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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壁描述及位置： 

夺底岩场位于拉萨市色拉山色拉寺后山，靠近三处隐居地，在夺底沟入口

处（具体请看图片标记）。巨石状况优良且可以开发新路线。据我们所知，第

一条线路是由来访的法国岩者开发并训练了当地登山学校的学员开发了其他线

路。前面的 12 条线白天日照充足（冬天非常好，夏天太热），高一点的线路下

午会被阴影遮蔽，因为后面有一座无名岩壁。独立石岩壁与主路相连，在主岩

壁对面。无名岩壁总是被阴影覆盖，看起来有点脏，位于主岩壁对面中上部，

与独立石有一小块岩壁相连。 

 

交通： 

乘坐 14 路公交车到夺底乡派出所站，过一座混泥土桥右转，路的左边有一

条盘山土路可以到达岩壁，也可以从过桥左边土坡上的牦牛道上山到达岩壁。 

自架车可以导航普布觉日追，沿盘山土路直接到达岩壁。 

 

岩壁维护情况： 

岩场历经十多年大部分线路顶链和挂片均有不同程度锈蚀，存在安全隐

患。2017 年由拉萨攀岩基金发起，凯乐石赞助顶链和挂片，攀岩月历赞助挂

片，拉萨岩友赞助资金，于 2018 年 10 月对夺底岩场进行了大规模的维护，更

换了大部分线路的顶链及锈蚀的挂片，对部分存在危险的线路加装了保护挂片

点（主要是起步较难，第一个挂片很高，坠落会受伤或致死的），开发了一些

新线路。现在共有运动攀路线 38 条（不含结组路线），部分线路（主岩壁 1-

3#）未进行更换维护，部分线路（独立石、无名岩壁）未完成开发，请广大岩

友仔细阅读路书，注意安全！ 

 

线路分级及风险提示： 

有些分级来源于其他资源，有些是猜测的，还有些是根据已知级别的线比

较而定的。这是针对和分级者水平差不多的人定的，如果不太准确请不要太较

真。攀岩是一项危险的运动，有时甚至可能致死。路书仅仅作为简单的介绍，

可能不太准确。攀岩的时候要自己承当风险，为自己的装备做好检查，对于任

何可能发生的事故我们不承担责任。 



 



 

主岩壁 

线路标号#   线路描述                                                      难度        挂片点       开线者    首攀 
    

1# 

 

 

第一条线在路边，在一个独立的巨石

上。前两个挂片点因为路面升高已经去

掉，现在的第一个挂片有点高，脚点不

好，所以最好带一个抱石垫。难点在起

步和第五个挂片点（最后一个）。很好

的保护站，但不适合顶绳。20 米。 

5.10d 5+2   

2# 

结组线 

Pitch1 

 

Pitch2 

 

 

Pitch3 

 

 

Pitch4 

难点是开始（第一个挂片点和第二个，

需要挂脚压上去）。然后就巡航吧，很

好的保护站，适合顶绳。12 米 

 

难点在中间，要翻过凸出部分。保护站

还不错，很有意思。30 米 

 

爬完 2b 后再爬比较简单。30 米 

 

很简单，到顶以后风景非常好，遗憾的

是不能直达废墟。20 米 

5.8 

 

 

 

5.11a 

 

 

5.9/10a 

 

 

5.6/7 

4+2 

 

 

 

11+2 

 

 

？ 

 

 

？ 

 

 

 

3# 主岩壁最难的线路之一。难点很多，

（一个是第二和第三个挂片点之间，一

个是第四和第五个挂片点之间，最难的

在第十个挂片点，从烟囱到 face 面之间

在湿的情况下会很难，不太好翻出

来）。保护点是两个挂片点绑了绳子。

30 米 

5.11b 12+2   

4# 混合了传统攀和运动攀。顺着裂缝到 5.9 3+2   



结组线 

 

 

顶。10 米 

第二段以上未有多段攀登记录。 

5# 

结组线 

从灌木旁平台起步。30 米 

未有多段攀登记录。 

 

？ ？   

6# 

结组线 

很硬的一条线路，对指力和平衡要求很

高。难点在第六和第七把挂片点之间。

28 米 

未有多段攀登记录。 

5.11c 8+2   

7# 经典线路“鼻子”。长且有趣的边缘

线，有时候暴露感比较强。很有意思。

与 8#线共顶。30 米 

5.9 11+2   

8# 与 7#共顶，从一些茂密的灌木丛中经

过，但是线路质量非常好。25 米 

5.10a 12+2   

9# 很酷的 face 面攀登线路。25 米 

 

