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对人类及地球的重要性已毋庸置

疑，太阳打个喷嚏，地球就要发烧。无数事例

证明，地球上的异常自然灾害，很多和太阳活

动有莫大干系。对于太阳物理和空间物理学

家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太阳 360 度无

死角看个清楚，好更多了解给予我们光和热

的这颗恒星。

近日，在美国卡纳维拉尔角，联合发射联

盟的阿特拉斯五号火箭把一位新的太阳“摄

影师”送上了一条前辈没有走过的路。她不

但可清晰地看到太阳的南北两极，还能利用

手中的十八般兵器，把太阳的周身看个清清

楚楚。她的名字叫太阳轨道飞行器（Solar

Orbiter，SO）。

SO 是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联合研制的太阳探测器，承担了继帕克太

阳探测器后，人类对内层太阳系的又一次探

测任务。

如果我们能把视角从地球扩展到整个太

阳系，将会看到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行星都

集中在太阳赤道附近的平面——黄道面上。

此前，受航天技术的限制，从地球上发射的航

天器，即便挣脱地心引力的束缚，大部分也只

能在地球公转轨道面附近运行。因此，此前

服役的一些太阳探测器，只能提供地球公转

面附近的观测视角，无法准确看到太阳极区

的情况。而设置在地面上的各类太阳望远

镜更是如此。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太阳活动及日冕

物质喷发理论研究组首席研究员林隽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首先，太阳是一个整体，两极区

域和其他区域都是太阳上相互关联、相互影

响的部分。因此想要全面研究太阳、了解太

阳，哪个部分都不能少。以前没有相关研究

或者说研究得太少，是因为没有获得过关于

太阳两极完整可靠的观测资料。

其次，我们看到的、能够影响地球及周边

环境的太阳活动与包括太阳耀斑在内的太阳

爆发，都源于太阳大气中磁场结构的变化、磁

场能量转化和释放。太阳大气中的磁场先在

太阳内部产生，在太阳两极区域上浮到太阳

大气当中，然后跟着太阳内部的物质流动慢

慢地向赤道区域漂移。在漂移的过程中，这

些磁场自身会发生变化，并与周围其他的磁

场相互作用而发生能量的转化、释放，驱动太

阳耀斑等爆发现象产生。

太阳风是从太阳表面吹出来的高速等

离子体流，或者说是高速带电粒子流，它们

在磁场的引导下向外运动。如果人类不飞

出地球公转轨道所在的平面，这些关于太阳

风的三维结构认知都是无法得到的。“磁场

如何从太阳内部进入太阳大气？进入太阳

大气之后如何演化、如何延伸？了解这些对

研究太阳风的走向和运动特性至关重要。

这也是人们为什么要加强对太阳两极的观

测和研究。”林隽说。

对太阳两极作完整可靠的观测

主持人：实习记者 于紫月

近日，“搜寻地外智慧生命项目”（SETI）研究人员发布了过去 4 年积累的

光学和射电数据，详尽描述了对银河系平面及银河系中心黑洞附近区域射电

情况的研究，数据量高达约 2PB。这是该组织第二次发布数据，并再次邀请公

众在数据中搜索可能存在的外星生命信息。2019 年 6 月，该计划公布了 1PB

的最初数据。

此次发布的数据中，一小部分是最近的 20颗与地球轨道平面对准的恒星数

据。由于银河系中心恒星密布，发现外形生命信号的可能性更高，因此研究人员

也发布了大量银心黑洞周围的观测数据。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对天外来客

“2I/Borisov”星际彗星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公布了该彗星的相关数据。该彗

星是继星际天体“奥陌陌”之后，人们发现的第二颗闯入太阳系的天体。

SETI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的非营利性科学实验项目，旨在利

用全球联网的计算机共同搜寻地外文明。志愿者可以通过一个程序，下载并分

析从射电望远镜传来的数据。2015年，俄罗斯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赞助了 SE-

