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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演变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王 浩1，栾清华1，2，刘家宏1

(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2． 河北工程大学，河北 邯郸 056021)

摘 要: 深入分析黄河演变特征和流域经济发展历程，诊断未来黄河流域及其相关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水资源问题。从

解决未来黄河泥沙、生态问题，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城市化战略格局、粮食安全等各个角度进行了战略思考，论证了南水

北调西线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描绘了西线工程建成后的健康河湖体系的新蓝图。最后就工程建设的一些争议和建议进

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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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因其两岸悠长灿烂的文化被华夏儿女尊称

为“母亲河”，但她又是一条饱经忧患的河流，上游干

旱、下游水患，给沿岸炎黄子孙带来了无尽苦难。新中

国伊始，成立不久的黄河水利委员会( 以下简称黄委)

就研究了从长江上游引水济黄的路线。随着水库、堤
防等各种水利工程设施逐步完善，黄河水患基本得以

遏制，但上中游区域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并没有得到根

本解决，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仍是一大难题，亟需外

调增水进行破解。笔者从剖析黄河演变的历史过程入

手，着眼于黄河健康发展的长远战略，论证了南水北调

西线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概述

黄河和南水北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 1952
年，黄委在进行黄河源查勘时，为解决黄河流域水资源

不足的问题，就展开了通天河色吾曲至黄河多曲的引

水线路研究，这是南水北调的首次科学调研，也是西线

工程的雏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实地踏勘的深入、
历代水利学者的刻苦钻研，设计形成了西线工程的最

终方案，即: 在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雅砻江和大渡河

上游筑坝建库，开凿穿过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巴颜喀

拉山的输水隧洞，调长江水入黄河上游。工程前期的

年设计引水量为 80 亿 m3，主要解决黄河流域上中游

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和山西 6 省 ( 区) 和关

中平原的缺水问题，也可向下游进行补水［1］。南水北

调西线工程是服务于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

工程，因此剖析黄河的演变历史和诊断流域未来发展

瓶颈是论证该工程的首要科学前提。

2 黄河演变的历史过程

从地质史演变考证，黄河属于较为年轻的河流，在

距今约 10 万至 1 万年间的晚更新世，才逐步演变成为

大河。然而自从有了文字记载，就有了黄河的水沙灾

害记录，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2］; 一条滚

滚浊河同时又养育了两岸的华夏子孙，滋润了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可以说，黄河的演变史就是一部黄河

决口改道史，也是一部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2． 1 黄河演变的历史规律

黄河基本情势概况起来就是水少沙多，以多年平

均约 535 亿 m3 的年径流量却输送了多年平均高达 16
亿 t 的沙量［3］，水沙关系极不协调。黄河中游流经水

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每遇暴雨大量泥沙汇入，使得

下游河道不断淤积、河床不断抬高而形成地上悬河，一

旦遭遇大洪水极易决口改道。自有历史记载的 2 540
多 a 来，黄河决口泛滥达 1 593 次，较大的改道有 26
次，改道最北经海河，最南经淮河入长江，故有“三年

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2，4］。由于黄河水少沙多的

基本特征，因此整个黄河在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

决口、改道、再决口、再改道的基本规律。同时，黄河流

域也是干旱的易发区，历史上的崇祯大旱使得“赤地

千里、饿殍遍野”，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的各种水问题受到了历届

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9 年正当开国大典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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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万抗洪大军正在黄河大堤上迎战洪水，治理黄河的

序幕就此拉开。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

力，通过修建水库、巩固下游堤防险工、开辟滞洪区，建

成了有效的防洪工程体系，加上沿河军民的严密防守，

战胜了历年的伏秋大汛，彻底改变了历史上黄河频繁

决口泛滥的局面，换取了半个多世纪黄河的岁岁安

澜［4］。加上一批引黄灌区的建设，保障了黄河两岸的

工农业发展。
2． 2 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历程

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农业经济开发和人口

聚集区，全国 0． 16 亿 hm2 的耕地和 1． 4 亿的人口都集

中在该流域，沿岸大中型城市 50 多个。在防洪工程的

保障下，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两岸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

