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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星系中心都盘踞着一个庞然大

物——超大质量黑洞，其质量大约是数百万

倍甚至数十亿倍太阳质量不等。

目前观测数据显示，每个星系中心都有

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几乎没有例外。它们有

着不同的状态——有的正在吞噬物质、活跃

异常；有的停止“进食”、安静沉睡。

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却发现星系中心

可能存在两个超大质量黑洞。

近期，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了 11 个活

跃星系的周期性伽马射线暴发，其中 2 个为

已知源，9 个为新源。研究者认为导致这一

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其中一种便是这些

星系的中心存在两个超大质量黑洞。

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期

刊上。

实习记者 于紫月

众所周知，黑洞引力巨大，连光也无法逃

脱其“魔爪”。藏匿于星系核心的超大质量黑

洞，是如何被找到的？

事实上，黑洞处于活跃的“进食”状态时，

其附近物质在被吞噬的过程中相互摩擦释放

能量，形成明亮的吸积盘；有部分物质可能在

被“吃”之前沿着旋轴的方向喷射出高能粒

子，产生喷流。

科学家就是通过观测吸积盘或喷流释放

的电磁波信号，发现了这些隐匿在星系中心

的黑洞。“通常情况下，科学家可通过光学波

段电磁信号观测黑洞吸积盘，而喷流的大部

分能量则是以伽马射线、X 射线和射电辐射

的形式释放。”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陆由俊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此次研究中，研究人员便是利用了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费米太空望远镜

长达 9 年的伽马射线观测数据，较为系统地

梳理了 2000 多个星系中心的活跃黑洞信号，

最终找出 11 个具有周期性变化规律的伽马

射线源，变化周期平均 2年左右。

“确定伽马射线信号的周期性模式，就像

是在狂风暴雨的海洋中找出由一艘小船驶过

而引起的微小、有规则的波纹。”文章第一作

者、西班牙马德里大学佩尼尔博士表示，这一

研究结果或将支持星系中心存在两个超大质

量黑洞的观点。

星系中心双黑洞为何可能会导致周期性

伽马射线信号？陆由俊表示，可以从以下两

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双黑洞相互扰动会导致喷流亮

度发生周期性变化。如果星系中心存在两个

相互绕转的超大质量黑洞，二者周围的吸积

盘也会周期性“转圈”，落入黑洞中的物质质

量也会存在周期性变化规律，进而影响黑洞

发射的喷流亮度，望远镜就会接收到周期性

伽马射线信号。

另一方面，双黑洞绕转也会导致喷流的

喷射方向发生周期性改变。就像地球同时存

在公转和自转一样，双黑洞模型中，每个黑洞

都存在绕另一黑洞旋转的轨道角动量，以及

自身旋转的自转角动量。通常，轨道角动量

和自转角动量并不相同，二者耦合，自转角动

量会在轨道角动量的扰动下发生周期性变

化，喷流的方向也就会随之改变。想象一下，

原本单一黑洞的喷流方向是固定的，然而由

于另一个黑洞的扰动，原本方向固定的喷流

在一个周期内以黑洞为中心来回摇摆。由于

地球上的望远镜始终处于观测目标的某一特

定方向，因此我们接收到的伽马射线信号也

时强时弱，具有规律性。

“除了伽马射线，此前也有学者通过梳理

吸积盘发射的光学波段信号，以周期性光变

作为双黑洞存在的观测依据。”陆由俊表示。

当然，导致观测信号周期性变化的原因

并非只有双黑洞，单一黑洞吸积盘或喷流的

进动、黑洞吸积盘本身的准周期振荡等也可

能导致类似的周期性观测结果。

周期性变化信号或是重要特征
确定伽马射线信号的周期性模式，就像是在狂风暴雨的海洋
中找出由一艘小船驶过而引起的微小、有规则的波纹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始终