5.10b 12+2   

10# 很考验脚法、指力和重心转移，很好的

线路，难点在第三个挂片点和最后一个

挂片点之前。30 米 

5.10d 12+2   

11# 

结组线 

难点在第一和第二个挂片点，之后就很

简单。对于新手来说爬顶绳很好玩，但

是脱手掉下来以后会朝 10#方向摆荡。

第二把挂片点之后与 12#共同挂片点，

但是不共同一个保护点。25 米 

未有多段攀登记录。 

5.10a 8+2   

12# 很简单。适合新手练习先锋攀登。第二

把挂片点之后与 11#共同挂片点，但是

不共同一个保护站。22 米 

5.6 8+2   

13# 很适合第一次先锋攀登。也许比较适合

free-solo。保护站在平台处，与 14#共

顶。25 米 

5.5 8+2   

14# 与 13#共顶，有些难但是适合新手，线

路质量很好。20 米 

5.7 7+2   

15# 最初两个挂片点有点难，但是很安全。

17 米 

5.8 5+2   

16# 起步后是很好玩的左侧侧拉，然后向右

攀爬。与 17#共用前两个挂片点。17 米 

5.9 5+2   

17# 起步后是好玩的左侧侧拉，然后向左攀

爬。与 16#共用前两个挂片点。17 米  

5.9 6+2   

18# 这一小片岩壁最难的一条，很硬的一条

face 面攀爬线路。17 米 

5.10b 6+2   

19# 另一条 face 面攀爬。17 米 5.10a 

 

6+2   

20# 

结组线 

Pitch1 

Pitch2 

有几个小动态 的转角线路，很有意思。

顶绳攀爬掉下来小心摆荡。20 米 

未有多段攀登记录。 

5.9 6+2   

21# 比较硬的一条线路，难点在第五个挂片

点。20 米 

 

5.10b 8+2   



 

独立石岩壁 

线路标号#   线路描述                                                      难度        挂片点       开线者    首攀 

 

无名岩壁（未维护） 

线路标号#   线路描述                                                       难度        挂片点       开线者    首攀 

22# 冷吃兔。在原来线路的基础上，重新选

择直上的位置设置保护点，在起点的位

置增加一个挂片点作为防滚落安全点。

难点在倒数第二把挂片点往上。20 米 

5.11a 9+2 阿健

（在原

线路基

础上） 

念祖 

23# 广东肠粉。第三把挂片点到第四把挂片

点应该往左边，右边松动的碎石较多。

18 米 

5.10d 6+2 阿健 阿基 

24# 

 

 

豆腐脑。难点在第二把到第四把挂片

点，三个小屋檐还是有点耗力，注意休

息好。很轻松很开心的 11B。20 米 

5.11b 7+2 阿健 阿健 

25# 经典线路。沿左侧边缘侧拉到 face 面

上，然后翻过一个屋檐，很有意思，不

算太难但很好玩。25 米 

5.10a 7+2   

26# 桂林米粉。起步脚点不好，线路非常多

小片片点，平衡能力很重要。与 27#、

28#共顶。22 米 

5.10d 7+2 阿健 LL 

27# 与 26#、28#共顶，起步是小片片指力平

衡，上去以后不难，很好的线路。22 米 

5.10 7+2   

28# 与 26#、27#共顶，起步很有意思，然后

第三把挂片点以后突然右转靠近 27#，

挂片之间距离有点长，越往上越简单。

22 米 

5.9 8+2   

29# 比较短的指力线，有点费手指但是很有

意思。跟 30#共顶。15 米。 

5.10 6+2   

30# 这个岩区的最后一条，与 29#共顶，难

点在起步位置，但越往后越简单。沿转

角攀爬到顶，很有意思。15 米 

5.7 6+2   

1# 

 
从岩石中间的分叉处的灌木丛起步，线

路左偏比较严重有点磨绳，不适合顶

绳，推荐先锋攀。难点是中间向左横切

的抱石动作。27 米 

5.9/10 10+2   

2# 

 

 

俯角起步，很棒的线路，经典。到顶后

可以非常非常小心地从山坳走下来。28

米 

5.10？ 11+2   

3# 未完成的线路！有顶链和最下面几个挂

片点，但未完成！ 

    

4# 攀爬独立石岩壁最右边的转角。可以在

下面的小片空地上保护。难点在第八个

挂片点向左横切的时候保持平衡，很有

意思。25 米 

5.10c 11+2   

1# 比较长的一条转角线路。与 2#共顶，两  9？   



 

 

 

 个挨在一起的挂片。看起来有点虐。25

米？ 

2# 

 
与 1#共顶，更接近 face 面攀爬，岩壁也

许不是特别干净，比较困难。 

 9？   

3# 短而难的线路。与 4#共顶，又是两个挨

在一起的挂片。虽然是 face 面攀爬但是

可以借助左边的转角。15 米？ 

 5？   

4# 裂缝攀爬线路，也许比较脏。第一个挂

片被拆了，往上爬会变成用涨手太大但

用爬烟囱又太小的裂缝宽度。 

 8？   



 

 



 



 

 

 



 

 

拉萨攀岩基金在此特别鸣谢凯乐石的鼎力支持！ 

 

拉萨攀岩基金在此特别鸣谢攀岩月历的鼎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