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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線調水是指從我國西南諸水系 — 包括長江﹑瀾滄江﹑怒

江﹑雅魯藏布江（簡稱雅江）乃至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南坡匯入印度

洋的眾多溪流（簡稱藏南諸水）調水到我國北部﹑西部以及東部的

調水規劃。這個調水規劃不僅調水量鉅大﹐跨越空間鉅大﹐而且因

為溝通了我國西南﹑西北﹑北方各主要河流而對整個國家具有極其

宏大﹑深遠的戰略意義。 
通常所說的西線南水北調﹐是指主要從長江上游﹑遠期延伸到瀾

滄江﹑怒江的調水規劃﹐其最大調水規劃量不超過六百億立方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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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http://www.strongwind.com.hk）。 



下。大西線調水規劃量則超過一千億立方米﹐甚至可望超過兩千億立

方米﹐幾乎相當於四條黃河。大西線所以把調水範圍擴展到雅江及藏

南諸水﹐就是為了獲得千億立方米以上的水資源。比之通常所說的東﹑

中﹑西部南水北調﹐其戰略意義可以毫不誇張地用“再造中國”來概

括。具體而論﹐大西線調水可望實現如下長遠戰略願景﹕ 
1﹑基本解決我國北部﹑西部乾旱﹑半乾旱地區的城市化﹑工業

化用水問題。這裡﹐城市化用水包括城市生態用水﹐當然是各個方

面都達到現代化標準的用水（節水當然是題中應有之意﹐但不應成

為限制這類地區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質量的因素）。 
2﹑基本解決我國北部﹑西部乾旱﹑半乾旱地區的農業﹑牧業用

水問題。由此﹐這類地區將成為我國節水型現代農業﹑現代牧業基地。 
3﹑新開發十億畝以上的荒漠國土資源成為多種生物資源的生產

基地。由此﹐一方面可以實現在全國範圍內綜合調配土地資源﹐長

期支持全國城市化﹑工業化持續增加的用地需求﹔另一方面支持我

國大步跨入生物能源﹑生物資源時代。 
4﹑形成龐大的水電﹑風電﹑日光能﹑生物能源的廉價能源體系﹐

引領我國進入新能源時代﹐並極大地支持高用能產業的發展﹐使我

國高用能產業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優勢產業之一。 
5﹑形成龐大無比的抽水蓄能體系﹐徹底改善我國電網的供電質

量和安全性。這個體系主要是由風電提水﹑再轉化為水電的調水﹑

用水流程構建的。由於調水量鉅大﹐導致蓄能量鉅大﹐使這個體系

對國家電網安全和運行質量具有難以估量的戰略價值。 
6﹑在青藏高原形成大規模風電產業﹐並通過調水體系﹐把這些

風電轉化成接近電力負荷區的水電。青藏高原是我國風力資源的富

集區。但因地處偏遠﹐其風力資源在長時期內不能提上開發日程。

調水提水的用電需求則是大規模開發其風力資源的惟一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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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將在西南方向打通諸水系﹐形成相互調配的集調水﹑防洪功