没有找到星系中心存在双黑洞的“实锤”？

陆由俊指出，首先是因为望远镜的分辨

率还不够高。有一种可能性是目前我们在邻

近宇宙中观测到的某些星系中心确实存在超

大质量双黑洞，但受限于望远镜的分辨率，只

呈现出了一个亮核，被误认为是单黑洞星

系。所以我们还需要一双更加锐利明亮的天

文观测“眼睛”。

其次，人类天文观测的时间尺度远远不

足。自天文学家伽利略凭借其制作的一架折

射式望远镜将天文学带入了望远镜时代起，

现代天文观测历史充其量也仅有数百载。对

于人类来说，这或许十分漫长，但茫茫宇宙长

河中，百余年恰如弹指一挥间。“我们也许错

过了宇宙中的很多‘精彩时刻’，因此星系中

心双黑洞的证据或许需要未来长时间的等待

和探寻，如探测到大质量双黑洞并合发射的

低频引力波等。”陆由俊说。

然而，即便我们十分幸运，这一推测能够

在不久的未来得以证实，这也并非终点，而是

起点。

“理解双黑洞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对于

构建星系形成、演化的完整图景至关重要。”

文章合著者、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物理与天文

科学系副教授马可·阿杰罗说。

陆由俊也指出，就算我们明确找到了星

系中心双黑洞的证据，接下来还要继续探索

其背后有关星系形成、演化，以及双黑洞系统

特性、合并等现象的机制。

“届时，可以结合电磁波理论与引力波理

论，共同探究黑洞的本质，从而挖掘出有关时

空的更多信息，加深我们对宇宙本质的理

解。”陆由俊说。

还需“擦亮眼睛”耐心等待
接下来还要继续探索其背后有关星系形成、演化，以及双黑
洞系统特性、合并等现象的机制

近日，在一篇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的论文中，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天体

物理学家汤姆·韦斯特比和克里斯托弗·J·康塞利斯估算出了银河系中地外文明

的数量：银河系中可能存在至少 36 个与地球文明类似的、具有无线电交流能力

的外星文明。

宇宙中是否存在地外文明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有人对此坚信不疑，也有人

对此保持怀疑。那么对于天文学家呢？他们是否相信地外文明的存在？是否已

经拥有更加科学的“证据”？

人类为何并不孤单？

要从“哥白尼原理”说起

天文学中有个著名的“哥白尼原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并无任何特

殊。有时也表述为，宇宙中任何一个地方的观测者都会看到和我们所见同样的

大尺度结构图像，这已经被众多天文观测所证实。更进一步，有人认为生命在宇

宙中也并不特殊，既“天体生物学哥白尼原理”。尽管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真

正找到系外生命，但众多天文学家都对这一“原理”持肯定态度。因为它正得到

越来越多间接观测数据的支持。

通过天文观测人们发现，仅银河系中就有至少两千亿颗恒星，而宇宙中的星

系总数则是在几千亿颗以上！其中的行星也绝不罕见，从 1995年人类发现第一

颗系外行星起，到现在短短 20多年，就已发现了 4100多颗。根据这些数据，人们

根据概率论已经可以相当有把握地估算出，银河系内恒星周围的宜居带中存在

类地行星的概率约为 19%，也就是说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在银河系中至少有 400

亿颗。如果人类文明是唯一的，那么文明存在的概率就只有不到 400亿分之一，

这违背了概率论中的“小概率事件原理”。因此天文学家才能断定，我们银河系

中一定还存在其他文明。

当然，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天体生物学哥白尼原理”的直接数据

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地球。基于单个数据外推风险很大，因此上述结论也并不

绝对。虽然目前并不能完全确定需要考虑多少参量，不过从概率上来说，小概率

抵不过大基数，天文学家才会有把握地认为它是正确的。

36个类地文明？

有这3个限定条件

因为只有地球这一个数据点，英国诺丁汉大学天体物理学家汤姆·韦斯特比

和克里斯托弗·J·康塞利斯就以地球的形成环境和历史来限制地外文明的形成

条件，并推断“可交流文明”（掌握了无线电通信技术的文明）的数量。

首先，因为地球文明的诞生时间应该在 50 亿年左右，所以系外文明所在的

母恒星年龄必须要大于 50 亿年。其次，它应该诞生在像地球这么大、位于恒星

周围宜居带内的岩质行星上。第三，这个恒星系统要拥有足够的重元素，例如

铁、铜等金属元素，否则将无法发展出类地文明。

因此，他们给出了计算银河系中可交流文明数量的方法——N=N*·fL·fHZ·
fm·(L/t′)。其中，N*是银河系内恒星的总数；fL是年龄在 50 亿年以上的恒星比

