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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邓英淘逝世三周年 
 

实施“南水西调”工程，开发西北地区 

自然资源，拓展华夏民族生存空间 
 

新疆阿克苏地区水利局  李于洁1 

 

当前“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的受益范围只限在以半干旱地区
                                                        
1 我自 1954 年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响应国家号召来新疆从事水利工作以来，对水资源对新
疆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限制有着切身的体会。1992 年退休后一直从事跨流域调水研究：
开发我国西南青藏高原地区丰富的水资源，供给干旱缺水的西北地区。1995 年，新疆八一
农学院杨力行教授等发表文章称之为“南水西调”工程。1999 年初，我也在水利部长江水
利委员会《水利规划研究》发表〈对我国“西南水、西北调”的设想〉论文，提出自己的
观点。多年来，我不断探索。最近又看到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教授
级高工魏剑宏的〈“东水西调”开发西部地区，拓展我国生存与发展空间〉，新疆农业大
学侍克斌教授等专家的〈西部南水西调前期研究〉，国家发展改革委胡长顺的〈南水北调
西线工程新构想：南水西调〉，新疆财经大学任群罗教授〈外部跨流域调水与新疆可持续
发展〉等成果，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今年已经 83 岁，如果看到国家能够开展“南水西调”
工程，我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了。为推动这项工程，特撰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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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陕、甘、青、宁、蒙、晋等六省区（小西北），而没有考虑辽阔

的新疆天山南北、青海柴达木盆地、甘肃河西走廊以及内蒙西部等西北

干旱地区，形成这些地区无水可调的格局。这种布局是争论的焦点。本

文尊重现有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可以调整的方案，

使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能够包括整个大西北。这是国人之所望，更是扩大

华夏民族发展空间之福音。 
 

我国人口日益发展增多，预测不远的未来将达到 16 亿，人口、资

源和环境的矛盾将十分突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资

源分布不合理，可开发的土地资源、矿物资源和生物资源都在地广人稀

的西北，而需要的水资源却大部分在西南，这是非常不利的制约因素。

西南地区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三条河流，在国境以内，有水资源

3083 亿 m3，国内利用很少，流出国外。长江上游金沙江、雅砻江、大

渡河有水资源 2580 亿 m3，完全可以调出一部分。 

如果将上述诸河水量能适量调入西北干旱地区，则将彻底改变该地

区缺水面貌，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开发、扩大民族生存空间

和加强民族团结，将起到积极作用。 

 

1、“南水西调”可以改善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 

 

西北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四周距海洋很远，形成干旱、半干旱

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如果过分地对自然资源开发，没有水资

源补充和依托，自然生态环境即遭到严重破坏。从 20 世纪以来，西北

地区自然资源开发了，经济也相应比过去发展了，但是，自然生态环境

恶化程度，随着自然资源开发也逐步加大了。 

（1）河西地区额济纳河及下游居延海绿洲，据史料记载，秦、汉

以来一直是沙漠中一片绿洲，水草丰盛，牛羊肥美，许许多多文人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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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写下了千古绝句。但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20 世纪额济纳河下

游断流了，居延海不见了，于是地下水位下降，植被减少，草场退化，

胡杨林木大面积死亡，风沙连年四起，得到报刊多次报导和科学院士考

察呼吁，1993 年~1998 年 4 月，特大型沙尘暴袭击了五次，经粗略统计，

危害面积 24 万 km2，阿拉善地区仅有的 9km2 草场全部受灾，重灾区草

场地表刮走土尘十多 cm，每次沙尘暴后，沙尘直奔河西走廊、宁夏平

原，咆啸西北、华北，影响半个中国，1998 年 4 月，首都北京泥雨大

作，正是这里沙尘暴形成的。最近几年，虽然黑河流域实行了统一调水，

居延海能以勉强小量恢复，但生态环境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甘肃境内石羊河下游原为青土湖，相传为苏武牧羊的北海，

近几十年间，由于上游用水增加，下游民勤水量锐减，使耕地面积逐年

减少，不得已提取地下水，由于过度提取，引起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植

被退化，土地沙化，沙尘暴逐年加大，但为了生存，还得违反自然生态，

被迫进行地下水超采。为民勤生态环境问题，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有

十多次批示，并专门到民勤视察，以期解决民勤生态环境问题，近年进

行了引大入秦、引大济西，进行了少量调水，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3）新疆塔里木河是我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内陆河，孕育着 51.73

