汛安全前提下，
北京市精准调度，最大限度将降雨量转化为有效
水资源量，谋划了一篇北京特色的“水文章”。

在保安全与多蓄水间谋求平衡

　　降雨！降雨！降雨！
　　在刚刚过去的汛期里，节节攀升的降雨量
不断刷新着北京的纪录。今年汛期，全市平均
降水量 792.6 毫米，较常年同期 425.7 毫米和
近十年同期数据，分别偏多九成和七成。在 79
场降雨中，平均雨量达大雨及以上量级的 10
场，包括 2 场暴雨。其中，7 月北京降雨量为
400.4 毫米，占汛期降雨总量 50.5% ，为 1951
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总体而言，
今年汛期北京市降雨呈现出次数多、总量大、局
地特征明显的三大特点。
　　北方为何会形成如此丰沛的降水？北京市
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霍风霖介绍，今
年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总体上偏强偏北，且副高
的主体比较强盛和稳定，这打破了北方地区“七
下八上”的雨带规律。雨季开始时间偏早，结束
时间偏晚，造就了北京122天的“超长汛期”。
　　“以降水最多的 7 月为例，副热带高压脊线
位置比常年同期偏北，副高外围引导的东南暖
湿气流被输送至华北地区，中高纬度冷空气活
动频繁，冷暖气流在华北地区交汇，使得北京 7
月以来降水明显增多。”霍风霖说。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杨进怀
介绍，今年北京市汛期降水量大，防洪形势严峻
复杂。对于滴水贵如油的北京，如何实现“精准
调度、保安全、多蓄水”的目标，化“洪水”为“水
资源”？北京市水务部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运用数字化手段对降雨、产汇流和洪水演
进模拟预演，根据预演结果滚动订正调度方案。
汛期以来，北京城市洪涝数值模拟模型———“北
京模型”在洪水调度及内涝风险分析等方面发
挥了较大作用，实现降雨产流-坡面汇流-管网
汇流-河网汇流-水体调蓄-防洪排涝工程调度
全过程耦合计算，为洪水调度预调微调提供支
撑。例如针对降雨频次高、汇水多的密云水库
流域，运用模型模拟预演了不同量级降雨情景、
不同调度方案的洪水过程，最终确定小流量预
泄分级调度模式，既为后续洪水腾出调蓄空间，
也充分利用小流量回补地下水。
　　充分利用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系统安排
洪水全过程调度。雨前，根据预案科学分析
预测河道、水库来水情况，提前进行预泄腾
容；雨中以流域为单位，科学实施水库、河道
及蓄滞洪区等水工程联合运用，充分发挥大
中型水库拦洪蓄洪作用，强化永定河、北运河
和城市河湖分洪泄洪调度和城区厂网河联合
调度，有效控制河道水位，减轻城市排水压
力；雨后，充分发挥平原河网优势，科学安排
超蓄洪水调度。
　　充分发挥各类水利工程作用，统筹多水源、
多流域、多路径、多目标联合调度。面对丰盈的
降水，北京市水务部门因势利导，将水资源综合
引导至干流与支流、地表与地下，实现能补尽
补、能蓄尽蓄。在消解水患灾害风险的同时，最
大限度地储蓄来之不易的水资源。

最大限度将雨洪水资源化利用

　　北京今年汛期形成了多少水资源？地表水
系是最好的“见证者”。今年汛期，潮白河流域
平均降水量达 904 毫米，居全市各流域之首。
该流域内的潮河、白河均出现了不同等级洪水，
主要河道断面汛末水位较汛前水位相比有较大
涨幅。流域内密云水库的蓄水量在入汛后屡创
新高。8 月 23 日 15 时，密云水库蓄水量达
33.59 亿立方米，突破历史最高纪录。
　　据北京市水文总站监测，北京市 2021 年
汛期降水形成了 50.04 亿立方米水资源量，其
中地表水资源量 24.97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
量 25.07 亿立方米。北京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
务中心副主任王俊文介绍，汛期水资源调度多
以防汛调度为主，重点考虑应急措施和安全因
素。而汛后则是将产生的丰厚水资源精细化调
度，均衡水资源时空分布，最大限度发挥水资源
调度效益。

