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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怒澜金白玉~黄河（洮河）调水线路
魏剑宏1

现状南水北调西线方案的形成过程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研究工作始于 1952 年，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
期调水范围逐步扩大，包括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通天河、金沙
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涪江、白龙江等多条河流，涉及面积约
120 万平方公里。“大跃进”时期，曾提出过“开河十万里，调水五千
亿”的宏大设想，过于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1961 年之后西线调水
研究停顿了一个时期。
1978 年后南水北调西线方案研究又重新启动，研究的调水范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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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对作者 2010~2013 年部分研究内容的整理，该研究没有官方项目立项和经费，不

存在泄露技术秘密的问题，为避免麻烦特此说明。

50 年代末相比逐步缩小，集中到了长江上游的大渡河、雅砻江和通天
河等干支流，调水面积缩小到约 30 万平方公里，提出了三条河年调水
200 亿立方米的设想。1987 年 7 月 8 日国家计委下达《关于开展南水北
调西线工程超前期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展了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
调水的超前期规划研究工作。
1996 年黄委会完成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研究综合报告》，
提出了三条河年调水 195 亿立方米的调水方案：雅砻江长须坝址年引水
45 亿立方米到黄河的自流方案，通天河同加坝址年引水 100 亿立方米
经雅砻江到黄河的自流方案，大渡河斜尔尕坝址年引水 50 亿立方米到
黄河贾曲的抽水方案。
时间到了 1998 年，西线一期工程雅砻江长须断面实测水量减少很
多，可调水量不足 40 亿立方米，引起了大家对西线可调水量不足的担
忧。这个时候领导找我说：黄委会总工程师吴致尧说了，让你摸一下，
宏观上看看调水线路下移的可能性。我初步考虑了雅砻江大渡河联合调
水的上下两条线路，小范围向南水北调西线项目做了汇报。上线，由雅
砻江、大渡河各支流联合自流至贾曲，这条线与 20 世纪 80 年代黄委会
雅砻江大渡河联合线路相似，不同的是将沿线各支流水量均纳入调水范
围，可调水量有所增大。下线，将线路高程进一步下移，可调水量进一
步增大，线路经各支流联合自流至斜尔尕水库后，经抽水入黄河支流贾
曲。“上线”与“下线”，我个人推荐“下线”。之后，我做了其他工
作，很少参与西线研究。
2002 年最终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方案，线路控制水量 240 亿
立方米，年调水量由 195 亿立方米进一步减少为 170 亿立方米，调水比
例 71％。西线一期工程基本上采用了雅砻江大渡河联合自流线路，与
1998 年“上线”类似，线路控制水量约 114 亿立方米，年调水 80 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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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调水比例约 70％。一期工程开展了项目建议书编制，但一直没
有审查。

2010 年的研究
2000~2010 年，我基本上没有参加西线工作，也不想给西线添麻烦。
工作之余，有关调水，引汉济渭写过一些东西，东水西调考虑的略多一
些，东水西调一些主要的想法是这个时候形成的，但是东水西调与西线
有一些交集，怕惹麻烦，也就没有敢公开写文。
2010 年初领导找到我，让我把西线调水方案研究一下。做方案研
究耗费心力不讨好，还惹麻烦，因此，我最初不太敢做。我感觉，从责
任来讲，方案是西线的核心，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应当对方案负责，方案
研究应该由技术负责人来做。
这个时候，我找谈英武院长谈了一次，谈院长退休前任黄委会设计
院副院长和西线项目技术负责人，他协调能力很强，为西线做过很多工
作。那天，谈院长情绪很低落，他告诉我，西线到了存亡的关键时刻，
国家层面可能要停止西线。面对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毕竟我也曾经做
过西线工作，因此我给自己说：做吧，帮西线一把。
2010 年是我人生低潮的一年，工作与生活，各种困扰接踵而至。
这个时候，又做了方案研究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而且缺乏人力，也没
有经费。工作或许是排解困扰的良药，在精神上寻找自我解脱，人往往
在困境中会激发潜能。天气逐渐转热，晚上从办公室出来，一个人走在
大街上，半夜 12 点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去网吧熬了
两夜，第二天人困得不行，就留在办公室继续做事吧。大约有十多天，
夜深人静，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看那些图，想那些事。困了，就趴在桌
子上睡了，早上起来，出门吃个早饭，然后再回来上班。这样十多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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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了个小房子安顿下来，结束了这另类的生活。
在这段时间，我初步形成了西部调水的总体思路。我们开展了《南
水北调西线工程多方案研究》工作，先后研究了几十个线路，针对现状
西线一期工程，提出了发电与抽水用电平衡“自发自用”的抽水模式；
初步提出了金沙江白玉~斜尔尕~洮河自流引水线路。

