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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大运河调水大西北的设想
新疆阿克苏地区水利局 李于洁

前言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黄委会在中国科学院的配合下，
组织人员在西部地区大范围内进行调水查勘，查勘范围涉及到怒江、澜
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面积近 120 万 km2，当时黄河水利
委员会的主任王化云提出“开河十万里，调水五千亿”的目标，为的是
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和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在 21 世纪初，黄委正式提出
了从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上游调水 170 亿 m3 的西线南水北调工程。
1959 年，乃至更晚一些时候社会各界提出了大西线调水方案，还提出了
具体路线，这些路线都超出长江流域范围的西线调水设想，包括了怒江、
澜沧江、雅鲁藏布江，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一直绵延到 21 世纪

初期，提出了很多方案和建议。这些方案和建议，大部分均在大范围内
研究进行，在大范围内研究中，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各种不同调水方案不
下数十种，前些时候，王光谦院士提出计划从雅鲁藏布江上游调水的设
想，顺着青藏铁路到青海格尔木，再到河西走廊最终到新疆，我们认为
这是西线工程几十年研究中的新思路。根据王光谦院士方案的启示，现
提出“青藏高原大运河调水大西北的设想”，供同行专家、学者探讨。

一、青藏高原可调水量分析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水资源缺少，生态环境脆弱，已
经影响西北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必须从外流域调水，其调水范围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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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昌都以上，金沙江上游在直门达以上，以 60％的引水率，预留 40％
的下游生态水，如能调往大西北，基本可以解决大西北缺水问题。
1、雅鲁藏布江可调水量分析：雅鲁藏布江干流调水点选在拉萨河
口会合处，拉萨河会合口下游有羊村水文站，年径流量 294 亿 m³，按
60％引水率，调出水量为 176.4 亿 m³，下泄水量为 117.6 亿 m³，雅鲁
藏布江干流出境水量 1654 亿 m³，此次调出 176.4 亿 m³后，出境水量还
有 1447.6 亿 m³，调出水量只占出境水量的 12％。
2、怒江可调水量分析：本工程引水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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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的引水率，怒
江可引出水量 147.12 亿 m3，下泄水量 98.08 亿 m3，引出水量仅占出境
水量 740 亿 m3 的 0.19％。
3、澜沧江可调水量分析：本工程引水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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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引水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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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江昌都以上可调水量 93.9 亿 m3，下泄水量 62.6 亿 m3，引出水量只
占出境水量 689 亿 m3 的 14％。
4、金沙江可调水量分析：本工程调水点选在直门达以上，金沙江
直门达水文站年径流量 122 亿 m3，按 60％引水率，直门达以上可调出
水量 73.2 亿 m3，按实施程序，通天河之水先调出 50 亿 m3，金沙江直
门达调水点还有水量 23.2 亿 m3，金沙江上游和下游共调水 73.2 亿 m3，
下泄水量 48.8 亿 m3。
金沙江上游调出 73.2m3 亿之水后，影响已规划的“南水北调西线
工程”，建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由丹江口水库向上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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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可调水量分析表
河名
雅鲁藏布江
怒江
澜沧江
金沙江
合计

（单位：亿 m3）

国内出境
河口
水量
径流量
3
（亿 m ） （亿 m3）
2100
3784

1654
740
689
∕

∕

3083

坝址
坝址
引水
下泄
调水量
径流量
率
水量
3
3
（m /秒） （％） （亿m ） （亿m3）

调水
坝址
拉萨河口
嘉玉桥
昌都
直门达

294.0
245.2
156.5
122
817.7

60
60
60
60

176.4
147.2
93.4
73.2
490.12

117.6
98.06
62.0
48.8
∕

上述四条江，引水率 60％，下泄水量 40％，可以引水 4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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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目前水平最低可以使人口和国民经济发展翻一番。

二、青藏高原调水路线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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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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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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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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头麦地藏
布建 50km 隧洞，穿越唐古拉山入怒江干流与索曲会合，会合后与怒江
干流调水路线进入通天河，扬水高度 903m，共设置扬水泵站 18 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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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km 入通天河支流当曲，
以海拔 4900m 高程投入通
天河，扬水高程 1500m。可设置扬水泵站 30 座。
3、澜沧江扬水泵站布局：澜沧江在昌都县扎曲和昂曲河口建库扬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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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逆行至源头杂多县扎尕那松多镇，
建 80km 隧洞穿分水岭在 4900m 高
程入通天河支流莫曲，顺莫曲入通天河，扬水高度 1700m，共设置扬水
泵站 34 座。
表~2：四条河流扬水情况汇总表
扬水河流
怒江
澜沧江
雅鲁藏布江
金沙江
合计

坝址高程 扬水高度 扬水泵站
（m）
（m）
（座）
3400
1500
30
加玉桥以上
3200
1700
34
昌都以上
3597
1303
26
拉萨河口引水
3540
660
13
直门达以上
5163
103
扬水地址

