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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窪地坎兒井的考察 
張玉燕 

（本會會員，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摘要  吐魯番的坎兒井涉及高度複雜的水利工程技術，值得考證。此外，吐魯番自古為

中西文化交流現場，吐魯番為連接中國與古波斯世界的橋樑，混合的人口包含當地人、

中國人、與來自粟特地區的人，而坎兒井本身就展示東西文化、文明與科技交流與傳承，

值得細細探索與釐清。本文將比較坎兒井與中國傳統井渠、探索伊朗地區與吐魯番的坎

兒井、分析清朝屯墾新疆與坎兒井的修復與興建。目前因維修不易、石油開採、與氣候

變遷等原因，吐魯番的坎兒井系統面對與承受關鍵危機。 

 

關鍵字：坎兒井、吐魯番、新疆、波斯、井渠 

 

一、前言 

2019 年夏天我旅行至新疆吐魯番等地，參觀當地坎兒井博物館，驚訝沙漠中居然

有如此浩大工程，在最高溫的火焰山旁的葡萄溝量產世界最美味的葡萄，這些特殊的自

然地理中，誕生自給自足的農業。吐魯番坎兒井，蔓延幾千公里的自流灌溉系統，由地

下暗渠、明渠、豎井、出口澇壩。從高山雪水潛流處開始水源，在一定間隔打豎井，然

後再依地勢高下在井底修通暗渠，溝通各井，引水下流。地下渠道的出水口與地面渠道

相連線，把地下水引至地面灌溉桑田，此水利工程灌溉盆地數十萬畝田，讓我印象深刻。 

吐魯番的坎兒井涉及高度複雜的水利工程技術，來源值得考證。吐魯番自古為中西

文化交流現場，韓森（Hansen, Valerie）在《絲路新史：一個已經逝去但曾經兼容並蓄

的世界》一書中描繪吐魯番為連接中國與伊朗世界的橋樑，混合的人口包含當地人、中

國人、與來自粟特地區的人，主要語言有龜茲語、粟特語和中文。吐魯番的居民在西元

273 年開始使用漢字，當地居民將書寫過的紙回收利用，製作死者的鞋子、衣服、帽子

等，因此隨機保存一些史料（頁 111-113）。1而坎兒井本身就展示東西文化交流、歷史

科技等要素，值得細細探索與釐清。 

 

二、坎兒井是一種古老樸實技術？ 

井渠法是一種利用古井技術，可運用打穿若干豎井相連的隧洞式灌溉渠道的方法。

依據盛弘之《荊州記》中記述：「隨郡北界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浚

一井，則眾井水皆動。」古代荊州約涵蓋今日湖北、湖南各地；隨郡約計是現今湖北隨

州市，農業和醫藥發明的傳說人物炎帝神農故里，依此資料，此地早在神農時代已有九

井自穿相通，一井牽動眾井，雖這與地下暗渠相通的坎兒井結構相同，但規模畢竟太小，

 
張玉燕，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電郵：yuyenc@mail.cgu.edu.tw 

 
1 韓森（Hansen, Valerie） 著，吳國聖 譯，《絲路新史 :一個已經逝去但曾經兼容並蓄的世界》，城邦文化

出版，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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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傳聞資料，無法佐證這是坎兒井源頭。《史記．河渠書》：「武帝初發卒萬餘人穿渠，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

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裡間，井渠之生自此始。」此文獻說明漢武帝時期，已有地下

相連的井水系統技術。 

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紀載，有穿井與實井之分：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

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

筑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涂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

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

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

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

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

思舜正郁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

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舜穿井時，就挖了一條從旁出的匿空地道，這與坎兒井的挖掘方法極其相似，但這與道

地的、可以從山取水、延伸數十公里的坎兒井網路差異極大。這種穿井仍是十分原始的

取水灌溉方式。 

春秋時代比較先進的灌溉提水工具是桔槔2，在《莊子．天地》篇提到子貢的故事，

子貢害怕使用機巧工具而亂了思想，堅持遵古法鑿隧取水。可見在春秋時期鑿隧取水已

是一項古老技術，而這種技術運用於坡度較大地段，就可挖成坎井：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

