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 夏 贺 兰宁 夏 贺 兰 ：：绿 色 建 筑绿 色 建 筑““ 加 速 跑加 速 跑 ””
□□ 科普时报记者 马爱平

城市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污水，
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入自然界
中，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危害，危
及各种生物的生命安全，其中也包括
我们人类自身。

过去的一百多年来，我们始终借
用微生物之手帮我们处理城市中产
生的生活污水，这种工艺被称为活性
污泥法，其核心就是活性污泥。

活性污泥是由不同种类的巨量
的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组成的复杂体
系，由于在水中分散时的状态看起来
像是泥土在水中的样子，而其本身又
具有生物活性。

好氧活性污泥法自1914年诞生
以来，经历过几次技术的改进，但核
心物质活性污泥的角色始终没产生
大的变化。1991年，来自日本的研究
人员在运行好氧升流式污泥床时，首
次发现了普通活性污泥在特定的运
行条件下自发团聚形成的形状不一
的小颗粒，其粒径大小分布在2—8毫
米之间，研究人员将之命名为好氧颗
粒污泥。

好氧颗粒污泥是一种由普通絮

状活性污泥经过特定的驯化培养，经
过污泥中微生物的筛选、优势种群的
确立、由微生物间相互交联依附，最
终形成的具有一定自我平衡能力的
微生物自凝聚体。其在普通絮状活
性污泥所具备的对污染物的处理能
力之上，还具备更加优异的沉降性
能、耐冲击性能，以及在重金属污染
物、难降解有机物等特殊污染物处置
上的优异效果及开发潜能。

与传统絮状污泥相比，好氧颗粒
污泥具有许多优势，但是其较为复杂
的形成条件和较苛刻的运行方式，导
致其无法进行大范围应用。

当前的污水厂中，曝气单元以方
形曝气池占绝大多数，这对活性污泥
的颗粒化不利，在好氧颗粒污泥技术
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大规模应用
为时尚早，还需等待更全面的技术升
级。

生 活 污 水 中 所 含 有 的 氨 氮 、
COD、总磷，以及其他营养物质的浓
度，对好氧颗粒污泥的形成有着极大
的影响。

好氧颗粒污泥的产生过程从微

观角度分析，与普通絮状污泥中胞外
聚合物（EPS）产量较多的细菌在细菌
总体中的占比增加有直接关系。最
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当前的研究中，好
氧颗粒污泥中 EPS 的相对含量是普
通絮状污泥的数倍，且通过分析颗粒
污泥与絮状污泥中的细菌种类及数
量分布，可以发现主导细菌种群呈现
显著区别。活性污泥中菌群组成的
改变，主要是由于外部环境中各种营
养物质的不同而产生。

目前，大量污水处理厂处理的
污水其碳源与氮源的比例普遍较
低，这对好氧颗粒污泥的形成不利，
且污水中的碳源种类驳杂，还会有
多种毒性物质存在的可能，水质较
不稳定，如雨季与旱季的水质就差
别极大，这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好
氧颗粒污泥的形成以及稳态维持。
而直接利用实际污水大规模快速、
高效培养好氧颗粒污泥，仍存在技
术瓶颈，大多采用人工配制模拟污
水的方式来强化培养，在提高技术
应用成本的同时，也限制了好氧颗
粒污泥的产量。

好氧颗粒污泥的出现，源自于普
通絮状活性污泥，是通过特定条件下
的培养而转化得来的，所以从根源上
说，二者本是一家。絮状活性污泥可
以向好氧颗粒污泥转变，自然好氧颗
粒污泥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变回絮
状污泥。好氧颗粒污泥系统的稳态
运行一直也是这项技术关注的重点
和难点。

