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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黑洞，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

其能够吞噬一切的巨大引力。想象一下，如

果在星际旅行时遭遇黑洞，将是一件多么恐

怖、绝望的事情。然而，对这个连光也无法逃

脱的“魔窟”，科学家们却想要从中“榨取”能

量，为我所用。

近期，一个国际研究团队通过物理实验，

尝试着去解答这个困扰科学家半个多世纪的

问题——我们可以从黑洞中获取能量吗？该

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自然物理学》期刊上。

实习记者 于紫月

1969 年，英国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

斯提出了一个从黑洞中获取能量的大胆猜

想，被称为“彭罗斯过程”。

黑洞其实是个大家族，可根据不同的分

类标准分成多种类型。如果根据黑洞的 3个

参量——质量、角动量和电荷分类，可将其分

为 4 类，即史瓦西黑洞，不带电荷且不旋转；

莱斯纳黑洞，带有电荷但不旋转；克尔黑洞，

旋转但不带电荷；克尔一纽曼黑洞，既带电荷

也会旋转。彭罗斯过程针对的就是后面两类

黑洞，即旋转的黑洞。

“彭罗斯过程是通过将一个物体丢入黑

洞的能层来获取能量。”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苟利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

能层是旋转黑洞的特有结构，位于黑洞

的边界——事件视界之外的一种结构。能层

具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性，能层中可以存在

负能量的粒子，这种负能量的粒子与黑洞转

动方向相反。苟利军解释说，彭罗斯过程中，

被扔进能层的物体或粒子在某些条件下被一

分为二，一部分被黑洞吸进去，而另一部分则

逃脱了黑洞。能量是守恒的，鉴于能层的特

性，如果被吸收的物质能量为负，逃逸的物质

能量则会比初时更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从

黑洞中获取了能量。

“彭罗斯过程提取的能量来源于黑洞的

转动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学系教授袁

业飞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逃逸

的物质能量增加，黑洞的能量必然减少，实际

上就是黑洞的旋转速度慢了下来，转动能有

所损失。可以预判，被吸入的物质旋转方向

必然会与黑洞的旋转方向相反。

黑洞不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无法简单

“抓”来一个仔细研究。因此，彭罗斯过程始

终是个猜想，没有人敢断言这个疯狂的想法

是否真能实现。

1971年，即彭罗斯过程提出 2年后，苏联

物理学家泽尔道维奇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检验

方法。他建议用能够吸收能量的材料制成圆

柱体，模拟旋转的黑洞，再向其发射光波。他

预言光波会被圆柱体“放大”，即转动的金属

圆柱体吸收负能量的光波，撞击圆柱体后出

射光波频率会增加，辐射总能量增加，即所谓

的超辐射。

然而，现有条件的限制又一次给科学家

泼了一盆冷水。

“如果要达到这一效果，必须让圆柱体

旋转的速率足够大，至少应与入射光波频

率数值相当。”袁业飞进一步解释，光波的

频 率 一 般 在 兆 赫 兹（MHz）或 吉 赫 兹

（GHz）。 这 意 味 着 圆 柱 体 一 秒 内 要 转 动

100 万圈甚至 10 亿圈，这是现实中的机械

马达无法实现的。

在此次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巧妙地利

用声波代替光波，模拟了这一实验，辐射的声

波果然被“放大”，增加的能量多达 30％以

上。袁业飞告诉记者，这是由于声波的频率

范围广，研究人员可以选用远比光波频率低

的低频声波，如此“黑洞替代品”的转速就能

降到人为可实现的速度。

“该研究实际上模拟的是彭罗斯过程背

50年前就有大胆猜想

“浩瀚的宇宙中，黑洞数不胜数。此前有

科学家估算过，质量大于 10倍太阳质量的黑

洞数目应该超过 1亿个。如果能将这些黑洞

都改造成能源‘补给站’，将是件非常震撼的

事情。”苟利军感慨道。

想象一下，漫长的星际旅行中，人们正因燃

料告罄而濒临绝望时，突然发现附近就有一个黑

洞。今时的恐惧届时将化为满腔欢喜——能源

问题迎刃而解，宇宙飞船“满血复活”，向着更

深的太空和更多的未知进发！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目前

由于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只能让“黑洞能源

站”的设想停留在科幻的世界里。

首先，“我们还不具备能够仔细观测黑洞

的高分辨率望远镜。如果连观测对象的本质

都没有搞清楚，谈何利用。”苟利军说。

“黑洞距离我们十分遥远，利用这一遥

远的天体‘发电’，目前还只是个概念，我们

很难设计一个具体的方法和过程。”袁业飞

坦言。

不过，未来总是充满未知，正如人们古代

的飞翔梦已经在现代成为了现实。“很多时

候，科幻会为科学埋下一颗种子，我们期待着

它能在未来生根发芽。”苟利军说。

未来或成星际旅行“充电站”

