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点追踪

我们所在的太阳系中，太阳是唯一的主角，

绝大部分天体都围绕着太阳运转。但如果说太

阳其实不是“独生子”，在其诞生之时很可能有

一个“孪生兄弟”，这个画面让人难以想象。

8 月 20 日，有媒体报道称，太阳系外围物

质的奇怪特征，让科学家推测，或许在很久以

前，太阳有一个“孪生兄弟”，这个“兄弟”或许

能帮助科学家寻找第九大行星。

太阳系真的有个“兄弟”吗？科学家根据

哪些线索提出这一可能性？如果地球真的拥

有 2个太阳，人类将会过着怎样的生活？

双星不罕见，寻找失散
的“孪生兄弟”却很难

太阳诞生之初是一个双星系统？这并非

是什么奇特的事情。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学院副教授张曾华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不止太阳如此，其实大多

数恒星都诞生于双星系统，而且质量越大的恒

星诞生于双星系统的概率越高。“这是因为恒

星的形成始于巨大的气体云，气体云的收缩会

形成很多有着不同运动速度的恒星。经过数

亿年，它们分别流浪到星系的不同角落。如果

两颗恒星在诞生后运行距离较近，它们之间的

引力足够强，彼此相互俘获，就形成了双星系

统。”张曾华表示。

假如太阳真的诞生于双星系统，为何如今

看不到第二个太阳呢？张曾华解释道：“当双

星系统中两个伴星相对距离越远，其引力结合

能也就越弱，且在其长期运行中，也越容易受

到星系潮汐力以及其他大质量天体的扰动而

分离。”所以即便太阳真的在 50 亿年前曾经有

一个远距离的伴星，也早已相忘于银河了。

张曾华表示，想要寻找太阳“孪生兄弟”基

本不可能，因为它很可能早已流浪到银河系的

某一个角落，而从质量、年龄以及金属丰度等

特征来看，银河系中与太阳类似的恒星数不胜

数，寻找太阳“孪生兄弟”无异于大海捞针。

既然如此，为何科学家又能得出太阳有个

“孪生兄弟”这一推测呢？

在太阳系外围，科学家推测有着一个黑

暗、冰冷的云团包裹着太阳，被称为奥尔特云

（Oort Cloud），这里被称为彗星的故乡。目前

的太阳系形成模型很难解释我们对奥尔特云

内天体的观测结果，这一未解之谜长期困扰着

天文学家。

此次研究计算结果显示，如果太阳一直是

颗单星，那么奥尔特云中的天体数目与观测结

果有着显著的差距，但如果太阳有一个相距

1500 天文单位（AU，一个天文单位约为 1.496

亿千米）的等质量伴星，模拟后奥尔特云中的

天体数目就与观测结果相匹配，这就给太阳曾

经存在一个“孪生兄弟”提供了强有力的间接

证据。

距离产生“美”，双星
“威力”取决于很多因素

在小说《三体》中，三星系统下生存环境变

得极为苛刻。双星系统也是如此吗？“两个太

阳”下的地球会怎样？是否还有孕育生命的可

能性？

张曾华表示，即便太阳真的诞生于一个双

星系统，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影响。在此

次研究中，研究人员推测当时太阳伴星距离太

阳 1500AU，也就是说它与地球的距离比地球

到太阳的距离还要远 1500多倍，光辐射比太阳

辐射弱 200 多万倍，几乎不会对地球生物产生

影响。

如果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时代，在地球的我

们抬头仰望，这颗太阳“孪生兄弟”的星视等接

近-11 等，几乎和每月初九的月亮相当，即使

在白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到了夜晚它便是星

空中最耀眼的“明星”。

当然并非任何双星系统对生命都会如此

温柔。张曾华表示，双星系统对于行星宜居性

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双星之间的距

离、伴星的光度以及辐射活跃程度等。一般来

讲，相对距离较远的双星系统对于它们周围的

宜居行星及其行星上的生命形成不会产生较

大的影响。

当然，此次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

究行星系统的新样本，同时也为第九大行星的

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长期以来，围绕太阳系“老九”的研究与推

测层出不穷。到目前为止，太阳系是否拥有第

九大行星仍然是个谜团。第九大行星从何而

来？一个主流的推测便是被太阳系“捕获”