能為一體的水庫體系。其中﹐在三江併流區打通三江的水利樞紐和

貫通黃河與長江的水利樞紐是整個體系的戰略性樞紐﹐另有一系列

大庫容水庫。此體系將盡可能把洪水轉化為北調之水資源﹐發揮調

水和防洪的雙重功能。其防洪功能﹐將大幅度提高所貫通各水系的

防洪標準﹐因此顯著減少其中下游的防洪投資。 
8﹑大西線調水和輸水工程體系﹐以及污水處理再利用本身將成

為一個龐大的水產業。以平均兩次重複利用後的複合均價每立方米

三元計算﹐每年調水兩千億立方米的水銷售額為六千億元。 
9﹑大幅度改善我國北部﹑西部﹑特別是西部乾旱地區的生態狀

態。有氣象專家研究認為﹐大西線調水後在我國西部乾旱盆地及周

邊地區非常可能出現的一個氣候改變是﹕降水量將大幅度增加﹐增

加的降水量可望達到調水量的幾倍﹐甚至更多。例如﹐基本全封閉

的塔里木盆地降水量﹐可望從目前的不足 50 毫米增加到幾百毫米﹐

其意義難以估量。儘管此預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但大規模調水對

西部的增雨效果是沒有疑問的。 
10﹑在全球昇溫﹑乾旱和暴雨更加頻繁且強度增加﹑反常氣候

頻發的大氣象背景下﹐大西線調水提供了一個不可替代的﹑舉足輕

重的國家安全保障。此戰略意義﹐怎樣評價都不過分。儘管對全球

變暖的趨勢﹑原因﹑危害的認識有不少分歧﹐儘管對全球變暖在中

國各地的氣候變化還難以得出什麼結論﹐但應對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已經日益緊迫的提到國家戰略層面。水環境安全顯然是其中最核心

的問題。大西線調水需要的論證週期﹑設計施工週期都很長﹐國家

安全呼喚政府及早決策啟動項目論證。 

由此可以理解﹐大西線調水具有何等重大的﹑多方面的戰略意

義。所謂“不必要”論﹐恐怕是根本沒有從這樣的廣闊視角和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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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高度看問題。 
 

 
毫無疑問﹐大西線調水存在諸多難題﹐致使不少水利專家及各

方面關注人士持嚴重懷疑﹑甚至堅決反對態度。“三不論”﹐即“不

科學﹑不必要﹑不可行”是這類意見的最典型代表。簡略言之﹐大

西線調水存在的難題至少有如下幾個﹕ 
1﹑可調水量難題。在一定的海拔高度之上﹐如海拔 3000~3500

米以上﹐西南水系可調水量遠不足以支持大西線規劃的調水量。即

便把調水範圍擴大到藏水也沒有改善多少。藏南諸水的海拔更是幾

乎全部低於兩千米。 
2﹑調水區受損難題。主要是重慶﹑四川﹑雲南﹐也包括西藏特

別是昌都地區﹐以及青海玉樹﹐在長江﹑瀾滄江﹑怒江上游水資源

大量北調後﹐所規劃的水電等水利資源將受到損失。 
3﹑生態難題。不僅在調水區而且在受水區﹐生態將發生某種變

化。其中調水區生態的主要變化是負面的﹐既有河道水流銳減﹑水

庫淹沒及水面增加等引起的生態變化﹐也有工程本身造成的破壞。

受水區的生態變化則比較複雜。 
4﹑工程技術難題。調水量越大﹐單項工程斷面尺寸越大﹐工程

的技術難度越大。斷面尺寸大到一定程度﹐現有工程技術將難以支

持。例如﹐現在還難以設想超過四百米高的大壩﹑超過 25 米直徑或

埋深超過千米的長隧道﹑橫斷面數十米乃至超過百米寬的重山陡坡

水渠﹑直徑超過十米的輸水管線﹐以及某些因工程鉅大而數倍增加

難度的工程地質問題等。即便工程上勉強可做﹐其對山體等的嚴重

破壞﹐其數倍增加的造價和工期等﹐也可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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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流引水難題。主要是三個問題。其一﹐受大西線南北分水