西部调水＝东水西调＋南水北调西线
白玉~洮河自流引水线路与过去研究的东水西调线路，两条线路宏
观上构成了较大规模西部调水的总体格局。
西部调水总干线，由雅鲁藏布江经怒江加玉至昌都以上澜沧江流
域，在澜沧江昌都地区附近总干线分为两支，向北的一支经白玉~洮河
自流引水线路构成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向西的分支与东水西调一期工程
衔接，构成东水西调工程引水入新疆。东水西调和南水北调西线两条支
线构成了较大规模西部调水，设想年总调水量 600~800 亿立方米。
一二期工程涉及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五条河
流，引水坝址控制总水量 830 亿立方米，如果以 50％调水比例控制，
每年可调水 400 亿立方米（现状西线方案调水比例超过 70％，实际西
线线路总控制水量仅 240 亿立方米，如果按照 50％调水比例，可调水
量仅 120 亿立方米，达不到规划的 170 亿立方米，一期工程坝址控制水
量仅 114 亿立方米，年调水 80 亿立方米影响很大阻力也很大）。
个人的想法，一二期工程年调水 400 亿立方米，其中，200 亿立方
米经南水北调西线黄河，200 亿立方米由东水西调进新疆塔里木。
白玉~洮河自流引水线路，是在作者 1998 年研究的“下线”雅砻江
大渡河自流线路基础上形成的，在原“下线”线路末段斜尔尕~黄河贾
曲抽水线路段，经过摸索多条线路和比对，发现了斜尔尕~洮河碌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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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线路；又实现了怒江加玉水库、金沙江白玉水库自流线路的联通。
斜尔尕~洮河碌曲长隧洞的布置，使较大规模自流调水成为可能。
三期雅鲁藏布江调水，年可调水 200~400 亿立方米。雅江~怒江加
玉可实现自流调水，年调水量 200 亿立方米；如考虑采用陈传友教授提
出的抽水思路，
抽水至怒江加玉，
调水量可以增加到 300~400 亿立方米，
如考虑大扬程调水量可更多一些。雅江调水没有做详细的线路布置，下
一步需要根据需要，做深入研究。
白玉方案仅是一个初步的线路，技术上是否可行，现阶段也不能轻
易下结论，我个人也并不十分肯定白玉方案，很多问题需要论证，但是
由于西线方案研究阶段工作不够全面和深入，事实上遗漏了白玉线路。
因此，白玉方案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是必要的。
在 2010~2013 年断断续续的研究和多次汇报讨论过程中，对于是否
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肯定会有一些争论。
2013 年夏天又一场争论之后，我想，反对这样强烈，看来调水入
黄河阻力很大，那么就先考虑把调水入新疆写出来吧。因此，我咬咬牙
把多年来不敢公开的东水西调方案简单整理了一下，写成〈东水西调开
发西部地区，拓展我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一文公开发表。由于东水西
调已经单独写文，本文主要是对 2010~2013 年研究的雅怒澜金白玉~黄
河线路进行整理。现在看有些指标还有较大的优化调整空间，比如 2013
年白玉坝高数据为264 米，
经优化调整控制坝高不超过220 米是可能的，
由于近年来白玉线路没有做较多工作，本文主要采用 2013 年的数据，
在以后的工作中再继续深入和调整。

雅怒澜金白玉~黄河线路总体指标
雅怒澜金白玉线路，涉及调水河流包括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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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六条河流，包括了东水西调和南水北调西线
两条支线，设想年总调水量 600~800 亿立方米。
雅怒澜金白玉~黄河线路与现状西线相比，高程进一步降低，线路
高程在 3000~3200 米左右，构成了新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西部调水
的一部分。
其中，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调水为一期工程，坝址控制年径流
量 399 亿立方米，年调水量 200 亿立方米，调水量占径流量的比例约为
50％。
表~1：一期金沙江白玉~黄河自流线路控制水量表
所处河流
金沙江
位置名称
白玉
2970
坝址高程（米）
年径流量（亿立方米） 203

