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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宇宙中，黑洞犹如一只吞噬猛兽，没

有任何物质能从它的巨大引力“魔爪”中逃

脱，就连光也不例外。

近日，有研究团队提出，超大质量黑洞周

围存在类似围绕恒星运转的行星。这类行星

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普遍存在？它们又是如

何被发现的？这些行星上是否有生命存在？

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华中科

技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吴庆文教授。

在 黑 洞 附 近 发 现 行 星 并 非 一 次 偶 然

之举。

人类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吗？为回答这

个问题，科学家不断搜寻系外行星。2019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三位获奖者中，就有两人是因为

在系外行星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而获奖。

截至目前，我们已发现 4000 多个系外

行星。

“系外行星是当前天文学最热点和最前

沿的研究领域之一，科学家主要是在类似太

阳这样的恒星周围寻找。”吴庆文说，寻找更

多系外行星，有利于理解太阳系形成、地球演

化史及生命起源等谜题。

近日，日本研究团队表示银河系中心黑

洞周围也可能存在大量行星，这一新观点顿

时引爆学术界。

吴庆文介绍，此前科学家利用阿塔卡玛

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望远镜阵列（ALMA），

观测到类似早期太阳系的形成过程。首先是

气体和尘埃在自引力作用下坍缩形成恒星；

随着时间推移，恒星周围的盘状气体、尘埃等

会逐渐聚集形成更大团块，并进一步凝聚，逐

渐形成行星。

日本天文学家提出，气体和尘埃并非年轻

恒星独有，在星系中心黑洞周围也存在着大量

气体和尘埃，其质量可以比原恒星盘大数十亿

倍，像银河系中心黑洞这样黯淡、寒冷的超大质

量黑洞或许也是孕育行星的理想场所。

冰的形成以及更多气体和尘埃等的凝

结，是形成行星的关键条件。吴庆文说，黑洞

周围气体盘中，离黑洞越近气体温度越高，但

在一定距离之外，温度足够低，能够让一些水

变成冰。经计算，对于银河系中心这种 400

万倍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来说，距离黑

洞大约 10光年，就足以让尘埃和水等气体凝

结，并形成几倍到几千倍地球质量的行星，这

类行星被称为黑洞行星。

生活在黑洞身边，黑洞行星多少有些“担

惊受怕”。黑洞拥有强大的引力，在视界范围

之内连光都难以逃脱，即便在稍远一点的地

方，黑洞周围强大的潮汐力也可能将天体撕

碎。这听上去非常恐怖，但随着距离进一步

增大，黑洞引力将会迅速减小，在一定距离以

外（约几光年），炙热气体的运动几乎不再受

黑洞引力控制。所以，黑洞行星的形成条件

已决定它不会被黑洞吞噬。

遥远的距离，正是黑洞行星形成壮大的

温床。

距离决定黑洞行星能否“降生”

