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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水西调”开发西部地区
拓展我国生存与发展空间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魏剑宏1

1、“东水西调”工程概要
我国“东部水多地少，西部水少地多”，实施“东水西调”可实现
我国东、西部地区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互补，拓展我国生存与发展空间，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维护南疆地区的政治稳定，以及改善西部地区生
态环境。依托东水西调工程建立开发特区，建设农场和新兴城市，开发
高效节水种植业、畜牧业、矿产开发和加工、石油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
能源开发、重化工产业等。工程建成后，水资源将成为链接南疆地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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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的纽带，“东水西调”将使我国东西部地区链接成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
初步设想“东水西调”一期工程，从长江上游通天河引水，年调水
量 50 亿 m3，输水线路经柴达木盆地边缘、穿阿尔金山，入我国最干旱
的塔里木盆地若羌县以及和田、喀什等地区；输水干线总长 980km，其
中隧洞线路五段总长 190km，最长隧洞 90km，明渠 790km，主体工程
总投资 1050 亿元。一期工程建成后，荒漠土地开发区面积达五万 km2，
开垦高效节水种植面积 1500 万亩，建设新兴城市三座，新增人口承载
力 500 万人，新增 200 万个就业岗位。
二期工程由怒江、澜沧江引水至通天河与一期线路衔接，引水坝址
控制年径流量 410 亿 m3，年引水量 150 亿 m3。二期至通天河引水工程，
建设坝高 110m~180m 大坝八座、输水隧洞共八段线路总长 270km，其
中最长隧洞 80km，泵站七座，最大地形扬程 1260m，平均扬程约 850m，
二期工程总投资约 4500 亿。
一、二期工程主体工程总投资 5550 亿元，建成后年总调水量达到
200 亿 m3，荒漠土地开发区面积可达 20 万 km2，开垦高效节水种植面
积 8000 万亩，建设新兴城市 9~10 座，新增人口承载力 2000 万人。

2、实施“东水西调”开发西部地区
我国东西部地区国土资源条件差别较大。东部地区国土面积相对狭
小，但开发条件较好，东部以平原为主，雨量充沛，利于农耕，较适宜
人类生存和发展，历史上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地区；西部地区面积
广大，以高原和荒漠为主，生存条件恶劣，尤其是水资源缺乏，总体发
展规模和水平相对东部地区较为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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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人口总量和经济
总量都达到了较高水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国土资源相对匮
乏、地域狭窄的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的矛盾越来
越尖锐，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居民生存环境越来越差，住房困难，交通
拥挤，就业率下降，大学生就业困难，粮食安全，等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早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究其主要原因是人均占有国土资源量过
小。可以预见，未来国土资源的限制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
西部土地资源丰富，西部大开发虽已实施多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但由于西部地区水资源、政策、体制等开发条件的限制，我们还没
有看到西部大规模的、连片大区域的整体大开发建设局面。因此，有必
要实施“东水西调”，以解决西部大开发水资源问题，理顺政策和机制，
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地区的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拓展我国的生存与发
展空间，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保证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
“东水西调”的基本构想
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紧张状况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
展，影响人民群众生存的主要问题。东部水资源相对丰富，长江每年入
海水量达 9700 亿 m3，澜沧江、怒江出境水量分别达到 708 亿 m3 和 740
亿 m3；西部地区土地资源虽然丰富，但广大的沙漠地区，条件恶劣，
人烟稀少。“东部水多地少，西部水少地多”，实施“东水西调”，实
现我国东西部地区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互补，可拓展我国生存与发展空
间，极大的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初步设想一期工程从长江上游通天河引水，年调水量 50 亿 m3，输水
路线经柴达木盆地边缘穿阿尔金山，入我国最干旱的塔里木盆地若羌等
地；二期工程实施怒江、澜沧江等其他东部河流引水工程，年调水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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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m3，供水区扩大到塔里木盆地和田、喀什等地区；远景建设雅鲁藏布
江调水工程，进一步引水至河西走廊的黑河、石羊河流域。
图~1：“东水西调”一、二期工程示意图