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推动下，黄河上中游 6 省( 区) 经

济增速位居全国前茅。据 2013 年国民经济统计年报

数据，仅陕西省的天然气产量就占全国的近1 /3; 而上

中游 6 省( 区) 的原煤产量、原油产量以及发电量占全

国的比例分别高达 7 /10、1 /4 和 1 /5［5］。经过多年建

设，该区域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并形成了以

包头、太原等城市为中心的钢铁生产基地和铝生产基

地。然而经济快速发展也给“母亲河”带来了许多“伤

害”，使得河流演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2． 3 黄河演变带来的新挑战

首先，黄河尽管是我国第二长河，但其水资源量非

常有 限，河 川 径 流 量 仅 占 全 国 总 量 的 2%。1972—
1999 年，由于气候变化，黄河降水整体偏少，两岸经

济、城市和人口耗水的急剧增加，加之缺乏科学的管

理，因此黄河出现经常性断流［6］，且每年几乎平均一

次; 仅 1997 年断流竟达 226 d，断流河段长 704 km［7］。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一系

列水土保持手段以及水库拦沙等工程手段，每年入河

泥沙量大幅减少，但由于入河水量也在减少，因此水少

沙多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水沙的空间分布更趋

不合理，致使下游主河槽萎缩、“二级悬河”加剧、河口退

蚀［8］。虽然近些年通过调水调沙大大缓解了河床的淤

积，但黄河下游干涸时有发生，断流威胁仍然存在，泥沙

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其次，两岸经济发展给“母亲河”带来的另一大伤

害就是水污染和水生态的破坏，且水污染程度已经非

常严重，其治理紧迫性和重要性毫不亚于淮河和海

河［9］。尽管经过各项治理，2013 年流域水质特别是干

流供水水源地水质有显著好转，但统计的重点水功能

区的达标率仅为 42． 2%，省界整体水体水质依然较

差［10］。水污染已经成为继泥沙之后制约黄河健康发

展的最大威胁。入河水量锐减和水体污染使得黄河上

游河源区草地和湿地严重退化，沿河不少湿地甚至出

现逆向演替现象，黄河水系的鱼类组成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
最后，经济发展引起的水资源短缺，更恶化了黄河

原有的本底条件，降低了河流的抗旱能力，加大旱灾损

失风险，危及国家能源和粮食安全。2014 年伏夏，黄

河流域晋、陕、蒙、宁、豫、鲁 6 省( 区) 共计 50 个市 242
个县近 2 800 万人遭受罕见的旱灾，近 320 万人因干

旱需要生活救助，其中因干旱饮水困难的达 216 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近 400 万 hm2，近 40 万 hm2 绝收; 直

接经济损失高达 135． 7 亿元［11］。
综上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下游洪水灾害基

本得到遏制，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新老问题

交错，带给了我们三大挑战: ① 黄河水沙空间分布更

趋不合理，泥沙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下游防洪形势

依然严峻;② 水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是黄河可持续发

展的又一难题;③ 黄河水资源短缺加剧，干旱风险不

断提高，严重制约了流域经济发展，危及国家能源和粮

食安全。

3 保障黄河健康发展，有序建设西线工程

随着老百姓经济生活的殷实，对生态环境的诉求

不断提高，人民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更期待一片蓝

天、一块绿地和一池净水，健康河流和生态河流的理念

不断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大，更是把构建山青水秀的

美好家园作为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写进了报告。未来，

构建和保障河流健康，将是我国所有江河湖泊治理的

根本目标和终极目标。然而黄河面临的上述三大挑战

却严重阻碍了黄河的可持续发展，要构建健康黄河、和
谐流域，必须站在战略性高度、具有前瞻性视野并进行

一系列长远性的考虑。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正是几代水

利人反复调研论证的心血和精华，是既能增加黄河输

沙动力、根治黄河泥沙问题、恢复沿黄生态，又能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城市化战略格局以及粮食安全的重大

举措。
3． 1 根除黄河泥沙灾害，促进黄河长治久安

泥沙淤积是黄河的首要隐患，“治黄百难，唯沙为

首”，沙患不除，黄河问题就得不到根治; 唯有解决黄

河水的输沙问题，才能确保黄河的长治久安。我国的

降水分布格局是由大洋季风运动和地势基本条件共同

决定的，降雨带随着气候波动在纬向上发生小范围的

上下偏移是可能的，但“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这一大

的空间格局不会发生逆转。这就意味着，未来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自然条件下中游黄土高原的地貌和流域