TI大笔资金，启动“突破聆听”计划，搜寻来自其他星球的无线电等信号。迄今

为止，“突破聆听”计划是执行范围最广的 SETI计划，此次公布的数据便是该计

划的观测成果之一。

SETI公布过去4年外星文明搜寻数据

近期，NASA 参与的一项研究进一步勾勒出“太空雪人”Arrokoth 的地质信

息，表明其具有较为光滑的表面和复杂的地质特征，尚未发现水的存在。该项研

究成果发表在《科学》上。

“太空雪人”是迄今为止人类造访过的最远天体，它位于太阳系边缘柯伊伯

带上，代号为“2014 MU6”。2019 年 1 月，NASA 的“新视野号”探测器从该小天

体的上空飞掠而过，捕捉到它的特写镜头。该小天体是一种“相接双星”，即由两

个天体缓慢、温和地合并而成，在外观上构成了两个不对称的叶状结构，外形酷

似雪人，“太空雪人”的昵称由此得名。该小天体总长度为 31 公里，最宽处只有

19公里，表面呈淡红色。

此次研究发现，“太空雪人”表面相对光滑，陨石坑比预期少得多。轻微的陨

石坑表明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45亿年前的太阳系形成时期,与太阳同期形成，很

可能将为我们带来太阳形成的信息。“雪人”的“身子”和“脑袋”都不是完全圆形，

但也不似一年前科学家提出的扁平煎饼形状。该小天体上尽管存在冻结的甲

烷，但尚未发现水的踪迹。

“太空雪人”或带来太阳形成信息

日前，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朱诺号”探测器发回的数据显示，在木

星赤道地区，预计水分子约占木星大气中分子的0.25％。这一比例几乎是太阳大

气的3倍，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认知。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自然·天文学》上。

1995 年，“伽利略号”探测器发现，如果以氧和氢分子的存在为基准估计水

含量的话，木星与太阳相比可能更干燥一些。数十年来，行星科学家一直希望对

木星大气中的水总量进行更准确的估算，因为这颗质量比地球大 300 余倍的气

体行星很可能是太阳系中第一个形成的行星，故有学者认为，木星大气中水含量

的研究可能会为破解太阳系形成难题提供关键信息。

资料显示，“朱诺号”于 2011年发射，确定氢氧比例、有效测量木星水丰度是

其使命之一。“朱诺号”背后的科学团队首先将目光集中在木星赤道地区，此处的

大气似乎比其他地区更加混杂。与其前辈“伽利略号”相比，“朱诺号”所携带的

测量仪器更加精准，能从轨道高处收集到木星大气层更深处的数据。

木星大气水含量为太阳大气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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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黑的深空，有一张“看不见”的网，网中

