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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五江一河”可供跨流域调取的水量究竟有多少?
——二评“红旗河工程”构想
赵希涛 1), 魏乐军 2)*
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29;
摘

2)中国地质科学院, 北京 100037

要: 以青藏高原南部为主体的我国西部大江大河, 可供跨流域调取的水资源量究竟有多少？是决定向

西北干旱区调水成功与否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 我国西部诸江河究竟有多少水资源
量？能否达到“红旗河”构想的每年 600 亿 m3 的调水量?本文依据各类文献资料中有关“红旗河”拟取水
的“五江一河”各节点上、下游水文站及相关水电站的多年平均径流量及年际变化数据, 估算并厘定出各
取水节点的年 平均水资源量 为: 雅鲁 藏布江 600×108 m3, 帕隆藏布与 易贡藏布合 计 320×108 m3, 怒江
320×108 m3, 澜沧江 200×108 m3, 金沙江 313×108 m3, 雅砻江 250×108 m3 和大渡河 210×108 m3。按照 S4679
课题组和王浩院士所给出的国际通行的 20%跨流域调水比例或 21%的“红旗河”标准, 本文匡算出“五江
一河”理想的可调取水量为 442.6×108 m3 或 464.7×108 m3, 不足 S4679 课题组构想的 600×108 m3 调水量的
78%。如果南水北调西线规划得以实施, 则“红旗河”难以从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这三个节点全额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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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长江上源只有大渡河(18.5~20.6)×108 m3 的水量可资利用。这种情形下, 本文匡算出可供“红旗河”调

AG

取的总水量为(288~323.0)×108 m3, 只有 S4679 课题组构想调水量的大约一半, 充其量不到 54%。
关键词: S4679 课题组; 红旗河; 五江一河; 年径流量; 可调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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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uch Water Can be Inter-basin Transferred from
“Five-Jiang and One-He Rivers” in West China:
The Second Comment on the Concept of “Hongqi River Project”
ZHAO Xi-tao1), WEI Le-ju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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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The amount of water resources that can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major rivers in West China, mainly in
the south of the Tibet Plateau, is one of the pre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 of water transfer to the northwest arid
region. This paper therefore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as to how much water resources do the rivers in the West
China have, and is there 60 billion m3 of transferable water available per year as envisioned by the “Hongqi River
Project”. Based on the multi-year average runoff and interannual variation data of the up-and-down stream
hydrological stations of the “Five-Jiang and One-He Rivers” nodes, which are expected to support water for the
“Hongqi River”, this paper estimates and determines the annual average water volume of each node as follows: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is 600×108 m3, the Parlung Zangbo and the Yigong Zangbo River 320×108 m3, the
Nujiang River 320×108 m3, the Lancang River 200×108 m3, the Jinsha River 313×108 m3, the Yalong River
250×108 m3 and the Dadu River 210×108 m3. According to the inter-basin water transfer ratio of
20%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 21% (the “Hongqi River” standard), given by S4679 research group and
Academician WANG Hao,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amount of ideal transferable water of the “Five-Jiang and
收稿日期: 2019-03-10; 改回日期: 2019-04-19; 网络首发日期: 2019-05-09。责任编辑: 张改侠。
第一作者简介: 赵希涛, 男, 1940 年生。研究员。地貌与第四纪地质专业。E-mail: xitao_zhao@sina.com。
*通讯作者: 魏乐军, 男, 1963 年生。研究员。主要从事青藏高原盐湖学、第四纪地质学、地震临震预测研究。
E-mail: 2547680047@qq.com。

第三期

赵希涛等: 我国西部“五江一河”可供跨流域调取的水量究竟有多少?

493

One-He Rivers”, and the result is 442.6×108 m3 or 464.7×108 m3, which is less than 78% of the 600×108 m3
conceived by the S4679 research group. If the west rout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is
implemented,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Hongqi River” to transfer water in full from the three nodes of the Jinsha
River, the Yalong River and the Dadu River. Only (18.5~20.6)×108 m3 of water is available in the Dadu River at
the upper source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is case, the total amount of water available for the “Hongqi River” is
(288~323.0)×108 m3, only about half (less than 54%) of water conceived by the S4679 research group.
Key words: S4679 research group; Hongqi River; Five-Jiang and One-He Rivers; annual runoff; transferable water

中国东南部和南部降水丰沛、气候湿润, 而西

阿拉善内流区, 及最后到达的塔里木内流区。
然而, 对于这样一项调水数量和调水河道长度

洋季风、南亚或印度洋季风, 以及西风环流的三大

及难度均为全球之冠的空前巨大工程, 课题组在报

水汽来源有关。这种状况主要受全球大气环流格局

道中却惜墨如金, 只有如下短短的一句话: “基于

和中国三大地势阶梯等因素的影响, 是地球在太阳

对输水能力和水源地情况分析, 预计年总调水量可

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天体运行规律, 以及地球本身

达 600 亿 m3, 仅占主要河流取水点总量的 21%, 将

自诞生以来 46 亿年的演化历史及其所形成的圈层

在我国西北干旱区形成约 20 万 km2 的绿洲”(S4679

结构及海陆分布所造成的结果。自人类诞生以来的

课题研究组, 2017)。这句连标点符号在内总共只有

几百万年间, 到近几千年来的文明历史, 包括中华

72 个字符的短句, 却表达了 4 层意思: 调水依据、

民族在内的世界各地民族, 在其生存生产实践中,

调水数量、调水比例和调水结果。作为报道、宣传

逐渐适应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 从完全被动到逐渐

或广告, 其文字实在太精炼了。但对于专业人士来

能动的适应, 并使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说, 其信息量又太少了。我们无法从报道中找出“红

千年以来, 人类持续不断地努力, 谋求在与大自然

旗河”拟调水的那些河流各有多少水量可供调取,

的关系中, 变被动为主动, 甚至想进一步去改造自

这 600 亿 m3 的水量是如何分配的？这个问题不仅

然、征服自然。虽然人类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成果

是本文作者, 也是广大读者所希望了解的, 因不得

与信心, 但在神秘大自然面前, 人类的知识和力量

其解而随之在网络上引起强烈议论。继而, 课题组

却显得相对渺小, 因而世界各地、古往今来那些针

在“十问‘红旗河’”一文中, 对该问题及其它读者

对大自然所采取的不当行为则反馈为警示和惩诫。

关心的问题做了部分回答。对于第 4 问: “红旗河”

其中, 旱涝灾害和水利水电, 是人类与自然关系中

西部调水工程能够保障稳定供水吗？课题组答曰:

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回答: 其一, 水源保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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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则降水稀少、干旱严重。这主要与东亚或太平

“红旗河工程”关于水源的论述

力。‘红旗河’的水源来自以‘五江一河’(雅鲁藏
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

近几十年甚至一两个世纪以来, 在中国和世界,

为主的青藏高原南部的中华水系。这些河流水量充

修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水库, 其功能首先是发电,

沛、水质优良却利用率极低。比如, 雅鲁藏布江年

其次才是防洪、灌溉和饮用等。南水北调首开我国

出境水量超过 1 600 亿 m3, 目前开发利用率不足 1%;