嶺海拔高程的限制﹐自流引水總幹渠的海拔高程不可能低於 3500
米上下。此高程之上﹐各水系水量不大。其二﹐自流引水渠道因受

西南區域高原﹑山區的等高線制約﹐必然相對集中﹐從而導致工程

斷面尺寸鉅大﹐工程難度和造價隨之數倍增加﹐生態環境的破壞隨

之急劇擴大。其三﹐受我國西南地形北高南低的限制﹐從低海拔取

水點向北調水﹐自流引水渠道選線有很大難度。簡單結論是﹐在引

水量很大時﹐提水工程是大西線調水的主要技術手段﹐自流引水只

是因地制宜的輔助手段。 
6﹑調水用電難題。向低海拔取水點增加調水量﹐必然使用電力

提水。由此發生的電力成本有兩項﹕一項是提水用電成本﹐另一項是

因調水而在原流域損失的發電收益。兩項相加數值鉅大。雖然另一邊﹐

北調之水可以再發電﹐因此調水總成本應減去再發電收益。但需要充

分考慮到再發電量的所有損耗因素﹐如﹕長距離調水損失的水頭勢

能﹑沿途漏損及庫面等蒸發損失的水量﹑提水用電與再發電之差﹐以

及其他多種原因導致的水量﹑水頭損失等。兩相比較﹐一般而論﹐提

水成本仍然很大﹐似乎是不爭的結論。簡單結論是﹐提水用電成本的

高低﹐是制約大西線調水經濟性﹑從而制約工程可行性的最關鍵因素。 
7﹑工程造價難題。大西線調水量比小西線調水量多出一個數量

級﹐其工程造價則高出不止一個數量級。主要原因是﹕其一﹐由於

必須向低海拔區取水﹐工程覆蓋範圍大幅度擴大﹐延伸到西南崇山

峻嶺區﹐線路延長很多﹐工程量隨之增加。其二﹐由於調水量增加

數倍﹐工程斷面尺寸可能增加數倍﹐技術難度隨之增加。其三﹐調

蓄工程大量增加﹐可能需要很多水庫﹐其中不乏高壩大庫。其四﹐

提水工程和電廠工程大量增加。其五﹐受水區輸水和用水工程大量

增加。小西線調水幾乎全部進入黃河﹐需要建設的輸水工程很少。

 5



大西線則因向西北各省區調水﹐需要建設的輸水線路和用水工程﹐

可能不比調水工程規模小。其六﹐生態保護工程大量增加。綜合起

來﹐大西線調水的全部工程造價﹐可能至少是小西線調水工程造價

的十數倍之多﹐可能達到數萬億元的水平。 
8﹑調水工程維護難題。由於全部工程體系廣佈於西南﹑西北﹑

北方數省區﹐且大多分佈於氣候惡劣﹑地質複雜惡劣﹑地形複雜高

峻﹑遠離發達城市的地區﹐工程維護難度很大﹐維護費用高昂。 
9﹑用水難題。用水難題首先是調水成本問題。調水成本如果很

高﹐則可能只有城市和工業成為用水戶﹐農牧業等除使用處理後的

中水或排放的生活污水外﹐很難使用一次水資源。調水成本過高﹐

則城市和工業的承受能力也將不足。其次﹐城市和工業的遠景用水

量可能少於大西線的擬調水量﹐農牧業和生態用水必然成為大西線

調水規劃的重要用水方向。對此可能提出的嚴重質疑是﹐著眼於長

期發展﹐我國是否有必要為西部農牧業和生態興建大西線調水體

系﹖由這個體系支持的農牧業是否具有競爭力﹖ 
總結起來﹐大西線調水難題﹐除開環境問題不談﹐無非是兩大問

題﹕一是工程難度問題﹐二是經濟效益問題。工程難度問題﹐一方面

存在純技術問題﹐即從技術角度看是否可行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一

個經濟問題﹐即雖然技術上勉強可做﹑但經濟上是否合算的問題。 
 

 
1﹑專用於提水的風電成本可望大幅度降低。至今風電成本較高

的主要原因在於﹕其一﹐造價較高。其中多數風電場因距離負荷中

心較遠而需要很長的輸電線路是高造價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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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利用幅度不夠寬﹑不夠充分﹐風力太小或太大都不能發電。其三﹐