好奇心和想象力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一双

翅膀。虽然目前彭罗斯过程尚无法验证，但

这丝毫不能阻挡科学家对“榨取”黑洞能量的

执着追求。

“目前学者们提出了两种思路。”袁业

飞说。

一种是提取黑洞的转动能。当然，这一

思路针对的是旋转黑洞。根据能量守恒定

律，如果我们从中成功获取能量，黑洞的转速

将会降低，损失一部分转动能，就如彭罗斯过

程一般。

另一种思路是提取黑洞的引力势能。这

一思路对黑洞的类型没有要求，因为所有黑

洞都具有巨大的引力。日常生活中，如果从

高楼上扔下一个物体，物体的速度将越来越

快，这是重力势能转变为物体动能的常见例

子。黑洞也是如此，如果将处于等离子体态

的气体扔到黑洞里面，随着距离黑洞越来越

近，气体的运动速度也会越来越快，等离子体

中粒子相互碰撞，从而热化，辐射出携带能量

的光子。这种能量提取的过程，实际上是黑

洞的引力能转化为物体的动能，再转化为热

能，将能量从黑洞中“搬运”出来。这就是我

们通常所知道的黑洞周围吸积盘辐射的能量

来源。

袁业飞补充道，据估计，黑洞引力能的能

量提取率约为 5.7%。可别以为这样的效率

很低，要知道目前人们从核聚变中提取的能

量仅有 0.7%。根据爱因斯坦质能方程，1 克

物质通过黑洞的引力能转换后，获取的能量

理论上要高出其静止质量对应能量的 5.7%，

这一数值极为可观。

而对于提取黑洞转动能这一思路，其能

量提取率则可高达 43%左右。

“榨取”能量有两种方案

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

了一个新的项目，计划利用气球将一个 2.5 米

高的望远镜送入平流层，构建一个空中天文

台。任务小组最近完成了该天文台有效载荷

的设计，包括望远镜、科学仪器以及冷却和电

子系统等。项目工程师将开始对这些子系统

进行集成和测试，以验证它们的性能是否符合

预期。如果一切顺利，这个空中天文台将在

2023年底于南极升空。

气球相较于其他观测手段有何优势？未

来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古老的飞行器是否还

会继续存在于观测任务中？带着这些问题，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副

院长吴庆文教授。

保护地球的大气也是个障碍

地球表面有一层厚厚的大气，大气层有效

保护地球表面免受宇宙线、紫外线、太阳风粒

子等各种辐射的致命轰击，大气是孕育地球生

命的必要条件。

“然而，对于天文观测来说，地球大气却是

一个障碍。”吴庆文说。首先，由于地球大气对

电磁波的吸收、反射和散射等效应，导致宇宙

中很多电磁信号不能直接到达地球。少数波

段的电磁波能够穿透地球大气，这些波段我们

称之为“大气窗口”。目前地球上大气窗口主

要大气包括光学波段、近红外波段和射电波

段，然而对于远红外、毫米波、紫外线、X 射线

和伽马射线等几乎是不透明的。

吴庆文表示，每一扇窗口，都能带给我们

丰富的宇宙信息，所以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宇

宙，我们必须越过地球大气这个障碍。另外，

地球大气的湍流也会让天体的像出现闪烁现

象，导致图像失真。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地球大

气层对天文观测的影响，把望远镜放到大气层

之外是非常有必要的。

空间探测主要运载工具包括高空气球、

飞机和火箭等，其中气球是一种古老的飞行

器，已经有 200 多年的历史。宇宙射线的发现

就是 1912 年奥地利物理学家维克托·赫斯乘

坐气球进行实验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质量轻、强度高、性能先进的材料让探空