大规模跨流域调水之先例, 是将比较富裕的长江及

怒江出境水量超过 700 亿 m3, 开发利用率不足 1%;

其支流汉江之水, 跨流域调往比较缺水的黄河、淮

澜沧江出境水量超过 740 亿 m3, 开发利用率仅 3%。

河和海河流域, 而其唯一目的是水资源本身而不是

对于这三条外流水系, ‘红旗河’总取水量不超过

水力资源。

取水点处的 21%。其二, 工程系统抵御风险、稳定

S4679 课题组和王浩院士, 则提出了规模更加

供水的能力。
‘红旗河’将借助所流经的大江大河上

巨大、跨流域更多的以水资源为目的的调水构想

的一系列梯级水库, 进行借水补水的综合调控。这

——“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 要将中国西南部富

样, 当某一点发生故障中断时, 这点以后的保障水

余之水调往极为干旱的西北地区。拟调水之量达每

源能够发挥作用。此外, 在受水区也设计了大量的

3

年 600 亿 m , 所跨流域至少有流向印度洋的雅鲁藏

调蓄空间, 保障稳定供水”(S4679“红旗河”西部

布江(境外称布拉马普特拉河)及其支流帕隆藏布、

调水课题组, 2018)。

易贡藏布, 怒江(境外称萨尔温江), 流向北部湾的

即便是这样的回答, 也无法消除基于严谨科学

澜沧江(境外称湄公河), 流向东海的长江上游干流

态度而对“红旗河”调水水量相关问题的猜测和质

金沙江和支流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和白龙江, 流

疑。从 S4679 课题组和王浩院士的公开报道无法找

向渤海的黄河及其支流渭河等外流区, 河西走廊—

到对西部水量这个重大必要前提条件的切实科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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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有鉴于此, 依据从刊物、书籍甚至网络上搜集

赖祖铭(1996)在讨论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大江

到的拟调水的“五江一河”取水节点上、下游水文

河径流的影响时指出, 由于气候变暖、变干, 青藏

站及相关水电站的的多年平均径流量及其年际变化

高原江河流域的年径流量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

数据, 本文试图回答我国西部诸江河究竟有多少水

来呈现出下降趋势,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下降最

资源量这个问题, 并按照 S4679 课题组和王浩院士

剧烈, 于 70 年代初达到最低点, 此后虽然各流域降

所给出的国际通行的 20%跨流域调水比例或 21%的

水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但多数河流仍处于多年平

“红旗河”标准, 匡算这些河流可调取的水量, 进

均值以下波动(表 1)。这里所指的青藏高原大江河,

而回答能否达到“红旗河”所提出的每年

是唐乃亥站以上段的黄河、沪定站以上段的大渡河、

3

600 亿 m 的调水量。作者在此声明: 本文所引用的

沪宁站以上段的雅砻江、石鼓站以上段的金沙江、

水文数据, 均标明其出处, 并对原文作者表示感

旧州站以上段的澜沧江、道街坝站以上段的怒江和

谢。若有引用不当或误解, 文责自负。谬误之处恳

及奴下站以上段的雅鲁藏布江。它们都是水量丰富、

请同行、专家不吝指正。

源远流长的大江河。除大渡河稍小一点外, 它们在

2

高原的流域面积均接近或超过 1.0×105 km2。金沙江

“五江一河”径流量及其年际变化

石鼓站以上流域达到 23×105 km2。7 条大河(各选定

S4679 课题组将“红旗河”拟调水的雅鲁藏布
江及其支流帕隆藏布和易贡藏布、怒江、澜沧江、

站)的总径流量为 2.730×1011 m3, 是青藏高原主要
的地表水资源。
赵楚年(1998)认为, 青藏高原河川径流的年际

为“五江一河”。从地理学或河流学上看, 这一简称

变化主要受降水影响, 其变差系数较小, CV 值变化在

不够确切。因为雅砻江是金沙江的支流, 不应重复

0.12~0.3 之间。补给水源不同也影响径流年际变化的

计数, 如果因为在雅砻江独立取水而单独列出, 则

大小。以雨水补给为主的河流 CV 值大, 如拉萨河

S

金沙江及其支流雅砻江、大渡河等西部诸河, 简称

CV 值为 0.23; 以融水补给为主的河流 CV 值小, 如尼

列出, 虽然帕隆藏布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 而易贡

洋河(久巴站) CV 值只有 0.12; 以地下水补给为主的

AG

应把独立取水的帕隆藏布与易贡藏布两江也都单独

河流 CV 值介于二者之间。最大水年与最小水年的比

更合适。抑或, 雅砻江作为金沙江支流省略之, 则

值一般为 2~3, 支流一般大于干流。连续丰水年或枯

应称“四江一河”。如因帕隆藏布与易贡藏布知名度

水年时有发生。如雅鲁藏布江干流于 1962—1964 年

远不如雅砻江而忽略则失公允。实际上, “红旗河”

出现连续 3 年丰水, 澜沧江 1962—1966 年连续 5 年

在 帕 隆 藏 布 和 易 贡 藏 布 取 水 点 上 的 径 流 量 , 与怒

丰水, 金沙江也在 1962—1965 年为连续丰水年。雅

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各取水点相

鲁藏布江 1958—1959 年、1971—1972 年、1982—

比较, 实在伯仲之间。当然, 从调水角度看, “五江

1983 年连续枯水; 澜沧江 1967—1969 年、1972—

一河”只为称谓而非原则问题, 姑且不予深究。为

1093 年出现连续枯水年; 怒江 1961—1966 年出现

便于讨论, 本文沿用“五江一河”的说法。

连续枯水年。

C

藏布又是帕隆藏布的支流。故此, 称为“七江一河”

表1
Table 1

青藏高原大江河流域降水量(P)、径流量(R)的年代变化(以距平/%表示) (据赖祖铭, 1996)

Decade variations in precipitation (P) and runoff (R) in the large rivers in the Tibetan Plateau (showing in departure/%)
(after LAI, 1996)
流域

1957—1960

60 年代
(1961—1970)

70 年代
(1971—1980)

80 年代
(1981—1990)

80 年代减
60 年代

雅鲁藏布江
(奴下站以上)

P

–0.5

3.4

0.9

–4.1

–7.6

R

–1.4

12.0

–1.2

–10.2

–19.8

怒江
(道街坝以上)

P

–2.0

4.5

–4.3

0.6

–3.9

R

–8.6

4.3

–0.2

–0.6

–4.7

澜沧江
(旧州站以上)

P

–1.2

1.7

–0.6

–0.6

–2.3

R

–5.9

9.2

–6.0

–0.9

–9.3

金沙江
(石鼓站以上)

P

–2.8

2.1

–3.4

2.4

0.3

R

–9.9

8.1

–5.5

1.4

–6.2

雅砻江
(沪宁站以上)

P

–0.9

–0.4

–2.2

2.9

3.3

R

–3.4

8.1

–4.5

–2.3

–9.6

大渡河
(沪定站以上)

P

–1.3

0.2

–0.7

1.2

1.0

R

–0.8

1.1

–3.8

3.0

1.8

黄河
(唐乃亥站以上)