雅砻江
甘孜
3350
85

达曲 泥曲

12

14

绰斯甲河
岗日
3020
27

痳尔曲
斜尔尕
2910
58

合计

399

怒江、澜沧江调水为二期工程，坝址控制年径流量 436 亿立方米，
年调水量 200 亿立方米，调水量占径流量的比例约为 46％。
表~2：二期怒江加玉、澜沧江自流线路控制水量表
引水河流
坝址名称
坝址高程（米）
年径流量（亿立方米）

怒江
加玉

澜沧江
昌都 1

澜沧江
昌都 2

金沙江
白玉

3140

3240

3220

2970

227

209

合计

436

一二期工程涉及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五条河
流，坝址控制年径流量 835 亿立方米，年调水量 400 亿立方米，调水量
占径流量的比例约为 48％，与现状西线调水比例 71％相比降幅较大。
初步考虑年调水 400 亿立方米，其中年 200 亿立方米水量经白玉~洮河
自流线路入黄河，年 200 亿立方米水量经东水西调线路调水入新疆。
三期雅鲁藏布江调水工程，年可调水 200~400 亿立方米以上。雅
江~怒江加玉采取自流调水，年调水量 200 亿立方米；如采用抽水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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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调水量可以增加到 300~400 亿立方米或更多一些。
雅怒澜金白玉~黄河（洮河）线路是西部调水的一部分，其中加玉~
白玉~斜尔尕~黄河自流线路，主要由大坝和长隧洞组成。
据 2010~2013 年的研究，加玉~黄河自流线路大坝八座，主要枢纽
三座，分别是斜尔尕（坝高 195 米）、白玉（坝高 264 米）、加玉（坝
高 230 米）以及五座支流调蓄水库。目前看，输水线路通过进一步优化
布置，白玉坝高可以控制在坝高 220 米以内，加玉大坝控制在不超过
200 米，将来需进一步优化论证。
加玉~黄河自流线路长隧洞线路总长 735 公里，共七段，最长隧洞
段为斜尔尕~洮河隧洞长达 233 公里。其中，一期白玉~洮河隧洞线路四
段总长 495 公里，二期加玉~白玉隧洞线路三段总长 240 公里。
图~1：雅怒澜金白玉~黄河洮河调水线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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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坝址、入黄点选择和可调水量对比
引水坝址。2010 年多方案研究曾经对金沙江多个坝址做过研究，
对各个坝址可能的调水线路进行了布置，进行比对分析，初步选择赠曲
河口以下的白玉坝址作为引水坝址，坝址高程为 2970 米。
根据《中国水力资源复查成果》（2003 年），金沙江干流巴塘曲
口至降曲河口规划坝址有东就拉、色乌、俄南、白丘等四个坝址。从地
形和河流走势看，东就拉、色乌与俄南坝址距黄河较远，且水量较小；
白丘坝址因金沙江河势东移较为突向东方，距离黄河较近，且水量较大。
白丘以下河势进一步东移，在白玉县附近有赠曲汇入。
从近年编制的金沙江水电梯级开发规划了解到，赠曲河口附近河段
布置有岗托等三个坝址。白玉坝址位于下坝址水库回水的末端，水库蓄
水高程上基本为上部两梯级之合。白玉坝址河段河谷峡窄、初步判断地
质条件较好。
入黄位置。现状南水北调西线线路入黄河位置为贾曲河口附近，高
程约为 3442 米。调水线路下移至 3000 米高程左右以后，可调水量增加
了，线路出口入黄位置也需相应降低。
切木其曲入黄口。经比较分析，白玉调水自流线路黄河干流出口，
选择在支流切木其曲入黄口上游附近较宜，切木其曲入黄口至上游 15
公里河道高程在 2940~2985 米，初步拟定出口入黄水位 2980 米。
洮河入黄口。由于白玉自流入黄工程较为困难，因此考虑调水线路
从黄河下穿过，入支流洮河后，再经洮河入黄河。洮河碌曲至岷县河段
河床高程 3100~2300 米，其中碌曲以下河段由东南走向，在距碌曲约
25 公里处，转向约 90 度由东南走向变为东北走向，河流拐弯处河床高
程约为 2900~3000 米，此处选定为白玉调水的一个出口河段。初步拟定
出口水位 298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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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索和找到洮河入黄口，是线路布置上的一个较大突破，选择洮河
入黄口后，对于实施较大规模自流调水和优化线路布置，都有了较大的
调整空间。线路下移后，水量增加了，调水比例减小了。金沙江白玉~
洮河碌曲自流线路高程较低，控制流域面积较大，线路控制的河川径流
量与南水北调西线规划指标相比，可调水量有了很大提高。
白玉~斜尔尕自流线路，控制金沙江、雅砻江、达曲、泥曲、绰斯
甲河、麻尔曲等河径流量达到 399 亿立方米，与现状西线规划线路控制
水量 240 亿立方米相比，增加了 159 亿立方米，增幅 66％，调水比例
则由 71％降低到 50％。