　　通过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南水北调中线
等工程水源进行多水源调度，重点保障城市
生活用水、地下水回补以及河湖生态补水等
需求；依赖今年水资源丰厚优势，利用大量地
表水系与水利工程，开展多流域调度，延长调
度时间，有效解决北京市水资源时空分布不
均的问题；重启多年未运行的河道、长年未运
行的水利工程，探索性地打通新的补水路径，
开辟新的存水区域，让这些河湖与水利工程

“恢复生机”……
　　“我们今年的调水工作还采用了‘高水
高用、低水低用’的方式，让北京市高程较低
的南部地区使用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低海
拔水源，高程较高的北部地区使用以密云水
库、官厅水库为代表的高海拔水源，节省了
调水成本，使调水工作更加低碳环保。”王俊
文说。
　　随着北京市水资源调度工作的推进，汛
期丰厚的降水转化为有效水资源，润泽北京
大地。随之而来的，还有丰厚的生态效益：

　 五大河流贯通入海。今年“十一”前，
北京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泃河
等五大河流全线水流贯通入海，潮白河、北
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和蓟运河五大水系全
部成为“流动的河”。生态补水至今，全市
新增并扩大 23 条有水河道，增加有水河长
418 公里，增加水面 32 平方公里，地表水
环 境 质 量 和 水 生 态 健 康 水 平 得 到 有 效
改善。
　　地下水资源有效回补。据北京市水文总
站监测，受汛期降雨和生态补水影响，北京市
地下水位持续上升。10 月 22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全市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为 17.28
米，地下水位比年初回升 4.61 米，地下水储
量增加 23.6 亿立方米。全市平原地区地下
水位连续六年回升。
　　生物多样性恢复。生态补水使一些干旱
和季节性断流的河流恢复全线通水，流域水
生生物多样性和水生态功能也有所恢复。例
如山区河流常见种马口鱼，近年来多次在城

市河湖中监测到；之前仅在大型水库监测到
的鳡鱼，近两年也出现在了永定河和潮白河
流域；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鹳在北京市
多地现身，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丰水年后的机遇与挑战

　　汛期丰沛的降水给北方带来充足水资
源，也为部分地方带来罕见洪涝灾害。根据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8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气候变化正
在加剧，许多区域出现极端事件并发的概率
将增加。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未
雨绸缪成为应有之义。
　　事实上，北京市近年来着重推进了西郊
调蓄工程、宋庄蓄滞洪区、海绵城市建设等工
程，同时在预警防御信息发布、洪水调度等制
度上持续精细化，让北京市的防洪排涝能力
得到一定提升，也经受住了今年“超长汛期”
的考验。
　　霍风霖介绍，随着极端天气频发，如何做
好防汛工作也值得深入思考。北京市水务局
根据郑州“7·20”特大暴雨做了暴雨移植分
析。综合来看，一方面，北京的一些水库长期
低水位运行，河道长期未经历特大洪水，水库
和蓄滞洪区缺少极端天气实战历练；另一方
面，目前雨水情预报落区精度不够、预见期
短，公众对于各类预警的响应程度也有待
提高。
　　“未来既要完善流域防洪排涝工程体系，
强化空间管控，确保洪水调蓄和下泄安全顺
畅，又要在提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
能力上下功夫，完善基于洪水预报的调度方
案，优化超标洪水应对措施，为实施防洪和水
资源兼顾的精细化调度提供条件。此外，要
强化全民动员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夯实全
社会共治的良好基础。”霍风霖说。
　　极端天气的另一个思考，是其会否在将
来带来更多降水，改变北京特大型缺水城市
的格局？王俊文表示：“我们应该科学和审慎
地看待今年汛期的降水情况。全球气候变化
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和分析，并不能因为今
年多雨就认定明年一定多雨。”
　　据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北京
市的水资源与人口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突
出。虽然南水北调江水进京，人均水资源量
增加到150立方米左右，但仍远低于国际公
认的500立方米极度缺水警戒线，地下水也
存在较大亏空。北京市用水仍处于“紧平衡”
状态，“水少”仍是北京长期面对的基本市情
水情。
　　 王 俊 文 介 绍 ，目 前 北 京 市 正 在 实 施
2021年汛后至2022年汛前全市水资源配置
调度计划，预计各类水源调度总量为18.6亿
立方米，其中生活供水7.2亿立方米，地下
水回补8.9亿立方米，河湖生态补水2.5亿立
方米。该计划的实施将为明年汛期蓄洪预
留空间，改善北京市水生态环境，更能有效
地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市冬奥会提供蓄水保
障。
　　“未来我们将立足北京的市情、水情，结
合未来的天气条件，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同时，
科学统筹、精细灵活地调度各类水资源，在保
障城市运转基本需求同时，谋求北京市主要
河湖恢复到良好生态，有效涵养促进北京市
地下水的恢复，继续谋划好新的‘水文章’。”
王俊文说。