万 km2 的塔里木绿洲盆地。20 世纪 70~90 年代间，水量锐减，地处中、

下游分界处的恰拉，由 50 年代年径流量 13.5 亿 m3 减到 90 年代 2.05

亿 m3，下游尾闾罗布泊和台特马湖，相继于 60 年代和 1974 年分别干

涸，干流 1321km 断流 300 余公里，恰拉以下断流 20 多年。断流地区

地下水位下降，植被衰败，风沙入侵，自然环境恶化，野生动物绝迹，

原始胡杨林锐减，沙漠化进程加快，带来一系列自然生态难以恢复的后

果。笔者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县市从事水利工作 50 多年，初来盆地的 50

年代，大约每年春季只有 2~3 次扬沙，很少见沙尘暴，60~70 年代，扬

沙每年增加至 3~5 次，同时兼有沙尘暴，80~90 年代，刮风时，几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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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与沙尘暴并存。近年来，盆地生态环境引起国家重视，上游防渗节水，

实行用水总量控制，输水至下游维持生态，同时全盆地停止开荒，生态

有了初步好转，但这不是长远之计。 

（4）近 30 年来，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见底了，石河子玛纳斯河下

游玛纳斯湖消失了，玛纳斯湖的消失，虽然以上游绿洲代替了下游水草

湖泊，但沙漠化的威胁，使 30 多万亩农田经常受损。 

（5）博乐地区奎屯河下游艾比湖缩小了。由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1200km2，缩小到 523km2，缩小 56％。近十年来，沙尘暴频袭，浮尘

天气骤增，沙尘暴一起，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树木摧断，房顶掀翻，

田无全苗，路无行人，直接威胁亚欧大陆桥及阿拉山口周边地区。近年

来，上游节水，下游输水，生态略有好转，但绿洲经济受到了制约。 

（6）西北最大内陆咸水湖 — 青海湖，面积 5400km2，由于湖源

诸流过量开发，53 年时间，水位下降 8.8m，陆地已向湖中延伸了十多

km，环湖地区草场载畜量退化 40％，沙化和沙漠化的面积不断扩大。 

以上事例说明，西北地区由于水资源短缺，加上不正确的开采和人

口增加，使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已经威胁人们的生存安全，既要

开发自然资源，又要生态环境保护，唯一的是调水增加西北地区水资源。 

 

2、“南水西调”可以促进西北地区国民经济发展 

 

西北地区国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最大地区，

是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西北五省区土地面积 304 万 km2，占全国土地

总面积 32％，人口不足一亿，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7.2％。 

（1）后备耕地资源潜力大，已耕土地数量少。根据国家统计数据，

2008 年底西北五省区耕地面积 1448 万公顷，合 2.2 亿亩，占全国的

11.9％。新疆国土厅 2010 年公布数据，新疆耕地面积为 511.67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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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7675 万亩。国土资源部 2011 年 7 月公布数据，我国基本查清全国集

中连片耕地后备资源 734.39 万公顷，合 1.1 亿亩，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