有着许多的细丝，彷佛钩织了整个宇宙。

多年来，通过天文学家不断努力探索，我

们知道了星系之间宇宙细丝的存在，也了解到

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巨大网状结构，就像宇宙间

的超级高速公路，将物质传送到密集中心（如

星系团）。然而，关于宇宙网存在的许多证据

仍然是偶然的，因为很难看到，让人难以捉摸，

所以又充满诱惑。

近日，来自美国一所研究机构的天文学

家在 arXiv.org 网站上公布了他们在研究宇宙

网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宇宙网中难得一见的

细丝，终于露出了些真容。

细丝并非完全黑暗

宇宙中大约 85%的物质是由一种未知的、

看不见的“暗物质”构成。据悉，在宇宙中有两

种宇宙网，一种是由暗物质构成的“黑暗”宇宙

网，另一种是主要由氢气组成的发光宇宙网。

科学家认为在大爆炸时所产生的氢，有 60%存

在于这些宇宙网中。星系很可能形成于两个

或者多个丝状物的交点，那里的物质密度最

大，丝状物连接着宇宙中的星系团。而此次研

究的核心对象，便是位于多个宇宙细丝结构的

结点、位于密集暗物质团块中心的 LRG（亮红

星系）。

研究团队拍摄了数千张 LRGs 图像，将它

们重新排列、堆叠在一起，形成一幅合成图像，

并从重子声波振荡光谱巡天项目数据中获取

了 LRGs的星表目录。

利用这张叠加图像，研究人员计算了他们

所能看到所有星系的总亮度，进而测量有多少

正常物质构成了 LRG 之间的细丝，从而通过

总光度推算常规物质的总质量。

接着，研究人员观察了细丝后面的星系，

特别是它们的形状。当这些遥远的背景星系

发出的光线穿过前景的细丝时，细丝中暗物质

的微弱引力使这些光线产生偏折，从而轻微地

改变了这些背景星系的形状，这即为弱引力透

镜现象。通过测量此类形变的统计性质，科学

家们能够估算出细丝中暗物质的质量，该测量

结果与理论预测数据相一致。

另外，科学家们还报告了一个惊人的观测

结果：这些细丝并不是完全黑暗的，每 351个太

阳质量的细丝，就有 1个太阳的光度输出。

开创新的“研究尺度”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李楠博士说：“从

学术上讲，细丝是宇宙中除了星系和星系团等

近椭圆结构引力势阱之外的另一种引力势阱

形式，形状为长条状，将星系连接成一张“蜘蛛

网”，而细丝的连接点处为大质量星系或星系

团。宇宙中的细丝结构是暗物质粒子在自引

力作用下成团过程的产物，也是宇宙学中暗物

质模拟的基本预言之一。”

李楠说，研究人员们用这个形变信号重构

了前景天体的引力场，然后再测量这些细线中

的总光度，便能计算出细丝结构的质光比（质

量和光度之比）。

此次研究是否是暗物质存在的确切证

据？李楠认为：“细丝的发现是一个非常好的

结果。但是，毕竟此次探测依然是基于引力透

镜效应，而不是直接探测暗物质粒子本身所产

生的信号，所以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

证明暗物质存在非常有力的间接证据。”

李 楠 说 ，其 实 在 几 年 前 就 已 经 有 科 学

家 发 现 了 细 丝 ，此 次 研 究 的 创 新 之 处 在 于

第 一 次 测 量 了 细 丝 结 构 的 质 光 比 ，这 为 未

来研究细丝的其他性质提供了可参考的锚

定点。

对于宇宙细丝的观测之所以这么艰难，一

方面是由于大气扰动，会使星系的原始形状信

号变得模糊；另一方面，目前望远镜的观测能

力不足也直接影响到观测图像的质量和弱引

力透镜信号的可用数目。未来，随着观测图像

分辨率的增加，可观测的亮度极限越来越暗，

图像质量和信号数目都会有所提高，信噪比就

会越来越高，未来会有越来越清晰的关于宇宙

细丝质量分布结果。

李楠表示，可以肯定地说，此次研究是一

次非常有益的尝试，它使宇宙结构形成的研究

尺度范围更加完整，为人们更细致地研究宇宙

提供了新的窗口。他说：“以前科学家们对大

尺度结构和星系团尺度的结构都有过很好的

研究，但对于宇宙细丝尺度，即大于星系团而

小于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尺度结构性质研究甚

少，此次研究算是开了个先河。”

