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挑战乔戈里 

 

活动概况: 

乔戈里峰海拔 8611 米，它是喀喇昆仑山脉的主峰，是世界上第二高峰，国

外又称 K2峰 。 

乔戈里峰，国际登山界公认的攀登难度较大的山峰之一。乔戈里峰峰巅呈金

字塔形，冰崖壁立，山势险峻，在陡峭的坡壁上布满了雪崩的溜槽痕迹。北侧如

同刀削斧劈，平均坡度达 45 度以上。从北侧大本营到顶峰，垂直高差竟达 4700

米，是世界上 8000 米以上高峰垂直高差最大的山峰 

乔戈里峰进山路线是我国目前开放山峰中最长的路线。从南疆重镇叶城乘车

沿新藏公路到麻扎，再沿简易公路行 25公里到达麻扎达拉。继续前行 17公里到

达伊力克，开始进入进山的徒步路段。 

 

乔戈里峰特点: 

乔戈里峰，又被称为 K2，“K”指喀喇昆仑山，“2”是当时它是第二座喀喇昆

仑山脉被考察的山峰，8611 米，它位于喀喇昆仑山脉的中段，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叶城县境内与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的接壤处，地理坐标为东经



76.5 度，北纬 35.9 度。乔戈里山峰主要有 6 条山脊，西北---东南山脊为喀喇

昆山脉主脊线。同时也是中国、巴基斯坦的国境线。其它还有北山脊、西山脊、

西北山脊。峰巅呈金字塔形，冰崖壁立，山势险峻。在陡峭的坡壁上布满了雪崩

的溜槽痕迹。山峰顶部是一个由北向南微微升起的冰坡，面积较大。北侧如同刀

削斧劈，平均坡度达 45度以上。从北侧大本营到顶峰，垂直高差竟达 4700米，

是世界上 8000 米以上高峰垂直高差最大的山峰。北侧的冰川叫乔戈里冰川，地

形复杂多变。冰川表面破碎，明暗冰裂缝纵横交错。冰川西侧山谷为陡峭岩壁，

滚石、冰崩、雪崩频繁。乔戈里峰两侧，就是长达 44公里的音苏盖提冰川。 

 

气候特征： 

 乔戈里峰地区不仅地形险恶，气候也十分恶劣。每年 5月至 9月，西南季风送

来 暖湿的气流，化雨而降，是本地区的雨季。9月中旬以后至翌年 4月中旬，

强劲的西 风凛冽而至，带来严酷的寒冬。峰顶的最低气温可达-50度，最大风

速可达到 5米/秒 以上，是登山的气候禁区。在 5月--9月间，由于升温融雪和

降，往往造成河谷水 位猛涨，进山困难，因此，登山活动的最佳时机应安排在

5月--6 月初进山，其时河 水虽涨，但不太严重；7月--9月，山顶气温稍高，

好天气持续时间较长，是登顶的好时间。 

  海拔 7000米以上经常刮着 8级以上的高空风，风速达每小时 60 公里以上，

有时一秒就可以达到 25米，降雪时会连续降 4，5天，温度最低时达到-50多度，

峰顶常年被浓雾笼罩。在每年的 5-9月，西南季风送来温湿气流，这是雨季，融

雪和降水，会导致河谷水位猛涨，人畜都难以进入。因此天气是攀登乔峰最大的

困难。乔峰地处昆仑喀喇山脉，气候变化无常，一日间多种气象交替出现，每 3

个小时变化一次，而且三天两头不是刮风就是下雪，即使利用高科技手段，也很

难准确预测到山区的气象变化。不像别的山，很有规律。资料记载，乔戈里峰在

历史上很少出现超过一周的晴好天气。 

 

 

登山线路参考日程： 

第一天：到达喀什          



第二天： 喀什—叶城（乘车） 

第三天： 叶城—伊力克（乘车） 

第四天：伊力克—两叉（3700米）（12公里徒步） 

第五天： 两叉—一线天—牦牛达坂（3700米）（10公里徒步）          

第六天：牦牛达坂营地—阿格拉达坂—一号大红柳滩（3700米-4870 米）（15公

里徒步）        

第七天：一号大红柳滩—三号红柳滩 （3830米）(18公里徒步) 