部的干旱地区（即西北地区）。其中新疆占全国耕地后备资源的一半以

上。据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自治区土地管理局研究成

果，2 新疆宜农后备土地总资源为 1992.67 万公顷，合近三亿亩，其中，

一等地 57.45 万公顷，二等地 646.47 万公顷，三等地 1228.75 万公顷。

当前适宜开发的有 883.73 万公顷（1.3 亿亩），其中，一等地 51.49 万

公顷，二等地 620.50 万公顷，三等地 211.74 万公顷。 

（2）西北五省区草原面积广阔，2008 年底有牧草地资源近 1.1 亿

公顷，合 16.4 亿亩，占全国 41.8％。新疆占其中的一半。 

（3）矿产资源丰富，储量大，金属矿藏有铁、铅、锌、钴、镍、

钴等；稀有金属有金、银；非金属矿有氯化钠、氯化钾、碘、溴、镁盐、

硼盐、天然碱、芒硝、石棉等，其中罗布泊和柴达木钾盐将成为世界最

大的盐化工基地；稀土金属为全国之冠。 

（4）能源资源丰富，储量占全国之冠，煤能预测储量占全国 73.57％，

其中新疆准东煤田、内蒙鄂尔多斯煤田居全国之冠，天然气均具有建成

现代化大油气田基地和石油化工基地条件，新疆三大盆地和青海柴达木

盆地油气田正在开发之中。水电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 3％。 

西北地区虽然具备了上述丰富自然资源，但是水资源严重短缺，该

区地表径流量只相当于全国总径流量的 9.2％，地下水资源总量仅占全

国地下水资源总量的 24.86％，地表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

9.98％，每万 km2 拥有水资源量为 6.59 亿 m3，远低于全国每万 km2 拥

有 28.62 亿 m3 水平。与土地资源、草场资源、矿场资源开发需水相距

甚远。 
 

                                                        
2 李和平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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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水西调”可以扩大华夏民族生存空间 

 

“南水西调”以后，势必产生西北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效果，

社会经济条件必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膨胀和国土短缺危机，全国 90％

以上的人口集中在东部的狭小平原地区，早已不堪重负。近百年来，中

国有几千万人口移居海外，至今在各国的华侨华裔人口已有四千多万

人，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国内生存空间窄小，人口稠密地区的人民不得不

背井离乡去海外谋生。从清朝末年以来，内地有“闯关东、走西口、跑

新疆”到外地垦荒定居，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收效不佳，利弊各半。

根据人口预测，我国人口在不远将来还要增加三亿人，而耕地面积每年

都在以几万亩的速度递减，中央提出保住 18 亿亩耕地这条红线，更是

难上加难。2000 年 7 月，有决策部门的权威专家向国务院的汇报说：

“就我国未来 16 亿人口的发展形势看，没有大开荒、大移民以至兴建

大西线调水的现实必要性”。3 反对大西线调水研究的个别专家也断言：

“从西藏调水，现在不科学、不现实，50 年后也未必有此需要”。4 这

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对现在水资源宏观配调研究规划，带来错误信号。 

在上述观点影响下，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研究中，没有考虑整个

大西北的用水，将塔里木盆地唯一可调的通天河水源调与黄河中下游，

即使西线工程后续水源能进入新疆，也是个未知数，所以得出了西部调

水“50 年后也未必有此需要”的结论。“50 年后也未必有此需要”即

意味着 21 世纪 100 年左右时间，没有向外流调水的可能，如果是这样，

西北地区大开发，随着人口增加，工业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所需要的

水资源，必然去挤占农业用水，而农业用水去挤占生态用水，这种恶性
                                                        
3 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2001。 
4 潘家铮，2000 年 7 月 11 日给国务院领导有关“南水北调”的补充汇报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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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用行政手段措施是无法解决的，西北地区将出现更多的“民勤困

局”。当前，有很多专家认为：在发展经济和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同时，

忽视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 20 世纪水资源管理的失误。 

为了维护天然绿洲与人工绿洲共存：一是必须作好近期小河流域

综合治理规划，以自身有限水资源，分配好天然绿洲与人工绿洲用水

的调配，从适量退耕还水，高新技术节水，调整工农业产业结构，短期

内限制人口增加、城市发展规模，协调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二是必须

要有远见卓识观点，从长计议，实施向西北干旱区跨流域调水，引入客

水注入西北干旱区，使西北人工绿洲占用天然绿洲的水量能有部分补

偿或全部补偿。使天然绿洲经过人工修复，然后再开发后备耕地和地

下宝藏。 

笔者在塔里木盆地沙漠边缘工作 50 多年感触，新疆干旱地区有水

就有绿洲，无水就是一片荒漠，有矿场不能开发，新疆罗布泊是世界罕

见的钾盐产区，总储藏量是世界之首，但在开发中受到水资源的制约。

又如吐哈盆地煤炭和石油，储量极大，但由于受水资源短缺的影响，只

能开发其中极少部分。如果再过度使用水资源，又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

负面影响，所以向西北地区调水，就是彻底改变西北地区恶劣的生态环

境，发展社会经济，使之成为最适宜人类居住、从事生活、生产地区，

为华夏民族能扩大几亿人口的生存空间。 

 

4、“南水西调”水源区调水河段与可调水量分析 

 

“南水西调”水源区取水河段为雅鲁藏布江上游拉萨河口以上，怒

江上游嘉玉桥以上，澜沧江上游昌都以上，金沙江上游直门达以上，以

70％的引水率，预留 30％的下游生态水，可以调水 573.4 亿 m3，如能

调往大西北，可基本解决大西北缺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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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雅鲁藏布江调水河段可调水量分析：雅鲁藏布江干流调水河段