3、“东水西调”一期工程概况
“东水西调”一期工程，由长江上游通天河引水，引水枢纽坝高
130m，年调水量 50 亿 m3，引水线路经柴达木盆地、阿尔金山，入塔
里木盆地若羌等地，
输水干线总长 980km，
其中隧洞线五段总长 190km，
最长隧洞 90km，干渠总长 790km。
（1）长江上游通天河概况
长江上游当曲口~巴塘曲口称为通天河，
干流可分为当曲口~楚玛尔
河口、楚玛尔河口~登艾龙曲口和登艾龙曲口~巴塘曲口（玉树、直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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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东水西调”一期工程引水坝址位于当曲口~楚玛尔河口河段的
下段。
当曲口~楚玛尔河口：河道长约 310km，平均比降 0.8‰，河道宽浅，
叉流众多、水流缓慢。河床高程在 4200m 以上，本段属高原丘陵区。
主要支流楚玛尔河与格尔木河为邻，流域面积为二万 km2，河道长约
500km，平均比降 1.4‰，河口高程约 4200m。
楚玛尔河口~登艾龙曲口：河道长 207km，平均比降 1.12‰，区间
面积 1.94 万 km2，河床高程 4000~4200m，本段属高原丘陵区向高山峡
谷区过渡地带。
（2）供水区概况
“东水西调”一期工程，供水区主要为南疆塔里木河流域的若羌、
且末以及和田的民丰等县。
塔里木流域总面积为 102.04 万 km2，
其中国内面积为 99.68 万 km2。
塔里木盆地南部、西部和北部为阿尔金山、昆仑山和天山所环抱，地貌
呈环状结构，地势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平均海拔为 1000m 左右。
各山系海拔均在 4000m 以上，盆地和平原地势起伏和缓，盆地边缘绿
洲海拔为 1200m，盆地中心海拔 900m 左右，最低处为罗布泊，海拔为
762m。塔里木河流域属暖温带极端干旱气候，该区多晴少雨，日照时
间长，光热资源丰富。全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16.8mm，干流仅为
17.4~42.8mm。流域内蒸发强烈，山区一般为 800~1200mm，平原盆地
为 1600~2200mm。塔里木河流域高山环绕盆地，荒漠包围绿洲，植被
种群数量少，覆盖度低，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塔里木河流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有维吾尔、汉、回、柯尔克
孜、塔吉克、哈萨克、乌兹别克等 18 个民族；行政范围包括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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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自治州等。2005 年末，全流域总人口为 943 万人，占全疆总人口
的 47％，其中少数民族为 777 万人，占流域总人口的 82.4％；农业
人口为 682 万人，占总人口的 72％。2005 年末，全流域耕地面积 2672
万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2306 万亩，林草灌溉面积 1219 万亩。
若羌县是中国面积第一大县，是“东水西调”一期工程的主要供水
区之一，总面积近 20 万 km2（河南省面积约 16 万 km2），位于塔里木
盆地东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县境内最高点为东昆仑山的木孜塔
格峰，海拔 6973m，最低点为罗布泊洼地，海拔 780m。若羌县总人口
三万人（2004 年），其中维吾尔族 10130 人，占 37.7％；汉族 16189
人，占 60.3％。县人民政府驻若羌镇，距乌鲁木齐市公路里程 894km。
若羌县也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属暖温带极干旱气候区，年降水量
仅 17mm，年均蒸发量 1400mm。境内有两大水系，大小河流 14 条，
地表水总径流量 11.76 亿 m3，现已开发利用的有若羌河、瓦石峡河、
米兰河等。境内罗布泊、台特玛湖是著名的干涸湖泊。若羌县矿产资源
非常丰富，已发现的矿种有 40 多种，近期发现的石油、天然气、煤炭
资源最为重要，辽阔土地上还有更多的资源有待发现。调水实施后，若
羌等县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3）引水枢纽
通天河引水枢纽坝址选择在楚玛尔河口下游，坝址高程 4160m，坝
址年平均径流量 65 亿 m3，初步考虑年引水量 50 亿 m3，引水量占径流
比例 79％。水库正常高水位 4275m，引水高程 4260m，水库大坝最大
坝高 130m。引水口洞底高程 4250m。
（4）输水线路初步布置
“东水西调”一期工程，引水线路为自流引水。输水干线线路总长
度 980km，其中明渠干线总长 790km，隧洞线路五段总长 190km，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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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隧洞 90km。
隧洞线路总长达到 190km，可分五自然段分段实施，其中最长隧洞
段为通天河~格尔木河隧洞线路长 90km，输水洞进口底板高程 4250m，
隧洞纵坡比降 1∕2500，出口底板高程 4210m；穿越阿尔金山隧洞段，
隧洞线路长度 40km；隧洞进口底板高程 3010m，出口水面高程 2990m，
纵坡比降 1∕2500。干线明渠主要分为柴达木盆地明渠段和阿尔金~若
羌明渠段两部分。柴达木盆地明渠段，明渠长约 460km，进口水面高程
3100m，出口水面高程 3010m；阿尔金~若羌明渠段长约 330km。供水
开发区海拔约 1080~1200m。
（5）工程投资
参照 2013 年 4 月《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投资综合
单价，并考虑采用 30％扩大系数进行扩大计算，综合分析“东水西调”
一期工程总投资约需 1050 亿元。
（6）一期工程效益
设想 2030 年一期工程建成，结合调水工程的建设，在供水区建立
开发特区，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开发南疆土地资源，首先重点开发高
效节水经济林草粮种植业、畜牧业、矿产开发和加工、石油天然气太阳
能风能等能源开发、重化工产业等等。一期工程输水干线线路落差约
3000m，初步测算线路输水每年可发电量约 350 亿 kW.h（度）∕年。
一期开发区面积约五万 km2，开垦高效节水种植面积 1500 万亩，其中
农田 700 万亩，经济林草地 800 万亩，开发区新增人口承载规模达到
500 万人，新增 200 万个工作岗位。