第八天：三号红柳滩—意大利营地—冰川舌部（24公里） 

第九天：冰川舌部— 穿越冰塔林—ABC（19 公里） 

第十天：ABC营地休整（5190米） 

第十一天：ABC 营地—海拔 5600 米— ABC 营地（3900 米-5600 米）（徒步攀登

15公里） 

第十二天： ABC营地—海拔 5600米—海拔 6150米—ABC营地扎营（5190米-6150

米 ） （30-33公里） 

第十三天：ABC营地— 音红滩大本营（5190 米-3900米）（徒步 22公里） 

第十四天：音红滩大本营—三号红柳滩营地（3900米）（徒步 

第十五天：三号红柳滩营地—一号红柳滩营地（3830米）（徒步 

第十六天：一号红柳滩营地—阿格拉达坂—牦牛达坂营地（3700米-4870 米-3900

米）（徒步 

第十七天：牦牛达坂营地—一线天—两叉（3700米）（徒步 

第十八天：两叉—伊力克 3700米（徒步），伊力克—叶城（乘车） 

第十九天：叶城—叶城烈士陵园扫墓—喀什（乘车） 

第二十天：喀什返回 



 

 

徒步线路参考日程： 

第一天：到达喀什          

第二天： 喀什—叶城（乘车） 

第三天： 叶城—伊力克（乘车） 

第四天：伊力克—两叉（3700米）（12公里徒步） 

第五天： 两叉—一线天—牦牛达坂（3700米）（10公里徒步）          

第六天：牦牛达坂营地—阿格拉达坂—一号大红柳滩（3700米-4870 米）（15公

里徒步）        

第七天：一号大红柳滩—三号红柳滩 （3830 米）(18公里徒步) 

第八天：三号红柳滩—音红滩大本营 （3900 米）（18公里徒步） 



第九天：音红滩大本营—苏音提冰川—音红滩大本营 （12公里）（3900 米）（12

公里徒步攀登） 

第十天：音红滩大本营休整（3900米） 

第十一天：音红滩大本营—意大利营地— 哈特达西营地（3900米-5120 米）（17

公里徒步） 

第十二天：哈特达西营地— 穿越冰塔林— 返回意大利 ABC宿营（5160 米-4680

米）（22 公里） 

第十三天：意大利大本营—音红滩大本营（3900米）（15公里） 

第十四天：音红滩大本营—三号红柳滩营地（3900米）（徒步 

第十五天：三号红柳滩营地—一号红柳滩营地（3830米）（徒步 

第十六天：一号红柳滩营地—阿格拉达坂—牦牛达坂营地（3700米-4870 米-3900

米）（徒步 

第十七天：牦牛达坂营地—一线天—两叉（3700米）（徒步 

第十八天：两叉—伊力克 3700米（徒步），伊力克—叶城（乘车） 

第十九天：叶城—叶城烈士陵园扫墓—喀什（乘车） 

第二十天：喀什返回 

 

行程攻略： 

喀什—叶城 

从喀什出发沿途经过疏勒、英吉莎、岳普湖、麦盖提、莎车、泽普等地。里

程：262 公里，预计时间：4小时 

路线后半程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行进，可以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

当地维吾尔族民俗风情。沿途可走访贫困小学。宿叶城 

叶城—伊力克 

叶城零公里处发车；新藏公路穿行于高山峻岭之中，河谷纵深，道路险要，

路径库地达坂和海拔 5000 米的麻扎达坂。伊力克是喀啦昆仑山口进出境必经此

地，重要的军事要塞。进入该地区的人员必须事先办理相关手续； 

沿途可慰问边防人员； 

从伊力克向西行 8 公里到达热孜坎姆民族乡，居住着十几户克尔柯孜族牧



民，民风淳朴；傍晚在牧民家品尝当地特色奶茶，体验民俗风情；并为他们诊病

送药；返回宿营地与驼队汇合，露营伊力克。 

 