选在拉萨河与干流会合处，会合处下游有羊村水文站，年迳流量 294

亿 m3，按 70％引水率，调出水量为 230.8 亿 m3，下泄水量为 89 亿 m3，

雅鲁藏布江干流出境水量 1654 亿 m3，此次调出 205.8 亿 m3 后，出境

水量还有 1448.5 亿 m3，调出水量只占出境水量的 12％。 

（2）怒江调水河段可调水量分析：本工程调水河段选在怒江上游嘉

玉桥以上，嘉玉桥设有水文站，平均年径流量 245.2 亿 m3，按 70％的

引水率，怒江可引出水量 171.6 亿 m3，下泄水量 68.6 亿 m3，引出水量

仅占出境水量 740 亿 m3 的 23％。 

（3）澜沧江调水河段可调水量分析：本工程调水河段选在澜沧江干

流昌都县以上，澜沧江干流昌都水文站年径流量 156.5 亿 m3，按 70％

引水率，澜沧江昌都以上可调水量 110.6 亿 m3，下泄水量 45.9 亿 m3，

引出水量只占出境水量 689 亿 m3 的 16％。 

（4）金沙江调水河段可调水量分析：本工程调水河段选在直门达以

上，金沙江直门达水文站年径流量 122 亿 m3，按 70％引水率，直门达

以上可调出水量 85.4 亿 m3，按实施程序，通天河之水先调出 60 亿 m3，

金沙江直门达调水点还有水量 37 亿 m3，金沙江上游和下游共调水 85.4

亿 m3，下泄水量 37 亿 m3。 

金沙江上游调出 85.4 亿 m3 之水后，影响已规划的“南水北调西线

工程”西北六省区供水，建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向上延伸，从长江三峡

水库引水，解决黄河下游用水和冲沙用水，然后将黄河下游用水和冲沙

用水置换与西北六省区。 

上述四条江，引水率 70％，下泄水量 30％，可以引水 573.4 亿 m3，

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吐哈盆地

等共有水资源量 523.28 亿 m3，可增加水量接近一倍左右，可以使人口

和经济发展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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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可调水量分析表（单位：亿 m3） 

河名 
河口 

迳流量 

国内出
境流量 

调水 

坝址 

坝址径
流量 

坝址调
水量 

引水率 

（％） 

下泄 

流量 

雅鲁藏布江  1654 拉萨河口 294.0 205.8 70 89 

怒江 2100 740 嘉玉桥 245.2 171.6 70 68.6 

澜沧江 3784 689 昌都 156.5 110.6 70 45.9 

金沙江  ∕ 直门达 122 85.4 70 37.0 

合计 ∕ 3083  817.7 573.4 ∕ ∕ 

 

5、“南水西调”水源区扬水泵站的布局 

 

青藏高原调水路线，利用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自身河道建扬

水泵站向上游扬水，经唐古拉山建隧洞入通天河，投入高程 4900m，由

通天河经楚玛尔河建隧洞入格尔木河，由格尔木河进入柴达木盆地。 

（1）怒江扬水泵站布局：在干流嘎曲河口以上扬水，扬水海拔高程

3400m，扬水线路沿怒江干流索曲河口建坝，汇集那曲和下秋曲之水，

在索曲源头建隧洞 50km 入通天河支流当曲海拔 4900m 高程处入通天

河。扬水高程 1500m，共设置扬水泵站 30 座。 

（2）澜沧江、金沙江扬水泵站布局：澜沧江在昌都县扎曲和昂曲河

口建库扬水，海拔高程 3200m，在昌都截引扎曲和昂曲之水后，沿扎曲

河之水逆行至支流子曲，由支流子曲经 214 国道土垃多，在土拉多建库

蓄水，以 50 公里隧洞投入玉树支流巴塘河，由巴塘河投入金沙江。金

沙江通天河水库水位高程 4275m，澜沧江和金沙江总扬水高度 1075m，

共设置扬水泵站 21 座。 

（3）雅鲁藏布江扬水泵站布局：雅鲁藏布江在拉萨河口 3597m 高

程建库扬水，扬水线路沿拉萨河逆水上行，经直孔、旁多沿麦振藏布经

那曲至怒江上游错那湖附近的安多，以 120 公里隧洞穿唐古垃山至通天

河上游当庭曲，入当庭曲高程 4900m，总扬水高度 1305m，共设置扬水

泵站 26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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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河流之水进入通天河后，在通天河支流楚玛尔河口下 29km 建