4、“东水西调”一期工程可行性分析
在海拔 4160m 的地区，
建设水源水库和穿越昆仑山 90km 的隧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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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目前我国施工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
到一个较高水平，在施工条件较为恶劣的条件下我国已成功建设了青藏
铁路，因此“东水西调”一期工程的实施虽然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但总
体上是能够实现的。
表~1：“东水西调”一期工程与西线第一期工程主要指标比较
主要指标
1
2
3
4
5

调水量
大坝数量
枢纽最大坝高
隧洞线路长∕分段数
最长洞段

6
7

明渠长度
静态投资

m

东水西调一期工程
50
1
130

西线一期工程
80
7
192

km∕段
km

190∕5
90

325∕9
72.37

km

790
1050

1544

亿m

3

亿元

一期工程引水线路总长度 980km，其中明渠干线总长 790km，隧洞
线路总长 190km。一期工程规模虽然较大，但与目前实施的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和项目建议书阶段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相比，工程规模还是要小
一些。东水西调一期工程区高程虽然比西线一期工程高，但主体工程工
程量稍小于西线一期，互有优劣，有一定的可比性。尤其是与西线原规
划三期通天河引水工程相比较来看，“东水西调”技术和经济指标都具
有较大的优势。
因此，“东水西调”一期工程的工程规模相对工程效益并不大，施
工技术难度上也是可以实现的，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可行的。

5、“东水西调”工程远景展望
2040 年建成二期工程。二期工程由怒江、澜沧江引水至通天河与
一期线路衔接，引水坝址控制年径流量 410 亿 m3，年引水量 150 亿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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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至通天河引水工程，包括坝高 110m~180m 大坝八座、输水隧洞八
段线路总长 270km，其中最长隧洞 80km，建设泵站七座，最大地形总
扬程 1260m。二期工程主体工程总投资约 4500 亿元。一、二期工程总
投资 5550 亿元，建成后年调水量达到 200 亿 m3，荒漠土地开发区面积
可达 20 万 km2，开垦高效节水种植面积 8000 万亩，新增人口承载力
2000 万人，新增约 1000 万个就业岗位。“东水西调”一、二期工程建
设，技术上是可行的，国民经济效益是显著的，经初步分析国民经济内
部回收率在 12％以上，财务分析财务内部回收率为 6~7％。
2060 年即用约 50 年左右的时间，完善和扩大南疆调水工程，建成
雅鲁藏布江引水工程，进一步调水至河西走廊地区的黑河、石羊河流域。
远景东水西调总调水量增加到 400 亿 m2，总开发土地约 40 万 km2，进
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新增约一亿人口的承载能力，缓解我国东部地区的
生存和发展压力，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广大的发展空间。

6、实施“东水西调”的意义
（1）“东水西调”是维护南疆发展和稳定的重大战略工程
促进新疆发展，维护边疆稳定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和政府的重要任
务。目前，南疆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与东
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社会矛盾尖锐。为了加快新疆地区尤其是南疆地
区的经济发展，2010 年 5 月和 2014 年 5 月，中央两次召开“新疆工作
座谈会”，加大力度促进该区的经济发展。水资源不足是制约该区经济
发展的主要问题，“东水西调”工程将是中央战略部署能否顺利实施的
关键工程之一。工程建成后，水资源将成为链接南疆地区与东部地区的
纽带，“东水西调”将使我国东西部地区链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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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通过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建设，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将有一个跨
越式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将从根本上解决南疆的稳定问题。
（2）拓展我国生存与发展空间
我国西部土地资源丰富，实施“东水西调”，进行西部地区大规模
的开发建设，对于拓展我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进
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东水西调”一期工程实施后，可开发
1500 万亩土地，新增人口承载规模达到 500 万人，新增 200 万个就业
岗位；经过约 50 年的建设和完善，远景“东水西调”工程可开发土地
40 万 km2，可新增约一亿人口的承载能力。因此，实施“东水西调”
对于我国缓解生存压力和拓展发展空间意义重大。
（3）改善我国总体生态环境状况
受水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生态环境恶劣。目前，该地区
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宏观上对我国大部分地区带来不利影响，影响涉
及自然植被、气候、沙尘暴等多个方面。如能将水引入该地区，部分水
量直接用于生态用水，如引水入台特玛湖和罗布泊地区，将利于中国整
个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塔里木盆地相对封闭，调水后水量重复循
环降水系数高，可较大程度地改善当地的气候条件，增加当地及周边地
区的降水量。初步认为增加降水循环重复利用水量可达调入水量的约
30％。下一步，很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东水西调”对气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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