气球实现了大型化，并可以进入高空平流层，

极大地促进了大气科学、空间天文和宇宙射

线等观测研究。

“高空气球还可以进行空间载荷试验、遥

感实验、生命科学实验等。”吴庆文说，考虑到

空间实验对仪器的成熟度要求比较高，因为任

何问题都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而高空气

球探测则具有成本低、见效快、可重复等特点，

所以气球依旧是很多空间和大气科学实验的

理想搭载平台。正因如此，很多科学卫星搭载

的探测仪器都会先在高空气球上进行实验验

证。比如我国 2015 年发射的“悟空”暗物质探

测卫星和 2017 年发射的“慧眼”X 射线卫星中

相关仪器都在一些气球飞行实验中进行了前

期验证和测试，技术成熟之后才批复立项。

在过去几十年中，空间天文学取得了迅猛

发展，在大部分波段都有了空间望远镜。比如

光学波段的哈勃空间望远镜、X 射线波段的钱

德拉卫星和牛顿卫星、伽马射线波段的费米卫

星等。这些空间观测项目极大地拓展了人类

的视野以及对宇宙的认识。

在红外波段观测恒星

NASA 计划用气球将一个名为 ASTHROS

的望远镜，在 2023年左右送入平流层进行数周

的观测，其主要观测波段为亚毫米波到远红外

波段。ASTHROS 将是有史以来乘坐高空气

球的最大望远镜。该望远镜需要上升到 40 千

米的高度，这个高度虽然远低于一般卫星高

度，但是已经可以避免远红外和亚毫米波段的

大气吸收问题了。

吴庆文说，红外望远镜探测仪需要保持非

常低的温度，一般望远镜都会用液氦来冷却探

测器。ASTHROS 采用了新的方式，它使用太

阳能提供的电力来保持超导探测器接近零下

268.5摄氏度（接近绝对 0度），这个低温冷却器

的重量比传统的液氦冷却仪器轻得多，因此大

大减轻了有效载荷的重量，可以在平流层工作

数周。

“红外波段的光可以穿透尘埃的遮蔽，从

而可以看到一些光学波段看不到的低温天体，

因此红外波段一个重要的观测目标就是恒星

以及恒星形成区，比如科学家经常利用红外波

段来观测尘埃密布的银河系中心区域。”吴庆

文说。

因此，ASTHROS 的主要科学任务也集中

在恒星物理上，其携带的仪器可以用来测量新

形成恒星周围气体的运动和速度。通过气体

密度、速度和运动的三维信息揭示大质量恒星

和超新星爆炸产生的星风物理，从而了解恒星

的反馈过程，即恒星死亡时的猛烈爆发驱散了

周围的星际介质，这可以阻止恒星的进一步形

成。ASTHROS 还将观测长蛇座 TW 周围的

尘埃和气体质量和分布，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

认识恒星周围行星的形成过程，如帮助理解太

阳 系 八 大 行 星 的 形 成 机 制 等 。 因 此 ，

ASTHROS 将可以给人类带来丰富的恒星物

理信息。

吴庆文说，实验如果成功，科学家将继续

发射卫星或采用更大的探测望远镜进行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

40千米高空，科学家要放个气球当天文台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 讯 员 王潇潇

后的物理本质，并不代表彭罗斯过程真能实

现。因为黑洞离我们很遥远，无法在现有条

件下用黑洞做实验去验证。”袁业飞表示。

正如研究人员所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并

没有使人类在从旋转黑洞中提取能量的道路

上更进一步。

都说黑洞都说黑洞““一毛不拔一毛不拔””
科学家却想从中科学家却想从中““榨取榨取””能量能量

每个人的出生日期都有公历和农历两个“版本”。除了出生当年，人们的公

历生日和农历生日并不重合。这让人们可以吃两次生日蛋糕，享受“双倍”的生