库蓄水，正常高水位 4275m，以 90km 隧洞穿巴颜喀垃入格尔木河，由

格尔木河以 3100m 高程进入柴达木盆地，进入柴达木盆地有落差

1200m，可以建设大型水电站。 
 

表~2：四条河流扬水情况汇总表 

扬水河流 扬水地址 
坝址高程

∕m 

扬水高度
∕m 

扬水泵站
∕座 

隧洞工程
km∕座 

扬水量∕
亿 m3 

怒江 加玉桥以上 3400 1500 30 80∕1 171.6 

澜沧江、金沙江 昌都以上 3200 1075 21 80∕1 135.5 

雅鲁藏布江 拉萨河口引水 3597 1303 26 50∕1 205.8 

合计   3878 77 210∕3 513.0 
 

从西南诸河调水到大西北，三条河流平均扬程 1293m，以调水到通

天河为终止，在取水范围内，扬水高度 1303~1500m，每级扬程以 50m

计，每条河段有 26~30 个梯级，按 70％引水率，可提水量 513.0 亿 m3，

比现有西北内陆河在取水范围内的水资源 465.04 亿 m3 增加一倍多。 

我国最大的扬水工程是陕甘宁地区的盐池、环县、定边扬水工程，

是亚洲最大的扬水工程，扬水流量 11.0m3∕s，有 12 个梯级泵站，总扬

程 651m，灌溉面积 32 万亩，渠道总长度 123.8km。 

美国加州调水工程，从旧金山附近的萨克拉门托 — 圣金华三角

洲，穿过圣金华河谷至南加州佩里斯湖止，渠道全长 864km，在干渠上

建有 22 个梯级泵站，总扬程 1000m，每个梯级平均 45m。 

青藏高原扬水泵站建设项目，从工程建设上没有不可愈越的困难，

主要是工程运行成本和水价问题，受水区能不能承受，是值得研究的问

题。根据我国盐、环、定扬水工程和美国加州扬水工程的实践，证明是

可行的。如果实施扬水方案调水大西北，则将解决大西线调水大西北遥

遥无期的问题，如果将通天河水库及格尔木河出山口后的东西两干渠

工程提前修建好，则西南诸河的扬水可以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分期

分批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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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南水西调”受水区输水路线规划 

 

青藏高原之水由通天河经格尔木河进入柴达木盆地后，分西、东两

条干渠，一条由格尔木河向西沿柴达木盆地南缘输水至新疆塔里木盆

地，另一条向东沿柴达木盆地南缘输水至河西走廊和吐哈盆地。 

（1）塔里木盆地输水西干渠工程 

提出向塔里木盆地调水的专家很多，有的学者将从通天河调水到塔

里木盆地的西干渠称为“南水西调”工程，已撰文论述的有新疆农业大

学教授杨力行、侍克斌，新疆财经大学教授任群罗等；黄河水利委员会

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魏剑宏称之为“东水西调”工程，调水地点和输水

路线均相似，只是引水河道的工程措施有差异。 

西南诸河扬水 513.0 亿 m3 穿越通天河至格尔木河出山口后，向西

方向分水 340 亿 m3 建塔里木盆地输水西干渠，一期引通天河之水 40

亿 m3，二期逐步扩大引西南诸河 300 亿 m3，沿柴达木盆南缘山前冲积

扇，以 3100m 高程平行青新公路经乌图美仁，穿那仁郭勒河至老茫崖，

向西穿托格热萨依河至阿尔金山垭口茫崖镇，茫崖镇垭口高程 3250m，

建80km 隧洞穿垭口至塔里木盆地南缘米兰河，投入米兰河高程3000m。 

从格尔木河调水入米兰河，渠线长 750km，沿线基本上为柴达木盆

地南缘山前冲积带，地形平坦，无过多的山岗障碍，基本不穿隧洞，有青

新公路，修建调水渠道非常方便。比大西线引西南藏、怒、澜、金诸水至

黄河，绕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南缘米兰河，缩短流程 1900km，缩短隧

洞开挖长度 520km，降低工程造价约十倍，受益年限起码可提前 30 年。

入米兰河后，河床利用长度 120km，在米兰河筑坝选择短隧洞经若羌河，

有落差 1500m，有建设大型水电站群的条件，发电以后，以 1400~1500m

高程沿昆仑山北麓前沿冲积扇，汇集车尔臣河、尼雅河、克里雅河、于

田河、和田河、叶尔羌河，补充昆仑山北麓诸河水量，灌溉塔里木河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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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南缘绿洲并开发阿尔金山矿藏资源，并使下游已断流的于田河、叶尔