金沙江白玉~洮河碌曲自流引水线路
金沙江白玉~洮河碌曲自流引水线路，以白玉水库为水源工程，以
洮河碌曲以下弯道处为入黄点，
主要考虑白玉~斜尔尕~洮河碌曲自流和
白玉~洮河碌曲不经斜尔尕直接自流二条比较线路。
图~2：白玉~洮河碌曲自流引水线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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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玉~斜尔尕~洮河碌曲自流引水线路
引水枢纽。白玉~斜尔尕~黄河（洮河）自流输水线路水源枢纽工
程包括白玉、斜尔尕二个枢纽工程。金沙江引水枢纽白玉水库大坝最
大坝高 264 米，坝顶长 535 米，正常高水位 3219 米，引水位 3190 米；
斜尔尕水库，大坝最大坝高 195 米，正常高水位 3090 米，引水位 3073
米。
输水隧洞工程。白玉引水高程 3190 米，输水隧洞进口段洞底高程
3177 米。入黄河（洮河）位置，位于洮河碌曲以下约 25 公里洮河干流
拐弯处，洮河出口隧洞底板高程 2980 米。
自流输水线路总长 495 公里，包括白玉~斜尔尕水库 262 公里和斜
尔尕水库~洮河 233 公里两大段。
图~3：大渡河斜尔尕水库~洮河（碌曲）自流线路剖面示意图

斜尔尕水库~洮河隧洞，由黄河河床下部穿过，入支流洮河后再进
入黄河。比降 1/3000，隧洞长达 233 公里，施工难度大，好在穿越黄
河段隧洞埋深 390~405 米，埋深不大，施工支洞布置坡降不超过 10％
的情况下，支洞长度不超过五公里，可以考虑采用沿线布置施工支洞，
分段施工，隧洞虽然长但施工没有大的制约因素。
白玉~斜尔尕自流线路长 262 公里，分三自然段：白玉~色曲长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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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色曲~杜柯河长 19 公里，杜柯河~马柯河线路长 71 公里。
图~4：白玉~斜尔尕水库自流线路剖面示意图

2. 白玉直接自流至洮河线路
本线路考虑引水线路不经斜尔尕水库，直接由隧洞输送至洮河。
引水枢纽白玉枢纽最大坝高 246 米，正常高水位 3206 米，引水位
3165 米。入黄河（洮河）位置位于碌曲以下约 25 公里洮河拐弯处，出
口隧洞底板高程 2980 米。隧洞比降 1/3000。
自流输水线路总长 512 公里，隧洞自然段共四段，其中白玉枢纽至
色曲段 183.3 公里，色曲至杜柯河段长 11.7 公里，杜柯河至马柯河段长
63.8 公里，马柯河至洮河段 253.2 公里。

金沙江白玉~黄河切木其曲自流引水线路
白玉~切木其曲自流线路初步研究了直线自流、折线自流和折线绕
山自流等三条线路。各引水线路见图~5。
白玉直线自流方案：由白玉库区尾部引水，经一条长 353 公里直线
单洞入切木曲下游。由于方案单洞过长，覆盖层深厚，不具有现实性，
仅作为一个比较方案。
白玉~黄河折线自流方案：入黄口选择在切木曲口上游十公里处黄

11

河干流左岸。白玉大坝最大坝高 246 米，正常高水位 3206 米，引水位
3170 米，洞首底板高程 3158 米。引水线路全长 513.32 公里，隧洞共四
段；隧洞比降 1/3000，入黄出口洞底高程 2980 米。该线路第四段马柯
河至黄河段长 253 公里为直线布置，单洞过长且需穿越高山，埋深很大，
实施极其困难，因此该方案仅作为一个比较方案。
图~5：白玉~黄河切木其曲自流引水线路示意图