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

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

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

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此外，在《莊子．秋水》篇提到埳井，也與坎兒井類似： 

  

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

『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

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

 
2 桔槔的史料紀載可見《墨子．備城門》，作「頡皋」。是一種利用槓桿原理的取水機械。反映了春秋戰國

時使用桔槔的地區主要是經濟比較發達的魯、衛、鄭等國，相當於今山東西南、河南北部、河北南部）。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6 期（2021 年 12 月） 

 

97 

 

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上述穿井、坎井、埳井都是地下穿通的井水，但與新疆坎兒井系統大不相同。此外，類

似的工程設計，主要功能是農業灌溉，與砍兒井相似的是陰溝，在《古今圖成》第五卷

農部彙考三列出〈陰溝圖說〉: 

 

「陰溝，行水暗渠」也。凡水陸之地，如遇高阜，形勢或隔田園聚落，不能

相通。當於涯岸之傍，或溪流之曲，穿地成穴，以磚石為圈，引水而至。若

別無隔礙，則當踏視地形，用策索度其高下及經由處所，畫為界路。先引濬

犁耕過，後復浚掘，乃作甃穴，上覆元土，亦是一法。如灌溉之餘，常流不

絕，又可蓄為魚塘蓮蕩，其利亦博。或貫穿城邑巷陌，及注之園囿池沼，悉

周於用。雖遠近大小，深淺曲直不同，然皆洑流內達，膏澤傍通，水利之中，

最為永便。此皆泉源在上，或在平地，易以通流。如水在溝下，當車水上之

溉田則一也。 

 

田潦，則反能撒水下之，可以視作陰溝用水之變法。 

 這些文獻說明中國古代已有類似坎兒井的一些觀點，已存在地下、平行延伸串連的

幾座井的水利工程。但是新疆坎兒井是一個龐大的水利網路工程，別於一般渠井等水利

設施：第一，坎兒井是運用天然地勢導引水，無須其它動力設備；第二，因為水渠地下

化，免於沙漠中砂塵汙染；第三，井中的水流主要仰賴天然水源，例如天山經年的雪水

融化，順勢流下，可以長期多年提供水資源。坎兒井系統規模極大，往往由數千座井相

連，地下渠道也蔓延數十公里，且通常在特殊的沙漠盆地發展，與前述的古代溝渠迥異。 

 

三、坎兒井來自伊朗地區？ 

新疆坎兒井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是與萬里長城、京杭大運河齊名的古代三大工

程。有一說法，2006 年，「坎兒井地下水利工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如張永明

（Yong-Ming Zhang）論文〈“捆綁式”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模式研究―以新疆坎兒井與

交河故城世界遺產資源和文化價值分析為例〉指出坎兒井是與其他遺產一起登錄，有利

有弊，也無法提供坎兒井概念的來源。3 

新疆坎兒井起源有三種說法：第一，漢代關中井渠说。第二，波斯说。第三，本土

自創說。4如前面討論，第一種說法有點勉強，畢竟新疆坎兒井的規模與設計都與漢代

或之前的井渠觀念不同。第三種說法，能沒有說明最早的起源，只是說明清朝以後改良

的坎兒井是依照當地地形和需求發展而成。 

王國維《西域井渠考》：「西域本無此法，及漢通西域，以塞外乏水，且沙土善崩，

 
3 張永明（Yong-Ming Zhang）、吳純淵、肖志遠、王哲、代燕，〈“捆綁式”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模式研究―以

新疆坎兒井與交河故城世界遺產資源和文化價值分析為例〉，《安徽農業科學》，2009 年，37 卷 19 期，頁

9272-9275。 
4 柳洪亮，《吐魯番坎兒井綜述》（《中國農史》198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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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井渠法施之塞下。」此論點說明新疆坎兒井來自西方。武光誠之著作《歷史是誰改