伊力克—两叉 

沿河谷向西南行进，途径一些散落的克族牧民的放牧点。 

“两叉”是两条河谷的交汇处，这里河谷开阔，水源充足，且附近有居民居

住，便于队伍补充休整。 

两叉—一线天—牦牛达坂 

从两叉前行约 4 公里，到达线路中较难的一线天路段。一线天是河谷的极狭

窄处，人员和驼队通过时都要极为小心。 

到达一线天大概是下午一点左右，继续前行到黄石滩营地，沿途会经过牧民

砌建的简易石屋，屋内有专门燃烧牛粪的独特灶台。 

从黄石滩再前行约 2公里到达牦牛达坂营地，全部行程约 8小时，夜晚风大

气温低，应注意防寒。 

牦牛达坂营地露营 

 

牦牛达坂营地—阿格拉达坂—一号大红柳滩 



离开牦牛达坂营地后海拔迅速升高，阿格拉达坂顶部海拔上升近 1000 米，倾斜

度约 60°，为整个线路中体力消耗最大、最为艰辛的路段；达坂北侧为高山草

甸草场，接近顶部有一积雪融水聚集而成的高山小冰湖，蔚蓝清澈；达坂顶部可

以眺望见正南天际险峻高耸的迦舒布鲁姆峰。南侧段较陡，山谷两旁支谷的水流

夹带大量的砾石冲积，行进不易。 

从达坂下行约 3-4 公里,海拔下降约 1000 米,倾斜度约 45°进入到克勒青大河

谷，克勒青河河水量大流急，河谷被河水反复改道冲切，最宽阔处约 1-2公里。 

涉过克勒青河，在河的南岸近山坡的一号红柳滩上扎营。 

营地设在红柳林中，有山坡上渗出的泉水，取水便利，密集的红柳可以遮蔽强风，

还可以用干枯的红柳点燃篝火，便于队伍休整。 

一号大红柳滩—三号红柳滩 

从一号红柳滩顺河而下行进约 8公里到达二号红柳滩。 

二号到三号红柳滩，路程约 10公里，此路段平坦漫长，行进较快。 

三号滩位于“马鞍山”下，距“飞来峰”约 3公里，营地平整，与一号滩相似。 

三号红柳滩—音红滩大本营 

从三号滩行进约 3 公里，到达克勒青河谷与音苏盖提河交汇的三角洲—“飞来

峰”；从克勒青河谷折向西南，沿音苏盖提河东岸向音红滩行进约 1 公里后便可

望见远处耸立天际的乔戈里峰；再行进 10公里便到达海拔 3900米的音红滩登山

大本营。 

 当晚在音红滩大本营宿营，举行冲刺壮行篝火晚会。 



 

音红滩大本营—苏音提冰川—音红滩大本营 

前往中国最长的，长约 46公里的音苏盖提冰川观赏皇冠峰和音苏盖提冰川； 

皇冠峰位于乔戈里峰以西约 16公里处，海拔 7294米，山体异常陡峭。 

冰川舌部— 穿越冰塔林—ABC 

沿乔戈里冰河上行，也可翻越营地东侧的山坡，到达乔戈里冰川的冰舌末端，此

处开始穿越冰塔林并寻找合适的宿营地；乔戈里峰冰川舌部海拔 4350 米，再沿

冰川西侧山坡曲折前进约 10 公里到海拔 4700 米的意大利营地，穿越约 10 公里

的冰塔林，这天起午、晚餐只能是轻便的食品。 



 

音红滩大本营—意大利营地— 哈特达西营地 

在乔戈里冰川中穿行，犹如走进一座魔幻的宫殿，带给人无限的遐思，当晚住宿

哈特达西营地，海拔 5100米，气温骤降，从这天开始夜晚连饮用水都会被冻住，

我们将体验化冰饮水的生活。 



 

