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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澜沧江是一条国际河流, 其中云南段自然资源丰富, 水文、地理及气候特征独特。目前

该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 仅有少量的灌溉面积, 干流也仅建成了一个径流式水电站。作

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水电能源基地, 流域的进一步开发将集中于水电、航运和农业灌溉。其开

发方式具有立体开发、电力先行和国际合作开发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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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发源于中国, 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至越南, 是亚洲最大的国际河流, 澜

沧江自我国出境后称湄公河。澜沧江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水电能源基地, 在云南省境内

共规划了 14个梯级水电站。目前澜沧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 至今仍有 22个国定贫

困县。而该流域优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条件以及与东南亚地区的天然联系, 为加快开发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初步成果。该项目旨在综合考虑澜沧江流域的自然

资源和开发条件, 对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进行评价; 针对澜沧江作为国际性河流的特点, 对

进一步开发利用趋势进行了分析。

1　水文、地理及气候特征

澜沧江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杂多县, 地属唐古拉山脉北麓拉赛贡马 (又名寨

错山) ——面积为 0. 4 km
2、海拔 5 167 m 的小冰川。在昌都以上有东源扎曲和西源昂曲两源

汇入。两大源流汇入后始称澜沧江, 自北向南流经云南省西部 8个地州、32个县市, 从我国

西双版纳 245号界碑处出境改称湄公河。澜沧江干流全长2 162 km, 流域面积 167 487 km
2,

其中云南省境内干流长 1 247 km , 流域面积为 88 655 km
2 , 年出境水量为 688亿 m

3。

流域北部为高寒山区, 春秋较短; 中部属亚热带气候区, 大部分地区四季如春。南部低

谷, 是热带、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 终年如夏。流域内气候类型多样, 年均气温 21～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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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每升高 1 000 m, 气温下降 5～7℃。

图 1　澜沧江流域 (云南段) 示意图

　 F ig . 1. Sket ch map of Lancang River basin in Yunnan

Prov ince

大 部 分 地 区 年 降 水 量 在

1 000 mm以上, 最高达 2 772. 3

mm , 最低为 663. 7 mm。降雨量季

节分配不均匀, 旱季与雨季分明,

80%的雨量集中在 5～10 月的雨

季。

整个流域由北至南走向, 地势

北部最高, 渐向南部下降, 水系呈

扫帚状分布 (见图 1)。北部是典型

的高山峡谷区, 地势险峻, 山地多

在海拔 3 500～5 000 m, 河谷也在

2 000 m以上。中部为中山宽谷区,

处于北部高山与南部低山之间, 海

拔 1 000～3 500 m。河流切割强烈,

地貌类型复杂,山地陡度比南部大,

水土流失也较南部严重。南部属西

双版纳州, 为开阔的中低山地, 一

般海拔 1 000 m 左右。

澜沧江流域宽度狭窄, 两岸支

流短小, 水网发育较弱。昌都以下

至功果桥, 河道下蚀作用强烈, 主

河谷深切为“V”型谷, 是全流域最

狭窄的地段。

功果桥以下至景临桥, 进入中

山宽谷区, 地形破碎, 河流切割强

烈。主河谷仍为 “V”型, 河床平均

比降为 1. 5‰, 河道险急, 急流较

多。

景临桥至南阿河口河段, 河谷

仍以“V”型峡谷为主, 但间有开敞

宽槽谷, 河床险滩较多, 河床比降

0. 8～1. 0‰左右。

旧州以下, 由于流域宽度增大, 同时流域内降水量也增加, 因此两岸支流较中游段发育,

水网呈 “树枝”状分布。

在云南省境内, 河流左岸较右岸发育。流域内大于 1 000 km
2
的一级支流共有 14条, 其

中左岸 8条, 右岸 6条。而大于 5 000 km
2的一级支流, 右岸只有 1条, 左岸却有 3条。

澜沧江的水资源较为丰富, 但地域分布不均匀。在西藏与云南交界处河流的水资源量为

71　1期 刘　恒等: 澜沧江流域 (云南段)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趋势分析



237. 1×10
8
m

3
(平均产水量为 31. 3×10

4
m

3
/ km

2
) , 云南境内的水资源量为 517. 6×10

8
m

3

(平均产水量为 58. 4×10
4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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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加上从缅甸和老挝入境的水量, 澜沧江流域天然河川水

资源总量为 771. 9×108
m

3。这些水量分别从澜沧江干流以及南垒河和南拉河流出国境汇入湄

公河。

澜沧江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匀, 雨季的水量占全年的 80%以上。中游产水量较少, 仅