水资源量都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那么黄河水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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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黄河水沙关系的不变，就

意味着黄河决口、改道、再决口、再改道的规律客观存

在。黄河现行河道基本是 1855 年黄河在河南兰考决

口后自然改道而成，距今已有近 160 a 之久，已经大大

突破了百年历史周期，突破的背后暗含危急的情势。
预计到 21 世纪 30 年代，小浪底水库淤沙库容用

尽，大量的泥沙将恢复排泄到下游河道，黄河现有其他

水利工程的调水调沙水量不足以将这些新增的泥沙输

送到渤海。南水北调中东线工程尽管已经开通，但调

水成本极高，不可能直接引入黄河作为输沙用水; 由于

黄河下游的“地上河”特征，其受水区退水范围与河道

分离，退水也不可能当作输沙用水。小浪底水库淤满

后，如果没有新的输沙动力，在现有水沙情势下，下游

河床将不断抬高，历史规律的再现将不可避免，决口改

道一旦发生，将是黄淮海平原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巨

大灾难。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布设在我国最高一级台阶青藏

高原的东南部，调水入黄河源头河段海拔超过 3 000
m，一期、二期合并后的设计调水量超过 80 亿 m3。工

程的第一大优点是充分利用地形优势，使得长江水进

入黄河后可以自流，并与黄河河道水沙自然融合; 第二

大优点是调水水量较大，是黄河多年平均天然河川径

流量的 15%，可极大改善流域水资源短缺的局面; 第

三大优点是可与黄河的大型水利工程结合运用。考虑

小浪底水库调沙库容有限的问题，可在北干流建设古

贤水库，水库地理位置绝佳，位于汾渭平原结合点，控

制着 65%的黄河流域面积、66% 的黄河泥沙，特别控

制着 80%的黄河粗泥沙，是控制泥沙的关键性工程。
如此，黄河干流上外调水和梯级水利工程结合的水沙

调控体系将逐渐完备。通过科学运用该调控体系，可

大幅度提高黄河的输沙动力，协调黄河的水沙关系，使

“水畅其流，沙畅其道”; 黄河的断流之痛、淤积之痛也

就迎刃而解，最终将保障黄河的长治久安。
3． 2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加速城市战略格局

黄河流域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

基地。在建成的煤炭、钢铁和铝产品基地的基础上，未

来黄河流域将形成以兰州为中心的上游水电能源基

地，以蒙、陕、甘三省为重点的稀土生产基地和以山西

省和鄂尔多斯盆地为重点的能源化工基地［3］。经济

的发展也带动了城市的建设，在全国“两横三纵”城市

化战略格局中，18 个国家重点开发区域中有 7 个在黄

河流域，其中 5 个又在黄河的上中游地区。无论能源

规划还是城市化战略格局，黄河流域特别是上中游地

区都是国家重点发展区域。
然而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黄河区域的水

资源供需缺口近 69 亿 m3［12］。在充分考虑节水型社

会建设、尽 可 能 降 低 各 行 业 用 水 定 额 的 条 件 下，到

2020 年和 2030 年流域内国民经济总缺水量分别为

106． 5 亿 m3 和 138． 4 亿 m3［3］; 并且由于气候带分布

的差异性，黄河上中游地区水资源更为紧缺，因此区域

的供需矛盾更为突出。黄河流域能源和城市化两大战

略布局和当地水资源布局的匹配更趋逆向性，严重制

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黄河流域水资源挖潜不

足的背景下，调引水量丰沛的长江水、补充偏枯的黄河

水，是解决整个黄河流域缺水的根本途径，特别是破解

上中游 6 省( 区) 缺水的重要战略举措。从改善整个

流域的水资源情势和配置，支撑流域经济发展来说，应

该建设西线调水工程: ①工程通水后，可保障煤炭、电
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重化工基地以及原材料工业产

业体系的建设，满足国家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 ②
配合古贤水库，可以破解陕西省黄河水指标用尽的难