日快乐。但也有人有疑问，公历生日和农历生日什么时候能“合二为一”呢？

每过一次生日，我们就年长了一岁，这代表着地球又带着我们绕太阳转了一

圈。这一圈所花的时间，天文学上叫回归年，约为 365.2422天。它是制定历法的

基础，所有的历法都要保证历年的长度和回归年相当。我国的农历属于阴阳合

历，农历的月是按照月相变化的周期（称为朔望月）来确定的，小月 29天，大月 30

天，平均起来与朔望月的长度相等，为 29.5306天。农历的一年分为平年和闰年，

平年包含 12 个月，根据大小月的不同，年长为 353—355 天。为了让农历年的平

均长度和回归年一致，人们需要在某些年份添加一个闰月，这就是闰年。闰年的

长度为 383—385天。平均而言，每 19个农历年中需要设置 7个闰年。

公历的平年是 365 天、闰年是 366 天，平均起来一年是 365.2425 天。这和回

归年的数值 365.2422天非常接近，可见公历是一个相当精确的历法。

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公历年的长度几乎不变，而农历年的长度变化很大，这

就使得一年当中的公历日期和农历日期并不能保持相对固定，所以我们的农历

生日和公历生日也就常常不在同一天。农历的某一天所对应的公历日期，可以

前后浮动 30 天左右。例如 1901 年到 2099 年间农历正月初一的日期，最早出现

在 1 月 21 日，最晚出现在 2 月 20 日。同样，2000 年到 2099 年间公历 10 月 1 日所

对应的农历日期，最早对应于八月初八，最晚对应于九月初九，前后浮动也是 30

天左右。我们据此可以大致估计出大概每 30 年会有一次公历和农历生日重合

的机会，也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有 2次机会。当然，由于农历和公历日期之

差在 30天内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这种估计并不太准确。

历法专家给出了一个更准确的估计方法：考虑到 19 个农历年的长度

（6939.69日）和 19个公历年的长度（6940天）几乎相等，所以每过 19年，农历和公

历几乎会回到同一“起跑线”。但农历的大小月并不固定，再加上公历置闰的设

置，19年后经常会有一天（最多两天）的出入。例如 2000年 10月 1日是农历九月

初四，2019 年 10 月 1 日是九月初三，并未重合。这时我们可以查询相隔 19 年的

整数倍年份，发现 2038 年和 2057 年 10 月 1 日的农历日期也都差了 1 天，但 2076

年 10月 1日又回到了农历九月初四。

当农历生日与公历生日出现在同一天时，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生日重合。

根据公元 2000年到 2100年间 10月 1日的农历数据进行粗略统计，我们可以发现

大约 80%的生日重合现象都发生在与 2000 年相隔 19 或 19 的整数倍的年份。还

有 10%的情况是相隔 11年。例如 2020年 10月 1日是农历八月十五，在 11年后的

2031年，二者也将重合一次，再下一次则要等到 57年后的 2077年了。这是因为

在 2020年到 2031年恰好出现了 7个农历平年和 4个农历闰年，其总长度和 11个

公历年几乎相等。但相隔 11的倍数的年份，又都不会再重合了。还有一种更少

见的情况是 46 年周期，在此次统计中，公历生日与农历生日在同一天的概率只

有约 6%。

根据这个统计，如果人们活到 76 岁以上，大约有 80%的人一生中能有 2 到 3

次公历与农历生日重合的机会；大约 3%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赶不上一次，还有约