的。假设太阳曾经有颗等质量伴星，双星系统

捕获第九大行星的概率就会高很多，因为太阳

和它的“孪生兄弟”可以通过更加强大的引力

“捕获”靠近这两颗恒星之一的天体，这也能够

更好地解释奥尔特云的种种奇怪特征。

太阳或曾有“孪生兄弟”，第九大行星与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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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了不可能存在的黑洞！”这

几天，相关话题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热议。

9 月 3 日，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激光干

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与位于意大利的室

女座引力波天文台（Virgo）携手探测到了一

个约为 142 倍太阳质量的中等质量黑洞，这

也是科学家首次探测到中等质量黑洞。据

悉，该黑洞由两个质量约为 85倍太阳质量和

65 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并合而来，其损失的等

同 8倍太阳质量的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在宇

宙中扩散开来，引领着我们发现了这一“不可

能存在的黑洞”。

“近几年，科学家已不止一次通过引力波

探测发现双黑洞系统。此次中等质量黑洞被

发现，有助于天文学家破译超大质量黑洞成

因，使黑洞研究更具系统性。”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苟利

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1916 年，德国科学家卡尔·史瓦西求得

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场方程的一个精确解，

为黑洞的存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任

何物体只要被压缩到某个临界半径，就会坍

缩成奇点，极端扭曲周围时空，形成强大引力

场，在一定范围内，连光也无法逃脱。

时至今日，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不少黑

洞，根据质量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三大类：质

量为数倍到 100 倍太阳质量之间的恒星级

黑洞，质量为一百万至数十亿倍太阳质量的

超大质量黑洞，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等质

量黑洞。

学界的一种看法是，超大质量黑洞由质

量更小的黑洞逐渐并合演化而成。若这个演

化过程是个连续的过程，那么理论上中等质

量黑洞就应该是其中的中间状态。

“2012 年，曾有天文学家利用位于澳大

利亚的射电望远镜观测到了超级炽热气体

的爆发，认为该爆发由一颗中等质量黑洞

发 出 ；2015 年 ，有 天 文 学 家 宣 称 对 NGC

2276 星系进行观测时发现了一个中等质量

黑洞……很遗憾，不少这类发现均未得到

进一步证实。”苟利军介绍道，黑洞的探测

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比如要在它产生比

较明亮的电磁辐射或有较大喷流的时候才

能探测到。

“目前人类探测到的黑洞只是宇宙中众

多黑洞的冰山一角。理论上，仅在银河系中

就有上亿个恒星级黑洞，但直到现在真正得

到确认的只有数十个。”苟利军说。

苟利军解释说，黑洞自身不产生电磁波，

因而无法直接被探测到。目前探测黑洞只能

通过黑洞周围的一些辐射现象，比如距离黑

洞较远的气体在靠近黑洞的过程中与黑洞相

互摩擦，会产生较强的辐射，我们就可以利用

电磁探测方式来间接地探测到黑洞。

曾有多次发现均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本报记者 张 晔

一个不到一个不到00..11秒的信号秒的信号
也许能帮人类厘清黑洞成长历史也许能帮人类厘清黑洞成长历史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引力波又被称为时空的涟漪，是因为时