题，保障西部发展桥头堡“关中 － 天水”经济开发区的

用水需求;③ 随着黄河水量的增加，下游各省引黄指

标必将改变，确保下游能源化工产业的水资源供给;④
结合黄河干流上的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将深度优化黄

河流域供水水源结构，使得整个流域特别是上中游区

域的水资源配置格局更趋科学合理。由此可见，西线

工程建成后，将极大改善两大战略布局和水资源布局

匹配的逆向性，有效提升黄河水资源的承载力，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和城市化战略布局。
3． 3 确保农业产业格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黄河流域是我国最早从事农业活动的区域，目前

总耕地面积约 0． 16 亿 hm2，农村人均 0． 23 hm2，约为

全国农村人均耕地的 1． 4 倍［3］，是我国小麦和玉米的

主产区。2013 年，仅河南省小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近 27%，玉 米 产 量 占 全 国 总 产 量 的 百 分 比 超 过 了

11%［5］。在国家“七区二十三带”的农业战略格局中，

七大农业主产区黄河流域涉及到 4 个，五大优质专用

小麦产业带黄河流域涉及到 4 个，三大专用玉米产业

带黄河流域涉及到 2 个。另外，相邻黄河流域下游的

华北平原同样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以及专用小麦、专
用玉米的产业带。可以说，黄河流域及华北平原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重点区域的重点。
然而，随着城市和交通线路的快速建设以及分散

耕作效益的日趋低下，我国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土地大

量撂荒，严重危及国家粮食安全。要想扭转这一局面，

激发农民耕作的积极性，集约机械化生产将不可避免。
相对于南方水稻生产区而言，北方地区具有较为丰富

的土地资源和较好的机械化耕作条件，农业的集约化

生产易于实施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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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北方地区仍将担负我国粮

食生产的主要任务; 短期内，北粮南运和水资源分布的

逆向性难以改变，依靠地下水持续超采的供需平衡将

难以为继。目前，尽管在这些区域实施了南水北调中

东线以及引汉济渭等引江工程，但这些调引水规划用

于农业生产的非常有限、甚至为零。就华北平原而言，

尽管有引黄入冀，但从位山灌区调引的多年平均水量

只有 1． 9 亿 m3 左右; 从濮阳调引路线仍在可研论证阶

段，且调水指标仅 6． 2 亿 m3，可谓杯水车薪。在北方

地区农业用水保证率不高的常态下，一旦重现大范围、
长历时特 大 干 旱，若 无 外 调 水 源，农 业 损 失 将 不 可

估量。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具有居高临下、供水覆盖面广、

调水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适合对黄河上中游区域进

行农业供水和黄河下游的农业补充供水。与工业用水

不同，农业用水具有退水较多的优势，沿着河道“引

用 － 退水 － 再引用 － 再退水”可反复使用。一次调水

量加上黄河区间来水量，结合水沙调控体系的调节，可

使黄河水“一水用八次”，供青、甘、宁、蒙、陕、晋、豫、
鲁 8 省( 区) 沿黄灌区使用，保障河套灌区和部分黄淮

平原主产区的农业用水。工程通水增加陕西引黄指标

后，可以运用汾渭平原旱涝异步的特征，充分发挥古贤

水库“一点”挑“两边”的优点，使得两平原互补供水、
以丰补歉，保证汾渭平原农业主产区的用水需求［12］;