P

–3.1

–1.6

0.4

3.3

4.9

R

–21.2

0.0

–2.8

11.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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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廷等(2005)根据直门达、昌都、唐乃亥、

—1994 年), 分别代表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和易

奴各沙和雅江等 5 个水文站所代表的通天河、澜沧

贡藏布的 4 个水文站江孜(1962—1994 年)、唐加

江、黄河、雅鲁藏布江和雅砻江的水文资料, 讨论

(1961—1994 年)、更樟(1979—1994 年)和易贡(1967

了 20 世纪后半叶这些河流年径流量和春季径流量

—1969 年)的径流量观测数据, 前 3 者的多年平均径

在年径流量中所占比例的变化, 已在试评“红旗河

流量分别为 494 m3/s、889 m3/s 和 1820 m3/s, 即年

工程”一文中指出, 此不赘述(赵希涛和魏乐军,

均径流量分别为 155.8×108 m3 、280.4×108 m3 和

2019)。

574.0×108 m3; 后 4 者 的 多 年 平 均 径 流 量 分 别 为

2.1

25.7 m3/s、242 m3/s、450 m3/s 和 377 m3/s, 即年均

雅鲁藏布江
雅鲁藏布江, 境外称布拉马普特拉河, 流经中

国、印度、孟加拉、锡金和不丹等国, 是西藏最大

径流量分别为 8.1×108 m3、75.3×108 m3、141.9×108 m3
和 118.9×108 m3。
刘天仇(1999)分析了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主要

的河流, 亚洲的一条大河, 也是一条著名的国际河
2

流。河流全长 3 350 km, 流域面积约 666 000 km 。

水文站的径流补给情况(表 2), 认为雅鲁藏布江干

该 河 在 中 国 境 内 长 2 229 km, 流 域 面 积 为

流上游及中游上段, 以地下水补给为主; 中游下段

2

239 200 km , 分别占全河的 67.2%与 36.0%(赵楚年,

至下游上段, 补给形式转为以雨水、融水混合补给

1998)。

型; 进人大峡谷以下暴雨区, 河流以雨水补给为

雅鲁藏布江发源于我国西藏西南部喜马拉雅山

主。就全江而言, 属 3 种水源均有的混合补给型。

北麓的杰马央宗冰川, 由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 在

他认为, 雅鲁藏布江流域年径流地区分布有两个特

米林县派镇附近折向东北, 之后又急剧改向南流,

点, 一是多样的径流带, 一是径流的垂直梯度变

绕过喜马拉雅山东端, 经巴昔卡流出国境, 进入印

化。区内从东南向西北年径流深从丰水带年径流深
800~2 000 mm 以上, 逐渐过渡到多水带(年径流深

阿隆多市附近与恒河相汇, 最后注入印度洋孟加拉

200~800 mm)、过渡带(年径流深 50~200 mm), 雅鲁

湾。

藏布江出口到派镇, 河长 496 km, 而年径流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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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后汇入布拉马普特拉河, 后流入孟加拉国, 在戈

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大河。干

5 000 mm 降至 1 500 mm 以下, 可见垂直梯度变化

流从杰马央宗冰川的末端至里孜为上游段, 河长

之大。径流年际变化主要受降水影响。年径流变差

2

268 km, 集水面积 26 570 km ; 从里孜到派镇为中
2

系数较小, 变化在 0.12~0.35 之间, 受补给水源影响,

以融水补给为主的尼洋河 CV 值只有 0.12, 而以降水

派镇到巴昔卡附近为下游段, 河长 496 km, 区间集

补给为主的拉萨河 CV 值达 0.27。

C

游段, 河长 1 293 km, 区间集水面积 163 951 km ;
2

刘剑等(2007)利用 1956—2000 年近 45 a 的天然

水面积 49 959 km 。汇入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比较多,
2

其中流域面积大于 10 000 km 的一级支流有 5 条,

径流逐月资料和 1956—2004 年近 50 a 的气温、降

依次为帕隆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曲和多雄

水逐月资料, 分析了 20 世纪下半叶雅鲁藏布江流

藏布。雅鲁藏布江的水量非常丰沛, 年径流总量为

域径流变化的特征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她们对

1 395×108 m3, 年平均流量为 4 425 m3/s, 约占西藏

比了拉孜、奴各沙、羊村和奴下等 4 个水文站的年

外流水系年径流总量的 42.4%(刘剑等, 2007)及西藏

径流量的曲线(图 1, 表 3)。由图 1 可以看出, 4 个站

8

3

全区年径流总量 6 629×10 m 的 21.4%(赵楚年,

的历年径流变化具有相同的变化周期: 20 世纪 50 年

1998)。

代后期为径流持续增长期, 到 1962 年达到最大值。

赵楚年(1998)给出了雅鲁藏布江干流中游上、

而从 1963 年起, 径流开始了一个持续波动的下降

中、下段的代表性水文站奴各沙、羊村和奴下(1956

期, 并于 1983 年达到了径流的最小值; 1984 年开始

表2
Table 2

雅鲁藏布江径流补给分析(据刘天仇, 1999)

The analysis of runoff feed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after LIU, 1999)
各补给量占径流总量的百分数/%

水文站

年水平
年份

雨水补给

融水补给

地下水补给

奴各沙

1985

42

18

40

羊村

1985

44

20

36

奴下

1969

30

38

32

年楚河

江孜

1977

31

21

48

拉萨河

拉萨

1965

46

26

28

尼洋河

更张

1988

27

50

23

易贡藏布

贡德

1968

25

53

22

河流

雅鲁藏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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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波动上升, 进入 90 年代后, 径流变化情况是先下

年际变化较小, 降水量极值比和年变差系数 CV 均

降后上升, 并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表 3 则表示了这

小于国内其它河流; 二是在径流补给中, 地下水和

4 个站的多年平均流量、年极值比和年变差系数 CV

融水的补给量占相当大比重, 4 站中地下水和融水

等数据。这些特征表明, 雅鲁藏布江流域径流的年

补给总量达到径流补给量的 50%之多, 这是我国其

际变化是比较稳定的。同样, 这 4 站的枯季径流(图

它河流所没有的。

2)的年际变幅也不大。雅鲁藏布江径流年际变化较

洛珠尼玛等(2011)也给出了雅鲁藏布江干流奴各

小, 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 一是降水的

沙、羊村和奴下 3 个主要水文站的年均径流量(分别为
162.28×108 m3、298.90×108 m3 和 597.96×108 m3)的年
际变化(表 4)和这些站(本文仅选奴下站)年均径流量
的变化趋势图(图 3)和过程图(图 4)。黄俊雄等(2007)
所给出的奴下站 20 世纪的流量变化, 与图 4 相似。
杨志刚等(2014)进一步讨论了雅鲁藏布江大拐
弯以上段干流和主要支流流域降水量变化特征及其
对径流的影响。他们给出了江孜、日喀则、拉孜、
奴各沙、羊村和奴下等 6 个具有代表性的水文站

图1

则分别代表年楚河中、下游, 拉孜站代表雅鲁藏布

Changes of the annual runoff of the main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after LIU et al., 2007)