当前对于好氧颗粒污泥的研
究，正处在由实验室推广至现场工
程的关键阶段，全球多个高校、研究
所的研究人员都在对好氧颗粒污泥
的实际应用工程进行探索攻关。相
信随着对好氧颗粒污泥形成机理的
分析逐步深入，好氧颗粒污泥的快
速规模化培养将不再成为推广的关
键问题。而后续的稳定性运行则需
要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只有使
颗粒化形成稳定循环，方可保证好
氧颗粒污泥在处理单元中始终处于
绝对优势地位，以最大程度上发挥
出好氧颗粒污泥的种种优点，降低
污水处理成本。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污水处理新工艺让活性污泥“抱团”
□ 马 放

建筑物在建造和运行过程中消
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是温室气
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近年来，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将推进
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举措，以建筑节能、绿色施工、绿色
建筑为抓手，全面推进建筑领域节能
减排持续深入开展。

近日，在贺兰县“正基·如意府”
房产建设项目现场，一期主体正进行
收尾阶段，接下来将进行室内装修装
饰。

在项目建设初期，采用宁夏最新
最高建筑节能规范标准要求，在原有
节能标准65%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室

外环境按照国家大于40%绿化率的要
求进行室外设计，并采取人车分流的
举措，降低汽车尾气及噪音对居民带
来的不利影响。

同时，在即将进行的室内装修装
饰阶段，采用新型的室内板材——轻
质隔墙条板，该板材生产过程中无需
高温高压，无毒、无害、无污染，无放射
性，属绿色环保新型节能建材，在保
温、隔音等要求相同的条件下，板材更
薄，相同建筑同比可增加10%以上的
使用面积，有效提高了居民的生活空
间。

专家介绍，绿色建筑在其全寿命
期内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
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

用空间，是能最大限度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从办公楼到
住宅区，从学校等公共机构到购物中
心等商业建筑，绿色建筑不仅是新技
术的载体，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体现。

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工作人员秦龙介绍：“通过标准化设
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
装修、信息化管理、创新建造方式、整
合优化资源、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推进建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努力提高贺兰县建筑工程技术水
平和工程质量，实现建筑产品节能环
保和全生命周期价值最大化，加快推
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贺兰县牢固树立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
建设“绿色、高端、和谐、宜居”新贺兰，
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并在其
中优先使用绿色建材，并逐年提高绿
色建材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比例。
加大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功能良好、
安全便利、可循环可再生新型建筑材
料的开发应用力度，加快推进绿色建
材评价体系建设。大力推广使用建筑
保温与结构一体化、钢筋专业加工配
送、外墙外保温建筑节能体系（EPS模
块）、新型模板支撑体系等成熟技术和
高性能成品门窗。鼓励装饰与保温隔
热材料一体化应用，强制淘汰不符合
节能环保要求、质量性能差的建筑材
料，确保安全、绿色、环保。

10月8日，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获悉，国庆假期7天共有687万
游客走进北京市公园，与去年同期
相比减少 21.7%（2020 年 877 万人
次）。

国庆节期间，北京市公园共布
置花坛228处，各种花卉253万株，18
个公园举办文化活动40项，主要包
括花卉展览、文艺演出、科普宣传、
亲子活动等主题，为市民提供丰富、
愉悦的游园体验。

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全
市各个公园风景区按照瞬时最大
承载量 75%的限流标准，严格落实

“限量、预约、错峰”等措施，扫码测
温，不接待 14 天内来自或去过中
高风险地区人员，谢绝黄码、红码
入园。全市客流量较大的 76 家公
园（包括免费公园）实行网上预约，
引导游客错时出行、错峰游园，严
防聚集性风险。此外，还加强宣传
引导，利用微博、微信、北京号等新
媒体以及传统媒体矩阵传播，主动
发布游客量信息，及时疏导、提示
游客均衡到非热点公园、非热点时
段游览，全市公园风景区运行平
稳，安全有序。

（胡利娟）

北京国庆假期687万游客走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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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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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滇西北和藏东南
一带的高寒原始森林，被誉为“雪山精灵”，也是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

20世纪80年代前后，打猎和伐木等行为对滇金丝猴栖息地
造成了破坏，猴群数量一度减少，保护形势严峻。为了拯救濒危
的滇金丝猴，我国建立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探索“社区共管”