例；fHZ 是拥有合适的行星系统的恒星比例；fm 是具有足够多金属元素的恒星比

例；L是可交流文明的平均寿命，即自文明有能力进行无线电通讯之日起到它灭

亡的平均时间；t′是（智慧）生命演化的平均可用时间。以地球为例，可以估算

为从恒星形成之后 50亿年起到今天的这段时间的平均值。例如，对一个当前年

龄为 80亿年的类地行星系统，其生命演化可用时间就是 30亿年。

根据最新的观测数据，并将限制条件按照强弱分成 12 个等级，他们得到了

如下结论：银河系中像地球这样的文明有 36个。

进化了50亿年的外星人？

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给出了银河系中类地球文明的数量下限，而且还进一步

计算出，距离我们最近的类地球文明，应不超过 17000光年。不过文中给出的公

式，让人不禁产生疑问：和德雷克公式相比，这个公式里有些参量可能并不独

立。例如银河系里恒星的平均金属丰度和平均年龄，即 fL和 fm可能就不是独立

变量，虽然相关性很小，对结果可能没有影响；同样 fHZ也未必和其他参量无关，

直接将它们的概率相乘或许并不完全准确，研究人员也并未对此在文中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此外，文中显示 t′=48±5.5 亿年，这意味着在银河系中的类地行

星上诞生的文明，他们的平均演化时间已有将近 50 亿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

银河系中将有大量地外文明已经比我们多进化了几十亿年！他们的文明程度将

难以想象。

总之，估算有多少外星文明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今后人们必将随着观

测数据的增加而给出更精确的估计。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研究员）

银河系中有多少个地外文明？

科学家算出了答案：36个！

李 鉴

类星体是宇宙中最明亮的天体，其中心黑

洞疯狂吞噬周围物质而发出极强的光芒。通

过长期的观测研究，天文学家确定早期宇宙的

类星体中含有超大质量黑洞。但这些黑洞是

如何在宇宙诞生不久就“成长”为超大质量黑

洞，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热门课题。

近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史都华天文台的

天文学家发现了早期宇宙中质量最大的类星

体，其拥有着一个 15 亿倍太阳质量的黑洞，相

关研究结果已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据 悉 ，这 个 新 发 现 的 类 星 体 被 正 式 命 名 为

J1007+2115，它是已知距离我们最远的也是最

老的类星体之一。

早期宇宙中的超大质
量黑洞困扰天文学家

类星体是目前已知宇宙中最活跃的天体

之一，也是人类观测到的最遥远的天体。“根据

目前的理论，类星体由超大质量黑洞驱动。在

黑洞吞噬尘埃、气体甚至整个恒星等周围物质

的过程中，大量的引力能被释放出来，部分引

力能转化为辅射，从而导致类星体的亮度可以

超过整个宿主星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教授刘四明表示。

J1007+2115 的红移数据显示，其发出的光

线经过 130.2亿年的“长途跋涉”才最终到达地

球。这就意味着，它至少在宇宙大爆炸后 7 亿

年前就已存在。

“宇宙一直处于膨胀的过程中，故而距离

我们越远的天体，其形成的时间越早。新发现

类星体的光谱分析，可以用来估计驱动其发光

的黑洞质量。”刘四明介绍道，“由于膨胀宇宙

中的光子红移现象，距离我们越远的天体，其

产生的光子在被我们探测到时波长也越长。

远处天体的辐射功率可以由观测到的辐射强

度和距离得到，辐射功率越大，黑洞的质量也

越大。”

