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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据媒体报道，“天河工程”是
指基于大气空间的跨区域调水模
式。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院士团队研
究发现，在大气边界层到对流层
范围内存在稳定有序的水汽输送
通道，可将其称为“天河”。三江
源地区的上空，存在来自西印度
洋、东印度洋、云贵高原、中亚等
方向传输过来的水汽通道，空中
云水资源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依据“天河理论”提出的“天
河工程”，是一项空中水资源开发
利用专项工程。将通过科学分析
大气中的水物质分布与输送格
局，采取新型人工干预技术，实现
不同地域间空中水资源与地表水
资源的统筹调控和利用。

2015 年底，科技部和青海省
政府批准共同建设“省部共建三
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
实验室”。随后，青海省科技厅、
青海大学、清华大学水沙科学和
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陆
续投入近 7000 万元，加上整合青
海大学相关资源，仪器设备平台
建设资金已超过 1 亿元。“天河工
程”是该实验室重点工作。

“天河工程”将通过“天河一
号”组网卫星和地面实施系统，共
同构建“天地一体”的空中水资源
开发与应用总体作业格局。

质疑：大气科学理论证明不可行

王光谦院士正面回应媒体质疑

近期，据媒体报道，我国正式
启动“天河工程”卫星和火箭工程
研制，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总
研制，计划 2020 年完成“天河一
号”卫星首批双星发射、2022 年完
成六星组网建设。

对此，多位气象学家批评，“天
河工程”上马仓促。其中，于 11月
22日，发表在中国科学网的一篇名
为《气象学家实名批“天河工程”不
顾质疑仓促上马》的报道，再次让

“天河工程”引发关注。
其实此前，“天河工程”就一直

面临诸多争议。科学网援引多位
气象、大气领域专家意见，称该工
程“气象学界集体缺席前期论证”

“荒诞幻想项目”“没有物理内涵上
的创新”等等。国防科技大学气象
海洋学院教授陆汉城认为，“这是
一个既没有科学基础也没有技术
可行性的荒诞幻想项目，居然得到
立项支持，是不可思议的。人民的
血汗要珍惜！”

我国大气动力学和气候动力
学家、中科院院士吴国雄向记者表
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天河’概念
的提出无可厚非。一旦科学理论
要从科学到工程实践，就必须谨慎
对待。”

首先，其科学基础存疑。2016
年 5 月，青海大学校长、中科院院
士王光谦带领的团队在《中国科

学：技术科学》上发表论文《天空河
流: 发现、概念及其科学问题》，提
出“天河（Sky River）”概念。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研
究员杜钧表示：“这并不是一个新概
念，它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科学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提出，
在天气预报中经常应用。”

国防科技大学气象海洋学院
教授陆汉城评价：“论文内容是大
气科学已有成果的研究。”

其次，其“水汽输送”的目标被
指难以人工控制。多处公开报道
指出，“天河工程”的目标是把一部
分天然落入长江流域的降水截留
或诱导到黄河流域，实现空中调
水。“这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
杜钧评价。

大气科学理论的共识是：水汽
输送的动力来自全球热力驱动。
例如，吴国雄等研究者在上世纪末
提出青藏高原“感热气泵”观点，这
让大气科学家相信，水汽输送是和
温度、地表条件、大气环流等因素
相关的复杂过程。

在吴国雄看来，“大气河流”概
念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水汽输
送通道和陆地上的河流完全是两
个概念。”他强调，“大气中水汽输
送通道不固定，也没有边界。”

陆汉城同意这个观点：“大气
中的水汽尽管可以用‘河’来表示，

但其在三维空间呈弥漫式分布，总
是和复杂的大气运动联系在一
起。”

第三，即使能够实现水汽输
送，鉴于人工影响天气技术不成
熟，“天河工程”仍难形成有效人工
增雨。

从事云降水物理学研究的孙
继明表示，人工影响天气技术本质
上建立在降水的物理机制上。而
无论哪种类型的降水，都要经历从
水汽到云滴、再到降水的过程。也
就是说，光有足够的水汽还不足以
凝结生成云滴，还必须满足水汽达
到“饱和”这个条件。

自然条件下，气流上升和冷暖
空气混合是两种典型的让水汽饱

和的条件。吴国雄指出，如果大气
状态稳定没有上升运动，“有云也
降不了水”。

另外，即使在有云的条件下，
人工催化也将面临云层厚度、云底
高度等苛刻的物理条件。

一位在人工影响天气领域工
作多年的资深院士告诉记者，人工
增雨仍处在试验阶段，目前最好的
成绩是增加 10%～20%的雨量，远
无法实现“天河工程”每年在三江
源地区增加降水 25 亿立方米的目
标。

针对此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楚汉却认为：看待天河工程要

“鼓励科学探索”，争取成功，也要
允许失败。

11 月 28 日，作为“天河工程”
研究团队的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
士王光谦接受中国网专访，正面回
应业界质疑和担忧的几个问题。

记者：有人认为，“天河工程”
是“荒诞幻想项目”，您能给大家简
要介绍一下“天河工程”吗？

王光谦：我们为什么要做“天
河工程”，重要的出发点是为了解
决黄河缺水的问题。

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黄河，
从历史上“三年两决口”演变为

“ 小 水 致 大 灾 ” 和 “ 四 年 三 断
流”，尤其是 70~90 年代末，“小
水大灾”与“断流”问题频发。
在国家高度重视和有效调控下，
2000年以来实现了黄河不断流。

但是，在实现连续不断流
后，要维持河口生态功能、继续
保持连续不断流还面临巨大挑
战，这是我们很多水利科技工作
者的心病。根据黄河流域水资源
综合规划核算，黄河多年平均天