注意事项： 

一难，进山徒步行军路线长 

二难，山势陡峭，地形复杂 

三难，气候复杂多变 

四难，后勤保障困难 

  

1、徒步安全预案：此徒步路线基本不会发生雪崩。偶有落石，目前选择的线路

已经基本可以避免遇到落石。海拔不高，大部分地区在海拔 3900 米左右，队员

们不会出现很严重的高原反应，一两天就都会适应了。晚上可能会比较冷，一定

要注意保暖。 

 

2、队伍不要拉的太长，保持前后呼应；队伍人多、身体素质不尽相同，需提前

分队，小队伍的队员始终保持一起行进，不丢下任何队员。如遇特殊情况需下撤

务必与工作人员同行，避免单独行动，避免发生意外。 

3、行进中应随时调整步伐及呼吸，尽量避免忽快忽慢；不要急于在体力好时向

前冲，或过多的休息影响整队行进速度；高山向导会根据队伍整体情况安排休息，



体力好的队员切勿因急于到达营地而不听指挥独自继续行走；注意衣物的增减，

尽量减少出汗时脱去外衣，避免感冒；休息时注意控制饮水。 

4、徒步过程中会穿越碎石区、涉水区、狭窄崖区、以及最后冲顶的冰川区，行

走过程中切勿观景或拍照，如有需求一定停止前进，拍照后继续前行。避免忽略

路途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或危险。 

登山期间一定要按照高山向导的指引走，切勿为了走近道另辟蹊径。如发生意外

走失，切勿擅自乱走，除保持体力外，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留在原地吹哨以及

配合头灯、反光镜发出信号等待救援。 

5、徒步时一定注意身体变化适时休息，量力而行；如感不适或受伤，及时告知

同伴用最快速度告之工作人员。 

6、徒步期间请大家相互帮助，途中留意同伴情况，危险地段互相提醒或协助通

过。艰难中伸给同伴的手将会是同伴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任何情况下均不要独行，在大本营休整期间各小队要注意队员，如发现失踪

人员立刻告知工作人员。如在周边活动，首先与工作人员联络，许可的情况

下在规定范围内以小队为单位游览，切勿私自超越可行范围。 

8、 了解登山中潜在的危险及应对措施，如有意外发生，应保持冷静，设法与组

织方或留守人员联系。 

9、 感冒或其他身体不适情况务必第一时间告知工作人员安排体检，尽量避免高

原病。 

10、 每个小组皆有一名高山向导，本组队员一定要听从向导指挥，不要超越

向导独自行走。 

11、 队尾将有一名工作人员收尾，确认所有队员没有落队。如有体力出现问

题的队员落队，由此工作人员陪同，直到到达营地。如出现特殊问题随时对

讲机与总指挥联系。 

通讯与求救： 

1、海事卫星电话：活动中准备两台海事卫星电话。此行程中 13天的徒步段均无

手机信号，配备海事卫星电话除配合媒体发稿外，也可保证有突发意外情况时第

一时间和救援部门取得联系； 

2、对讲机：在车队行进过程中每车一台对讲机；徒步行进过程中每小队两台对



讲机，一台由高山向导使用，另一台在小队的队长手中关机备用（切勿随意开机，

以防向导使用中的对讲机没电，或突发情况下备用）各小队每晚确认两台对讲机

均已充好电； 

3、求生哨、反光镜：要求徒步过程中每人必须随身携带，我们将在行程出发前

教会大家掌握简单的求救信号。 

 

 

 

 

 

 

 

 

2009 年哈巴集训营 

 

哈巴雪山海拔 5396 米，位于云南省中

甸县境内。与玉龙山隔虎跳峡相望，攀登季

节为每年 11月到次年 2月，受季风影响，1、

2月风力较大，经常达 8级以上。11月与 12

月风力较小，是攀登的最佳季节。 

哈巴雪山海拔 4000m以上是乱石嶙峋的

流石和千万年不化的冰川，海拨最低点为江边行政村，仅 1550m，海拔高差 3846m。总面积

21908公顷。地貌呈阶梯状分布，依次为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气候带。几乎可称