羌河、喀什噶尔河和季节性断流的和田河恢复 100 年以前的生机。 

水流经盆地南缘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后，水源沿塔河干流经阿拉尔市、

哈达墩、恰拉、英苏、罗布庄进入台特玛湖和罗布泊，维护塔里木河干

流两岸千古荒源，并恢复 100 年以前原有的自然生态，由于塔河干流有

了丰富的水源，塔里木河北岸的阿克苏河、渭干河、迪那河、开孔河即可

更好维护天山南麓及塔河北岸上亿亩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 

（2）河西走廊、吐哈盆地输水东干渠工程 

河西走廊、吐哈盆地输水东干渠工程，即通天河之水先调往河西走

廊再到新疆。这是另一种“南水西调”工程方案。国家发改委胡长顺博

士与中国科学院陈传友研究员合作提出的“南水西调”工程方案就是

引通天河水先到河西走廊，然后再到新疆。 

西南诸河扬水 513.0 亿 m3 加大通天河之水至格尔木河后，向东引

至河西走廊和吐哈盆地，分配引水量 243 亿 m3，其中一期工程引通天

河之水 20 亿 m3，二期分次引西南扬水 213 亿 m3，输水线路向东沿柴

达木盆地南缘山前冲积扇，以 3300m 高程沿布尔汗布达山北麓至香日

德农场，与柴达木河汇合后，沿 3325 高程，经乌兰、尕海、柯柯盐湖，

沿青藏铁路建 75km 隧洞自流投入青海湖，青海湖水位高程 3196m 投入

青海湖后，沿刚察县之南以 3190m 高程建隧洞 50km 投入大通河，大通

河在武松他拉建坝蓄水，满足石羊河流域引大济西和民勤生态用水的需

求后，由水库向北建隧洞 60km，在祁连县入黑河流域，入黑河流域高

程 3310m，解决黑河流域用水问题，渠线沿张掖、酒泉、嘉裕关市、玉

门入疏勒河，进入疏勒河后，输水路线沿疏勒河灌区北干渠，经垭口地

形至疏勒河灌区北岸，沿 1300m 高程穿白山建五公里隧洞入新疆。 

入新疆以后，又分为三支。第一分支 — 沿 1030m 高程经尾亚穿

兰新路天山和白山间垭口地形 — 图拉尔根。图拉尔根高程 1315m，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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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线路水位 1250m，低于垭口高程，建隧洞十公里或明渠深挖方，穿哑

口地形入淖毛湖和三塘湖小盆地，开发广阔的荒地资源和地下矿产资

源。第二分支 — 经尾亚东北沿 1000~1250m 高程，经哈密盆地北缘哈

密、鄯善、于胜金口入吐鲁番盆地，灌溉绿洲北缘荒地。第三分支 — 经

尾亚西南沿 1200~1250m 高程，经吐哈盆地南缘与塔里木盆地分水岭至

国道 314 附近库米什，灌溉吐哈盆地南缘的荒地和草原。 

 

7、工程实施程序 

 

“南水西调”工程实施程序，分近期工程和远期工程，近期实施两

条输水干渠工程，远期实施西南诸水的扬水工程。 

（1）近期工程 

近期工程主要是将通天河和金沙江直门达以上之水，先期调入西北

地区，为使西北地区能均衡发展，将同时修建两大输水总干渠，一条由

格尔木河向西的塔里木盆地输水西干渠，即沿柴达木盆地南缘穿那仁

格勒河至茫崖入米兰河，由米兰河入塔里木盆地。另一条是向东的河

西走廊、吐哈盆地输水东干渠，输水东干渠经青海湖穿祁连山入河西

走廊，由河西走廊入吐哈盆地，两大干渠，基本上控制了西北地区，使

西北地区变为塞外江南。 

（2）远期工程 

近期工程完工后，己基本搭起供水工程骨架，在己建的工程骨架基

础上，增大工程引水，最大限度满足西北地区用水需求。第一步，先从澜

沧江引水，澜沧江引水，是将昌都以上之水按澜沧江和金沙江扬水泵站

布局规划，将澜沧江之水调与金沙江，由金沙江扬水入通天河，调水量

171.6 亿 m3，第二步，调怒江之水，在怒江支流索曲河口建坝蓄水，在

源头以 50 公里隧洞入通天河莫曲由通天河自流入西北地区。可调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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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 亿 m3。第三步，调雅鲁藏布江之水，按既定规划，先建源头 120

