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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光，自

大爆炸之后，穿越了漫长的时间与空间后成

为了微波，充盈在整个宇宙空间里，掩盖了无

数未知的秘密，宇宙弦便是其中之一。

近期，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

奥斯卡·赫尔南德斯等在收录全球科学文献预

印本的在线数据库 arXiv.org上分享了一种观

点，即可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程序在庞杂的宇宙

微波背景辐射的“噪音”中找寻某一特定宇宙弦

的踪迹。但该方法目前实践起来，仍困难重重，

因为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得到足够清晰的宇宙

微波背景数据供该程序“追踪”宇宙弦。因此，

研究人员将希望寄托于“21厘米氢线的扰动强

度测量”这种新型的探测方式上。

宇宙弦究竟是什么？为何让诸多天文学

家、物理学家为之着迷不已？“21 厘米氢线的

扰动强度测量”如何为人们找寻宇宙弦提供

新思路？

大爆炸理论是目前学界多数学者认同的

宇宙形成理论，也是现代宇宙学中最有影响

力的一种学说。然而，该理论并非完美无瑕。

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曾有一段从热到

冷的演化史。在这个时期里，宇宙在不断地

膨胀，使物质密度从密到稀地演化，即宇宙是

由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于一次大爆炸后膨胀

形成的。

理论上讲，这种演化在大尺度上应是均

匀且各向同性的。但事实上，天体高密度聚

集成星系、云团等弥漫在近乎真空的星际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不均

匀的宇宙事实显然急需一种新的解释。是什

么导致了恒星、星系等一些破坏宇宙均匀性

的巨大团体形成？有学者便提出了“宇宙弦”

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宇宙中也许充斥着大

量的宇宙弦，凭借其强大的引力将周围的物

质吸引过来，成为恒星、星系诞生的“种子”。

只不过以现有的探测手段尚未发现宇宙弦的

踪迹。

那么，宇宙弦究竟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提一个大

家相对比较熟悉的名词：相变。”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物理学院天文系教授蔡一夫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相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

水冻成冰、铁磁体变成顺磁体等。我们的宇

宙所经历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生相变的热

膨胀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有基本粒子的产生，

基本粒子凝合成元素，元素最后结合出我们

见到的熟悉的物质结构。“相变过程伴随着能

量释放，而能量释放的一种方式就是前面所

提到的形成各个层次的粒子结构。”蔡一夫表

示，“宇宙弦就是宇宙经历相变时释放能量形

成的一根根与当时的宇宙尺度相当的绳子一

样的能量结构。”

当然，能量释放的结果也有其他的形态，

如宇宙墙或者磁单极子。但是从理论上分

析，这样的形态远不如基本粒子、宇宙弦稳

定，会在宇宙演化后期消失掉。而宇宙弦异

常稳定和坚固，从而有可能在宇宙中存活下

来并遗留到现在。因此，即便宇宙弦是否存

在尚未获得“实锤”，但还是吸引了国内外众

多学者的殷殷目光。

起源：相变之能量遗迹

虽未曾真实观测到宇宙弦，但我们仍可

以从理论上推断出宇宙弦的诸多特性。

时任华东理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李新洲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公开发表论文指