25～45×104
m

3/ km
2 , 下游两侧支流的产水量最大, 可达 55～90×104

m
3/ km

2。但下游河谷区

及景洪坝区的产水量仅为 30～50×10
4
m

3
/ km

2
。

地下水占水资源总量的比例较高, 达 30%。枯季雨量仅占年雨量的 10%～20%, 故秋冬

季河川来水主要依靠地下水补给。

澜沧江水能资源丰富, 全流域水能资源蕴藏量为 2 550万kW。水能资源分布集中, 70%

以上集中在干流, 其中大部分又分布在中下游。这些都为集中开发水电提供了有利条件。中

上游地区基本上无灌溉和防洪要求, 仅在下游人口和农田较集中的地区 (如景洪坝区) , 对河

流开发有一定的防洪、灌溉和航运要求。澜沧江流域水能资源量见表 1。

表 1　澜沧江流域水能资源量

Table 1. Water power resources or hydroelectric in Lancang River basin

地　域
水能理论储量

(万 kW )
可开发的水能资源

可装机容量 (万 kW ) 已装机容量 (万 kW )

干　流 1 800 2 202 125

支　流 0 750 0 182 50

合　计 2 550 2 384 175

2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澜沧江流域内多数支流以灌溉及工业供水为主, 干流以航运和水能资源利用为主。流域

内总耕地 57. 33万 hm
2
, 有效灌溉面积 18. 67万 hm

2
, 水利化程度只达 33%, 低于全省水利

化程度 37%的水平。1990年流域内有水利工程 56 409件, 其中引水工程 53 836件, 提水工

程 384件, 中型水库 17件, 小 (一) 型水库 90件, 小 (二) 型水库 408件, 圩堤 1 674件。

2. 1　水能资源开发利用

澜沧江流域在云南省内有主要支流 24条, 水力较丰富的有 10 条。境内干流河流落差

1 780 m, 平均比降 1. 5‰, 干支流水能理论蕴藏量达 2 550万 kW , 其中干流蕴藏量 1 800万

kW。流域总装机容量 2 384万 kW , 其中干流 2 202万 kW, 支流 182万 kW。流域内已开发

漫湾电站一期工程、西洱河梯级水电站和其它一些小水电站, 总计装机约175万kW(干流 125

万 kW, 支流 50万 kW)。

2. 2　航运资源开发利用

澜沧江的航运潜力极大, 目前仅限于下游干流地区和大理洱海的开发。其优势的发挥有

待于航道整治、梯级电站的建设和与下游湄公河航运的联通。

澜沧江下游河道有良好的通航条件, 下游南得坝至 245号界桩的 292 km 河道, 经多年整

治建设, 除个别滩段外, 现已基本达到国家六级航道标准, 常年通航 100 t级机动船舶。现有

思茅、景洪、南得坝、大橄榄坝等港口、码头。1992年以来, 我国船只一直在思茅至老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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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段试航, 并与老挝、缅甸签署了通航协定。

2. 3　流域水土保持

1996年澜沧江- 湄公河流域环境研究 (中国境内云南段) 结果表明: 澜沧江流域水土流

失较轻。流域土壤侵蚀面积 25 633. 80 km
2
, 占流域土地总面积的 28. 89% , 其中中游地区土

壤侵蚀面积所占比例最大, 下游地区最小。年土壤侵蚀量为 2 807. 29万 t , 平均侵蚀模数为

1 095 t / km
2 , 以轻度侵蚀为主。不过近年来人为活动的加剧, 流域水土流失有加重的趋势, 部

分支流输沙量增长较快。

2. 4　水环境现状

1994年澜沧江流域设置的 18个河段监测断面中, 水质符合Ⅱ类标准的占 44. 4% , 符合

Ⅲ、Ⅳ类标准的各占 16. 7%, 符合Ⅴ类标准的占 5. 5%, 达不到Ⅴ类标准的占 16. 7%。澜沧

江流域干流水质良好, 大多数断面水质在Ⅱ类以上, 只有下游的勐罕断面、中游的景临桥断

面水质为Ⅳ类标准。流域支流因纳污容量有限, 目前监测的断面大多数水质劣于Ⅲ类, 其中

氵比江水质劣于Ⅲ类; 西洱河一级坝及四级坝水质达不到Ⅴ类标准。

澜沧江水系中的湖泊水质都能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其中洱海水质, 多年监测数据表明符