公里隧洞工程，由上游开始，将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之水，从上到下逐

级上扬入通天河。拉萨河口高程 3597m，调水入通天河，总扬程 1305m，

可调水量 205.8 亿 m3。远期工程三条河流上游总调水量为 573.4 亿 m3。 

 

8、环境影响评价 

 

西南诸河调水 513.0 亿 m3，对环境的变异非常复杂，非常广泛，

是多门类、多学科的宏伟系统工程，预测调水后环境变化趋势，具有重

要的深远意义。 

（1）调水后对下游水资源影响 

长江上游调出区对水资源和环境并无大的影响，水量减少后，对发

电和航运带来局部影响，发电只是发电站位置转移，由富电区转移到青

海格尔木河、新疆米兰河等是件好事，初估金沙江河段和长江三峡以上

装机约减少 2000 多万 KW，而西北地区，相对增加 2000 多万 KW，其

中格尔木河及米兰河是增加最多地区，使水能资源的分布更趋于合理。 
 

表~3：调水后对河道影响分析表（单位：亿 m3） 

河名 河口迳流量 国内径流量 引调水量 
引调水量所占（％） 

河口 国内 

雅鲁藏布江 6244 1654 658.45 10.5 39.8 

怒江 2100 740 227.5 10.8 31.4 

澜沧江 3784 689 139.75 3.7 20.2 

金沙江 507  175.5  34.6 

雅砻江 604  152.1  25.2 

大渡河 495  106.9  21.6 
 

三条国际河流从表~3 数字来看，引水量只减少河口入水量的

3.7~10.8％，不会产生河流出口海水入侵现象，国内减少 20.2~31.4％，

对沿江工农业生产和环境均不带来影响，水量减少，对航运带来少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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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但可以通过梯级开发调节水深进行弥补。 

（2）调水对气候的影响 

调水后对调出区影响不会很大，而对调入区将有明显差异，工程实

施后，广大西北地区将新增灌溉面积三亿多亩，荒漠草原五亿多亩，预

计空气湿度和温度将受到调节，对中小气候带来明显影响。根据有关地

区资料测算分析，年蒸发量比原有蒸发量增加 20~30％，蒸发量增加，

加速水汽形成，预测西北地区年降水量将增加 5~8％，而以塔里木河封

闭盆地更为明显。 

（3）调水后对受水区产生土壤盐次生渍化的影响 

输水通过区有高原、荒漠、利用河段等，通过区附近水文地质条件

将会受到改变，有的形成盐渍化，有的形成沼泽，甚至有的形成湖泊，

这只能是水资源利用减弱，对生产发展效益上有影响。经过防渗或疏导

积水后，对生产发展上影响不大，产生水文地质条件的变化，对生态环

境效果有大的改观，增加输水通过区的生态环境效益。 

对水源输入区，如果有不完善的工程措施，或用不科学灌溉制度，

将对土壤发生次生盐渍化的影响。但只要提高水利管理水平，正确的解

决灌水与排水的技术措施，土壤次生盐渍化是可以克服的。 

（4）调水后对水能资源转移的影响 

西南怒、澜、金、雅、渡诸河，是我国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是

西电东送的基地，调水 513.0 亿 m3 后，对西南水能资源和长江中、上

游将损失装机容量约 2000 多万 KW，而损失容量，将增加到青、新地

区，使水能资源分布更加合理。 

以上“南水西调”工程，从总的方面来讲，调出区水能资源减少，

调入区水能资源增加。 
 

结论：“南水西调”是解决大西北水资源缺乏的宏伟构思，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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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提出了新思路，与我国已经形成的中、东线调水格局不矛盾，

与西线工程有大的调整，目前应组织机构进行更深一步研究，提出更深

入的研究方案，由梦想到成真，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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