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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南水北调排灌泵站注入“生命活力”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利用京杭大运河及与其平
行的河道输水，把长江水北送天津、东送山东半
岛，输水主干线全长 1156 公里，一期工程于
2013年12月通水，年调水规模约90亿立方米。
其创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泵站群——东线泵站
群工程，其高质量运行闪耀着被誉为“水利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摇篮和水利科技创新重要基
地”的河海大学专家们的智慧。

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工程覆盖的平原地区排灌
泵站机组存在启动困难、效率低下、过流部件空蚀
腐蚀破坏严重等问题，无法有效满足灌排、供水、
防洪等需求，成为灌溉排涝急需解决的重大问
题。能源与电气学院教授郑源主持的“南水北调
东线大型泵站机组优化与稳定性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针对此类问题开展攻关研究。

“开发高性能、低扬程的水泵模型存在一系列
技术难题，如缺乏先进的水力模型设计理论，可能
遭受由海水倒灌引起的氯离子腐蚀等。”郑源教授
介绍，经过十多年的科研攻关，研究团队在平原地
区调水排灌机组优化与稳定性关键技术及应用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成功破解了造成设
备运行效率低下、大修频繁、严重影响排灌机组运
行可靠性和服役寿命的难题。

“研究中，我们创建了泵站机组过渡过程全三
维数值模拟方法，研发了排灌机组过流部件成分、
结构、性能一体化设计的防护涂层，提高了机组运
行寿命，保障了机组运行安全，填补了国内非晶防
护涂层用于灌溉泵防护领域的空白，在低扬程水
泵全流道三维过渡过程的计算及非晶涂层抗空蚀
腐蚀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郑源教授告诉
记者，该项研究带动了国内平原地区排灌机组设
计理论、安全运行技术及流量测试方法研究的发
展，对提高我国平原地区排灌机组设计、运行与管
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成果已应用于南水北调东线淮安一站、淮
安三站等60余个大型供、排水工程。实测表明，机组
效率较同期最好水平提高了约6%；应用三维过渡过
程成果指导泵站运行，开停机成功率从70%提高到
100%；复杂不规则断面流道测流精度由传统测流方
法误差±3%提高到±1.2%；采用抗空蚀防腐蚀涂
层材料防护，可使水力机械常用不锈钢的损伤减小
60%以上，使用寿命可延长3-5倍，产生了明显的经
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环境效益。

“湿地净化尾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南水北调工程中建了很多污水处理厂，其尾
水的回用对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对有回用价值的尾水进行净化处理？河海大
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华祖林教授
领衔的课题组对“湿地净化尾水”进行了深入探究。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是解决我国北方地区水
资源严重短缺的重大战略举措。”华祖林教授介
绍，为保障调水水质，江苏投资133亿元，先后实
施了2批305项治污项目，形成了“治、截、导、用、
整”一体化的治污工程体系。为进一步降解尾水
中的污染物浓度、提高工程沿线对尾水的资源化
利用率，我省在已建尾水导流工程中设置了一系
列人工湿地，通过有效的水源涵养建设，增强水体
自净能力，提高水资源利用。“从东线输水干线苏
北地区来看，节水就是减排，节水就是治污，通过
人工湿地加强尾水净化越来越重要。”华祖林告诉
记者，课题组从三个方面探究了推广尾水深度处
理及资源化利用的有效途径。

生态湿地净化尾水效果的季节性变化特征研
究：观测不同季节生态湿地的水温、pH、溶解氧、水
位、进水量、水生植物全生育期生长过程的变化特
征；估算不同季节人工湿地对污染物去除效率；阐明
生态湿地对水体水质净化能力的季节性差异特征。

湿地污染物净化能力对不同污染负荷的响应

机制：从野外人工湿地基地中筛选不同水生植物
类型，作为室内实验的供试植物；通过室内实验，
研究水生植物对不同污染程度水体和处理水量的
净化能力；建立植物各阶段生长特征参数对水质
污染程度和处理水量的响应关系；揭示生态湿地
污染物净化能力对不同污染负荷的响应机制。

生态湿地最大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建立人
工湿地污染物动力学模型；利用尾水生态湿地处
理效果的季节性变化特征和污染水平响应机制研
究成果，提出生态湿地最大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
方法；利用污染物动力学模型，计算生态湿地全年
各季节最大污水处理负荷等。