風力不穩定﹑風力變化與負荷變化不協調進一步限制了風能的充分

利用。其四﹐風電產業的規模經濟還沒有發揮出來。 
如果風電專用於提水﹐則其成本可望大幅度降低﹐主要原因是﹕

其一﹐可以就近建設風電場﹐大幅度減少輸電線路投資和輸電線損。

由於提水地點位於西南﹑青藏高原東南部﹐該地區靠近風能資源富

集區﹐給就近利用風電提供了條件。其二﹐專用於提水的風電直接

供應泵站﹐可以最大限度克服風力不穩定特點﹐充分利用風力資源﹐

顯著提高全年的發電小時數和發電出力。其主要原理是﹐抽水量可

以通過多發多抽﹑少發少抽﹑不發不抽的泵站調度來充分適應風電

的變化。 
由此﹐在目前常規發電技術基礎上﹐所測算的風電成本可能降

低數倍﹐達到每度 0.05~0.1 元人民幣上下的水平。如果採用將較快

成熟的磁浮軸承等技術﹐則成本還可以進一步降低。這個風電成本

水平及其佈局﹐將徹底改變整個大西線調水的工程格局和效益狀況。 
2﹑廉價風電提水一舉解決可調水量難題﹐把西藏外流的鉅量水

資源變成可利用的國家級戰略資源。大西線調水規劃量如果達到一

千億立方米甚至更多的水平﹐則取水點必然下探到海拔兩千米甚至

更低的地方。如果沒有豐富廉價的電力﹐把如此低位﹑鉅量的水資

源長途北調﹑東調翻越高聳的多條鉅大山脈﹐至少在目前還是不可

想像的。特別是雅江和藏南諸水的水資源﹐不提水不可能開發利用。

其中的雅江﹐在大拐彎附近匯集了尼洋河﹑易貢藏布和帕隆藏布後﹐

水量才達到千億立方米﹐而其海拔高度已經降低到兩千米以下。藏

南諸水位於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南坡﹐海拔高度更是低於 1500 米。 
將來﹐幾十年以後﹐如果調水效益極其顯著﹐需要大量增加藏

水調水量的話﹐還完全可能在喜馬拉雅山脈南坡繼續向下游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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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也存在著向緬甸﹑孟加拉﹑印度花錢買水的可能性。而其支