然径流量已由原来的 580 亿立方
米减少为 535 亿立方米，将来还
可能进一步减少。甚至降到 500
亿立方米／年的水平。在全球气
候变化导致水文情势急剧改变，
未来仍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背景
下，实现黄河从一般意义上的

“不断流”向“功能性不断流”转
变，形势依然严峻。

黄河来水如果持续减少，而且
发生的概率还很高，今后怎么办？
整个黄河流域怎么办？到 2050
年，黄河的水量会是什么样子，有
谁能给个答案？如果到 2050 年黄
河水再少 30 亿立方米，黄河流域
的老百姓怎么办？由此引发的生
态、环境、社会问题怎么办？我们
作为水利人，得想这个问题。

从地上调水是方案之一。“南
水北调”西线工程，我本人是支持
的，但确实在造价、生态、环境方面
都有压力。

我们就在想别的办法。如实

给你讲，2013 年前我都没
想到办法。2013 年我有机
会到青海工作。青海的云
和北京的云不一样，青海
的云压着我的头，我感觉，
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是连
着的，我想到了天河动力
学理论。

没错，地上的水利人
有时候需要往天上看看，
河流动力学和天河动力学
是相通的。记者：“黄河之
水天上来”，所以您和团队
想到了“天河”？

王光谦：是的，水循
环是地球物质循环的重要
组成部分，既包括地表和
地壳表层水文过程，也包
括空中水汽输运和降水转
化。水利学科以研究陆地

水循环为主，而通常将空中水物
质产生的降水作为陆地水循环的
输入来看待。在观测、模拟技术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认为空-地
整体研究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未来气象、水利等学科交叉融
合的内在需求，科学研究并没有
截然的边界和禁区，天河研究也
是水循环研究的自然延伸。

黄 河 49% 的 水 量 来 自 于 青
海。尤其是江河源区，云水资源量
丰富，如果能在源区通过适当干
预，增加降水，将是对黄河水源的
有效补充，这是未雨绸缪，提出“天
河”猜想的初衷。

事实上，气象部门长期开展的
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给予我们启发：
水在天上，可以通过人工影响天气
增加降水量。气象部门长期实践
也告诉我们，系统性的空中水资源
的开发利用也将是一条解决水资
源短缺的新的途径。

我们提出“天河工程”，就是设

想：通过地域优选，可以将人工影
响天气增加降水量与水利工程调
节水资源的工作结合起来，主动挖
掘利用一部分空中的水资源，实现
空-地耦合的水资源时空调节。

当然，现阶段“天河工程”还是
科学研究项目，尚在科学探索研究
阶段，并非“南水北调”等大型水利
工程建设项目。项目获批以来，我
们严格按照有关科研项目管理的
要求稳步推进。

记者：媒体报道中，还有一个
质疑的焦点是，“气象学界集体缺
席前期论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光谦：我要特别说一句，在
应对干旱、洪涝灾害和水资源短缺
方面，水利和气象从来都是并肩战
斗的。我们正在进行的“天河”研
究，就是水利科学与气象科学融合
的一个实践探索。

有人质疑，“气象学界集体缺
席前期论证”，有些情况我想介绍
下，目前，这个项目有国内外多个
气象科研单位和气象科学专家参
与了共同研究。2018 年还组织了
学术研讨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天
河国际研究网络”，全球 10余个国
家的 50 多名水利和气象专家参加
了会议。

记者：这些项目涉及较大金额
的科研经费，人们担心如果操之不
慎，导致国家科研经费的浪费。

王光谦：有人说我们重点实验
室乱花钱，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有规
划、有审计，每一笔很清楚，这是常
识。我想特别说明的是，青海大学
办学经费非常紧张，大约仅有东部
地区同规模高校的三分之一，我们
真是精打细算，5 万块钱的支出都
要上校长办公会。所有科研经费
严格执行相关流程，我会坚守一名
科技工作者的基本要求，珍惜用好
科研经费，欢迎大家监督。

记者：有人认为，“天河工程”
发射卫星也是浪费资源。

王光谦：为实现天河理论研究
设想的空-地水资源的耦合调控与
统筹利用，需要对空-地水循环过
程实现一体化监测。我们和航天
科技集团第八研究院联合研究设
计了天河一号卫星。在卫星轨道
设计、载荷配置、研发周期等方面
进行了权衡优化，有助于弥补现有
气象卫星监测能力的不足，并强化
了对三江源及同纬度地区的观测
重访能力。

卫星载荷采用的是气象业务
与科研卫星常用的水汽、云、降水
观测仪器，包括微波温湿度计、降
水测量雷达等。卫星发射组网后，
监测数据除可为天河研究和试验
服务外，还将纳入现有卫星气象监
测体系，这些卫星的机动观测能力
还可为台风等灾害天气提供观测、
研究、预警等服务。

这次西藏抢险，需要对青藏高
原这些无人区进行监测，我们深深
感到卫星资源不足。直到现在，我
们还是自筹经费在推进发射卫星
这项工作，经费很困难。

记者：有评论认为，这个项目
没通过“973项目”评审，却在“带着
友好交流、国际合作性质的项目”
中通过，您怎么看？

王光谦：我们认为，“973项目”
和“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项
目的主要不同是，前者更加注重技
术应用，后者更加注重创新引领。
我们这个项目在“973项目”中被否
决，是专家认为这个项目在技术应
用层面尚不成熟；我们获得“战略
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项目的支
持，因为评审专家组认为“天河工
程”在创新引领方面有价值。（文字
有删节）

据《中国科学报》、中国网

黄河流经青海玛多县，这里“云压河床”，启迪着“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科学创
意。

“天河工程”遭受质疑 王光谦院士正面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