“项目创新点主要体现在，解析了湿地污染物
净化能力对不同污染负荷的响应机制，构建了湿
地污染物动力学模型，以污水处理负荷最大为目
标函数，以湿地安全稳定运行为约束条件，提出人
工湿地最大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方法，得到不同
污染物最大水环境承载能力。”华祖林教授透露，
该项研究成果已经在525亩湿地中进行了实际
应用，出水水质能稳定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对提高人工湿地净化尾水及
资源化利用水平起到了示范作用。

强健泵站“心脏”护航一江清水向北流

“农业是我国的第一用水大户，用水量约占总
用水量的70%。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都水利枢
纽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从
事节水灌溉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13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都水利枢纽，其
中，江都第四抽水站采用的正是江苏大学自主研
发的优秀水力模型。“总书记察看抽水泵运行的江
都第四抽水站,采用的是我们学校自主研发的
TJ04-ZL-02号优秀水力模型，通过水力模型等
比例放大制造了7台大型立式轴流泵机组，单机
容量30m3/s，单机功率3000KW，2010年6月
23日通过了验收。运行10多年来，保障了南水
北调东线源头泵站机组节能高效、安全稳定运
行。”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江
苏大学党委书记袁寿其研究员介绍。

水泵是液体输送系统的“心脏”。南水北调跨
流域调水东线工程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梯级泵站工
程，分三期建设，需建51座大型泵站。其中，低扬
程泵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核心动力“心脏”，
性能直接决定着调水成本和运行可靠性。

以关醒凡教授为首的江大流体机械工程技术
科研团队，围绕南水北调国家战略需求，历时20
多年、三代人接续奋斗，成功研发了国家亟需的系
列高性能低扬程泵水力模型，广泛应用于南水北
调工程东线一期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低扬程
泵站和引江济淮工程，约占总数的70%。

“能为南水北调工程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是
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愿望。”被称为我国“泵业泰斗”
的关醒凡教授曾经说过。目前由他领衔设计的水
力模型，已应用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中线工程
21座泵站中，泵站平均运行效率提高了5%以上，
每年可节省约1.75亿元。

目前，江苏大学设计的系列低扬程泵水力模型还
广泛应用于长三角、珠三角、黄淮海、东北平原等地的
防洪排涝、水资源调配、水环境改善、农业排灌等重要
领域。成果显著提升了我国大型低扬程泵的技术水
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江苏省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一等奖等。
成果已转让荷兰、日本、德国等行业骨干企业100余
家，产量约占全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60%以上。

本报记者 杨频萍 王 拓 蒋廷玉 张 宣
供图 视觉中国

11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我省南通、扬州等地，深入长江和运河岸线、水利枢纽等，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等进行调研。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重要指示精神，我省高校科研院所积极重视水

科技创新，促进长江经济带和大运河岸线水资源科学利用，用科技力量做好“水文章”。

江苏吹响水科技创新“集结号”

用科技点燃长江大保护的“绿色引擎”

保护母亲河，需要“硬核”科技的支撑。去年
1月，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由江苏省政府、
南京市政府与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针
对长江大保护中的突出问题，以科技带动系统治
理，打响一场场长江保护修复的攻坚战。

科技如何点燃长江大保护的“绿色引擎”？扬
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南京大学环
境学院李爱民教授有多年科研攻关和成果产业化
的丰富经验。

自“十一五”起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水专项淮
河项目以来，南京大学技术团队围绕流域点源、
面源污染控制与河湖生态修复研发了一批先进
技术装备，积累了流域污染治理与管理的丰富经
验，相关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
项。南大还以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依托，在长江沿线江西、安
徽、江苏等地建设多个政产学研平台，不断求解
大江大河的绿色“方程式”，推动了地方生态环境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如今，位于秦淮新河河畔的曹村泵站，池水清
澈见底，昔日的“臭水沟”不见踪影，这正是李爱民
教授团队承担的一项环保治理工作。在曹村泵站
前池水环境提升项目中，团队示范使用了高效脱
氮树脂一体化装置和同步脱氮除磷装置，这是一
项以团队技术成果为基础，依托新型研发机构平
台开展二次开发与集成应用的创新成果。

“这项成果是以‘磁性树脂技术+同步脱氮除
磷技术’为核心，适用于城市污水与污染水体深度
处理与再生利用的高效经济技术。”李爱民告诉记
者，该项技术正在大展拳脚，破题城市“黑臭水体”
的顽疾。

治污技术虽是“良方”，但扬子江生态流域的
保护修复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不可能靠一两剂药方
就能一劳永逸。李爱民告诉记者，扬子江流域占
江苏境内面积的36%，经济贡献力却高达80%，
是中国经济发展基础最好、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地
区之一。但是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带来的环
境综合治理难点也较为突出。