另外，工程亦将保证引黄入冀工程的水量，提高华北平

原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用水保证率。更为关键的是，西

线工程具有调引水与北方本底水丰枯显著异步的优

势，即使历史上的崇祯大旱再现，配合引黄入冀工程，

可大大提高整个北方区域的农业抗旱能力。由此可

知，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建设不仅可确保国家“七区

二十三带”的农业战略格局，还可从根本上保障国家

的粮食安全。
3． 4 构建健康河湖体系，建设美好生态家园

西线工程的建设，还将有利于黄河流域生态恢复

和水环境改善。通过科学调配水沙调控体系以及利用

沿黄灌区的农田退水，黄河河道生态用水增加，河道纳

污能力增强; 通过地表水、地下水的置换，让大家多用

“一盆”地表水、用好“一盆”地表水，就可为后代多留

“一盆”地下水，使得沿黄区域的地下水源可以休养生

息，超采区地下水位逐渐恢复。对华北平原而言，西线

工程建成则引黄入冀后期配套工程必将加速跟进，增

加黄河与海河水系的连通路径，配合现阶段规划实施

的地下水压采政策，将逐渐解决华北平原的地下水超

采问题。这样，西线调引进入黄河的长江水将被充分

利用，其生产、生态作用将发挥至尽。

从国家宏观层面而言，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建成后，

可大大增加南北方水系的水力联系; 加上已建成运行

的南水北调中东线工程，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

系将完全连通，并形成“四横三纵”的总体格局。配合

节水型社会建设、治污减排和水土保持等基本措施，黄

淮海流域生活、生产和生态缺水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大

幅提高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可基本适应区域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届时，相信在华夏腹地乃至全国，将蓝天

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处处将是山青水秀的美好

家园。

4 争议和建议

4． 1 有关工程建设的一些争议

4． 1． 1 设想最早，暂停半世纪，为何现在重提?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我国的战略性工程，是关乎

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一旦启动必将涉及社会的方方

面面。因此，工程上马应该慎之又慎，路线设计、经济

财力、施工技术、移民安置等因素，只要一项不能解决，

工程就无法开工建设。由于西线工程布设在人烟稀少

的西北地区，因此其工程所需的水文、气象、地质地貌

等基本资料有个搜集过程; 调引地点海拔高，增加了施

工的技术难度; 加上我国没有跨越大流域调水施工的

经验，使得西线工程搁浅至今。
事实上，从 1952 年黄河河源踏勘并形成路线雏形

以来，黄委从未停止过对西线工程的研究。目前的调

水调沙可以说就是黄委为未来构建完备的水沙调控工

程体系所做的探索性研究。随着国力增强，科研基础

设施投入逐年增多，气象站网和水文站网密度都明显

增加，水文地质等各项研究也蓬勃展开。经过 60 多 a
的累积和培厚，论证西线工程所需资料的基本条件已

经满足。现有方案更是在上百个方案中反复质疑、不
断论证后最终选出，具有较大的科学性。

现在，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都已建成通水，且已在

受水区的生活、生产和生态等方面逐渐发挥作用、产生

效益。这两条线路的建成投入就标志着我国具备了长

路线、跨大流域调水工程的综合实力，也意味着我国累

积了从调研到方案设计、到可行性研究、再到实施的一

整套成熟经验。另外，西南地区水电的开发，积累了高

海拔地区水利工程作业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我国水利

工程建设的又一大笔财富; 西线工程一旦上马，利用这

些宝贵经验，可以有效避免工程失误和事故，有力保障

工程如期安全实施和开展。
如果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比喻成一场治理黄河问

题的战争的话，可以说各位工程师和学者在后方为这

个“战争”已然储备了足够的“马匹粮草”，而中、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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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建成投入就是良好的战机。所以，在黄河的水