江上游, 奴各沙代表了雅鲁藏布江中游上段,

图2
Fig.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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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1961—2010 年的流量资料(表 5)。其中, 江孜和日喀

雅鲁藏布江主要水文站历年径流变化
(据刘剑等, 2007)

图3

雅鲁藏布江主要水文站历年枯季径流变化
(据刘剑等, 2007)

Changes of the annual runoff of the main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after LIU et al., 2007)

表3

奴下站年平均流量变化趋势图
(据洛珠尼玛等, 2011)

Fig. 3 Changes trend of mean annual discharge at the
Nuxia station (after Lodup Nima et al., 2011)

雅鲁藏布江主要水文站径流年际变化特征值
(据刘剑等, 2007)

Table 3 Eeigenvalues of the internanuual runoff of the main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after LIU et al., 2007)
年极值比

CV

拉孜

多年平均径流量
/(108 m3)
56.18

2.49

0.19

资料系列
长度
45

奴各沙

172.91

3.73

0.28

45

羊村

308.74

3.30

0.26

45

奴下

605.71

2.27

0.19

45

站名

表4
Table 4

图4

奴下站丰水年、平水年和枯水年的径流过程
(据洛珠尼玛等, 2011)

Fig. 4 The runoff process of wet year, normal year and dry
year at the Nuxia station (after Lodup Nima et al., 2011)

雅鲁藏布江干流主要水文站年均径流量/(108 m3)的年际变化(据洛珠尼玛等, 2011)

Analysis of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annual runoff / (108 m3) in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after Lodup Nima et al., 2011)

站名

1960—1969 年 1970—1979 年 1980—1989 年 1990—1999 年 2000—2009 年 1960—2009 年

奴各沙

188.84

160.01

136.08

151.72

174.74

162.28

羊村

340.59

280.51

249.70

291.14

336.74

298.90

奴下

662.61

574.90

527.91

588.15

642.70

5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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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Table 5

雅鲁藏布江流域水文各站点年平均径流量的年代变化(据杨志刚等, 2014)

The decadal variations of runoff in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after YANG et al., 2014)
距平百分率/%

站名

1961—1970 年

1971—1980 年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多年平均流量
/(108 m3)

江孜

28

15

–23

2

–23

日喀则

18

1

–18

4

–2

11.93

拉孜

13

2

–12

0

–3

53.13

奴各沙

17

–1

–17

–1

2

162.57

羊村

13

–5

–16

2

7

298.79

奴下

9

–3

–12

2

4

596.87

6.23

羊村代表汇合了拉萨河的雅鲁藏布江中游中段、奴

南, 纵贯整个云南省西部, 经怒江、大理、保山、

下代表了汇合了尼洋河之后的整个雅鲁藏布江中游

临沧、德宏等州市, 于潞西出境入缅甸, 经掸邦高

流域。由表 5 可以看出, 以奴各沙站为代表包括多

原通过缅泰边境, 最后在缅甸境内的毛淡棉附近汇

雄藏布和年楚河及其它支流在内的雅鲁藏布江上游

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怒江—萨尔温江全流域面积

和中游上段, 其年径流量是很小的, 只有

325 000 km2, 干流全长 3 673 km, 中国境内的怒江

8

3

162.57×10 m , 汇合了拉萨河的雅鲁藏布江中游中

流域面积 136 000 km2, 干流段长 2 020 km。按照刘

段, 为 298.79×108 m3。而包含尼洋河等支流在内的

冬英等(2008)的重新划分, 将位于西藏洛隆县嘉玉

雅 鲁 藏 布 江 中 游 下 段 , 其 年 径 流 量 为

桥以上段称为上游, 嘉玉桥至云南六库为中游, 六

8

3

库至出境口为下游。由于怒江从源头段的雪域高原

加、旁多 3 水文站, 特别是位于拉萨河下游的拉萨

流经上游段的草原宽谷、中游段横断山脉的高山狭

站 的 资 料 , 获 得 其 46 年 的 多 年 平 均 流 速 为

谷以及下游段的中山宽谷, 其径流的补给方式在流

3

8

S

596.87×10 m 。其中, 蔺学东等(2007)根据拉萨、唐

3

域内存在很大差异。地理与气候的复杂多样也造成

(2008)根据工布江达(1978—2003 年)、巴河桥(1997

了径流的地区分布的极大差异。其径流深从上游段

AG

294.1 m /s, 即年径流量为 92.7×10 m 。达瓦次仁等
—2003 年)和更张(1978—2003 年)3 个水文站所给出

的 200~400 mm, 中游段的 400~800 mm, 到下游

的尼洋河流域的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达

段 的 400~1200 mm, 还 有 在 六 库 至 道 街 间 达

172.3×108 m3。由表 5 所示的雅鲁藏布江干流及支

3 000 mm 的高值。
赵楚年(1998)给出了怒江流域两个水文站的径

可以看出, 雅鲁藏布江上游干流及支流的流量, 远

流量记录: 嘉玉桥站 1980—1994 年间的年平均径

小于其中游干流及支流的。实际上更小于下游及支

流量为 758 m3/s, 扎那站 1959—1979 年间的年平均

流, 这显然与喜马拉雅山脉对于印度洋季风降水的

径 流 量 为 1 170 m3/s, 即 年 均 径 流 量 分 别 为

屏障作用密切相关。

239.0×108 m3 和 369.0×108 m3。刘冬英等(2008)则给

C

流年楚河及补充的拉萨河与尼羊河的年平均径流量

笔者还在 2018 年 3 月 20 日的“西藏在线”上

出了嘉玉桥、贡山和道街坝等 3 个主要水文站的多

查到对帕隆藏布江的介绍: 位于雅鲁藏布江下游的

年 (1956 — 2000 年 ) 平 均 径 流 量 , 嘉 玉 桥 站 为

东北岸。发源于阿扎贡拉北坡冰川末端, 向北流入安

241×108 m3 、贡山站为 391×108 m3, 道街坝站为

贡错, 后转向西北流经然乌错, 复西北流到通麦附

542×108 m3, 流域水资源总量近似地等于地表水资

近与易贡藏布汇合后折向南流汇入雅鲁藏布江。全

源量, 约为 709.2×108 m3。刘新有(2017)则给出云南

长 266 km, 流域面积 2.86 万 km2, 分别居雅鲁藏布江

境内的 3 个水文站——贡山(1987—2011 年)、道街

五大支流中的第四位和第二位。年平均径流量约

坝(1964—2011 年)和木城(2005—2011 年)的径流量,

3

1 009 m /s。其中, 最大支流易贡藏布全长 286 km,
2

3

分别为 1 215.7 m3/s、1 657.8 m3/s 和 1 808.6 m3/s, 即

流域面积 13 533 km , 年平均流量 382 m /s。换算成

年均径流量分别为 383.4×108 m3, 502.8×108 m3 和

年平均径流量, 帕隆藏布和易贡藏布分别为

570.4×108 m3 。三者所给出的嘉玉桥站、贡山站和

8

3

8

3

318.2×10 m 和 120.5×10 m (西藏在线, 2018)。

道街坝站因资料的年代略有不同, 其径流量数值也

2.2

有所差别, 但大体相当。何大明等(1999)则报道, 怒

怒江
怒江, 境外称萨尔温江, 也是南亚的一条国际

性大河。它发源于西藏自治区唐古拉山南麓的吉热

江出境的径流总量为 701.6×108 m3, 也与刘冬英等
(2008)的估计相当。

格帕山, 干流大致先由西北流向东南, 在贡山转而

刘新有(2017)分别给出了分布于云南境内的贡

向南, 沿横断山脉的伯舒拉岭—高黎贡山与他念他

山、道街坝和木城 3 站多年平均径流量、基流量和

翁山—怒山之间, 经西藏那曲和昌都地区后进入云

基流指数 BFI 的年际变化过程(表 6; 图 5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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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 3 水文站多年平均基流量与 BFI(据刘新有, 2017)