寫的？地理知道》提到西元前 1500 年左右，中亞出現的灌溉網，開發坎兒井，發展綠

洲與農業；隨著坎兒井的傳播，原本居住在伊朗高原的波斯人種逐漸移居中亞地區。但

是，農耕又導致階級差異，原本中亞從事畜牧的人，走出綠洲。農耕與游牧之產品的交

換，形成貿易，在西元前 1000 年後，中亞地區出現遠距貿易，沙漠商隊也隨之誕生。5 

依據發表 1968 年的論文〈古代世界坎兒井的起源與傳播〉，坎兒井起源於西元前

2500 年左右伊朗地區，是古波斯文明主要水利工程，傳播路徑有兩大途徑，第一是在阿

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時期，因著波斯帝國擴張，西傳到肥沃月灣、地中

海地區、南傳到埃及與沙烏地阿拉伯、東傳到阿富汗、中亞、新疆等地。第二大傳播是

在西元第七、八世紀，隨著伊斯蘭與阿拉伯文明傳到西班牙、賽普勒斯、加納利群島等

地。（頁 175-177）6這篇論文引用文獻提出吐魯番窪地的坎兒井最早出現在西元前二世

紀，但直到十八世紀，吐魯番的坎兒井廣布，世界第一。 

1997 年 Dale R. Lightfoot 發表論文討論黎凡特區域的坎兒井7，但並無討論新疆的

相關工程。樊自立（Zi-Li Fan）〈新疆人工灌溉綠洲的形成和發展演變〉一文說明，長

期以來是吐魯番各族人民進行農牧業生產和人畜飲水的主要水源之一。8由於水量穩定

水質好，自流引用，不需動力，地下引水蒸發損失、風沙危害少，施工工具簡單，技術

要求不高，管理費用低，便於個體農戶分散經營，深受當地人民喜愛。新疆吐魯番坎兒

井是古老灌溉系統，最大特色之一是引進天山雪水，種植甜美的葡萄。在吐魯番盆地大

量興建的原因，是和當地的自然地理條件分不開的。吐魯番是中國極端乾旱地區之一，

年降水量只有 16 毫米，而蒸發量可達到 3000 毫米；而坎兒井是在地下暗渠輸水，不受

季節、風沙影響，蒸發量小，流量穩定，可以常年自流灌溉。類似的地理環境條件與建

造工程與伊朗地區的坎兒井最相似。 

 

四、吐魯番坎兒井與清朝屯墾新疆 

《史記》有記載「井渠」，因為吐魯番風沙大，埋沒的時間早，也不一定就是最早

的坎兒井。吐魯番在唐安西四鎮區域之內，其「導以泉井」的「泉井」，應是指坎兒井。

新疆坎兒井的形成條件：第一是特殊的天氣條件：吐魯番雖然酷熱少雨，但北有博格達

山，西有喀拉烏成山，每當夏季大量融雪和雨水流向盆地，滲入戈壁，匯成潛流，為坎

兒井提供了豐富的地下水源。第二是地形高度落差：盆地北部的博格達峰高達 5445 米，

而盆地中心的艾丁湖，卻低于海平面 154 米，從天山腳下到艾丁湖畔，水平距離僅 60

公里，高差竟有 1400 多米，地面坡度平均約四十分之一，地下水的坡降與地面坡變相

差不大。第三是天然土質：吐魯番土質為砂礫和粘土膠結，質地堅實，井壁及暗渠不易

 
5 武光誠，《歷史是誰改寫的？地理知道》，大是文化出版，2017 年。 
6 Paul Ward English,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Qanats in the Old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12, No.3（June 21, 1968）.  
7 Dale R. Lightfoot, “Qanats in the Levant: Hydraulic Technology at the Periphery of Early Empir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Vol. 38, No. 2（April, 1997）, pp. 

432-451. 
8 樊自立（Zi-Li Fan）、艾裡西爾（Aili Xire）、王亞俊（Ya-Jun Wang）、陳亞寧（Ya-Ning Chen） ，〈新疆

人工灌溉綠洲的形成和發展演變〉，《乾旱區研究》，2006 年，23 卷 3 期，頁 4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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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這又為大量開挖坎兒井提供了良好的地質條件。 