白玉~黄河折线绕山自流方案：由白玉建高坝抬高水位引水，利用
赠曲河道减少线路长度，引水口位于赠曲右岸。白玉坝高 268 米，引
水位 3195 米，入黄口选择在切木曲口上游 11 公里处黄河干流左岸。
白玉正常高水位 3223 米，引水位 3195 米，洞首底板高程 3183 米。引
水线路全长 587.74 公里，隧洞共四段；隧洞比降 1/3000，入黄出口洞
底高程 2981 米。该线路第四段马柯河至黄河段为绕山布置，虽单洞线
路过长达到 331 公里，但线路布置靠近黄河干流，埋深较浅，利于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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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白玉~黄河切木其曲自流引水线路主要指标表
引水线路
白玉直线自流线路 白玉折线自流线路 白玉折线绕山自流线路
引水河流
金沙江
金沙江
金沙江
调水坝址
白玉
白玉
白玉
坝址高程（米）
2970
2970
2970
受水地点
切木其曲
黄河
黄河
年径流量（亿立方米）
203
203
203
引水高程（米）
3170
3170
3195
出口高程（米）
2980
2980
2981
最大坝高（米）
246
246
268
线路全长（公里）
353（单洞）
513（4 段）
587（4 段）
最长段隧洞（公里）
353
253
331

白玉~斜尔尕自流~贾曲抽水线路
白玉~斜尔尕~贾曲抽水线路，包括白玉、斜尔尕二个枢纽工程。金
沙江引水枢纽白玉水库大坝最大坝高 264 米，坝顶长 535 米，正常高水
位 3219 米，引水位 3190 米；斜尔尕水库，大坝最大坝高 195 米，正常
高水位 3090 米，引水位 3073 米。
输水线路。白玉~斜尔尕~贾曲抽水线路，主要是考虑白玉~斜尔尕
~洮河碌曲自流线路斜尔尕~洮河碌曲线路段过长，线路长度达到 233
公里，因此考虑将斜尔尕~洮河碌曲线路采用斜尔尕~贾曲抽水线路取
代，以抽水取代自流线路过长问题。
白玉~斜~贾曲线路，如采取白玉抽水~斜抽水~贾曲方案，隧洞线
路长度有望达到 286 公里以下，
比白玉自流~斜抽水~贾曲线路要缩短约
40 公里以上。因此如仅考虑白玉坝址引水不考虑怒江及澜沧江后续引
水，白玉抽水~斜抽水~贾曲方案较优。但考虑到白玉后续自流引水的可
能，因此初步考虑暂不考虑白玉抽水，暂采用白玉自流~斜尔尕抽水~
贾曲 322 公里引水线路。
白玉~斜尔尕~贾曲抽水线路总长 322 公里，线路分为白玉~斜尔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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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线路和斜尔尕~贾曲抽水线路二大段。
白玉~斜尔尕自流线路总长 262 公里，其中渡槽二公里，隧洞 260
公里。白玉水库引水高程 3190 米，输水隧洞进口段洞底高程 3177 米，
入斜尔尕水库隧洞出口高程 3090 米。线路分三自然段：白玉~色曲长
171 公里，色曲~杜柯河长 19 公里，杜柯河~马柯河线路长 71 公里。
图~6：斜尔尕~贾曲抽水线路剖面示意图

斜尔尕~贾曲抽水线路，初步布置抽水线路为二级抽水，一级泵站
位于河口以上约 21 公里处，后接 19 公里隧洞，由穿河道后入二级泵站，
后接 16 公里隧洞，穿麦尔玛下游河道，再经 25 公里隧洞入贾曲自流，
出口洞底高程 3445 米。出口考虑约五公里的河道疏浚。斜尔尕~贾曲抽
水线路，线路总长 60 公里，最大地形净扬程 408 米。该方案下一步工
作可进一步优化。

白玉主要代表线路初步比较
经初步分析，白玉坝址引水线路初步选择白玉~黄河切木其曲绕山
自流、白玉~洮河碌曲自流线路、白玉~洮河卓尼自流等四条线路。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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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从金沙江以及上游通天河引水入黄河较为困难，各条线路工程规
模都很大。由表中可见，白玉~洮河卓尼自流与白玉~黄河切木其曲二条
引水线路过长，工程量过大，两条线路相对其他线路显著不经济。
在目前工作深度下，于洮河碌曲入黄的白玉~洮河碌曲自流线路以及
白玉~斜尔尕自流~贾曲抽水线路工程规模相对较小，暂选定为推荐方案。
白玉~洮河碌曲自流线路虽然线路隧洞总长度略短，但存在单洞较
长的问题，单洞最长隧洞达到 233 公里，因此施工难度大。好在线路沿
线穿越黄河段隧洞覆盖层厚度普遍在 390~405 米之间，如布置支洞，施
工支洞长度不超过五公里，可以布置施工支洞解决施工问题，理论上应
该是能够解决施工问题。
白玉自流~斜抽水~贾曲 322 公里引水线路工程量相对较小。
表~4：白玉坝址代表引水线路主要指标表
主要
指标
枢纽
名称
坝址
径流量
线路控
制水量
枢纽
坝高
线路
总长度
引水
高程
出口底
板高程
洞线长/
分段数
最长
洞段
地形
净扬程