Average annual basic flow and BFI of 3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the Nujiang River (after LIU, 2017)
站名
贡山

道街坝
木城

BFI

基流与径流量的
Person 相关系数

BFI 与径流量的
Person 相关系数

954.3

0.723

0.992

–0.528

统计年限

径流量
/(m3/s)

基流量
/(m3/s)

1987—2001 年

1 321.2

2005—2011 年

1 215.7

878.0

0.723

0.991

–0.535

1964—2011 年

1 723.3

1 236.9

0.718

0.986

–0.229

2005—2011 年

1 657.8

1 207.9

0.728

0.993

0.183

2005—2011 年

1 808.3

1 337.0

0.739

0.990

0.340

表7
Table 7

澜沧江主要水文站径流年际变化表
(据李丽娟等, 2002)

Annual runof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cang River
(after LI et al., 2002)
多年平均
流量/(m3/s)
929

CL

CV

旧州

集水面积
/m2
84 220

0.31

0.19

年际
极值比
1.85

戛旧

104 696

1 190

0.30

0.16

1.64

允景洪

137 948

1 810

0.30

0.15

1.70

站名

面积 795 000 km2, 河口平均流量 15 000 m3/s(即年
径流总量 4 750×108 m3), 居世界第八位。澜沧江在
我 国 境 内 长 2 153 km, 流 域 面 积 165 000 km2,

S

分别占全流域的 44%与 21%, 但其平均流量仅为
2 410 m3/s(即年径流总量 760×108 m3), 仅占全流域

AG

的 16%(唐海行, 1999)。
赵楚年(1998)报道了昌都站 1953—1994 年记录

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482 m3/s, 即年 径流总量为

152.0×108 m3。

C

李丽娟等(2002)给出云南省境内澜沧江流域的

平均径流深为 456 mm, 年平均流量为 2 070 m3/s,
径流量为 652×108 m3。其中, 分别位于干流上、中、

下游的旧州、戛旧和允景洪 3 水文站(均在云南境内)
的多年平均流量, 分别为 929 m3/s、1 190 m3/s 和

图5

怒江 3 水文站多年平均基流量及 BFI 变化过程
(据刘新有, 2017)

Fig. 5 The average basic flow and BFI variation process of
3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Nujiang River (after LIU, 2017)
a-贡山站; b-道街坝站; c-木城站
a-Gongshan station; b-Daojieba station; c-Mucheng station

由图 5 可以看出, 其年际变化过程和趋势基本一致,
各站 BFI 年际变幅较小, 且趋势不明显。

1 810 m3/s, 也 即 年 径 流 量 分 别 为 293×108 m3 、
375×108 m3 和 571×108 m3。其年际变化特征如表 7
所示。
何大明等(1999)则报道, 澜沧江出境的径流总
量为 771.9×108 m3。
2.4

金沙江及其支流雅砻江
金沙江为长江上游干流河段, 发源于青海省唐

澜沧江

古拉山脉中段各拉丹冬雪山的姜根迪如峰的南侧冰

澜沧江, 境外称湄公河, 也是一条著名的国际

川, 汇合北侧冰川成为东支支流, 后与来自尕恰迪

河流, 是世界第六长河, 亚洲第三长河和东南亚第

如岗雪山的两条支流汇合后称纳钦曲, 与切美苏曲

一长河。澜沧江发源于中国青海省唐古拉山脉, 其

汇合后称沱沱河, 从源头至此长约 263 km。至囊极

两大源流扎曲和昂曲在西藏昌都汇合后始称澜沧

巴拢, 当曲河由南岸汇入后称通天河, 长约

江。它自北向南流经我国的青海、西藏和云南 3 省

808 km。通天河过玉树县的巴塘河口始称金沙江。

区, 自云南西双版纳州南阿河口以下称循公河, 再

由 玉 树 县 的 直 门 达 至 四 川 宜 宾 段 称 金 沙 江 , 长约

经过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进入越南, 在胡志

2 326 km。金沙江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四

明市西南注入南中国海。干流全长 4 880 km, 流域

省区, 流域面积 473 000 km2。

2.3

第三期

赵希涛等: 我国西部“五江一河”可供跨流域调取的水量究竟有多少?

499

金沙江习惯上分为上、中、下游三个河段, 即

金沙江 6 个水文站的巴塘站为 270×108 m3、石鼓站为

直门达至石鼓为上游, 石鼓至攀枝花为中游, 攀枝

406×108 m3、渡口即攀枝花站为 530×108 m3、龙街站

花至宜宾为下游, 长度分别为 994 km, 564 km 和

为 1 170×108 m3、巧家站为 1 210×108 m3 和屏山站为

768 km。除小部分属四川省攀枝花市、宜宾市和云

1 424×108 m3、
1 443×108 m3)
1 430×108 m3(或 1 420×108 m3、

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所辖外, 大部分为川滇界河。

(表 8)。赵东和郑强民(2006)也给出了金沙江几个水文

赵楚年(1998)报道了金沙江上游直门达(1959

站的多年平均径流量, 分别为巴塘站 282.0×108 m3、

—1979 年)和巴塘(1955—1977 年)两站的多年平均

石鼓站 436.9×108 m3、攀枝花站 578.1×108 m3、华弹

径流量, 分别为 380 m3/s 和 924 m3/s, 也即年径流量

站 1 273.0×108 m3 和屏山站 1 453.0×108 m3。

分别为 119.8×108 m3 和 291.4×108 m3。关于平均径
8

3

流量, 尤联元(1998)则报道了直门达为 124×10 m ,

陈松生等(2008)报道了金沙江流域不同区域的
水沙变化, 本文仅摘取其中与金沙江节点最近的两
个水文站巴塘和石鼓的有关资料: 巴塘站 1952—
2004 年间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279.2×108 m3, 石鼓
同期的径流量为(279.2+145.2=)424.4×108 m3。图 6
表示了半个世纪中石鼓站年径流量的变化: 丰水年
径 流 量 大 多 在 (500~600)×108 m3 间 , 枯 水 年 在
(300~350)×108 m3 间。其中, 巴塘站的最大年径流量
为 400×108 m3, 发生于 1965 年; 最小年径流量只有
178×108 m3, 发生于 1973 年。屏山站的多年平均径
流量为 1 442×108 m3, 变差系数 CV 为 0.16。
陈媛等(2010)给出了金沙江、雅砻江几个代表
性水文站年径流量的年际变化过程(图 7)。