“高楼般大小”“与地球擦身而过”……近

日，又一颗小行星因飞掠地球刷屏。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此前发布消

息称，2011ES4号小行星于北京时间 9月 2日飞

过地球，其直径为 22米至 49米，最快速度可以

达到 8.16公里每秒，离地球最近时与地球之间

的距离为 12万公里左右，不到地球与月球距离

的三分之一。

“看到小行星靠近地球的消息，媒体和大

众往往很激动，而科学家一般显得比较‘淡

定’。从相关信息来看，2011ES4号小行星很可

能只是和地球擦肩而过，另外它的个头非常

小，即使落到地球上，也会在大气层里被燃烧

掉，几乎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中国科学院国家

空间科学中心助理研究员王铮博士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小行星个头差异大

小 行 星 撞 地 球 ，不 仅 出 现 在 科 幻 电 影

里，也曾发生在真实世界里。地球上一些巨

大的陨石坑，就是它们当年造访地球时留下

的印记。

据推测，约 6500 万年前，一颗直径在 10—

30 公里的小行星以每秒 20—40 公里的速度一

头扎进了地球的“怀抱”。这次异常猛烈的撞

击，导致地球长时间灰尘蔽日，生物史上的一

个时代就此结束。

和直径在 10—30公里的小行星相比，直径

为 22—49 米的 2011ES4 号小行星的确是个“小

不点”。有人可能会好奇，都是小行星，为何体

积差异这么大？

王铮解释说，最早的类星体是先形成较

小的核，然后通过吸积集聚周围物质逐渐变

大。在这个过程中，行星星子不断碰撞聚合，

形成大小不一的行星个体。其中，有些行星

的尺寸不断加大，把所在轨道的绝大多数天

体吸附在自己身上，比如太阳系八大行星；但

也有一些天体因为所处区域的温度等因素，

没能成长到足以集聚和清空轨道附近的所有

天体，遗留下大量的小天体，形成小行星群，

它们在偶然的引力扰动下离开轨道去往其他

区域；还有一些天体在互相碰撞中产生新的

碎片，这些碎片也大小不一，自然个头也就不

尽相同。

近地小行星有3种类型

据统计，目前已经发现了 140 多万颗小行

星，而这很可能只是所有小行星中的一小部

分。约 90%已知小行星的轨道位于小行星带。

“事实上，大家最关心的是那些运行时可

能离地球轨道很近的小行星，也就是近地小行

星。”王铮介绍，总的来说，近地小行星主要分

为 3类：阿莫尔型小行星、阿波罗型小行星和阿

登型小行星。2011ES4号就是一颗阿波罗型小

行星。

阿莫尔型小行星，以小行星 1221 的名字

“阿莫尔”来命名。这些小行星的近日点均在

地球轨道以外，介乎 1.017 至 1.3 个天文单位

（AU，约为 1.496 亿千米）之间，它们的远日点

更远，总的来说不会威胁到地球。

阿波罗型小行星的命名来源于第 1862 号

小行星阿波罗。1932年，小行星阿波罗被发现

时，距离地球不到 0.07AU。这群小行星，它们

轨道的近日点都在地球轨道之内，而远日点都

在地球轨道之外，轨道往往与地球轨道有交

叉，也是最危险的一群小行星。

以第一颗被发现的小行星“阿登”来命名

的阿登型小行星，它们的轨道始终在地球轨道

以 内 ，也 就 是 说 即 便 远 日 点 的 距 离 也 小 于

1AU。

严密监视预防潜在威胁

什么样的小行星对地球具有潜在威胁？王

铮 介 绍 ，当 它 与 地 球 轨 道 之 间 的 距 离 小 于

0.5AU，且它的直径不小于 150 米时，会被认为

是具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这些小行星可能会

由于各种因素导致轨道改变，从而撞向地球。

如何预防来自小行星的侵扰？科学家一

直在寻找对策。目前全球已建立近地小行星

观测网，寻找并监视一些有潜在威胁的小行

星，往往能提前数月甚至数年预判它何时会接

近地球。

与此同时，一旦威胁真的来临，也有着主

动出击的计划。比如，欧盟提出了防御小行星

的“近地轨道防护盾”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

导弹炸毁、引力牵引和主动碰撞等多种手段，

防范近地小行星撞击地球。

“事实上，多个卫星和望远镜一直在密切

监测着近地小行星的一举一动，如果有威胁较

大的小行星出现，也可以通过发射导弹来进行

主动防御。因此大可不必为小行星撞地球这

样的小概率事件而感到担忧。”王铮说道。

一颗高楼般大小的小行星与地球擦身而过，专家表示——

小行星差异大，对地球威胁各不同

本报记者 唐 婷

黑洞也能孕育行星黑洞也能孕育行星
但在上面寻找生命有点难但在上面寻找生命有点难

吴 岩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讯员 王潇潇

吴庆文说，宇宙存在数千亿个星系，每个

星系又存在数千亿颗恒星，因此类地行星必

然存在，黑洞行星或许也应该普遍存在。因

距离遥远，人类对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

周围的行星进行直接探测，还存在巨大困难。

或许另辟蹊径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此前，日本鹿儿岛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