出，宇宙弦很细，它的横向尺度仅为 10-29 厘

米，但质量极大，其线密度约为每厘米 1022

特性：弦细质大光扭曲

然而，也有学者并不看好过度依赖于宇

宙微波背景辐射探测宇宙弦的方法。

奥斯卡·赫尔南德斯在文章中提到，现阶

段人类制造的微波仪器不够完美，分辨率也

有限，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

信息丢失，凡是依赖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

研究，皆躲不过这些误差。因此，我们需要一

个超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测量方式，也许

“21 厘米氢线的扰动强度测量”将会为我们

提供信息更加丰富的图谱。

据蔡一夫介绍，21 厘米氢线的扰动强度

测量是一种未来的天文观测手段，目前这一

技术还在发展之中。

宇宙大爆炸之后，宇宙中的质子和电子

结合成原子。当时普通的物质中，氢占了绝

大多数，但它在电磁谱中基本不会释放或吸

收光子，因此，氢几乎是隐形的，而宇宙则是透

明的。但氢里唯一的一个电子是个“怪胎”，电

子原本有顺、逆时针两个自旋方向，当它的真

实自旋在这两个方向上来回变化时，它就会

释放或者吸收一个光子，该光子的波长约为

21厘米，所以将其辐射线称为21厘米氢线。

蔡一夫指出，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有

科学家从理论上预言了天文观测宇宙 21 厘

米氢线的存在，并很快被观测所证实。但由

于这种信号过于微弱，我们只能确认这些信

号的存在但无法精确测量大小和其他性质，

目前天文实验还在努力提高测量技术。

宇宙膨胀导致红移，如今我们观测到的

21 厘米氢线的波长也会有所增加。宇宙中

存在密度扰动，即某些区域膨胀速度快一些，

有些区域慢一些，测得的 21厘米氢线的波长

会有细微的差别。由此可反推当时的 21 厘

米氢线经历了怎样的旅程最终到达地球。

“如果能实现精确观测，那么发生在宇宙

早期的那些 21 厘米氢线将会记录当时的宇

宙状态，包括宇宙弦的影响。”蔡一夫说。

当然，这种测量方式不仅仅是为了检验

宇宙弦的存在，它也可以帮助人们更进一步

了解宇宙在重电离时期以及最早的恒星形成

时期的状态，因此是未来天文实验技术急需

突破的关键领域。

探测：21厘米氢线或成主力

宇宙弦是否存在宇宙弦是否存在
答案可能藏在答案可能藏在2121厘米氢线中厘米氢线中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克，或每光年 107太阳质量。

因此宇宙弦的引力十分可观。而广义相

对论指出，引力与时空弯曲是等效的。因此，

宇宙弦的周围空间会产生锥形畸变，绕一根

宇宙弦周边转一圈小于 360度。这样的畸变

把宇宙弦变成了一个透镜，让处在宇宙弦后

面的天体发射的光子可通过两条可能的路径

到达观测者，因此该天体会被折射成有相等

亮度的两个像。

这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研究人员发现了成对存在、红移

几乎相等的星系或类星体。有学者便提出了

疑问：这些会不会并非真实的物理现象，而是

同一光源由于宇宙弦的引力透镜效应所形成

的双像？虽然目前结论正确与否还未可知，

但不得不承认，宇宙弦的存在为我们观测到

许多神奇的天文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

研究宇宙弦的意义不止于此。在蔡一

夫看来，所有的宇宙弦皆可释放出引力波，

尽管总量并不大，但物理学家还是希望能在

现 在 蓬 勃 发 展 的 引 力 波 天 文 学 中 有 所 突

破。再者，如果宇宙弦恰好在诞生时刻带电

的话，那么这样的宇宙弦属于超导弦，会有

很多放电现象，就如同我们看到高压电线在

电线裸露时的放电现象类似，或将能解释种

种有趣的天体物理效应的起源，如快速射电

暴等。

此外，由于宇宙弦产生得很早，并有可能

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产生于同一时代或者更

早时期，因此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会受到宇宙

弦的影响。

蔡一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宇宙弦周围

空间的锥畸形原本在静止的状态下很难被察

觉，但如果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与宇宙弦发生

相对运动，那么这种角度缺失就会导致宇宙

微波背景辐射上发生温度差异。这也是为何

很多学者投身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追寻宇

宙弦踪迹的原因。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科学家通过捕获美国“朱诺号”（Juno）木星探测

