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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下凹桥区排水不畅 本市已建成 61 座地下调蓄池

雨后积水流进“地下陶然亭湖”
每年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是北京降雨最多的时候，此时下凹桥区极易积水。为了解决下凹桥区排水不畅的问题，自 2012 年“7·21”特大暴雨以来，本市
通过升级改造雨水泵站以及在有条件的桥区新建蓄水池等方式，
提升了防汛能力。新建的 61 座调蓄池可蓄水 21 万立方米，
相当于陶然亭湖的蓄水量。
市排水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 2012 年发生“7·21”特大
暴雨之后，市政府对于影响城市
安全运行的下凹立交桥的排水
能力不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提
出“一桥一策”方案，对于每一座
下凹式立交桥，都实施“定制化”
改造措施。截至目前，市排水集
团已分三期对城区内 75 座雨水

泵站进行了升级改造，其中一期
工程主要缓解以三环沿线为主
的下凹桥积水问题；二期工程以
二环路周边的下凹式立交桥为
主，重要路段的应汛能力得到很
大提升；三期工程重点围绕城区
四环和五环周边的桥区进行改
造，使很多易积水桥区得到了根
本改善。雨水泵站升级改造完

成之后，城区下凹桥区泵站总抽
升能力由每小时 38.1 万立方米
提升至每小时 72.6 万立方米。
在雨水泵站升级改造的同
时，市排水集团在有条件的桥区
新建了 61 座调蓄池，新增蓄水
能力 21 万立方米，相当于陶然
亭湖的蓄水量，中心城区下凹式
桥区的应汛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一桥一策
□每一处下凹式桥区均实施
定制化 改造措施
□升级改造 75 座雨水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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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门桥区地下泵站，
工作人员在检查水泵。

每小时

38.1 万立方米

新建 61 座地下调蓄池

每小时

72.6 万立方米

具备建设条件的桥区

新增蓄水能力 21 万立方米

地下调蓄池如何除积水
河道

泵房

初期池

箅子

调蓄池

大红门桥 今年汛期用上容量一万立方米调蓄池

每年“七下八上”的时候，大
红门桥泵站的运行工刘宇杰就
以站为家，几乎 24 小时值守在
此，为的就是确保汇水面积在
14.6 公顷的大红门桥区排水畅
通，不让这个南中轴路重要节点
发生积水断路等情形。和往年
相比，今年他心里踏实多了，因
为泵站多了一个
“好帮手”
。
这个“好帮手”藏在地下，是
一组容积为11233立方米的调蓄
池，于今年汛前正式投入使用。
“好帮手”
怎么帮忙？刘宇杰首先
将记者带到了泵站，来了一场雨
水的
“泵站之旅”
。泵站位于大红
门桥区的东南角，
一旦开始降雨，
桥区周边 616 个雨水箅子就会立
刻开始收集雨水，通过自流的方

式流入格栅间。
“这是雨水进入泵
站的第一道关卡，
塑料水瓶、
塑料
泡沫等大块垃圾在这儿会被拦
住，
目的是保护水泵。
”
从格栅间出来的雨水会首
先进入一个容积为 1215 立方米
的初期池，
“泵站在改造前，桥区
雨水通过收水系统进入泵站，抽
升、排河。改造后，增加了初期
雨水池和雨水调蓄池，降雨初期
10 毫米到 15 毫米的雨水往往并
不干净，甚至可能存在污染，先
把它存放在初期雨水池，降雨结
束后再排入污水管线，进入污水
处理厂处理，这样解决初期雨水
对河道污染。”刘宇杰接着又带
记者进入了位于地下 20 多米深
的区域，这里由泵房和调蓄池组

成，泵房里的高功率水泵在降雨
时根据需要依次开启，将降雨中
期的雨水直接抽升至附近的凉
水河，如果降雨太大太急泵站
“忙”不过来，雨水就会从泵房流
进调蓄池，临时存放在池子里，
桥区的水都转移到这儿来，起到
给桥区泵削峰减压的作用，也缓
解了内涝。
“调蓄池容积为 10081 立方
米，分四层，今年汛期的几场降
雨里，都曾经有降雨中期的雨水
存入调蓄池。”刘宇杰说，等降雨
过后，会根据上级指令，将池中
雨水排入河道，用于河道景观补
水，也为下一场降雨提前做好准
备，既提高防汛能力，又充分利
用雨水，
实现海绵的理念。

管线

现场探访

提升后

雨水箅子

雨水进水口。例如，大红门桥区

共有 616 个雨水箅子。

进水管线

扩大直径后可加快收集雨水速度。

初期池

降雨初期的雨水可能存在污

染，先存放在此，降雨结束后再排入污水管线。

泵房

雨量大时，启动高功率水泵，将

雨水直接抽升至附近河道。

岳各庄桥 抽水速度提至七倍解决严重积水问题
同 样 是 新 建 了 蓄 水 池 ，刘
宇杰值守起来略感轻松，但值
守岳各庄桥区的同事樊飞却十
分紧张，在今年的汛期，岳各庄
桥区需要做两件事，一个是防
汛，一个搞建设，而且哪一件都
不能耽误。记者上周来到岳各
庄桥区，在桥区东南角、紧挨京
港澳高速公路的路边，竖起了
一片绿色围挡，围挡之中，就是
今年年底即将建成的岳各庄桥
区雨水泵站和调蓄池的改造升
级工程，而樊飞刚刚完成夜间
的防汛值守工作，双眼泛着血
丝，脸上略显疲惫。
根据改造升级方案，岳各庄
桥区需要新建泵站、调蓄池以及
联通桥区和泵站的管线，截至目
前，泵站和调蓄池已经建成，部

分管线还在铺设当中，因此在今
年的汛期当中，是新泵站的部分
功能和原来的老泵站共同应对
桥区积水。
想 必 很 多 人 还 记 得 ，2012
年的 7 月 21 日和 2015 年的 7 月
23 日，岳各庄桥下都曾经发生
过严重积水，甚至有车辆被泡，
给群众造成了财产损失。樊飞
告诉记者，岳各庄桥老泵站的
收水和排水能力都非常低，
“三
台老泵是 1991 年建的，抽升能
力每秒才一立方米，但随着桥
区周边的发展，汇水面积已经
增加到 14 公顷左右，典型的小
马拉大车。”
为了解决桥区积水问题，市
排水集团在保留原来老泵站的
基础上新建了一座泵站，配备容

积为 9810 立方米的调蓄池，并
将原来直径仅 1.2 米的进水管线
改造成最大直径 2.6 米的管线，
加快了雨水口收集雨水的速
度。同时，泵站的抽升能力提升
到原来的七倍，每秒能抽升七立
方米积水。
记者跟着樊飞走进地下泵
站和调蓄池，这里与大红门泵站
的结构相似，分别设有初期池、
泵房和调蓄池。初期雨水先进
入初期池，当雨水达到一定水位
时，泵站会自动运行抽升，及时
将积水抽排到雨水管线内，如果
雨水过大，调蓄池将发挥削峰作
用，把雨水暂时存入调蓄池内。
樊飞介绍，在今年年底前，所有
工程将完成。
本报记者 叶晓彦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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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特大时，泵房忙不过来，雨

水会流入此处，待雨后再清空排入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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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各庄桥区调蓄池地下二层，
工作人员在巡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