的保护模式，将保护与周边居民的生存发展相结合，促进滇金丝
猴恢复性增长。

根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监测结果显示，经过多年的努力，
滇金丝猴保护成效明显。滇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996年的大约
13群1000只至1500只、2016年调查的18个种群3000只，增
加到目前的23个种群3300只以上。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近日，一批须弥扇叶芥、鼠麴雪兔
子种子，被送入位于昆明的中国西南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精心保存。今年
8月到9月，中国科学家在珠穆朗玛峰
6200米地带采集到它们，刷新了我国
采集植物种子的最高海拔纪录。

昆明北郊苍翠的密林中，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内，中国西南野
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所在的四层楼房
看上去很普通，但它却是野生珍稀濒
危植物的“家园”：这里已保存植物种
子10601种，占我国种子植物物种总
数的三成多。

“生命之舟”

被誉为“动物王国”“植物王国”
“世界花园”“物种基因库”的云南，生
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中国西南野生
生物种质资源库主任李德铢说，把种

质资源库建在云南，就是因为云南生
物资源丰富。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在生物产业
中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国际上对野
生生物种质资源高度关注，尤其是对
野生植物的收集保存。”中国西南野
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副主任于富强说，
这里的种质资源库已保存植物种子
10601 种、85046 份，占我国种子植物
物种总数的 36%，使我国的特有种、
珍稀濒危种及具有重要经济、生态和
科学研究价值的物种安全得到有力
保障。它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重要设施之一。

抢救性收集和贮存种子、保存濒
危动植物遗传材料……种质资源库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懈努力。

“这里是种子的家和生命之舟，只要
这里安全无恙，就足以让这些野生珍

稀植物免遭灭绝的厄运。”李德铢说，
我们的目标是保存种质资源 1.9 万
种、19万份。

种子保护的70多道关

一粒种子入库也不容易，要遵循
“3E”标准，即濒危（Endangered）、特有
（Endemic）、有 经 济 价 值（Econom-
ic）。其中，“特有”不光指中国特有，
更重要的是狭域特有。遵循这一标
准，国家一、二级珍稀濒危植物，如喜
马拉雅红豆杉、巧家五针松，中国特
有云南金钱槭、滇桐等被优先保存。

但满足 3E 原则还不够，种子还
得经过70多道关。从采集开始，种子
的闯关之旅就开启了。

从沙漠戈壁到热带雨林、从世界
屋脊到三江平原……种子采集员的
足迹遍布各地。为保证遗传多样性，

同一种植物，研究人员要在不同的生
长地点采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
质资源库种质保藏中心主任蔡杰说，
一般每种植物采集保存 10000 粒种
子，最少2500粒。

常温下，普通种子最多保存一至两
年，为延长种子的寿命，要利用低温、干
燥等方式。因此，采回的种子要经过多
道质量控制程序，才能入库保存。

蔡杰说，种子含水量降到 5%至
7%，在低温、干燥下，种子进入“休眠
期”，基本达到进入冷库的条件。“如
含水量过高，水结冰膨胀，导致种子
内的细胞受损，种子寿命就会减损。”

经过密闭容器分装后，种子进入
“冬眠”套房——零下20摄氏度的冷
库。在这里，种子可存活几十年甚至
上千年，棉花种子“睡”6万年后，活力
才会降到10%。

种子就是希望

沉睡于此的植物种子被悉心呵
护着。目前，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
资源库建立了一个由国内数十家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和自然保护区参与
的种质资源采集网络，并制定了采集
规范和标准，重点采集国家重点保护
和珍稀濒危物种等野生植物物种。

生物种质资源的极速丧失，也促
使世界各国建立各类型种子库。目
前，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
成后，相当比例的珍稀濒危特有物种
的种子已经入库，种质资源库成为名
副其实的避难所。“当一个物种有灭
顶之灾时，我们就会启用这些保存的
种质资源。”李德铢说。