如此古老且质量巨大的类星体，为研究人

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机会，或许能够解答

一个长期困扰天文学家的问题——为何宇宙

早期能够形成超大质量黑洞？

对此，曾有天文学家推测，宇宙中那些古

老的超大质量黑洞可能形成于早期宇宙中的

超大质量恒星。理论上来说，与黑洞的缓慢

“成长”不同，恒星在形成时能以更快地速度

获取质量，所以在早期宇宙中大质量恒星更容

易形成。当这些巨大的恒星坍缩时，便形成了

一个古老且质量巨大的黑洞。不过，截至目

前，天文学家并未在早期宇宙中发现这样的超

大质量恒星，这一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新发现或动摇黑洞是
恒星死亡产物理论

古老的类星体对研究早期宇宙至关重要。

根据目前的宇宙模型，早期的宇宙是一团

“高度均匀的火球”，充满着氢与氦。随着宇宙

不断膨胀，宇宙的温度逐渐降低，使得原本的

电离气体变成了中性气体而失去了发光的能

力，宇宙逐渐冷却并进入“黑暗时代”。但是这

些冷却的气体在空间中并不是绝对均匀分布

的，气体较为密集的区域，最终在引力的作用

下坍缩形成了第一代恒星。第一代恒星和星

系的出现花了大约 3 亿至 4 亿年的时间，使得

宇宙开始逐渐升温。

可见第一代恒星和星系的形成都是如此

“费时费力”。

“目前主流的理论认为，黑洞是在恒星死

亡时产生的，而类星体又是由超大质量黑洞驱

动的。故而古老类星体的存在可以限制宇宙

中第一代恒星的最晚形成时间，并帮助我们了

解随后的黑洞成长过程。”刘四明介绍道，“换

句话说，类星体出现得越早，对现有主流宇宙

模型以及人们对黑洞产生和生长过程的认识

挑战也越大。”

“出现非常古老而巨大的黑洞可能会动

摇目前‘黑洞是恒星死亡产物’的理论。因

为从几十个太阳质量的黑洞成长成 15 亿个

太阳质量的黑洞需要很长的时间。”刘四明

解释道，“这可能会促使我们更新对早期宇

宙的认识。”

迄今质量最大类星体现身
宇宙早期的它或将改写黑洞形成理论

实习生 雷浩然 本报记者 张 晔

其实，这并非是天文学家第一次提及双

黑洞模型观点，数十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过星

系中心存在超大质量双黑洞的理论推测，却

一直没有在实际观测中找到“实锤”。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两个星系碰撞或合

并后可能会在星系中心形成超大质量双黑洞

系统。”陆由俊说。

天文学家此前已经观测到过很多次两星

系碰撞或合并，表明这种现象并不罕见，甚至

在宇宙早期发生的频率会更高。例如，此前

《自然》期刊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成果，研究

人员一次性发现了数个星系合并的例子，星

系中心黑洞也在相互靠近。虽然目前尚未形

成真正意义上的单星系双黑洞系统，但经过

早有推断却缺乏观测“实锤”
双黑洞以较高角速度相互绕转，会将靠近的恒星“踢走”，导
致星系中心的恒星密度变低

一个星系一个星系““怀抱怀抱””两个大黑洞两个大黑洞
是种怎样的体验是种怎样的体验

未来长时间的演化，终将会形成双黑洞。

如果星系中心真的存在超大质量双黑

洞，会给星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陆由俊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双黑洞以

较 高 角 速 度 相 互 绕 转 ，会 将 靠 近 的 恒 星

“踢走”，导致星系中心的恒星密度变低。

观测方面，也会出现前文提及的相关电磁

信号周期性变化，其光谱各波段的能量配

比 和 发 射 线 轮 廓 变 化 也 会 与 单 黑 洞 星 系

有所不同。

他进一步指出，若想证实星系中心双黑

洞的理论推测，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通

过天文观测，找到单个星系中心存在两个亮

核，即两个黑洞，并分别伴有吸积盘、喷流等

典型的黑洞特征图像。

另一方面，学界推测星系中心超大质量

双黑洞在相互靠近、合并的过程中会辐射出

较强的引力波。2016 年，天文学家首次探测

到来自恒星级双黑洞合并的引力波信号。当

然，如果是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其靠

近、合并过程中释放的引力波能量就会比此

前观测到恒星级质量双黑洞的引力波高，但

频率更低。我国正在计划建设的空间引力波

探测设备，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探测星系中心

的大质量双黑洞并合。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真正让

所有人信服的星系中心超大质量双黑洞的案

例。”陆由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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