持因素﹐必須是極端廉價﹑環保的電力。至少從目前可預測的技術

看﹐這主要是就地開發﹑直接用於提水的風電﹐可能還有部分的熱

電能和當地小水電等。 
3﹑北調藏水有一個可利用的鉅大落差增量﹐是支持藏水北調經

濟效益的重要因素。除開調水﹑輸水沿途損失的水量和落差不談﹐除

開用水方向（如灌溉）對受水區再發電的影響不談﹐這個落差增量理

論上有兩千米上下。原理很簡單﹐藏水取水點的海拔高程假設平均兩

千米﹐則該高度水資源到海平面的落差實際上是我國難以利用或不能

利用的。而藏水北調後﹐全部落差都發生在我國境內﹐發生在經濟發

達區﹐發生在很容易獲得集中落差的地點。這是我國可以通過調水實

現的落差增量﹐即水能資源增量。完全在我國境內的河流則沒有這個

落差增量。 
實際上﹐以雅江為例﹐提水完全不必從大拐彎處開始。上述雅江

中東段的三大支流﹐尼洋河和易貢藏布都是北南走向﹐帕隆藏布是東

西走向﹐越是高處的水距離調水目的地越近。提水理應從高處開始逐

級佈局﹐實現高水高走﹐不能讓水下泄到大拐彎後再進行提水。西南

諸水及其主要支流的走向﹐大多類似這種情況。高水高走﹑靈活佈局﹐

不僅可以大幅度減少提水揚程﹐同時可以大幅度縮短引水路程。這樣﹐

從雅江水系北調﹑東調的藏水的取水點平均海拔高程﹐將可能超過兩

千米。這就是說﹐從雅江調水可以獲得的落差增量﹐是兩千米以上。

從水力資源開發的現實性角度看﹐如果沒有藏水北調﹐則藏水水力資

源（全國第一）的大規模開發利用﹐在很長時期內（如 50~100 年甚

至永遠）都不可能提上日程。在這個意義上﹐其水力資源等於零。因

此﹐通過調藏水得到的水電﹐可以看作額外附加的效益。 
用廉價風電調藏水所獲得的這個落差增量﹐可能使調藏水的效益

 8



不低於甚至超過從長江﹑瀾滄江﹑怒江調水。長江不存在落差增量﹐

後兩江出境處的海拔高程較低﹐調水獲得的落差增量雖然仍有很大價

值﹐但與藏水無法相比。 
4﹑廉價風電轉化為水電﹐是支持大西線調水效益的重要因素之

一。青藏高原的風能資源相當富集﹑數量鉅大﹐是我國最主要的風能

蓄積地之一。但其大規模開發﹐因地處偏遠﹐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難以

提上日程。調藏水是大規模開發此地區風能資源的惟一契機。所開發

的風電又因為專用於提水﹐極大地降低了成本。如此廉價的風電通過

調水﹐首先轉化成為水電。所獲得的水電﹐比提水風電增加了兩大優

勢。其一﹐電廠的位置﹐等於從偏遠地區移動到經濟發達地區或人口

稠密區。我們曾特別強調﹐“西部調水等於調電”﹐說的就是這個道

理。其二﹐電力的品質從低密度﹑不穩定的風電轉化為高品質﹑可調

節電網峰谷的水電。這樣﹐電力價格﹐按照其品質的內在價值衡量﹐

應有數倍的增值。這顯然是支持大西線調水效益的重要因素。 
5﹑廉價風電提水可以最大限度實現工程佈局的因地制宜化﹑靈

活化﹑小型化﹑分散化﹑網絡化﹐最大限度避開不利地形﹑地質等地

段﹐並大幅度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簡單想像從一條重山區的大江大河如何跨流域引水。如果要儘量

避免高揚程提水翻越分水嶺﹐則必然在主要河道上修築足夠高的水

壩﹐把水抬高後或用隧道打通分水嶺﹐或沿山坡等高線修築引水渠﹑

管道繞過分水嶺。其景觀類似山區道路﹐但卻要順直得多﹐因為水流

只能由高向低走。這樣﹐用高壩大庫匯集水源後所佈置的自流為主的

引水工程﹐必然因受制於水量較大和自流坡度限制﹐其工程斷面尺寸

較大﹐進而增加了工程難度和工程量。引水量大到一定程度﹐不利地

形﹑地質嚴重到一定程度﹐以自流為主的工程方案無論從技術方面看

還是從經濟方面看﹐都可能是完全不可行的。反之﹐如果可能近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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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進行提水（電價低廉到什麼程度是關鍵）﹐則全部工程體系就徹

底改觀﹕其一﹐可能從各個支流直接取水﹐然後因地制宜提水翻山﹐

或繞越分水嶺﹐使整個引水體系呈現出“條條大路通羅馬”的景象。

這樣﹐每一處水源量大大減少了﹐工程難度和工程量也就大大減少

了。其二﹐可能不再需要主河道上的高壩大庫﹐或者其規模大為縮小﹐

從而大大減少了工程難度和工程量。需要理解﹐工程斷面尺寸與工程

難度﹑工程量的數值關係﹐不是等比關係﹐而是量級關係。前者增加

一倍﹐後者將增加數倍﹑數十倍﹐直至不可行。其三﹐可能最大限度

避開不利地形﹑地質以及其他必須避開的地段。自流引水線路的選擇﹐

必然受到地形等高線的嚴重制約﹐無法靈活避開各種不利地段﹐或者

避開的代價極大。提水工程則靈活得多﹐引水量較小時的提水工程選

線則近乎可以隨心所欲。其四﹐工程斷面尺寸減小對保護環境的意義

極端顯著。稍微想像一下山區道路的寬度﹑坡度﹑彎度等對山坡破壞

的數量關係﹐就不難理解這二者之間的數量關係。其五﹐可能利用山

區或高原上四周全封閉或基本封閉的盆地修建調蓄水庫﹐從而大幅度

減少調蓄水庫的工程難度﹑工程量和拆遷量。山區或高原上此類地形

很多﹐多數不在主河道上。由於提水導致引水線路佈置非常靈活﹐很

多引水線路可能遠離主要河道﹐給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提供了更多機

會。其六﹐可能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佈置自流引水線路。不難想像﹐越

是敢於提水﹐越是可能充分利用有利地形選擇自流引水線路。因為有

利自流引水的地形或高或低﹐而提水可以抬高水頭﹐去遷就有利地

形。實際上﹐長距離引水線路必然是提水工程與引水工程組成的體

系。在提水電力價格很高的情況下﹐必然更多地借助自流引水來節省

提水成本﹐但同時必然因為更難以避開不利地形﹑地質等而顯著增加

工程的難度和規模。其七﹐可能分散佈置提水泵站﹐縮小泵站規模﹐

適應分散佈局的風電電站。大西線調水廣及數省區和數條大江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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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條江河又有無數支流。分散從各條支流取水﹑引水﹐則泵站將非常