隧洞工程
km∕座
80∕1
80∕1
50∕1
210∕3

扬水量
（亿 m3）
147.12
93.9
176.4
23.2
4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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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洞穿巴颜喀垃山入格尔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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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水流量 817.7m3∕秒，可以建设 38.4 万千瓦水电站，完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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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扬水高度 1700m 的耗电费用。
从西南诸河调水到大西北，平均扬程 1290 米，以调水到通天河为
终止，在取水范围内，扬水高度 810~1700m，每级扬程以 50m 计，每
条河段有 23~30 个梯级，按 60％引水率，可提水量 440.62 亿 m3，与现
有西北内陆河在取水范围内的水资源 523.28 亿 m3 想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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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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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工程提前修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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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西北受水区输水路线规划
高原引水进入柴达木盆地后，分西、东两条干渠，分别输水至新疆
塔里木盆地，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吐哈盆地。
1、塔里木盆地输水西干渠工程
提出向塔里木盆地输水的专家很多，很多专家学者，将塔里木盆地
西干渠工程又名“南水西调”工程，即从通天河调水到塔里木盆地，已
5

撰文论述的有新疆财经大学教授任群罗，新疆农业大学教授杨力行、侍
克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魏剑宏等，调水地点和输水路线均
相同，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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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1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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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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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干流两岸千古荒原，并恢复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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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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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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的专家又称“南水西
调”，其中，国家发改委胡长顺博士的《“南水西调”— 解决民勤沙
漠化战略构思》就是从通天河引水至河西走廊民勤县的。还有黄河水利
委员会的魏剑宏高级工程师也有类似的论著。
西南诸河扬水加大通天河水量至格尔木河后，向东至河西走廊和吐
哈盆地，东干渠分配引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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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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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察刚县之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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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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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线路水位 1250m，低于垭口高程，建隧洞 1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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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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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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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南沿 125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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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吐喀盆地南缘的荒地和草原。

四、青藏高原扬水大西北评价
青藏高原扬水工程是世界举世瞩目的特大型工程，主要解决柴达木
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吐哈盆地一百多万 km2 的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开发
问题，是扩大华夏民族生存空间的战略性工程，引用水量 530 亿 m3，
远大于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高原调水的扬水泵站，从综合考虑，均设
置升、降船机。隧洞采用双线输水，便于通航，按四级航道标准设计，
500 吨的汽轮可从西藏的日喀则市直达青海的格尔木市。修建了多级泵
站以后，在坝前两岸引水，可以发展人工灌溉草场、向城镇生活供水、
工业供水、改善沿河自然生态环境，使其具有供水、航远和改善生态环
境多重效益。
关于向大西北调水的问题，国内研究文章很多，在水源的寻找上，
离不开向雅鲁藏布江下游和西南诸河引水的大西线方案，诸如林一山、
郭开、陈传友等。其中最有影响也具有官方性质的，是黄委副主任兼总
工程师陈效国文章，他在 1999 年《人民黄河》刊期〈南水北调西线工
程与后续水源〉的文章中写到：从雅鲁藏布江北边支流尼洋河调水 150
亿 m3，以 65km 隧洞输水到易贡藏布笨多，笨多可调水 50 亿 m3，二者
调水 200 亿 m3，以 740m 扬程，180km 隧洞输水至西线一、二期工程
连接。西线南水北调工程共计可调水 600 亿 m3，需建坝 9~10 座，输水
隧洞 888~969km，可基本解决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七省区缺水问题。
也就是说，要解决西北边远地区的缺水问题，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下
游调水 600 亿 m3，有 740km 扬程，888~969km 的隧洞，但还没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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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河西走廊到新疆 1500km 的明渠，才能到达西北。
但青藏高原扬水工程，隧洞三处，总长度 210km，扬水泵站 80 处，
每条河调水扬程分别为 810~1300m，与黄委西线工程比较，隧洞长度
888~969km，缩短为 210km，同时减少西南至西北 1500km 明渠开挖任
务，据初略估算，可以节省工程投资约 80％，只运行成本有所增加。
如果将格尔木河 1200 米落差水电站、米兰河 1500 米落差水电站及
通天河总落差 500 米梯级水电站加起来，总落差 3200 米。四条河流平
均总扬程 1290 米，三座巨型水电站与四条河扬水联合运用，由于发电
水量与扬水量相同，其发出的电量大于抽水所耗电量一倍多，发电产值
多，扬水费用少，或将实现巨额盈利。所以，从雅鲁藏布江上游和怒、
澜两江上游向大西北扬水，其经济效益是可观的。但从雅鲁藏布江下游
调水入怒、澜两江，再从金、砻、渡入黄河到西北，其工程量是巨大的，
任务是艰巨的。
青藏高原扬水工程在海拔 3000~4900m 高程，施工难度相当大，这
是众多学者和专家会疑虑的。
疑虑之一：源头三条隧洞工程施工，在通风、供氧和永冻层的处理
难度相当大。但我们在修建青藏铁路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风火山隧洞
长 1388m，海拔高程 4905m，而三源头隧洞高程不超过 4900m，还低
于风火山隧洞 5m。
疑虑之二：冬季运行管理问题。管理不好，冬季无法运行，从高原
水电站冬季运行观察出，水电站水流在水库冰层下流动，在冬季输水隧
洞气温在常温条件下不结冰，所以青藏高原在冬季扬水运行是安全的，
现实证明，青藏高原有很多水电站都在海拔 4000m 以上，冬季运行仍
然是安全的。如那曲地区的查龙水电站拉萨地区直孔水电站和旁多水电
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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