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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引入机器人助力排水管道检测

管道“体检”机器人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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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彭信翔

吴贻健

3月 22日上午，
风和日丽，南渡江上
游的白沙黎族自治
县南开乡，蜿蜒流
淌的河流绕过叠
翠群山，浸润成片
沃野，年复一年地
哺育着一方乡邻。

白沙是南渡
江、珠碧江、石碌
河三大河流的主
要发源地。当天，
南渡江数条支流流
经的牙佬村、南开
村显得人气十足，
南开乡动员了党员
干部、志愿服务队、河
湖管护员以及村民开
展河道清理整治活动。

“大伙加把劲，把河
岸的杂物清理干净畅通

了。”活动现场，有人抡起铁锹挖开
河道里淤积的泥沙，有人拿着长杆
网兜忙着打捞河里的杂物与垃圾，
看到又来了这么多“帮手”，已当了4
年河道管护员的南开村村民符海秋
扯开嗓门为大伙鼓劲加油。

2018年，符海秋通过遴选，成
为南开乡首批河湖管护员中的一
员，负责管护的河段有3公里多。

“好些个村庄的饮水、农业灌溉
都靠这条河。”符海秋说，几乎每天
早上，他都会在河段沿线走上几个
来回，一旦看到河道有垃圾或杂物，
就会一一打捞上岸再带回村里处
理。他也不止一次劝诫乡邻停止非
法捕捞、采砂及乱倒建筑垃圾等。

“南渡江的发源地就在南开乡，
这条河流养活了我们祖祖辈辈，今
后大家肯定要花大力气守护好！”符
海秋说。

经统计，南开乡境内共有17条
河流，其中，南渡江流经南开乡段总
长度为 50 多公里。截至 2022 年
初，南开乡已从当地遴选29名村民
担任河湖管护员，22人担任渠道管

护员，并建立了以乡、村两级“河长”
负责的“河长制”组织体系，明确每
一河段的责任人。

“每月巡河不少于25天，主要
巡查河流沿线是否存在非法采砂、
排污，发现一起上报一起，并处理
一起。此外，还要配合相关部门常
态化开展清理河流沿线垃圾等工
作……”南开乡党委书记盘宏国
介绍。

经过一轮忙碌，南开乡河道沿
线变得更洁净，当晚霞洒向潺潺河
流，水鸟结群不时掠过岸边的水草，
一幅幅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渐次
展开。

当天，白沙“守护三江源 全民
共治水”暨“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系
列活动同时在南开乡、牙叉镇等乡
镇启动，河道清理整治、畅通灌溉沟
渠等志愿服务活动也在各乡镇如火
如荼地开展。白沙治水工作领导小
组主要负责人介绍，今年白沙将抓
紧谋划实施一批治水、优水项目，推
动“六水共治”各环节工作落实落
细。 （本报牙叉3月22日电）

白沙开展“守护三江源 全民共治水”活动

守护源头 三江碧水长流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张博

3月22日下午，定安县内骄阳
似火。海南日报记者见到水务工作
人员王松姑时，她正蹲在潭榄溪边
一雨水方涵排口，检查雨污水的排
水管网情况。

“你看，经过治理，已经没有污水
从这里排入溪流。”王松姑一边将手指
向不远处的潭榄溪，一边欣喜地说。

此前，定安县委县政府曾下过
不少苦功抓潭榄溪的修复整治，但
治理成效一直不够显著。王松姑坦
言，问题主要出在管网上。

“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老旧小区的雨污水管网设施已无法
满足要求；另一方面，一些新建小区
雨水、污水管道错接、混接的现象也
并不罕见。”王松姑坦言，受上述问题

的影响，近年来污水倒灌、污水直排
等现象在潭榄溪层出不穷。

为了根治这一问题，2021 年
11 月，定安县水务部门在加强地
下管网摸排的同时，对潭榄溪沿途
排口进行综合整治，投入多个污水
应急处理设备，保障潭榄溪的水清
岸绿。

在距离定城镇塔南路附近的雨
水方涵排口不到100米处，一座白
色的“大房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王松姑告诉记者，这座“房子”的内
部就是一套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

“周边小区的雨污经过一体化
设备的三级处理，可以达到城镇内
河（湖）水体治理标准，不仅大大降
低了潭榄溪污染的可能性，也强化
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一体化设备
技术人员王聘思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本飘着油
污的雨污，经过处理后变成了清澈、
无味的清水。顺着出水口管道，这
些经过处理的水源一部分被运往附
近的农田用于灌溉，另一部分则源
源不断地流入潭榄溪。

“经过我们的治理，潭榄溪水质改
善效果显著。”王松姑笑着与记者分享，
根据环境部门监测结果，自2021年12
月至今，潭榄溪的水质全部达标。

定安县水务部门有关负责人介
绍，在“六水共治”工作中，定安将坚
持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
治理”的思路，从源头抓起，强化各
类污染管控，推进河湖治理和水质
监控，完善城市排水管网设施，多管
齐下治理污水，推动水生态环境质
量提升。

（本报定城3月22日电）

定安持续推进潭榄溪污水治理

源头治理 改善河流生态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3月 22日是世界水日。当日，
东方市陀兴水厂厂长苏笃华像往常
一样开展管网巡查，他特意来到东方
感城镇芒果深加工厂供水管网工程
项目现场，查看这里的供水管网安全
情况。几天前，他带队在这里抢修管
网，保障了村民用水。