分散﹐每個泵站的規模也大為縮小。這就使風電場的佈局可能更分散﹐

從而與泵站更接近。由此至少必然大大減少風電輸電線路的投資。需

要再次說明﹐這樣分散佈局風電場的合理性﹐是在於風電專用於提水

而生出的用電特性。 
從宏觀地形看﹐巴顏喀拉山脈以南的地形﹐呈北高南低﹑西高

東低特點。大西線調水線路﹐則主要是南北走向。因此﹐如果沒有

極端廉價的風電專用於提水﹐自流引水線路的選擇﹐就具有極大的

難度。如果說﹐在海拔 3500 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面和青藏高原向重山

區過渡的地區﹐還可以勉強佈置自流引水線路的話﹐在其下的西南

（包括藏東）橫斷山脈地區﹐長距離自流引水基本是不可能的。企

圖靠超高壩大庫極大地提高水位來實現自流引水﹐基本上是沒有工

程常識的幻想。 
6﹑廉價風電提水是支持藏水東調的主要依據。大西線調水設想

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把藏東南水資源東調進入長江乃至怒江﹑

瀾滄江﹐補充此三江水資源北調給調水區造成的損失。但沒有廉價

風電提水﹐很難實現這個設想。可能東調的水資源﹐主要來自藏東

的帕隆藏布﹑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南坡的藏南諸水﹐以及滇西北的獨

龍江等。帕隆藏布呈東西走向﹐水源從接近怒江的四千米到雅江大

拐彎處的不足兩千米﹐海拔相對較高。如果從帕隆藏布北岸的各個

支流直接取水﹐其合理的調水方向是北調。其他帕隆藏布水資源沿

帕隆藏布主河道向源頭提水越過與怒江的分水嶺後﹐水頭高程已經

提高到海拔四千米上下﹐其合理調水方向也是北調﹐以充分利用這

個水頭。這樣﹐真正最適於東調的水資源就剩下藏南諸水和獨龍江

了。所謂藏南諸水﹐包括察隅河及察隅河西邊的喜馬拉雅山脈東段

南坡的無數條北南走向的溪流。筆者曾在墨脫工作三年﹐親見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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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溪流數量之多﹑水量之大﹑水流之急﹐認為自西向東在較高海拔

高度從山坡上把水匯集起來調走是很困難的﹐但從我國境內海拔最

低處的平原緩丘區因地制宜提水東調是完全可能的﹐水量更是完全

有保障的。此地區海拔最低處只有幾百米﹐東調翻越獨龍江分水嶺

的海拔不低於 2500 米（採用隧道降低提水揚程）﹐打通三江併流隧

道的海拔高程約在兩千米上下﹐能否實現藏水東調的關鍵﹐就在於

是否有廉價電力進行高揚程提水。 
藏水東調是大西線調水的重要支持之一﹐是大西線調水的一個

核心組成部分。因此﹐從工程效益的角度看問題﹐藏水東調至少需

要與川水北調同時動手﹐這並非一個遠期設想。從工程實施可行性

角度看﹐藏水東調可以先調帕隆藏布﹐將來需要把帕隆藏布水資源

北調時﹐再考慮用藏南諸水替代帕隆藏布。顯然﹐只要有了極其廉

價的風電支持﹐無論藏水北調還是藏水東調﹐都不是什麼難事。 
 

 
1﹑藏水是彌補原流域發電等收益損失的關鍵資源。西部南水北

調必須從小西線調水改變為大西線調水思路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小

西線調水必然以調水區損失的水電等收益為代價﹐成本必然很高。

調水量越大﹑取水點越低﹐代價越大。反之﹐大西線調水可以基本

彌補這個損失﹐甚至有餘﹐並因此大幅度降低調水成本。除極其廉

價的風電所包含的多方面效益之外﹐藏水資源包含著的落差增量﹐

以及藏水實際上難以在常規發展中大規模開發的現實﹐是關鍵因素。 
2﹑大規模提水將最大限度利用洪水﹐並發揮顯著的防洪效益。

原流域因調水損失的發電量﹐不能按照水量與落差的乘積簡單計算﹐

實際上可能小得多。原因在於﹐原流域水庫在汛前和汛期的調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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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防洪是第一目標﹐發電是第二目標。汛前﹐水庫放水騰出庫容﹐