单位

西线
工程

白玉~黄河切木
白玉~洮河
其曲绕山自流 碌曲自流线路

白玉~斜自流
~贾曲抽水

侧坊

白玉

126

203

203

203

203

240

365

399

399

420

米

249

268

264、195

264、195

220

公里

576.3

587.74

495

322

775

米

3735

3195

3190

3190、3073

3105

米

3442

2980

2980

3445

2550

584.74/4

495/4

322/6

775/12

331

233

171

113

亿立
方米
亿立
方米

公里/
569.2/15
段
公里

77.8

白玉、斜尔尕 白玉、斜尔尕

白玉~洮河
卓尼自流

米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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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

怒江加玉~澜沧江~白玉调水线路
白玉水库后续水源工程可建设怒江加玉坝址至白玉自流引水线路，
加玉~白玉自流引水线路隧洞总长 240 公里，可分多个自然段分段建设。
该线路控制怒江、澜沧江水量达到 436 亿立方米，加上白玉至斜尔尕线
路控制的水量，
加玉~白玉~斜尔尕引水线路控制的年均径流量总量将达
到 835 亿立方米，如按照 50％的可调水量考虑，该线最大年可调水量
达到 400 亿立方米。
图~7：怒江加玉~澜沧江~白玉调水线路平面示意图

从全国水资源配置战略对水量的要求和南水北调西线的战略定位
考虑，加玉、白玉坝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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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怒江加玉~金沙江白玉调水线路剖面示意图

引水枢纽。加玉水库坝址高程 3140 米，大坝最大坝高 230 米，正
常高水位 3350 米，引水位 3320 米；线路在昌都以上支流引水坝址以下
穿越澜沧江，白玉出口水位高程 3219 米；自流输水线路总长 240 公里，
隧洞线路包括 140、80、20 公里共三段。
表~5：怒江加玉~金沙江白玉自流引水线路主要指标表
引水河流
线路长度（公里）
坝址名称
地点
坝址高程（米）

怒江

澜沧江

澜沧江

80
加玉
洛隆县

20
昌都 1

140
昌都 2

坝高（米）
正常蓄水位（米）

3140
230
3350

3270
90

3260
80

引水高程（米）

3320

年径流量（亿立方米）

227

金沙江

合计
240

白玉
白玉县
2970
264
3219
3190

209

436

白玉线路可能存在的工程安全风险
目前，白玉调水线路只是个初步的可能线路，是否可行作者并没有
把握，需要进一步论证。本文谨作为调水方案研究的交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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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调水线路为实施更大规模调水带来了一线希望，与一些设想相
比，工程规模和难度小了一些，有一定的技术可行性，但是在高坝大库、
地质地震灾害等方面，还是有较大的工程安全风险问题，需要深入论证
和优化。
高坝大库。在我们建设高坝大库享受水库带来的便利和效益的时
候，实际上我们也同时承受了将来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虽然与有些“大
西线”设想 400~500 米高坝相比，
白玉调水线路涉及大坝规模小了很多，
据 2010~2013 年的研究有两座 200 米以上的高坝，在以后的工作中，
应尽可能通过优化线路布置降低大坝高度。目前看，白玉大坝坝高控制
在 220 米以内是可能的，通过优化调整线路布置高坝问题应当可以解
决。在坝型选择、工程布置以及管理设计等方面，应进一步优化，提高
工程的安全可靠度。
白玉~洮河线路局部存在地质地震灾害问题，在工程线路布置和设
计中，应进一步深入优化。比如，线路经雅砻江甘孜附近，该区域地质
地震问题较大，在线路布置中可考虑适当绕行，绕过不良区域，隧洞长
度适当增加 10~20 公里。在线路布置阶段尽量避开地质地震区域，在工
程布置和设计中，需要进一步深化，采取一些有效的技术手段。
总之，目前白玉线路仅是一个初步的设想，技术可行性从工程角度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工程安全风险问题需要慎重对待，加强论证，做
到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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