合Ⅱ类标准, 但是近年有恶化趋势。

3　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趋势

水资源在澜沧江流域具有特殊重要地位, 水电、航运、灌溉、防洪减灾、环保等等, 无

一不与水的利用密切相关, 虽然澜沧江流域水资源丰富, 人均占有水量约 10 000 m
3, 是全国

人均占有水量 2 400 m
3的 4倍多, 而目前仅利用了 5%, 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云南省有国定

贫困县 73个, 仅澜沧江流域就占了 22个。开发澜沧江水资源,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使流域

内广大人民, 特别是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民早日脱贫致富, 是当地各级政府的既定方针。云

南省提出了 “电力先行, 矿电结合, 对外开放, 综合开发”的开发原则, 这是在保证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综合考虑澜沧江的现状和国家、省的经济实力, 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

大环境所制定的战略性方针。进一步的流域开发必然是在更大尺度上宏观地研究本流域问题,

尤其是澜沧江位于湄公河的上游, 是一条国际性河流, 按照国际法和国际公约, 上游的开发

利用应兼顾对下游国家的影响。现在的开发既要满足当代人口不断增长对资源的需求, 又不

以环境退化, 资源大量耗减, 危及后代人生存条件为代价。其综合开发方案组成将包括下列

各部分发展对水的需求。

3. 1　水电开发

电力部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于1986年完成《云南省澜沧江中下游河段水电规划报告》, 并

于 1987年通过省和水电部的审查: 报告推荐的开发方案是二大库八级开发方案 (其中漫湾水

库已建成运行)。8座梯级水电站总装机 1 495万 kW , 年发电量 567. 3亿 kWh, 开发条件十

分优越, 具有径流稳定、地形地质良好、淹没损失小、水库移民少、经济效益显著等特点。支

流规划开发万千瓦以上电站 32座, 总装机 90. 08万 kW, 万千瓦以下电站 160座, 总装机容

量 42. 14万kW。大朝山电站已于 1997年中开工, 近期要求或计划开工的干流电站还有小湾、

糯扎渡和景洪电站。表 2列出澜沧江中下游干流梯级水电站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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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澜沧江中下游干流梯级水电站主要参数

Table 2. Main parameters of cascade hydroelectric stations on Lancang River

电站名称 功果桥 小　湾 漫　湾 大朝山 糯扎渡 景　洪 橄榄坝 勐　松

正常蓄水位 ( m) 1319 1240 994 899 812 602 533 519

坝高 ( m) 130 292 132 118 260 107

总库容 (亿 m3) 5. 1 151. 3 9. 2 8. 9 227. 4 12. 3

装机容量 (万 kW ) 75 360 150 135 550 150 15 60

3. 2　航运规划

澜沧江中老缅 245号界桩以上至南得坝的 292 km 河道已通航且达到 6级航道标准, 于

1995年被交通部评为优良整治工程。该段航道整治的目的主要是作为通向下湄公河腹地, 进

行国际交流的通道, 并为进一步的大宗货物出口创造条件。近期将以分段提高航运标准进行

整治, 并逐步完善港口配套设施建设。南得坝位于糯扎渡高坝上游约8 km 处, 糯扎渡上马后,

雍水高 205 m , 思茅至南得坝之间的连续通航将受到影响。进一步的航运开发应纳入澜沧江流

域综合开发利用规划中。

3. 3　农业灌溉发展

农业用水是目前流域内河道外用水的主要部分, 需灌溉的地方主要在中下游地区, 由于

未来农业发展受地形、气候及耕地面积限制, 将集中在提高复种指数和增加有效灌溉面积上,

利用澜沧江特有的全景式气候带特征, 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类型的大农业。将粮食生产放

在更大尺度的范围内进行考虑, 而不拘泥于 “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农业发展模式, 鼓励适度

规模经营, 增大经济作物比重, 建立经济林果、蔗糖、生物药材、茶叶、烤烟生产基地, 加

强水利建设, 提高水利化程度,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预计到 2000年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21. 33

万 hm
2
, 按 50%年灌溉定额 9 000m

3
/ hm

2
计算, 农业灌溉需水 19亿 m

3
。仅占流域总水资源

量的 3%。农业灌溉发展用水对本流域及下湄公河径流量均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3. 4　防洪与水土保持