器发回地球的无线电信号，成功确定了其多普勒频移，并由此确定了其轨道；

开展相关试验，是为了测试深空地面控制站能力，以支持中国未来将开展的行

星际探测任务。

上述针对“朱诺号”的跟踪测量试验是如何开展的？行星无线电科学探测可

以帮助解答哪些科学问题？未来有哪些应用的方向？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参与

相关探索试验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劲松。

紧盯“朱诺号”开展开环跟踪测量

“朱诺号”木星探测器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疆界计划”实施的第二个探

测项目。2011年8月5日，“朱诺号”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于2016

年7月6日到达木星捕获轨道，其首要科学目标是研究并理解木星的起源与进化。

行星无线电科学载荷是“朱诺号”搭载的 29类科学载荷中的重要一项，其主

要通过 1个直径为 2.5米的高增益天线与地面进行无线电测量与通信，从无线电

信号特征层面反演木星重力场和大气等。

“‘朱诺号’会不断地向地面传回无线电信号，科学家可以像观测自然天体

射电辐射那样进行地面被动测量。然而由于地木之间距离非常遥远，信号十

分微弱，想要及时准确捕捉到相关信号，对深空站而言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任

务。”平劲松介绍道。

据悉，我国深空网于 2012 年初步建成，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投入运

行，重点支持了嫦娥三号、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等深空探测任务。为验证我国

深空网的跟踪测量能力，并获取行星无线电测量数据，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间，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联合佳木斯、喀什深空站对木星探测器“朱诺号”

进行了开环测量试验。

跟踪“朱诺号”要做哪些“功课”？平劲松介绍道，基于地面的深空站要对“朱

诺号”探测器进行跟踪，首先要准确掌握“朱诺号”下行信号的频点分布，以及下

行信号到达地面天线接收机端的功率；同时，还要确定“朱诺号”下行发送信号的

时刻、时段；此外，基于不同的策略，考虑木星—地球距离上电磁波传输时间，对

跟踪天线进行沿着对木星的视线方向逆向精密指向引导也非常关键。

“基于以上观测必备条件，深空站成功开展了多次对‘朱诺号’跟踪与测量。

这次测量试验是中国深空站在地木距离上首次对深空探测器成功开展开环跟踪

测量。”平劲松指出。

无线电探测 解开更多行星谜团

开展行星无线电科学探测，可以帮助解答哪些科学问题？

深空测控链路上的无线电信号从航天器传播到地球上，被地面接收站接收，

其路径上的相位、频率、幅度和极化特性的微小变化，是行星无线电科学探测关

注的重点。

“通过有效地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研究行星及它们卫星的大气和电离层的结

构、质量、行星环、彗星迹，同时也可以精密测量行星重力场和行星历表，监视太

阳风、行星际磁场活动，并用来检验广义相对论，如探测引力波和引力红移等。”

平劲松介绍道。

事实上，在 50 多年的太阳系探测历程中，大量的行星科学探测成果并非来

自于探测器搭载的“科学”载荷，而是来自于无线电测控和通信链路。月球与深

空探测任务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科学探测来自于星—地链路的高精度测量。

谈及行星无线电科学探测技术的应用方向，平劲松介绍，我国深空测控与科

学研究联合团队自嫦娥一号绕月探测任务以来，自发形成了该方向的联合研究

团队，并实现了探测技术从无到有的发展，优化了月球长波重力场模型并发现月

球内部依然活跃；使用地面射电天线探测了火星电离层季节变化特性；以及精密

测量了冥王星和卫星的质量与密度。

他进一步指出，在我国现有的月球、行星探测计划中，可以使用这类方法开

展包括月球与行星重力场与内构造、自转动力学、大气电离层的探测，以及开展

引力理论的验证探测工作，包括测量高精度的万有引力常数、广义相对论参数，

验证等效原理等。此外，通过合理地设计测控链路，还有机会在射电波段开展空

间低频引力波的探测。

跟踪“朱诺号”

寻找行星探测新方法

本报记者 唐 婷

实习记者 代小佩

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

发现了一颗系外行星，编号为 TOI 700d，并宣

称这颗行星可能存在液态水。消息一出，“首

个可能宜居的地球大小行星被发现”这一话题

便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

一时间，行星 TOI 700d 占尽了风头。令

人好奇的是，它究竟有哪些“资本”可与地球相

提并论？

坐高铁至少需要3亿年

TOI 700d 绕着恒星 TOI 700 转，公转周

期为 37 天。“公转周期会影响行星的环境。试

想，地球一年 365 天如果变成 37 天，生物演化

一定与现在的不同，因为地球生物成长节律与

季节变化有关。”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

院教授周礼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根据 NASA 公布的数据，恒星 TOI 700 的