6%的人一生只有 1次。例如 1980年 10月 1日（农历八月二十三）出生的人，直到

2067 年 87 岁（19×4+11）才能碰上一次公历与农历生日重合；最后，还有大约

10%的幸运儿可能有 4次生日重合。例如 1999年 10月 1日（农历八月二十二）生

人，2018、2037、2056、2075每个 19年都没落下。

读者朋友不妨查查看，自己能碰上几次呢？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研究员）

公历生日和农历生日“合二为一”

这样的经历你一生会有几次

李 鉴

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迈克尔·韦和安东尼·德尔·
杰尼奥共同提出了一套金星演化框架，这套框架整合了多种地形特征以及不同

日照情况。相关论文发表于《地球物理学研究杂志：行星》杂志。该研究表明了

金星在演变为如今极端的“地狱模式”前，如何在近 30亿年的历史中保持着宜居

的环境。

很多科学家推测，一开始金星就处于极度干燥的状态，从未出现过液态水。

在太阳系刚刚形成时（大约 45 亿年前），金星已经是距离太阳第二近的行星，它

所接收的太阳光足以使任何气态水都消散在太空中；此外，宇宙辐射也会阻碍生

命的形成，就像早期地球的情况一样。迈克尔·韦解释说，如果没有出现其他因

素缓解这些问题，“什么都无法存在”。而他和杰尼奥认为，确实可能存在一个这

样的因素——一片巨大的云层，这种云层是在行星演化的早期生成的。

与地球不同，金星不是每 24小时自转一周，它绕自轴旋转一周需要 243个地

球日，极为漫长。另外，它绕太阳公转的时间也和自转时长类似，为 225 个地球

日。因此，金星的一面长期暴露于阳光下，另一面则处于漫长的黑夜中。厚重的

大气层能轻松地将热量从日间的一面传到夜晚的一面，以此维持星球的温度。

但在此次研究模型中，向阳面出现了一片巨大的云层，它充当了阳光的防护盾，

反射了阳光，还将气温冷却到足以生成液态水的程度。

很多研究人员都考虑过金星一度十分宜居的想法。新发布的模型虽然也表

明金星曾经十分宜居，但却与传统理论不同，研究人员认为金星可能是经过一系

列的演变，才沦为今天我们所见的“地狱熔炉”。

此次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机制。通过对比远古地球的情况，我们或许能更

好地理解这一机制。大约在 2.5亿年前，地球上的地壳出现了很深的裂痕，地下

的岩浆涌出地表并向大气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气体。96%的海洋生物以及 70%

的陆生生物死于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灭绝事件。在随后 100 万年的时间里，火

山爆发吐出了至少 10万立方千米的熔岩。

尽管在地球上并没有多个喷发事件同时发生的情况。不过，科学家认为多

场巨型火山喷发事件没理由不能同时发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金星上，释放出

的二氧化碳将把这颗星球变为炎炎地狱。

研究人员认为，正是如此大规模的火山持续喷发，才使金星表面覆盖了大量

火山岩，变成如今的模样。

但也有许多科学家认为，金星从来都不适宜生物生存。有科学家表示，直到

探索金星的飞船返航前，我们都可以用模型来做研究。但仅仅靠模拟结果并不

能论证什么，因为我们必须对模型的结果进行验证。

美国莱斯大学地球物理学家阿德里安·列那迪奇表示，如果这种情景是成立

的，则说明类似金星的星球实际上存在孕育生命的潜力，我们在搜寻的过程中不

能忽略它们。 （据《环球科学》）

金星或曾宜居

大规模火山喷发改变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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