宇宙网的出现和星系的出生被认为是相

互联系的，理解其中一个可以为理解另一个提

供很大的帮助。科学家希望通过对宇宙网的

研究，进一步理解宇宙结构和星系的形成与演

化过程。

宇宙网研究获新进展，暗物质存在再添佐证

太阳轨道飞行器启程太阳轨道飞行器启程
带你去看太阳极区长啥样带你去看太阳极区长啥样

本报记者 赵汉斌 通讯员 陈 艳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所在平面与太阳

的赤道所在平面大致重合，因此在地球附近或

在地球公转轨道面上观测太阳的话，只能够观

测到太阳赤道附近的磁场和活动现象，靠近极

区或者在极区当中的情形就难以得知。

“太阳轨道飞行器将逐步飞出黄道面，我

们将首次看到太阳两极。”参与此次任务的荷

兰诺德维克欧洲空间研究与技术中心的太阳

物理学家丹尼尔·穆勒说。通过飞越太阳两

极，我们可以观测太阳两极的磁场和周围等

借力“荡出”太阳公转黄道面

离子体的物理特性和化学组成。

“发射能够绕着太阳两极飞行的飞船，使

其轨道面尽可能垂直于地球公转的轨道面，

这要耗费非常巨大的能量，或者说需要非常

强大的火箭并耗费非常多的燃料，技术上和

经济上都不合算。”林隽认为，经济合理的办

法，就是先将飞船发射到地球公转的轨道上，

在这个轨道平面内运动到其他行星附近，利

用其他行星的引力，实现飞船的加速或减速，

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启动飞船上的推进器，改

变飞船的运动轨迹并飞离这颗行星。“这个过

程叫行星借力。通过行星借力，一来可以提

高或降低飞船的速度，二来可以改变飞船的

运动轨道，比如将原来在黄道面内运动的飞

船推到垂直于黄道面的轨道上。”林隽打了个

比方，利用行星借力改变飞船轨道，有点像高

速运动的汽车发生侧滑时的情况。一个高速

运动的物体，即使受到很小的侧面推力，运动

轨迹马上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借助金星和

地球的引力，SO 在飞行中与金星形成轨道共

振关系，定期相遇。每相遇一次，就能借助金

星的引力拉近与太阳的距离，同时逐渐偏离

地球公转轨道面。

据悉，在最初4年的基本任务阶段，SO运

行轨道相对太阳赤道面的轨道倾角，可以达到

17度，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太阳极区。在后续

的扩展任务阶段，其轨道倾角可以达到33度，

对太阳极区的观测质量将会进一步提高。

过 去 唯 一 去 过 太 阳 两 极 的 航 天 器 是

1990 年发射的尤利西斯探测器。在 2009 年

退役前它绕着太阳飞行了 3 圈，探测太阳极

区太阳风和高能粒子，获得了非常丰富的资

料，更新了人们关于太阳风的很多知识，但它

携带的照相机没能正常工作，因此没有获得

太阳极区的照片，也没有能够了解那个区域

内磁场、等离子体的空间结构和演化特征。

此次 SO 的轨道距离太阳最近时约为地

日平均距离的 0.28 倍，最远则与地日距离相

仿。“此前，没有人能够在如此近的距离拍摄

太阳极区图像。”负责管理磁强计仪器的英国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海伦·奥布赖恩说：“我们

应该能够看到一些美丽的画面。”

除了类似于望远镜的可以直接看太阳的

遥感观测仪器外，SO 还配备了 4 台局地探测

仪器，用以“感受”所在位置的磁场和等离子

体参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科学家艾米莉

亚·基尔普亚博士说：“太阳轨道飞行器的一

大优点，是它的探测范围将覆盖很多不同的

距离，因此当日冕物质从太阳发射到地球时，

我们可以真正地捕捉到这些日冕物质抛射。”

这可以让科学家们了解到太阳风和日冕物质

抛射从太阳到地球的旅程中到底发生了哪些

变化；对准确进行空间天气预报很重要，可给

人们带来最及时的预警。

2018 年 8 月发射的帕克太阳探测器，虽

然遥感观测仪器没有 SO 丰富，轨道也基本

处在地球公转面以内，但它与太阳的最小距

离比 SO 更小，能够探测到日冕加热和太阳

风加速最原始的过程；而 SO 丰富的遥感观

测数据和不同日心距离的局地探测数据，则

可以为揭开帕克探测器数据背后的秘密提供

丰富线索。

“SO 获得的观测资料，还将帮助我们回

答当代太阳物理研究的一系列核心问题。”

林隽说，对太阳风的观察，或可帮助我们认

识太阳风的驱动源是什么，日冕磁场源于何

处，太阳上磁场再生过程是如何工作的，又

是如何制约太阳同整个太阳系空间之间的

联系；在太阳爆发与周围太阳风的相互作用

方面，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摸清太阳瞬变现

象或爆发如何影响包括地球周围环境在内

的太阳周围行星际环境变化；在太阳高能粒

子的来源、加速和传播过程方面，可揭示太

阳爆发是如何产生充满整个太阳系空间的

高能粒子辐射，太阳爆发驱动的激波可以将

带电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能量，而这些高

能粒子是如何进入、并充满行星际空间等一

系列重大科学问题。

SO能干的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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