中国有了不少自然保护区用于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为何还要建种质

资源库？李德铢说，人类只有使保护
物种的手段更多样，保护才更具可靠
性。如果自然保护区遇到了火灾、冻
灾、虫害怎么办？种质资源库就可有
效解决天灾和种质退化问题。

改良现有作物品种，甚至可能突
破物种限制及种间杂交瓶颈，创造出
新的性状或农作物新品种……科学
家们畅想，这些种子未来也许还能上
太空，在一个适宜的星球，重新开创
一个新世界。

科研人员在采集种子时，会详细
记录下采集时间、地点、海拔、土壤类
型、周围环境等信息，并把该植物的
叶、花、果等信息作为凭证一一对应
种子，作为今后生态修复的依据。李
德铢说，种子就是生命和希望。希望
通过保护种质资源，更好地保护人类
的未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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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人类未来守护人类未来 种子在这里可活千年种子在这里可活千年
—— 走 进 中 国 西 南 野 生 生 物 种 质 资 源 库

““雪山精灵雪山精灵””————滇金丝猴滇金丝猴

我国将组建国家应急医学研究中心
10 月 8 日，记者从应急管理部

获悉，近日，应急管理部将会同国家
卫生健康委，依托应急总医院组建
国家应急医学研究中心。

国家应急医学研究中心是服务
灾害事故现场、应急救援一线，集开
展应急医学技术学术研究、实施灾
害事故应急医学救援、推动应急医
学救援体系建设于一体的国家平
台，探索建立集医疗、教学、科研、救
援、转化于一体的应急医学学科体
系、应急医学资源与救援力量网络

体系。
国家应急医学研究中心与应急

总医院实行一体化运行，在应急总
医院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按
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边建
设、边探索、边完善、边提升，重点建
设应急医学专家团队、救治基地、救
援队伍、教育培训基地、科研基地、
救援网络和装备体系，建立健全应
急医学救援体系，不断提升应急医
学救援能力。 （陈小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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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10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
白皮书介绍，中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孕育了丰富而

又独特的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一贯高度重视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皮书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积极适应新形势新
要求，不断加强和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努
力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

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中国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
念，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形成了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多边治理、合作共赢的
机制，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取得新成效。

——坚持尊重自然、保护优先。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理念，在社会发展中优先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以生态本底和自然禀赋为基础，
科学配置自然和人工保护修复措施，对重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实施
有效保护，保障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

——坚持绿色发展、持续利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生物
多样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标和手段，科学、合理和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
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和升
级，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坚持制度先行、统筹推进。不断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地位，长
远谋划顶层设计，分级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企业行动和公众参与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机制。强化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作
用，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
度，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新格局。

——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已成为国际交流对话的重要内容。中国坚定支持生物多样性多边
治理体系，切实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他相关环境条约义务，积极承担
与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不断

深化生物多样性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全球
生物多样性挑战，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
好愿景发挥更大作用。

华北豹成为山西生态名片
日前，山西省霍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首次拍到了4只华北豹依次走
过红外相机镜头的画面，受到媒体
广泛关注。华北豹俨然成为见证山
西良好生态的一张名片。

近年来，山西省持续加大生态
保护建设力度，提高全省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科学推进华北豹种群复
壮和生境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取
得积极成效。作为顶级掠食者的华
北豹已在全省11个市中的9个市有
分布，有些地方过去多年没有华北
豹，最近几年也重现踪迹。

华北豹是生态质量的指示性物
种，它们的迁移、定居，可以直观地
反映出地区生态系统的整体情况。
山西华北豹种群得到较快恢复，主
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天然林保护
工程的实施，支撑了华北豹的一些
核心栖息地，使历史上受过威胁的
种群能够在山西很好地保存下来。
二是得益于各个栖息地斑块之间并
没有完全隔离，华北豹能够在各个
斑块之间进行较好的互相交流，形
成良性循环，促进了种群的自我维
护和发展。 （景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