AG

Fig. 6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annual runoff
at the Shigu station (after CHEN et al., 2008)

S

石鼓站年径流量的年际变化(据陈松生等, 2008)

C

图6

图7
Fig. 7

金沙江与雅砻江代表性水文站的年径流滑动平均过程(据陈媛等, 2010)

The annual runoff moving average process of the representative hydrological station
in the Jinsha River and Yalong River (after CHEN et al., 2010)
a-直门达; b-甘孜; c-小得石; d-屏山
a-Zhimenda; b-Ganzi; c-Xiaodeshi; d-Pingshan

表8
Table 8

金沙江主要水文站水文特征(据尤联元, 1998)

Main hydrological features of hydrological station in the Jinsha River (after YOU, 1998)

站名

集水面积/km2

平均径流量/(108 m3)

巴塘

187 873

270

143.7

1964—1968

1972—1986

石鼓

232 651

406

174.5

1958—1968

1971—1986

渡口

284 540

530

186.3

径流深/mm

龙街

423 202

1 170

276.4

巧家

450 696

1 210

268.6

屏山

485 099

1 430

291.8

统计年份

1970—1985
1958—1960

1967—1969

1971—1976
1958—1986

1954—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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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江等(2010)则给出了金沙江干流主要水文

雅砻江为金沙江最大支流。雅砻江干流全长

控制站直门达、岗拖、巴塘、奔子栏、石鼓、金江

1 571 km, 其中尼拖以上为上游, 尼拖—理塘河口

街、攀枝花在 1953—2005 年, 及华弹、屏山两站 1940

为中游, 理塘河口以下为下游。小得石站多年平均

—2005 年的径流系列资料。其中, 上段直门达站最

径流量为 516×108 m3。河口站为 1 860/1 890m3/s, 径

大年径流量 217×108 m3 (1989 年), 最小年径流量

流量 596×108 m3。陈媛等(2010)给出了甘孜和小得

66.2×108 m3 (1994 年), 极值比为 3.3; 中段石鼓站最

石两水文站年径流量的年际变化过程(图 7)。

8

3

大年径流量为 546×10 m (1954 年), 最小年径流量
8

3

294×10 m (1994 年), 极值比为 1.9 倍; 下段屏山站
8

3

大渡河位于四川省中西部, 历史上被作为中国
长江支流岷江的最大支流, 但从河源学上应为岷江

最大年径流量 2 030×10 m (1998 年), 最小年径流量

正源。大渡河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阿

1 060 ×108 m3(1994 年), 极值比为 1.9 倍(表 9)。他们

尼玛卿山脉的果洛山南麓, 上源足木足河经阿坝县

还给出了各站丰水年、偏丰水年、平水年、偏枯水

于马尔康县境接纳梭磨河、绰斯甲河后称大金川,

年和枯水年的出现年数和频率百分比(表 10)。其研究

向南流经金川县、丹巴县, 于丹巴县城东接纳小金

结果表明, 金沙江上游直门达、岗拖两站差积曲线走

川后始称大渡河, 再经泸定县、石棉县转向东流,

势基本一致, 上升下降频繁, 说明持续丰水、持续枯

经汉源县、峨边县, 于乐山市城南注入岷江, 全长

水时段不长, 丰枯交替出现; 巴塘、奔子栏两站差积

1 062 km, 流域面积 77 700 km2, 大渡河支流较多,

曲线走势基本一致, 1956—1960 年、1967—1987 年

流域面积在 1 000 km2 以上的有 28 条, 10 000 km2

和 1994—1997 年为持续的枯水期, 1953—1955 年、

的 2 条, 河网密度 0.39。
麻尔柯河在青海省的集水面积为 6 341 km 2 ,

持续的丰水期。金沙江中游, 石鼓、金江街和攀枝花

河长 210 km, 多年平均流量 60.3 m3/s, 即年均径流

3 站差积曲线走势基本一致。1988—1997 年丰枯交

量 18.9×108 m3。足木足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替出现; 1956—1961 年和 1967—1987 年为持续的长

19 896 km2, 多年平均径流量 238 m3/s (30 a), 即多

枯期, 1953—1955 年、1962—1966 年和 1998—2005

年平均径流量 75.1×108 m3。其下咯尔乡处有大金水

年为持续的长丰期。金沙江下游, 华弹站和屏山站差

文站, 控制流域面积 40 484 km 2 , 多年平均流量

积曲线走势基本一致。1940—1968 年和 1986—1997

520 m3/s (32 a), 即多年平均径流量 164.0×108 m3。

年, 差积曲线上升下降频繁, 丰枯交替出现; 1969—

丹巴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52 738 km2, 多年平均流

1985 年为持续的长枯期, 1998—2005 年则为持续的

量 741 m3/s (29 a), 即多年平均径流量

C

AG

S

1961—1966 年、1989—1991 年和 1998—2005 年为

长丰期。其主要结论是, 金沙江流域径流量的年际变

233.8×108 m3。泸定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58 943 km2,

化不大, 其中, 上段较中下段的变化稍大, 且随着流

多年平均流量 895 m3/s (19 a), 即多年平均径流量

域面积的增大, 年际径流变化趋于相对稳定。金沙江

282.2×108 m3。石棉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65 946 km2,

干流各主要水文站的年径流极值比为 1.8~3.3。

多年平均流量 1 200 m3/s (27 a), 即多年平均径流量
378.4×108 m3。沙坪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75 016 km2,

表9

金沙江干流主要水文站年径流量极值比
(据徐长江等, 2010)

多年平均流量 1 370 m3/s (20 a), 即多年平均径流量
432.0×108 m3。福禄镇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Table 9 The extremes ratio of annual runoff of main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the main stream, the Jinsha River
(after XU et al., 2010)

76 452 km2, 多年平均流量 1 490 m3/s (48 a), 即多
年平均径流量 470.0×108 m3。大渡河由于有较丰富

站名

极值比

站名

极值比

站名

极值比

直门达

3.3

奔子栏

2.2

攀枝花

2.0

岗拖

2.5

石鼓

1.9

华弹

1.8

径 流 变 化 较 小 , 其 最 大 年 平 均 流 量 1 820 m 3 /s

巴塘

2.3

金沙街

2.1

屏山

1.9

(1938 年), 为最小年平均流量 1 170 m3/s(1973 年)

表 10
Table 10

的地下水和冰雪融水补给(约占总量的 20%)调节,

金沙江干流主要水文站丰、平、枯统计(据徐长江等, 2010)

Statistics of wet, normal and dry period of main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the main stream of the Jinsha River
(after XU et al., 2010)
统计年/a

等级

频率/%

直门达

岗拖

巴塘

奔子栏

石鼓

金沙街

攀枝花

华弹

屏山

丰水年

˂12.5

5

5

6

8

6

6

6

10

10

偏丰水年

12.5~37.5

13

14

17

16

18

18

17

17

16

平水年

37.5~62.5

17

17

9

7

7

9

8

11

12

偏枯水年

62.5~87.5

11

12

15

15

17

15

15

18

23

枯水年

˃87.5

7

5

6

7

5

5

7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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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倍, 即最大年平均径流量为 573.9×108 m3, 最
小年平均径流量为 369.0×108 m3。