惠田敬一认为，现代天体物理学发展显现出

一种倾向，即向不习惯的、出乎意料的、甚至

仿佛是不可能的方向发展。

另辟蹊径寻找类地行星

“人类作为生活在行星上的智慧生物，一

直对围绕其他恒星绕转的行星有着浓厚兴

趣。”吴庆文介绍，宇宙存在活动星系核、低光

度星系核和 X 射线双星等不同的黑洞系统，

根据惠田敬一团队的研究模型，生命周期较

短、光度相对较低的活动星系核周围一般会

出现黑洞行星。

一般而言，对于常见的围绕恒星运转的

行星系统，形成恒星后，尘埃和气体会在新生

恒星周围原行星盘中冷却，尘埃会凝结聚集

成更大的颗粒，在碰撞和压缩中形成小行

星，小行星之间相互碰撞形成更大尺寸的行

星胚胎，最终经过不同的物理过程形成不同

的行星，如类似木星的气体巨行星，或类似地

球的岩石行星。

与恒星一样，黑洞也有类似的培育行星

的“育婴室”。吴庆文说，超大质量黑洞一般

位于星系中心，通过吸积物质向星系提供能

量。吸积是一种致密中心天体通过引力作用

捕获周围介质的高效率过程，被吸积的物质

由于带有初始角动量而围绕中心黑洞旋转形

成吸积盘。除吸积盘外，黑洞周围还存在着

巨大的尘埃环，在吸积盘外区和尘埃环中的

物质与原行星盘存在一定相似性，以此为基

础考虑黑洞周围是否存在行星，十分合理。

惠田敬一团队的模型计算结果显示，最可

能形成的黑洞行星质量约是地球的几十到几

百倍，甚至有可能达到行星质量上限。在默认

两种行星平均内部密度相似的条件下，黑洞行

星半径最大可达到地球半径的十倍。

“生命起源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命题，黑洞

行星上是否有可能存在生命形态值得研究。”吴

庆文表示，生命很伟大，但也很脆弱，适宜、安全

的环境对孕育生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庆文指出，虽然星系中心超大质量黑

洞周围可以形成行星，但这类行星和恒星周

围行星有着较大的差异。

类似地球这种行星围绕类太阳恒星运

转，可以获得阳光滋润，黑洞行星未必具有这

个条件。虽然不排除黑洞周围可能形成类似

太阳系的恒星和行星系统，然而黑洞行星与

黑洞的距离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大很多，对

于形单影只的黑洞行星而言，不一定像地球

一样拥有阳光。

银河系中心黑洞辐射主要是在 X射线波

段，而太阳辐射主要是在光学波段，意味着黑

洞行星无法获得较好的日照。此外，超大质

量黑洞周围存在很多高能活动现象，这些高

能 X射线辐射或紫外辐射会将行星表面的大

气电离并吹走。火星表面大气极其稀薄，正

是因为其大气几乎都被太阳风剥离。

吴庆文说，生命存在需要特定条件，比如

适宜的温度、水等。行星形成后，根据中心恒

星的光度和与行星的距离，我们可以估算行

星的表面温度，判断其是否宜居。如果黑洞

行星是孤立的，很难具备上述条件。此外，考

虑到黑洞周围 X射线暴发、黑洞潮汐瓦解、中

心区域超新星爆发等高能事件，生命在这里

生存十分困难。

通常在搜寻地外生命过程中，会考虑行

星是否处在宜居带上，以及在恒星周围适宜

距离内，水是否能以液态方式存在，这样才有

孕育生命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黑洞行星中寻找生命

的迹象，除满足液态水存在条件外，还必须考

虑更多因素。如果在星系中心区域恒星等物

质相对密集，黑洞行星很容易受到一些灾难

性事件的影响，例如星系中心黑洞活动产生

大量的高能射线、部分近距离的恒星被中心

超大质量黑洞瓦解等，这些高能天文事件可

能每几千年就会出现，这将给黑洞周围行星

生命带来毁灭性打击。

吴庆文说，目前关于黑洞行星的一切均是

初步探究与计算，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黑洞这一

现代天文学“魔主”的神秘面纱终将被揭开。

“在黑洞附近探寻生命迹象的可能性难

以预料，但如果我们永远不去探索，可能性就

是零。”吴庆文表示，探索星际本应如此，尽管

人类还无从得知黑洞行星上是否有可能存在

生命。

“夹缝”中寻找地外生命

初入九月，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逐渐变凉。地球上的温度变化万千，宇宙中不

同天体的温度又如何？

就人们的直观感受而言，温度就是物体的冷热程度。从微观层面看，物质都

是由分子或原子组成，这些分子永不停息地做着无规则运动。虽然我们看不见

分子的运动，但用手触摸时能感受到物体的冷热，其实就是分子热运动剧烈程度

的体现——分子平均热运动动能大的温度就高，反之温度就低。

日常生活中，人们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温度计来测量温度。而对遥远的宇宙

天体，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温度呢？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温度