是整个滇西北气候的缩影，山脚与山顶的气温差达 22.8度。 



由于受季风影响，每年 12月底——1 月底风力较大，最高可达 8级以上；6——8月为

雨季，都不太适宜攀登；最佳时间为每年的 9月中旬——11月中旬和 2月中旬——5月。 

原始森林骑马和少部分徒步穿越（2650米——4080米）、大石坡及风化岩、碎石坡攀登（4080

米——4960米）、雪地和冰川冰坡攀登（4960米——5396米）。 

 

哈巴雪山的自然状况： 

    哈巴雪山因巨大的海拔高低差异，形成了明显的高山垂直性气候，依次分布着亚热带、

温带、寒温带、寒带等气候带，山脚与山顶的气温差达 22.8 度，这种气候又孕育了垂直带

状分布的生态系列。立体分布着高山寒冻植被带、高山草甸和高山灌木丛、冷杉、云杉、针

杉、山地常绿阔叶林带、干热河谷灌草丛带等，植物种类繁多。在浓密的原始森林中，栖息

着许多珍贵动物。     

     哈巴雪山主峰高 5396米，山顶终年冰封雪冻。主峰挺拨孤傲，四座小峰环立周围，远

远望去，恰似一顶闪着银光的皇冠宝鼎。随着时令、阴晴的变化交替，雪峰变幻莫测，时而

云蒸雾罩，宝鼎时隐时现；时而云雾飘缈，丝丝缕缕荡漾在雪峰间，“白云无心若有意，时

与白雪相吐吞”。在海拔大约 4700米左右的地方，悬岩披挂着冰瀑，属我国纬度最南的海洋

性温冰川。那些千奇百态的角峰、刃脊、U形谷和羊背石，就是古冰川留下的遗迹。 



 

登山历史 ：  

    远古－公元 1995年 2月前，哈巴雪山为人迹未至的地方。 

    1995 年 10 月，云南探险旅行社金飞彪率队首次组队攀登，4人登顶，首攀路线为西北

坡传统路线。 

    1996－1998年，云南探险旅行社组织了 8次商业攀登，21人次登顶。 

    1999年 10月，云南梅里户外登山队 8人登顶。首次直攀北坡西北脊路线。 

    2001年 2月，昆明丛林鸟俱乐部组队攀登，6人次登顶。 

    2002年 10月，昆明登山探险协会组队攀登，4 人登顶。同月，贵州青年登山队 8 人登

顶。 

    2003年 2月，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率队，7人登顶。 

    2003年 5月,昆明山野旅行社组队登顶 

2007年 10月 31日，丽江驴行户外俱乐部，4人成功登顶。 

    1995年至今，已共有 400余人次登顶成功。 

 

适合攀登季节: 

    攀登季节为每年 3—5月及 9—11月。受季风气候影响，1—2月风力较大，达到 8级以

上，6—8月为雨季，不适合攀登，冬季（12到来年 2月）这段时间雪线低，攀登难度大。 

 

攀登难度：★★（入门级山峰） 

 

攀登内容：过风化滚石坡+穿越冰川裂缝区+冰壁攀爬 



 

参考日程： 

第一天：丽江集合，感受纳西风情，体会柔软时光 

第二天：丽江乘车到达哈巴村（行程 110公里，哈巴村海拔 1660米），调整、修养。 

第三天：哈巴村徒步至大本营 BC（海拔 4160米），整理装备，休整。 

第四天：从 BC 把准备运往 C1（海拔 4900 米），建设营地，住 C1。 

第五天：上 C1 修路、结组保护过冰裂缝，上冰波，登顶后下撤至 BC。 

第六天：下撤到哈巴村，乘车返回丽江。 

第七天：丽江返回各地，结束哈巴登山活动。 

 