水库丰盈、五水入海、地下水回升……

122 天“超长汛期”，北京留住了多少水？

新华社记者曹国厂、秦婧

  深秋的阳光下，察汗淖尔湿地内的一片片
水面远望去犹如镶嵌在大地上的一面面镜子，
原本绿色的矮小灌木，随着天气转寒而变成一
簇簇的红褐色。
　　察汗淖尔为蒙语，意为“白色之湖”，是华北
地区现存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位于河北省张家
口市尚义县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交界
处，离北京约 300 公里。
　　记者在位于尚义县大营盘乡的察汗淖尔国
家湿地公园看到，盐地碱蓬、西伯利亚滨藜等植
物生长茂盛，阳光下片片水面如镜，远处不时可
以看到一些红嘴鸥等鸟类嬉戏，这片华北最大
的内陆咸水湖已重现生机。
　　尚义县察汗淖尔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专班
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察汗淖尔湿地内有野
生植物 161 种，水生底栖动物和水生浮游动物
12 种，鸟类 141 种，是众多鸟类栖息、繁殖的迁

徙地和“加油站”。
　　受干旱少雨、地表径流减少、农业灌溉用
水量增加等因素叠加，察汗淖尔生态曾一度恶
化，湿地水面不断萎缩，4 至 6 月份少雨的季

节，裸露的湖床变成盐渍荒滩，生态安全受
到威胁。
　　为切实改善察汗淖尔流域生态系统质
量，河北省发改委去年印发《河北省推进察汗

淖尔生态保护和修复实施方案》，以改善察汗
淖尔生态系统质量为核心目标，着力实施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种植结构调整、湿地保护
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快扭转察

汗淖尔生态恶化趋势，逐步恢复流域生态系
统功能。
　　乌兰察布市与张家口市 2020 年签署了

《关于察汗淖尔生态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将
察汗淖尔流域作为高效节水灌溉的重点，大
力推广应用膜下滴灌等高效节水技术，加强
土壤墒情实时监控，提高滴灌智能化水平。持
续推进地下水治理，全面清查流域内机电井
数量，关闭察汗淖尔湿地周边乡镇范围内的
灌溉机电井，严控新打机电井。
　　今年以来，尚义县和商都县积极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压减
蔬菜、甜菜、马铃薯等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
扩大燕麦、杂粮等低耗水和耐旱作物种植
比例。
　　尚义县察汗淖尔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专
班办公室主任忻加玉说，近两年尚义县在湿
地流域范围内实施退水还旱项目，2019 年
至今累计压减水浇地面积 14.2 万亩、封停关
闭农业灌溉机井 1849 眼。
　　据了解，经过综合施策有效治理，察汗淖
尔生态恶化趋势已扭转。今年丰雨季节，察汗
淖尔水域面积达到 14.9 平方公里，生态系统
开始改善。
　　专家认为，保护好察汗淖尔湿地，对于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当地水资源安全和
农牧业生产，防止草原退化、缓解土地沙
化、盐化，保障京津地区的生态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

　　图片：察汗淖尔重现生机，周边水草茂
盛。        受访者供图　　

8 月 25 日，监测船只在北京市密云水库库区巡查。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7 月 12 日，在北京朝阳区姚家园路，北京市排水集团的一名工作
人员在查看排水口的排水情况。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7 月 18 日，在北京市中关村北四环西路，中关村街道工作人员清扫
积水，打开下水井盖加速排水（手机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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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内有野生植物 161 种，
水生底栖动物和水生浮游动物
12 种，鸟类 141 种，是众多鸟类
栖 息 、繁 殖 的 迁 徙 地 和“加 油
站”——— 察汗淖尔，这片华北最大
的内陆咸水湖已重现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