3月14日下午，项目施工方不
小心挖断了一条供水主管网，而这条
管网连接着陀兴水厂和板桥镇、感城
镇的部分村庄以及公爱农场等地。

由于水压的作用，导致这条管网已破
裂了约6米长，不仅浪费水资源，也
严重影响了周边村民用水。“接到通
知后，当时就组织10多人奔赴了抢
修一线。”苏笃华说。

管网抢修，首先要找出水管破裂
的地方。“当时有一段破裂的管网在
水泥路面下，这给抢修带来了一些困
难。”苏笃华说，为了加快抢修进度，
他决定在不破坏水泥路面的前提下
组织人员检修。他和同事在水泥路
面旁开挖，并同时进行抽水，慢慢挖
出一个工作面后，再用木头顶住路面
上方做好支护，自己则带队员俯下身

子进入刚挖出的洞中。顾不上满身
的泥泞，苏笃华开始寻找破裂的管
网，丈量其长度，并用电动切割机将
其切割下来。

一直到晚上9时许，他和同事找
出了全部破裂地方，回到水厂准备抢
修管材。第二天一大早，他和同事便
带着管材、工具进行了更换。“每次抢
修要确保在24小时内完成，为供水
提供保障。”他说。

3月16日下午，东方市有关部门
在省道S314进行绿化、排水沟施工
时挖坏了一条供水管道，影响了东方
江边乡白查村700多人饮水。为此，

东方市大广坝高干渠工程管理所所
长高德雄等6人带着发电机组、热熔
机以及管材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
修，仅用半个小时便完成抢修任务。

东方市水务局水资源水土保持
室主任钟智强说，东方目前农村集中
供水100%，特别是通过规模化水厂
的管网延伸向农村供水率达94%，
全省比例最高。开展“六水共治”以
来，东方重视保供水工作，特别是农
村供水方面。一旦发现供水问题，东
方水务系统会组织人员及时处置，切
实保障群众用水需求。

（本报八所3月22日电）

东方市供水部门全力保障供水管网安全

及时抢修 保障群众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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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水是生命之本、文明之源。3月22日是第三十届“世界水日”，第三十五届“中国水周”宣传活动同时开
启。做好水资源保护，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也关系国家高质量发展。当前，我省正举全省之力打一场“六水
共治”攻坚战，一体推进治水，保护好海南的“肾脏”，传递出我省践行“国之大者”，守护海南发展最大本钱的
坚定决心。海南日报派出多路记者深入各市县一线，记录干部群众推进“六水共治”工作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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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9日，俯瞰海口美
舍河凤翔湿地公园。通过几
年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
美舍河又重新“活”了过来，
成为城市一张新的名片。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最近，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
心（以下简称海口排水中心）入手了
一个新“宝贝”。因为年纪轻、爱学
习，设施与信息科“90”后工作人员
陈春锦成为第一批上手的人。3月
22日，海口滨海立交桥下，大同排
洪沟旁，陈春锦和同事正在小心翼
翼地为这个“宝贝”装电池、拧螺丝。

这个黄色的异形大物就是Ga-
tor-s1管网检测全地形机器人（以
下简称机器人），由爬行器、线缆车、
控制终端三部分组成，可以在管径
600毫米以上的管道、箱涵内成像
检测。

大同排洪沟主要用于排大同沟

沿线片区的雨水。按照工作安排，
海口排水中心要把机器人放进排洪
沟里，检测排水管道是否有损坏、淤
泥等异常情况，以便及时处理。

海南日报记者在几天前就曾见识
过机器人入水后的“威风”：18日下午，
陈春锦站在海甸五西路明沟岸边，手
持配套的平板电脑。随着他的操控，
机器人漂浮在水面上，一会儿前进、一
会儿后退，还时不时转个圈，接着又灵
活地钻进了黑漆漆的涵洞。“头顶”上
的400万像素云台摄像头可以水平
360度旋转、上下90度俯仰，让它得以
充分观察涵洞里的每一个角落。

在机器人移动的同时，平板电
脑上清晰地显示出管道内部的视频
图像、全景图、横断面轮廓等多项数

据，并形成管道的全景三维模型。
这样的场面，让陈春锦和同事

们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他们曾经历
过以前人力检测的苦——

首先，人力检测的局限太多：碰
上有水或淤泥的管道，需要先把管道
两头封堵上，抽干水，人才能进入。

“地下情况复杂，下去之前，还要先检
测井内有毒有害气体是否在安全范
围内，没问题的话，穿上防水裤、戴上
防毒面具才能进去。”陈春锦说。

其次，出于安全考虑，即便人能
够进入管道，也无法深入太多。因
此，管道出现问题时，常常因为无法
确定具体的损坏点和损坏程度，导致
只能开挖路面，重新埋管修复。这个
过程通常要花半个月至1个月时间。

而这些困难，对机器人而言，都
不值一提：只要管道的管径超过
600毫米，它就能轻松进去。1000
米长的线缆，让它能够进入管道深
处，高清可旋转的摄像头能够精确
看到损坏部位和程度。“损坏程度轻
的话，就可以进行非开挖管道内衬
修复，不影响道路交通，工期也能够
大大缩短。”陈春锦说。

购入机器人以来，海口排水中心
正在大力开展相关检测工作。该中
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心将充分
利用机器人检测全市雨水排口和排
水管网，及时处理管网病害，整治污
水错接、混接，尽量减少道路积水及
对水体的污染。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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