质量和大小约是太阳的 40%，表面温度约为太

阳表面温度的一半。“由于宿主恒星 TOI 700

辐射能量比太阳少，它周围的行星若要保持和

地球相当的温度，就得距离宿主恒星更近。”周

礼勇说。

此外，恒星 TOI 700是一颗红矮星。“红矮

星紫外辐射很强，会使得行星大气中的水分

子、二氧化碳分子发生光致离解，也有可能侵

蚀和剥离行星大气。红矮星的寿命也很长，能

长时间保持较强的活动性，因此并不利于生命

的长期演化。”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

陈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被潮汐锁定也是 TOI 700d引人关注的又

一个特征，而这对行星的宜居性来说，似乎并

无益处。首先，被潮汐锁定后，行星只有一面

对着宿主恒星，就像月亮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

球。“这意味着在 TOI 700d 上生活，就没有白

天和黑夜之分。”周礼勇说。

“其次，被潮汐锁定的行星可能没有大气

循环，即便有，大气活动也会比地球弱很多。”

周礼勇强调，被潮汐锁定后行星很难产生剧烈

的内部活动，这会阻碍行星形成整体磁场。

这是因为，依据学界公认的“磁流体发电

机”理论，行星磁场与行星内部活动有关。“而

对行星环境来说，磁场的作用非同小可。磁场

能避免太阳风直接打到行星表面，还能‘锁住’

大气和水分。”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教授宗秋刚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据 悉 ，行 星 TOI 700d 的 体 积 比 地 球 大

20%左右，距离地球大约 100 光年。有人说，从

天文学的尺度看，100光年并不遥远。

但对人类来说是难以企及的目标。“100光

年就是光走 100 年的距离，大约是 9500 千亿公

里，若用 350公里时速的高铁，大约要 3亿年才

能到达。”陈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并非“首个可能宜居的
地球大小行星”

这一次，把行星 TOI 700d 带入大众视野

的是赫赫有名的“行星猎人”——凌日系外行

星勘测卫星（TESS）。

“要注意，TOI-700d 不是‘首个可能宜居

的地球大小行星’，而是首个由 TESS发现的位

于宜居带内的地球大小的系外行星。许多媒

体在报道时忽视了很重要的关键限定词。”陈

果直言。

有数据显示，开普勒望远镜已发现 4000多

颗候选行星，其中处于宜居带的行星超过 200

颗，包括系外行星开普勒（Kepler）-452b，以及

去 年 9 月 英 国 伦 敦 大 学 学 院 宣 布 发 现 的

K2-18b等。

“宽泛来说，与地球类似的宜居带系外行

星可能有十几个。但严格来讲，没有一个真正

与地球相似。”周礼勇告诉记者，此前甚至有人

怀疑 Kepler-452b这颗行星的存在。“因为恒星

自身的活动会导致亮度变化，这一现象有时会

与行星凌星时的现象类似，如果数据处理不

好，就可能将二者混淆。”

陈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近期有研究对于

发现 Kepler-452b 这颗行星的文章有所质疑，

认为并不排除相关信号来自仪器效应。也就

是说，很可能并不存在 Kepler-452b。

一般来说，发现可能宜居的行星后，科学

家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陈果表示，做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会根据

可能宜居的行星的物理参数进行建模，分析其

气候，给出更为具体的宜居性指标，预测可能

观测到的光谱特征，研究其形成演化历史等。

而做观测研究的科学家，会尝试通过凌

星、视向速度、直接成像等手段，去获取这颗行

星的光谱，通过分析特定的光谱特征，来判断

是否存在对应的原子、分子，并测量这些成分

的丰度，综合给出宜居性的观测依据。“不过，

现有的观测设备仍难以开展针对宜居带行星

大气的观测研究。”陈果说。

如果真的发现宜居系外行星，人类会移居

过去吗？

“人类现有的科技是没法实现的。”陈果

解 释 道 ，最 近 的 比 邻 星 离 我 们 也 有 4.22 光

年，以人造飞行器“帕克号”为例，若能一直

保持其近日点时的最大速度（约 70 万公里每

小时），那也要 6500 年才能到达离我们最近

的比邻星。

又发现一个地球2.0？宜居带上并非都宜居

朱诺号的首要科学目标，就是研究并理解木星的起源与进化，从无
线电信号特征层面反演木星重力场和大气等重要信息。

深空测控链路上的无线电信号从航天器传播到地球上，被地面接
收站接收，其路径上的相位、频率、幅度和极化特性的微小变化，是行星
无线电科学探测关注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