Trombert 的論文〈中國古代文獻中的坎兒井：神話或真實？〉（“The Karez Concept 

in Ancient Chinese Sources Myth or Reality?” 仔細爬梳文獻，得出一個基本觀點：坎兒井

在漢代以前基本上不可考；目前新疆的坎兒井是清朝治理新疆後所維護、建造與改良而

成的。9從 1759 年乾隆帝將這片土地命名為「西域新疆」，並由伊犁將軍統轄，同治四

年（1865 年），浩罕汗國阿古柏入侵喀什噶爾、阿克蘇、烏魯木齊等地。光緒二年（1876

年），陝甘總督左宗棠率軍出甘肅，於次年收復了新疆大部分地區，並從俄國手中收復

伊犁。但左宗棠與部下劉松山看見西北一帶「荒墟廢井，人煙斷絕」的景象，奏請朝廷，

開啟新疆水利工程修復。但是，新疆興大量興建坎兒井在光緒六年（1883 年）之後。

光緒九年（1886 年）建新疆行省，號召軍民大興水利。在吐魯番修建坎兒井近 200 處，

在鄯善、庫車、哈密等處都新建不少坎兒井，並進一步擴展到天山北的奇台、阜康、巴

里坤和崑崙。 

林則徐在道光年間創鑿吐魯番坎兒井，功不可沒，例如，吐魯番七克台鎮的 60 多

道坎兒井多為清代林則徐興建的，人稱林公井。坎兒井由豎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

澇垻四部份組成。首先在地面由高至底打下豎井口，將地下水匯聚。然後，在井底修通

暗渠，將地下水引到目的地，才把水引到地面。這樣保證了地下水不會因炎熱及狂風而

被蒸發或污染。澇垻將水蓄起以供人使用。 

清代蕭雄《西疆雜述詩》 

 

道出行回火焰山，高昌城郭勝連環。 

疏泉穴地分澆灌，禾黍盈盈萬頃間。 

 

清晚期新疆的連年戰亂，很多原有的水利設施已然嚴重的破壞，修復相關蓄水灌溉喜統

刻不容緩。同時，偏遠地區，缺乏水利建設，致使農業發展落後，當地居民不能自給自

足，因此必須新建水利設施。「修復」與「新建」相配合，構建新建水利工程建設圖。

疏泉穴地點出坎兒井這項水利工程最大特點，在乾旱荒漠地區，利用開發地下水，通過

地下渠道可以自流地將地下水引導至地面，進行灌溉和生活用水的無動力吸水設施。坎

兒井在吐魯番盆地歷史悠久，分布很廣；清朝之後的修復與新建，基本上是奠定在古代

的系統之上。 

 

五、結語：氣候變遷下的危機 

吐魯番的坎兒井有衰減之危機，最明顯原因在於工程浩大，維修不易。此外，土哈

油田開發，每天須用的水量超過 500 萬立方米，間接影響水源。油田汙染，影響水質。

更大的危機在於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全疆坎兒井 50 年代多達 1700 條，隨著不斷的乾

涸，80 年代末已降至 860 餘條。吐魯番地區坎兒井最多時達 1273 條，目前僅存 725 條

左右。吐魯番地區綠洲外圍生態系統的嚴重破壞，過度發展，荒漠化土地面積急速上升。

 
9 Trombert, Éric. “The Karez Concept in Ancient Chinese Sources Myth or Reality?” T’oung Pao, Brill Publishers

（Leiden）, Vol. 94, Fasc. 1/3（2008）, pp. 11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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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日漸短缺，地下水位不斷下降，坎兒井水流量也逐年減少。這些問題，已然使坎

兒井面對嚴峻的威脅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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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Overview of Qanats in Turfan Basin 

Yuyen Chang 

Chang G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ophisticated engineering of qanats in Turfan Basin is worthy of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Turfan is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where 

China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ancient Persian worlds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Chinese 

peoples, and immigrants from the Sogdia areas mixed up. Thus the existent complicated qanat 

systems themselves may well showcase the interplay of diverse cultures, civilizations, and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will cast some ligh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qanats in Xingjian by 

comparing certain instances of the underground wells documented in ancient Chinese texts, 

the hydraulic technology of qanats in Ira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ose abandoned wells 

during the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Yet it is never overemphasized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costly maintenance, the nearby oil wells, and climate change may have been threatening the 

precious quanats in Turfan.  

 

Keywords: Qanat, Turfan Basin, Xinjiang, Persia, Underground Wel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