攀登线路： 

 
攀登线路评价： 

此山由于相对海拔高度差大（海拔高差达

3840 米），对于低海拔的登山者形成一定的威

胁，登山前最好做好适应性的训练和调整。C1

以上有冰川及冰裂缝，最好用结组保护及铺设路

绳的冰雪技术。哈巴顶峰常起雾，C1 至顶峰沿

途必有路标。 

 



营地设立: 

大本营 

大本营海拔 4160 米，已经有了住宿和用餐的条件，不 

需要带太多的食品和露营。     

 

 

C1（突击营地） 

一号营地海拔 4900米，建设在哈巴冰川的凹槽里，

平时被冰雪覆盖，夏季雪线高时这里是一片乱石滩。 

 

登山攻略： 

哈巴村—大本营 BC 

    从哈巴村到大本营必须徒步，装备由骡马驮，坡很陡，海拔高差大，对登山者是很大的

考验，近 18 公里的路程，5—6 小时可以

到达。BC在一片高山牧场上，现在已经有

住宿和用餐的条件，除冬季以外，都有相

关人员在此做登山接待。在 BC天气晴朗可

以看到哈巴顶峰。 

大本营 BC—突击营地 C1 

这一段最为危险的是冰川消退后留下

的风化乱石坡，坡很陡，长约 2 公里，脚下石头松动，时有滚石下落。雪线低时，C1 帐篷

健在乱石堆里，必须平整场地，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 

突击营地 C1—顶峰 

C1 周围都是冰裂缝，每一步都要小心，必须穿冰爪、带冰镐，如绕不开，就要结组保

护前进，为防止下撤时迷路，沿途要多插几根路标。难度较大的是在海拔 5200 米左右的冰

壁，70度的冰壁高有 10米左右，在这里必须使用冰雪技巧，架设路绳，使用上升器保护，

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冰壁下面是很陡的雪坡）。 



 

顶峰 

顶峰是一道两边斜、中间高的山脊，

晴天可以看到对面的玉龙雪山。注意：三

面绝壁的顶峰下面都是万丈深渊，登顶后一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 

 

下撤 

下撤时一定要当心滑坠，随时观察冰爪底部是否被冰雪塞满，切记自我保护。 

 

哈巴雪山各标志点海拔高度： 

哈巴村海拔：       2600 米 

哈巴大本营海拔：   4100 米 

哈巴青石板海拔：   4300-4800米 

哈巴雪线海拔：     4900 米 

冲锋营地海拔：     4700-4800米 

哈巴顶峰海拔：     5396 米 

 

登山装备： 



1.技术装备：冰镐、冰爪、扁带、结组绳、路绳等。 

2.个人装备：冲锋衣裤、头套、雪套、羽绒衣、手套（厚薄各一双）、排汗内衣、抓绒衣裤、

保暖袜子、背包、冲顶包、备用衣物等。 

3.宿营装备：高山帐（具有较强的抗风性）、睡垫、羽绒睡袋（900克以上）、高山炉具、照

明设备、气罐、餐具等。 

4.其他装备：对讲机、雪镜、防晒霜、头灯、保温水壶、望远镜、哨子、急救包、火种、瑞

士军刀、水具等。 

 

注意事项： 

1．哈巴雪山攀登相对海拔高，低海拔来的登山者容易有高山反应，在大本营最好有适应的

时间。 

2．在 BC有用餐条件，C1可带一些较方便的煮食及维生素片、盒装鲜牛奶。 

3．山顶气候变化快，过早铺路绳、插路标有可能被突来的大风雪刮走、掩埋；只须登顶当

天提前出发即可完成。 

4. 尊重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风俗习惯，不要伤害与当地人民的感情。 

5. 出发前应充分休息，做好准备。避免感冒、避免剧烈运动。若遇上高原反应，要多注意

休息，服用红景天中药，行动不可过急，保持睡眠的充足，放松心情，一般一两天后症状会

有所减轻，严重者可选择吸氧疗法。 

6. 徒步登山过程中，听从领队安排，不得尚自行动，以免迷路或发生其他意外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