3

“五江一河”年平均径流量厘定及可调
水量匡算

程珂等(2013)报道了位于大渡河中下游分界线
处的铜街子水文站 1960—2008 年间的多年平均流

从上节对“五江一河”多年平均径流量及其年际

量为 1 480 ｍ 3/s, 即年径流量 466.7×108 m3, 最大

(含年代际)变化资料的记叙中可以看出, 位于西藏境

年平均流量 1 800 ｍ 3/s, 出现于 1993 年; 最小年平

内的雅鲁藏布江、怒江和澜沧江的水文站较少, 而在四

均流量 1 130 ｍ 3/s, 出现于２002 年。最大与最小

川境内的金沙江及其支流雅砻江和大渡河, 则水文站

年平均流量差异较小, 仅１.59 倍。大渡河流域多年

较多。本文依据“红旗河”起点和途经的“五江一河”

年径流量变化与降雨量变化一致, 均呈增加趋势,

各节点及其高程(赵希涛和魏乐军, 2019), 以及拟调水

但增加趋势不明显(图 8)。

节点附近水文站的多年平均径流量数据, 厘定“五江一

此外, “红旗河”途径的长江上源, 还有岷江
和白龙江。因与“红旗河”交叉的节点以上段面积

河”的年平均径流量, 以及匡算可调取水量如下:
3.1

外流诸江年平均径流量的厘定
(1)雅鲁藏布江: “红旗河”起点位于雅鲁藏布

和径流量都很小, 也未列入课题组“五江一河”的

大峡谷中上段, 离其最近的水文站为奴下站, 该站

调水范围, 故本文从略。

记录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596.87×108 m3 左右。因从
奴下站到“红旗河”起点的距离只有大约 70 km, 集
水面积仅仅约 1 300 km2, 故能增加的径流量有限,
我们认为可取 600×108 m3 的数字或稍多。又因“红
旗河”要“沿途取易贡藏布和帕隆藏布之水”, 而我

S

们仅知帕隆藏布的总径流量为 343.7×108 m3, 而因
“红旗河”要绕经易贡藏布和帕隆藏布, 只能取绕经

AG

点以上部分而不是全河的水, 故其数量应减去两取
水点以下部分的径流量, 估计可取之水约为

图8

铜街子水文站年平均径流变化曲线
(据程珂等, 2013)

320×108 m3 或略少。因此, 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帕隆

藏布和易贡藏布, 其年平均径流量总计为
920×108 m3(表 11, 图 9)。

C

Fig. 8 Annual runoff chart at the Tongjiezi hydrological station
(after CHENG et al., 2013)

表 11

“五江一河”各节点年平均径流量及可调水量一览表

Table 11 Determination of the average annual runoff and transferable water volume of the nodes of the “Five-Jiang and One-He Rivers”
江河名

节点
简称

雅鲁藏布江

Y

易贡藏布

Yg

帕隆藏布

P

怒江

N

澜沧江

L

金沙江

J

雅砻江

大渡河

Yl

D

节点坐标

29°46′04.97″N
95°03′56.82″E
30°18′16.22″N
94°39′16.38″E
29°57′52.11″N
95°21′31.24″E
29°17′49.53″N
97°54′33.46″E
28°54′10.19″N
98°38′52.80″E
28°48′09.72″N
99°06′28.05″E
28°54′59.44″N
101°10′55.74″E
31°08′43.50″N
101°54′03.17″E

可调取水量/（108 m3）

海拔高度

年平均径流量

/m

/(108 m3)

2 558.0

600.0

120.0

126.0

320.0

64.0

67.2

2 380.0

320.0

64.0

67.2

2 330.0

200.0

40.0

42.0

2 220.0

313.0

考虑

0.0

0.0

不考虑

62.6

65.7

2 119.0

250.0

考虑

0.0

0.0

不考虑

50.0

52.5

2 022.0

210.0

考虑

18.5

20.6

不考虑

42.0

44.1

考虑南水北调西线规划影响的可调水量小计

306.5

323.0

不考虑南水北调西线规划影响的可调水量小计

442.6

464.7

是否考虑南水北

按国际通行的

按红旗河构想的

调西线规划影响

20%计

21%计

2 530.0
2 510.0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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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怒江: “红旗河”的怒江节点位于西藏自治

50 km 和 30 km, 其 多 年 平 均 径 流 量 分 别 为

区左贡县南的绕金乡附近。其上下游最近的两个主

164.0×108 m3 和 233.8×108 m3。因两站间亦无大支流

要水文站是嘉玉桥和贡山, 距离均逾 200 km。最近

注入, 故估计该节点附近的年径流量约为

的水文站扎那, 也有 150 km 之多。这 3 个水文站的

210×108 m3 左右。

多年平均径流量分别为 239.0×108 m3, 383.4×108 m3
8

3

如前所述, 未被“红旗河”列入“五江一河”

和 369.0×10 m 。考虑流域面积和区域径流深等因

调水范围的岷江和白龙江, 因集水流域太小, 其径

素, 我们估算该节点附近的年径流量大约为

流 量 和 可 调 水 量 也 均 很 小 , 故 不 列入 本 文 匡 算 范

8

3

320×10 m 。

围。

(3)澜沧江: “红旗河”的澜沧江节点位于西藏

3.3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拟从长江上源各河的

芒康县南端木许乡北 5 km, 与云南省德钦县西北角

调水量

的边界线上。离节点最近的两个主要水文站分别在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中, 拟把长江上源通天