核心技术攻关破解“重化围江”难题

扬子江流域产业结构偏重化工，“重化围江”
现象亟需破题。“长期以来扬子江流域呈现基于工
业文明的发展方式，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的经
济发展模式转型还比较困难。世界化学品产能
40%在中国，中国46%在长江，长江的近一半在
江苏；长江沿岸化工园区76家，江苏就占34家。
在GDP、人均GDP、地均GDP、城市化率等经济发
展指标方面，扬子江流域相较于长江上游和中游
两大城市群（成都都市圈和武汉都市圈）而言相对
较高，与上海大都市圈、环杭州湾大湾区以及粤港
澳大湾区等国内发达城市群相比差距不大，但万
元GDP工业固废、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取水
量、工业用电量等指标与上述相比都相对较高，说
明扬子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也说明经
济与环境、资源、能源的关系最为紧张，工业文明
下的增长特征明显。”

李爱民告诉记者，近两年来，中心围绕破解
“重化围江”技术难题，集成开展重大核心技术攻
关，突破了多项基础技术和产业关键技术瓶颈。
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心已接19家境内外高校和
22个国家级科研平台，集聚了40余家生态环保
及相关领域新型研发机构，加盟研究所孵化企业

508家，申请专利1000余件，打造了一支系统解
决环境问题、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集团军。

微界面绿色化工技术研究所是中心加盟所之
一。研究所自主研发了微界面反应强化技术及装
备，可将大规模多相反应器内传质界面由厘米—
毫米级尺度转变为微米级，长江沿线现有可适用
项目达数百项，未来将形成百亿级产值，增加经济
效益数十亿元、污染物减排数亿吨。记者了解到，
微界面研究所、膜科学技术研究所等5家加盟研
究所的核心技术在江北新材料科技园推广示范。

中心还开展了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化工废水无
毒排放示范，指导博瑞德环境集团完成玉带污水
厂化工园区废水无毒排放生物指示工程，该项目
在国内率先实现化工园区污水无毒排放。

同时，中心牵头制定了江北新材料科技园企
业污水间接排放标准。组织南京大学及相关加盟
研究所共同承担标准编制工作，对园区近70家企
业的废水排放情况进行了系统调研分析，为园区
绿色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生态眼”让工业废气污染无所遁形

扬子江流域生态环境“超负荷”,也是中心聚
焦的核心难题。“扬子江流域城市群可利用国土资
源空间极其有限，国土开发强度较大的空间结构
尚未实现根本转变，土地资源底线约束加剧。”李
爱民表示，扬子江流域承载的经济、人口较多，近
20年沿江八市生态环境承载力强度不断升高，生
态超载程度相对严重。未来江苏沿江城市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支撑面临挑战。

对此，中心集成了先进科技技术，综合应用同步
脱氮除磷、磁性树脂吸附等多项先进治水技术，积极
探索推广“政府采购+考核付费”等商业模式，支撑了
秦淮河等主要入江河流污染治理。近年秦淮河等7
个入江河流主要断面全部达Ⅲ类及以上。

除了科研研发、场景应用和产业发展，扬子江
生态文明创新中心还加快打造“生态眼”智慧感知
平台和绿色技术工程化平台等重大公共平台。

在南京建邺区江心洲的江岛智立方，扬子江
生态文明创新中心一楼还有个“智慧大脑”——

“生态眼”智慧感知平台在24小时运行着，用人工
智能、5G通信、卫星遥感等先进技术手段采集各
类生态环境数据，水上船舶、化工园区、生态岸线
都在这双“火眼金睛”下，工业废气污染无所遁形，
而18个涉江部门23个大数据的系统联动，真正
实现了长江生态环境“可视、可控、可管”。

目前，中心在牵头组织下，已经与生态环境部
环境发展中心、南京大学、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等长
江上、中、下游“政—企—校—所—金”共计36家
单位签订协议，共同申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李爱民告诉记者，这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要
强化上中下游互动协作，下游地区不仅要出钱出
技术，更要推动绿色产业合作，推动下游地区人
才、资金、技术向中上游地区流动”的指示精神，体
现长江大保护的“下游担当”。

“在未来，我们通过高效协同全流域优势资
源，将区域科研优势、人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重点开展跨区域、跨领域、跨学科
协同创新与开放合作，构建长江经济带水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突破重大
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制约，培育壮大具有核心创
新能力的企业，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
全球大江大河流域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
中国方案。”

长江江苏段长江江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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