水位急劇下降﹐發電量隨之損失。汛期進行泄洪﹐也不能充分利用

全部下泄的洪水發電。而調水恰恰在汛前幫助原流域水庫騰空庫容﹐

在汛期利用了洪水﹐成為原流域防洪的重要輔助手段。調水量越大﹐

這個作用就越大。實際上﹐調水損失的發電量佔理論值（簡單乘積

設為理論值）的比例可能是很低的。 
3﹑調藏水的工程投資替代了開發藏水水電的投資﹐是需要特別

理解的一大有利因素。 
設想不調藏水而直接全面﹑大規模開發藏東﹑藏南諸水水力資

源﹐需要的投資將是多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比直接調藏水不會

少多少﹐甚至更多。其中﹐藏南諸水水力資源的全面﹑大規模開發﹐

拋開技術上是否可行的問題不談﹐勉強開發﹐其單位電力的投資將

肯定高出我國水電開發投資平均值的數倍﹑乃至數十倍以上﹐很可

能達到根本不經濟的程度。所開發的電力﹐輸送到國內主要負荷區

的線損等﹐也將達到根本不可接受的程度。也許﹐那裡水力資源的

直接開發﹐要等到可能把電力輸出到孟加拉﹑印度等國時才能考慮。

即便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北坡的藏水水力資源的開發﹐也因為地形﹑

地質﹑輸電距離等因素﹐投資要遠遠高於國內平均水平。 
然而﹐藏水北調﹑東調等於全面地﹑大規模地開發了那裡的水

力資源﹐而且因為存在兩千米以上的落差增量而放大了那裡的水力

資源量﹐並大大提前了開發的時間。由此開發的藏水﹐其地位顯著

提昇﹐成為國家百年戰略的重要支持。 

藏水調水工程所以替代了直接開發水電的投資﹐從水電工程項

目的角度看﹐是因為在水資源調入區已經有了完整的梯級電站規

劃。調來藏水對這些梯級電站的建設或者沒有影響﹐或者影響很小﹐

由此需要增加的投資量在此處的議論中幾乎可以忽略。具體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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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水東調對長江梯級開發影響甚小﹐對怒江﹑瀾滄江的梯級開發影