昌都和旧州, 与节点的距离均逾 300 km, 其多年平

河、雅砻江和大渡河大约 170×108 m3 的水量, 通过

均径流量分别为 152.0×108 m3 和 293×108 m3。笔者

隧洞穿过巴颜喀拉山, 调往缺水的黄河上游。其中,

查到, 在澜沧江节点下游约 40 km, 正在兴建的云

第一期工程计划从雅砻江干流及其支流泥曲、达曲

南段澜沧江水电开发规划中的第一级电站——古水

和大渡河的支流杜柯河、麻尔曲及阿柯河调水

3

电 站 , 其 多 年 平 均 径 流 量 为 682 m /s, 即

80×108 m3, 这 个 调 水 量 通 过 拟 建 的 热 巴

214.1×108 m3(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2013)。

(42.0×108 m3)、阿安(7.0×108 m3)、仁达(7.5×108 m3)、

第三级电站——里底水电站, 离节点的距离只有约

洛 若 (2.5×108 m3) 、 珠 安 达 (10.0×108 m3) 、 霍 那

130 km, 其 多 年 平 均 径 流 量 为 763 ｍ 3/s, 即

(7.5×108 m3)和克柯(3.5×108 m3)等坝址得以实施(王

8

3

秀英等, 2011)。这 170×108 m3 的调水量, 约占引水

径流深等因素, 我们估算该节点附近的年径流量只

坝址年平均径流量的 65%~70%, 大大超过了 S4679

有 200×108 m3 左右。

课题组和王浩院士所给出的国际通行的跨流域调水

AG

3.2

S

240.6×10 m (360 百科, 2018)。考虑流域面积和区域

20%的比例。

长江上源诸江河年平均径流量的厘定

因此, 如果南水北调西线计划得以实施, 则

德钦县羊拉乡东南 16 km, 与四川省得荣县徐坡乡

“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再难以按 S4679 课题组或

的分界线上。离节点最近的两个主要水文站位于巴

王浩院士构想的那样, 从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

塘和石鼓, 与节点的距离分别为 120 km 和 200 km,

这三个节点全额调取水量, 由于南水北调西线规划

C

(1)金沙江: “红旗河”的金沙江节点位于云南

8

3

m 和

从金沙江和雅砻江调取的水量分别为 90×108 m3 和

406×108 m3。遗憾的是未查到较近水文站奔子栏的

56.5×108 m3, 已超出了可从“红旗河”两节点处径

径流量数据。但是从网上资料得知该节点正好位于

流量的 20%或 21%, 因而难以再从这两个节点跨流

拟修建的旭龙电站附近, 其设计依据的多年平均径

域调水了。只有大渡河节点的径流量在南水北调西

流量为 313×108 m3, 本文认可这个数据(巴塘县人民

线规划的调水额度外, 可供调取的水量差额为

政府, 2018)(表 11, 图 9)。

(42~44.1)×108

其 多 年 平 均 径 流 量 分 别 为 291.4×10

(2)雅砻江: 雅砻江是金沙江的主要支流, 在攀
枝花市区东部注入金沙江。虽为支流, 但其径流量
却与金沙江大体相当。
“红旗河”的雅砻江节点, 位
于四川省九龙县八窝龙乡与木里藏族自治县博窝乡

m3 减 去
8

23.5×108

m3 ,

约 为

3

(18.5~20.6)×10 m (表 11, 图 9)。
3.4

可调取水量匡算
至此, 本文对“红旗河”构想的可调取水量做

一小结。

的分界线上。离其最近的两个主要水文站在雅江和

按照 S4679 课题组和王浩院士所给出的国际通

白碉, 距离分别为 150 km 和 100 km 左右。二者的

行的 20%跨流域调水比例或 21%的“红旗河”标准,

8

3

m 和

以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拟从长江上源各河的调

276.2×10 m 。因该段雅砻江无大支流注入, 故估算

水量, “红旗河”构想的“五江一河”可调取水量

多 年 平 均 径 流 量 , 分 别 为 206.8×10
8

3

8

3

雅砻江节点附近的年径流量约为 250×10 m 左右。

则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不考虑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3)大渡河: “红旗河”的大渡河节点位于四川

规划的调水量, 全额调取构想中的“五江一河”21%

丹巴县巴底乡东北约 8 km, 与金川县边界线上, 已

的水量, 这是理想的状态; 另一种情形是考虑到南

属于大渡河上游干流大金川。离节点最近的两个主

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调水量, 剔除从金沙江和雅砻江

要水文站在大金和丹巴, 与节点的距离分别为

的取水量, 减少从大渡河的取水量。这样的考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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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的, 因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已经规划了在长

水电站的多年平均径流量及年际变化数据, 估算并

江源头诸河的跨流域调水方案, 且调水量大大超出

厘定出各取水节点的年平均水资源量(即年径流量)

国际通行比例, 如果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得以实施,

为: 雅鲁藏布江 600×108 m3, 帕隆藏布与易贡藏布

或先于“红旗河”实施, 长江源头诸河则再无水可

合 计 320×108 m3, 怒 江 320×108 m3, 澜 沧 江

济“红旗河”。

200×108 m3,

本文匡算第一种情形下理想的可调取水量为:

8

3

3

3

8

雅 砻 江

3

(2)按照 S4679 课题组和王浩院士所给出的国

3

际通行的 20%跨流域调水比例或 21%的“红旗河”

8

3

标准, “五江一河”的理想可调取水量匡算为: 雅

澜沧江(40.0~42.0)×10 m , 金沙江(62.6~65.7)×10 m ,
8

8

8

藏布共计(64.0~67.2)×10 m , 怒江(64.0~67.2)×10 m ,
8

3

313×108 m3,

250×10 m 和大渡河 210×10 m 。

雅鲁藏布江(120.0~126.0)×108 m3, 帕隆藏布与易贡
8

金 沙 江

3

雅砻江(50.0~52.5)×10 m , 大渡河(42.0~44.1)×10 m 。

鲁藏布江(120.0~126.0)×108 m3, 帕隆藏布与易贡藏

由此合计, “五江一河”可调取水量的总计为

布合计(64.0~67.2)×108 m3, 怒江(64.0~67.2)×108 m3,

442.6×108 m3 或 464.7×108 m3, 不足 S4679 课题组构

澜沧江(40.0~42.0)×108 m3, 金沙江(62.6~65.7)×108 m3,

想的 600×108 m3 调水量的 78%。

雅砻江(50.0~52.5)×108 m3, 大渡河(42.0~44.1)×108 m3。

在第二种情形下, 本文给出另一组可调取水量
8

3

匡算值: 雅鲁藏布江(120.0~126.0)×10 m , 帕隆藏
布 与 易 贡 藏 布 共 计 (64.0~67.2)×10

8

3

m, 怒江

由此合计, “五江一河”可调取水量的总计为
442.6×108 m3 或 464.7×108 m3, 不足 S4679 课题组构
想的 600×108 m3 调水量的 78%。

(64.0~67.2)×108 m3, 澜沧江(40.0~42.0)×108 m3, 金

(3)由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中, 拟把长江上

沙江和雅砻江无水可调, 大渡河(18.5~20.6)×10 m 。

源通天河、雅砻江和大渡河大约 170×108 m3 的水量

由此合计, “五江一河”可调取的水量总计为

调往缺水的黄河上游。这 170×108 m3 的调水量, 约

306.5×108 m3 或 323.0×108 m3 。这个水量, 只是

占引水坝址年平均径流量的 65%~70%, 大大超过

8

3

S

8

3

了 S4679 课题组和王浩院士所给出的国际通行的

其量不到 54%。

20%跨流域调水比例。因此, 如果南水北调西线计

AG

S4679 课题组所提出的 600×10 m 的一半左右, 充
8

3

至于“红旗河课题组”声称的 600×10 m 调水

划得以实施, 则“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再难以按

量, 究竟是如何得出的, 笔者十分关注, 希望能早

S4679 课题组或王浩院士构想的那样, 从金沙江、

日坦露其详, 以飧广大热心读者。

雅砻江和大渡河这三个节点全额调水, 长江上源只
有大渡河(18.5~20.6)×108 m3 的水量可资利用。这种

水文站的多年平均径流量资料, 而未考虑丰水年和

情形下, 本文匡算出可供“红旗河”调取的总水量

枯水年的情况。还有, 本文厘定的年平均径流量和

为(288~323.0)×108 m3, 只有 S4679 课题组构想调水

匡算的调水量, 旨在客观讨论“红旗河”构想的西

量的大约一半, 充其量不到 54%。

C

必须说明, 以上讨论只是基于构想的节点附近

部 丰 水 区 到 底 有 多 少 水 资 源 的 问 题 , 而 不 考 虑可
否、能否调取的问题, 也未涉及技术、成本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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