不同波长的光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蓝光的波长较短，红光的波长较长。早在

战国时期，《考工记》就记载着“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

后可铸也”，即随着温度的升高，火焰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到“炉火纯青”的时候

温度最高。

恒星的发光机制和炉火不同，但颜色与温度之间也存在着相关性。温度越

低的恒星，颜色越偏红，例如红矮星表面只有两三千摄氏度，比邻星就是如此；温

度越高的恒星，颜色越偏蓝，例如蓝超巨星的表面可达数万摄氏度。

通过光谱测量，天文学家能够知道恒星在不同波长上辐射的光线强度，并且

按波长画出辐射强度的分布曲线。一般来说，曲线的峰值波长（也就是辐射强度

最大处的波长）决定了恒星的颜色。例如，太阳辐射的波峰在 555 纳米，为黄

色。不同温度的恒星具有不同的峰值波长和分布曲线，从热辐射规律就能推算

出它的表面温度，我们称之为有效温度。天体中还存在非热辐射过程，例如星系

团内热气体的热韧致辐射，它们的温度可以用其他方法获得。

恒星中心的温度要比表面高得多，是宇宙中最热的地方之一。我们地球内

部的温度大约为 6200 开尔文（以下简称开），比太阳表面温度（5800 开）略高一

点，但是太阳内部的温度高达 1500万开。质量最大、燃烧最快的恒星，核心温度

可达 2 亿开以上。可与之相比的，是星系团中在各个星系之间弥漫着的热气

体。它们往往具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开的高温，产生如此高温的原因可能是被星

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喷流和星系风等加热。

除此之外，当天体爆发和碰撞时，也可以达到更高的瞬时温度。例如大质量

恒星死亡时爆发成为超新星，中心和膨胀壳层的温度可达到数百亿开。中子星

碰撞的瞬间，外层温度更可高至几千亿开！宇宙中最重的元素，例如金、锶、铀

等，就是在这些极高温过程中产生的。

人类创造的最高温度，是 2012 年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撞出的 5 万亿开超

高温。虽然只有一瞬间，但已经非常惊人了。今年 4月，我国的“人造太阳”——

“东方超环”首次实现 1亿摄氏度运行近 10秒。

地球5000光年外温度接近绝对零度

宇宙中的温度最高能达到多少呢？按照现有理论，宇宙中的最高温度被称

为普朗克温度：超过 1032开，即 1 亿亿亿亿开。它是最重的微观粒子以光速运动

时所表现出来的温度，是正常物理过程不可能达到的温度上限，或许只存在于宇

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

理论上最低的温度是绝对零度，也就是 0开尔文，即零下 273.15摄氏度。当

分子的热运动不断减弱时，物体温度就会不断降低，分子完全静止不动时，温度

就达到了最低，被称为绝对零度。不过根据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分子的运

动不可能完全静止下来，所以绝对零度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实验室里，物

理学家通过激光冷却和磁冷却手段，可以将稀薄的原子气体冷却到绝对零度以

上约十亿分之一开。2018 年国际空间站上的冷原子实验室甚至将冷原子降温

到了百亿分之一开！此时原子移动非常缓慢，可以用来研究超冷原子的特异量

子特性。

宇宙中已知的最低温地区，是距离我们 5000 光年的半人马座旋镖星云

（Boomerang nebula）中心附近，那里的温度仅为 1开左右。这可能是因为其存在

一颗伴星，使得它外层物质的抛射速度达到了正常值的 10 倍，将温度降至极

值。当然这一低温只是暂时的，它最终将升至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等温。

有很多文章都提到，太空中每立方厘米最多只有几个粒子，基本上就是真

空，在这里温度这一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那么假如我们把一个理想的温度计

放入太空，读数会是多少呢？没人做过这个实验，所以还没有确切答案。不过我

们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和规律做个推断。

在恒星之间广袤的星际空间里，遍布着稀薄的星际气体和尘埃。它们的数

密度极低，像地球体积这么大的范围内，所有的星际介质拢在一起还不如一个骰

子大。所以几乎不会有星际介质微粒和温度计发生碰撞并传递能量，温度计永

远也测不出这些粒子的温度。但是温度计自身也是由大量微观粒子组成的，也

会辐射电磁波并损失热量。它的温度会慢慢降低，直到最后和宇宙微波背景辐

射达到平衡，定格在 2.73 开。宇宙微波背景，是宇宙大爆炸早期诞生的高能光

子，随着宇宙的膨胀和冷却，这些光子现在已经被拉长到了微波波段（波长在

0.3—75 厘米之间），成为遍布整个宇宙的“背景辐射”。和测量恒星的表面温度

类似，人们测出了背景辐射的光谱分布曲线，求得它的温度为 2.73开。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无处不在，在远离恒星等热源的宇宙空间中，它的温度可

以视作空间本身的温度。空间中的其他粒子，例如星系团内的热气体等，可以具

有极高的运动速度，以温度衡量其能量的话，可以高达上亿开。可见同一片空间

中，极低温与极高温是同时共存的，可谓名副其实的“冰火两重天”。当然我们需

要从微观粒子能量的角度来看待这里所谓的温度，也不会像触摸宏观物体一样

感受到它们的冷和热。如果把一个小铁块放到这样的空间中，它并不会被融化

乃至气化。实际上基本没有粒子会撞上铁块，它只会缓慢地通过热辐射降温至

2.73开，那些稀薄的高温气体对它毫无影响。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研究员）

入秋后凉意袭来

你知道宇宙中最低温度是多少吗

李 鉴

半人马座旋镖星云半人马座旋镖星云 NASA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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