響稍大。藏水北調對黃河流域的梯級開發影響較大﹐需要對原規劃

的電站和水庫進行重新審評﹐但增加投資不會很大。大西線調水對

調入區水力開發規劃影響最大的是西北地區。在那裡﹐輸水線路沿

線可能需要規劃很多發電站﹐以充分利用調入水資源的水頭。那裡

的基本地形狀況是﹐城市﹑工業﹑農業等用水戶大多處於低海拔區﹐

而調入的水資源從天而降﹐當然要先發電﹐再其他。 
可能有人會問﹐為調藏水而開發青藏高原的風電是一項不小的

投資﹐這項投資是否應視為直接開發藏水水力資源的直接替代﹖如

此﹐則調水工程和風電投資加在一起﹐可能超出直接開發藏水水能

資源的投資﹐所謂“替代說”似乎難以成立。這種疑問顯然混淆了

這兩類工程的作用。風電是用於提水的﹐提水工程是把水抽至高處﹐

其電力開發的作用是蓄能 — 發電。而直接開發水能是放水到低處﹐

直接獲得水電。由此概念可知﹐提水不是直接開發水電的替代﹐調

水才是﹐只不過大西線調水是把提水和調水合併在一個工程體系中

罷了。而從數值對比的角度考察﹕其一﹐因為直接開發藏水﹐特別

是藏南諸水水能資源的地理﹑地質等條件太差﹐其投資量未必比調

水加風電投資小。其二﹐因為存在鉅大的落差增量﹐調水所間接開

發的水能數量﹐按同量水資源計算﹐即便考慮到水資源的最終用戶

處於較高的海拔高度等因素（西北方向平均可按五百米估計）﹐也

比直接開發要多很多。其三﹐分散在眾多支流逐級取水的一個鉅大

好處﹐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高水高走。這一方面減少了提水揚程﹐

另一方面比之直接開發主河道梯級電站﹐可以獲得更大的落差。其

四﹐提水蓄能可能獲得的發電量﹐考慮到調水沿線損失的水頭﹑水

量等因素後﹐可能比提水用電量少很多﹔但考慮到風電價格與水電

價格的鉅大差價後﹐仍然可能是非常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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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護耕地應在全國範圍內綜合平衡。 
國家把耕地保護定為國策﹐為此制定了 18 億畝保護底線和佔補

平衡的硬性政策。這從宏觀看無疑是必要的。但從微觀看﹐過度僵

硬的佔補平衡政策﹐勢必無限度地提高土地復墾成本﹐所復墾的土

地質量也根本不能與佔用土地相比﹐另外還嚴重阻礙城市化等合理

用地需要﹐實行起來也很難達到目標。 
在全國範圍內綜合平衡土地使用和耕地保護﹐是惟一合理的辦

法。為此﹐大規模開發荒漠資源成為高產農牧業用地﹐替代城市化

佔用的耕地﹐是惟一出路。因為我國國土資源中﹐陸上除去現有耕

地﹑城市村莊﹑草原﹑山區﹑森林﹑湖泊﹑高寒高原等﹐大面積的﹑

可開發為耕地的資源﹐只有荒漠。開發十億畝荒漠﹐是大西線調水

的重要戰略項目。有了這個十億畝﹐全國國土整治和國土利用規劃

這盤棋滿盤皆活。這裡需要說明一個重要的成本概念﹕在耕地替代

的意義上﹐所開發耕地的成本只要低於發達地區再造耕地的成本﹐

就是划算的。這是支持大西線調水用於農業部門的一個重要因素。 
5﹑生物資源時代已經到來﹐現代農牧業可能承受較高水價。 
隨著中﹑印等人口大國的迅速崛起﹐世界被迫加快進入生物能

源﹑生物資源時代﹐糧食等價格已經開始受到影響。積極﹑主動進

入生物資源時代﹐是我國不可迴避的戰略選擇﹐甚至可能是我國領

世界之先﹑領時代之先的戰略機遇。問題全看我們是否有這樣的戰

略眼光﹑戰略智慧﹑戰略氣魄。 
從生物資源時代的眼光看問題﹐水資源是我國最具有戰略價值

的自然資源。水資源就是石油﹑就是糧食﹑就是環保﹑就是國家安

全﹐其綜合價值沒有其他資源可比。動用西南水資源﹐已經提上國

策層面。僅就農業而論﹐要進入生物資源時代﹐我國需要的耕地遠

比 18 億畝為多﹐僅把眼光局限在糧食安全上是典型的近視。大西線

 15



調水所要支持的農業﹐是建立在高度節水科技基礎上的現代農業﹐

是生產多種生物資源的農業﹐是我國實現了規模經營的農業﹐是因

開發面積廣大而可望顯著改善西部生態乃至氣候的農業。這樣的農

業﹐可能承受較高的水價。 
這裡需要最後說說的話題是﹐大西線調水的水量之大﹐所開發

的農牧林業面積之大﹐已經可能（甚至必然）對西部氣候﹑主要是

降水量發生顯著影響。有專家從大氣環流特點和我國西部非常封閉

的地形特點等角度論證﹐認為降水量將增加數倍乃至數十倍。這需

要氣象專家繼續研究。我們要說的是﹐這個影響﹐只有通過農業﹑

牧業﹑生態等部門大量用水﹐增加植被和蒸發量﹐才可能實現。如

果這個猜想變為現實﹐哪怕只在西部平均增加一倍降水量﹐其意義

也是難以估量的。把增加的降水量及相應增加的水資源徑流量計算

在內﹐大西線調水的成本和效益又該如何計算呢﹖農牧業和生態部

門的用水效益又該如何計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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