沙情势危急、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国家能源、粮食安全

和一系列重大战略布局的形势下，现在重提并启动西

线工程，可谓万事和东风均已具备，吹响这场“战争”
号角的时候已经到来。
4． 1． 2 有关工程的生态影响问题

任何调水工程建成后都会对调水区和受水区的生

态产生影响，西线工程也不能避免。但是与其他工程

相比，西线工程建成后的生态影响较小。就黄河而言，

工程实施河段都位于上游偏河源附近，河流水源相似，

所处海拔、地质地貌相似，纬度带和气候带相似，这就

意味着工程两边的河流水生态生物分布的差异性较

小，外调水微生物对受水河道水生态本底结构的扰动

较小。就长江而言，流域水量丰沛，工程规划调水量并

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流域的水资源本底情势; 另外

工程只是在上游的一个支流上，和在干流上建设工程

相比，其生态影响要小得多。
4． 1． 3 有关水电开发和投资效益的问题

由于工程是从长江上游引水，势必会影响长江流

域的水电能源开发布局，但由于黄河水量的增加，损失

的水电能源完全可以从黄河流域补齐，因此从国家层

面而言，水电能源总量并没有减少多少，发电效益基本

不受影响，只是布局改变而已。
西线工程的建设投资重在前期，工程海拔高、地质

情况相对复杂，前期工程投入较高; 但调引水是顺黄河

自流，不需要像中东线那样建设输水渠道，几乎不涉及

泵站、渡槽、倒虹吸等水利工程; 工程一旦通水后，沿线

所需的维护费用较少。另外，西线移民的区域也相对

集中，移民数量相对较少，因此相关费用相对较少。
如前所述，工程建成后将根治黄河的泥沙问题，并

从能源、重工业和农业以及生态上产生巨大效益，保障

国家的各项战略布局。作为国家层面的重大举措，建

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不能一味考虑经济效益，还要顾

及生态、社会等其他方面的作用。黄河流域处于祖国

腹地，一旦下游水沙隐患根除，流域人民安居乐业，黄

河宁则天下平，那么工程毫无置疑地将在维护国家社

会稳定上发挥重大作用。
4． 2 建 议

4． 2． 1 调水更需严格实施其他手段

黄河问题复杂，不仅涉及到水利和林业，而且涉及

到工、农、牧、渔、电等多个方面。流域发展应遵循“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

进行统筹规划。不能把调水工程作为解决区域水资源

短缺的唯一举措而放松其他手段; 与之相反，节水型社

会建设、污染物防治和水土保持等基础性措施更应加

大力度开展，坚持不懈地开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

在黄河流域严格实施各种水资源管理措施后依旧严重

缺水的前提下，所采取的一项宏观战略布局，也是流域

发展最后的措施和保障。要想让黄河“水畅其流、水

清其河、沙畅其道”，外调增水、节水、治污、减沙、调水

调沙几项措施缺一不可; 西线工程也只有在严格实施

这些基础性管理措施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生

产、生活和生态效益，才能确保黄河的长治久安。
4． 2． 2 工程建设应该有序进行

跨流域调水是国家层面的重大工程，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情，方案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应该谨慎对待。
笔者赞同一些水利学者的观点［14］，建议工程建设遵循

从近到远、由小到大、分期开发的原则有序进行，工程

前期进度不宜过快、调水量也不宜过大。工程的循序

渐进还将有利于建设过程中的不断摸索和总结，在此

基础上再进行逐步扩展，将有力保障工程安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施工中要充分吸取南水

北调中、东线工程的经验教训; 对于反对者的意见，不

能一味排斥，应认真聆听并进行判别和吸收。通过不

断总结改进，避免造成重大失误，最终确保工程质量和

安全。

5 结 论

( 1) “决口、改道、再决口、再改道”是黄河水沙演

变的历史规律，尽管黄河下游洪水基本遏制但流域水

资源短缺日趋严重，水沙空间分布日趋不合理，水沙情

势危急，洪水隐患严重。根除黄河泥沙问题，永保黄河

安宁亟需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这也是论证西线工程建

设的首要因素。
( 2) 黄河流域是国家的能源基地、重化工基地、粮

食主产区以及大中型城市聚集地，但区域水资源短缺

严重，为保障国家能源粮食安全和城市战略格局，需要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 3) 改变中华腹地水资源状况，构建健康河湖水

系，完成国家山青水美、生态家园的战略布局，需要南

水北调西线工程。
( 4) 西线工程是艰巨而又必需的战略任务，外调

水必须在黄河流域节水、治污和水土保持等各项手段

扎实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最大效应; 工程不能一蹴而

就，必须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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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the Western Ｒoute Project of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Considering the Yellow Ｒiver Evolution

WANG Hao1，LUAN Qinghua1，2，LIU Jiahong1

(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Ｒesources and Hydropower Ｒ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2．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Handan 056021，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diagnosed the development problem in the Yellow Ｒiver basin and neighborhood in the future through the deep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Ｒiver． The author illuminated the necessity of West － Ｒoute Pro-
ject of South － to － North Water Transfer by solving sorts of strategy problems such as the Yellow Ｒiver sediment，ecological safety，the secur-
ity of national energy and foodstuff; put forwards a new design about the healthy river in North China after the West － Ｒoute Project; at last，
discussed the related dispute and gave some vital suggestions．
Key words: Yellow Ｒiver evolution; water resources; sediment; ecological safe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ponse; West － Ｒoute
of South － to －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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