目前澜沧江干支流沿江城镇防洪标准偏低,景洪市所在的橄榄坝防洪标准仅为 5年一遇,

干流中下游地区地形开阔, 暴雨集中, 农田防洪标准低。上游属高山峡谷地带, 仅有零星灌

溉, 泥石流问题严重。因此, 未来的防洪将集中在中、下游城镇防洪标准的提高和万亩以上

连片坝区的保护上。景洪市防洪标准在糯扎渡电站建成后达到 20年一遇标准。结合下游航道

整治, 河道输水条件亦将明显改善。水土保持重点治理上中游, 加强预警预报, 采用防灾工

程和生物措施的综合治理, 做好区域性的暴雨滑坡, 泥石流的中短期预测预报。

4　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

澜沧江 (云南段) 是一条国际河流, 它北高南低, 流域狭长, 从北部德钦县怒山山脉的主

峰至南腊河口高差达 6 263 m。它流经多种气候区、不同类型的地理单元和多层次的社会经济

形态。流域内水资源、水能资源丰富, 且有色金属资源、旅游资源和生物资源也十分丰富, 发

展潜力大。其水资源开发利用主要有以下特点。

4. 1　立体开发

流域上游山高水低, 处于寒温带, 土地利用少, 发展灌溉困难, 沿河山体风化严重, 常

74 水 科 学 进 展 9 卷



有泥石流。开发目标主要以畜牧业为主, 林业及旅游业为辅, 主要是维护流域的生态环境。

中游地区大部分支流, 均有不同程度的开发, 部分地区具有良好的耕地条件, 但远离水

源, 即处于理论上丰水地区, 却面临缺水的问题。开发目标以水电、矿产为主, 灌溉、旅游

为辅。主要治理目标是河谷生态退化、水土流失和城市污水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

下游地势平缓, 气候温和, 西双版纳处于热带地区边缘, 一年三熟, 具有与下游国家通

航的条件。因此开发目标以水电、航运、旅游、热带生物资源为主, 保持流域的自然功能, 即

主要是热带生物多样性保护, 下湄公河回游鱼类产卵区的保护等。

4. 2　电力先行、优先开发水能资源

澜沧江流域水能资源丰富, 分布集中, 70%以上集中在干流, 其中大部分又分布在中下

游, 为集中水电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已规划的 8个干流梯级水电站的开发条件, 就其装机、

投资、淹没土地、迁移人口、每千瓦造价等综合指标来说都优于国内和下湄公河水电站开发

的综合指标。干流梯级水电站开发后, 可对澜沧江的天然径流进行充分的调节, 消减洪水, 提

高枯期流量, 对下湄公河的水电、防洪、航运和灌溉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丰富的水电不仅

可解决该地区缺电少电的状态, 同时也可向国外输送强大的商业电能。

4. 3　国际河流整体开发、合作开发、利益共享

澜沧江- 湄公河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国际河流、有 “东方多瑙河”之称。它

流经中、缅、老、泰、柬和越六国, 沿岸有两个国家首都、一个海港和 20多个省城。实施有

效开发后, 将为中国大西南地区开辟新的出海通道, 成为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一条水上交通

运输大动脉, 为中国走向东南亚, 拓展东南亚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

由亚洲开发银行倡导, 澜沧江- 湄公河沿线国家参与的澜沧江- 湄公河次区域开发计划,

在交通、能源、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方面开展了合作。该项计划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其中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是澜沧江- 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中下游各国关注的重点。我国处

于湄公河上游, 在合作开发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对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既要充分考虑我国的

实际需要, 又要考虑下游各国的利益。纵观澜沧江开发现状及趋势, 突出的问题是水资源综

合规划和多目标协同开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水利、电力、航运、农业等部门仍在按照

各自的行业特点进行规划和项目安排。这势必影响到流域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对外合

作也缺乏统一口径。近期国家有关部门已着手布署澜沧江- 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总体规划,

这对于充分开发澜沧江流域自然资源, 发展区域经济将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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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and Future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Lancang River Basin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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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cang River is an inter nat ional river f low ing f rom China to Vietnam

via M yanmar, Laos, Thailand and Cambodia. The downstr eam river f rom the bor-

der o f China, Laos and M yanmar to the river mouth is called M ekong River. Lan-

cang is the larg est internat ional river in China and one of very impor tant hydropow-

er bases in southwest China . There are 8 cascade dams are planned which one com-

pleted. Lancang river basin abounds with natural resources and has g reat po tential

fo r further development , but the w ater resour ces development is lower . The fur-

ther development w ill fo cus on hydr opower, navigat ion and irrig ation. T he devel-

opment has some special char acters, i. e. integrated, hydropow er prior ity and inter-

nat ional cooperat ion. Refer to internat ional river and riparian countries concerns,

the w 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Lancang should follow principles of peaceful

use, f riendly nego tiat ion and equal mutual benefit s .

Key words : Lancang River ; w 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 present ; t 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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