空受引力扰动后，这种扰动会像水波一样向

外以光速传播。引力波带来的效果之一就是

使两点间的距离有规律地振荡。

“通过精确测量地球上两点间距离的变

化，LIGO 就能探测到引力波。”苟利军解释

道，因为双黑洞系统通常不会产生引力波之

外的其他任何信号，所以引力波是目前探测

破译70多亿年前的引力波信号

双黑洞系统的唯一利器。

宇宙中的引力波分别可以通过地基的引

力波天文台、空间的引力波激光干涉天线、脉

冲星计时阵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极化等探

测到。精准探测引力波可帮助揭示黑洞、中

子星等引力波源的形成演化。

“ 本 次 发 现 中 等 质 量 黑 洞 的 LIGO 与

VIRGO 均是地基激光干涉仪引力波探测

器。”苟利军说，激光从探测器中间发出后会

一分为二，沿着两条几公里长的等长干涉臂，

被反射多次后又会重新聚到一起相互干涉，

干涉后信号的强弱可以被光子探测器观测

到。当来自宇宙深处某一波源的引力波信号

跨过时空抵达地球，经过干涉仪时两条干涉

臂的臂长会发生微弱但并不相同的变化，导

致干涉后的信号强弱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

化。通过测量这个变化就能够捕捉到引力波

信号的波形和大致的方向。

“中等质量黑洞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对引力波的追踪破译。引力波辐射分为高

频、中频、低频、甚低频和极低频 5 个不同的

波段，波长范围可从数千公里直至宇宙尺

度。研究人员需要根据探测结果中破译的少

量信息来建立假设。”苟利军说。

在此次研究中，研究人员在 2019 年 5 月

21 日探测到引力波信号 GW190521，信号持

续时间不到 0.1秒。他们通过拟合引力波形，

推算出它是 70多亿年前两个黑洞并合产生。

苟利军表示，相信在未来，地基引力波天

文台会探测到成百上千的双黑洞、双中子星

等并合引力波事件，帮助我们对这些天体和

系统形成演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长期以来，中等质量黑洞被科学界视

作超大质量黑洞的“种子”，其存在一直缺

乏天文观测的确切证据，但又具备重要的

理论意义。

2019年 11月，我国科研团队发现了一个

70 倍太阳质量的恒星级黑洞，并提供了一种

利用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巡天优势寻

找黑洞的新方法。这个恒星级黑洞远超理论

预言的质量上限，颠覆了人们以往对恒星级

黑洞形成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现的中等质量黑

洞也因“质量过重”受到部分科学家怀疑，他

们认为其中一个或两个黑洞并非像大多数恒

星质量黑洞那样由恒星坍缩形成。

“根据现有理论，坍缩恒星应该不能形成

质量约为 65 倍—120 倍太阳质量的黑洞，这

个范围被称为‘对不稳定质量空缺’。”苟利军

表示。对此，国外研究人员提出了分级并合

的可能性，即发生并合的两个黑洞之前均由

更小的黑洞并合而成。

根据 LIGO 团队的研究，中等质量黑洞

可能是由质量较小的黑洞并合形成，如果能

发现更多正在并合的中等质量黑洞，或许可

以解决关于超大质量黑洞的一个谜团，即它

们的起源。

大多存在于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其起源对科学家来说依然迷雾重重。学界已

有的理论认为仅含氢、氦两种元素的气体云

迅速收缩形成了超大质量黑洞。然而该理论

仅能解释部分在早期宇宙中的超大质量黑洞

起源，却很难解释目前观测发现的超大质量

黑洞数量为何多于预期这一问题。

据了解，尽管天文学家对引力波信号引

力波信号 GW190521的发现和中等质量黑洞

存在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但天体物理学家也

并不排除此次发现有其他可能性来源。

“毋庸置疑的是，就研究意义而言，本次

发现至少提供了中等质量黑洞通过并合形成

的一个证据。越了解中等质量黑洞，对于探

析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乃至衍生出更多相关

学说就越有裨益。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更多

观测数据来逐步实现。”苟利军表示。

可能是由更小黑洞并合而来

主持人：本报记者 张 晔

太阳系非常平坦，所有行星都在同一平面上运行。但并不是所有恒星系统

都是如此，尤其是围绕多颗恒星形成的行星盘。9月 4日，据国外媒体报道，天文

学家在观测猎户座 GW 星系时，发现该星系拥有一个变形、错位的行星盘。

猎户座 GW 星系拥有 3 颗恒星，研究人员利用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甚大望远

镜等对该星系进行了长达 11年的观测，发现 3颗恒星不在同一平面上运行，这就

导致了其行星盘并不平坦，而是弯曲的，且从行星盘内部（靠近 3颗恒星）剥离出

与行星盘错位的环。研究人员认为，3颗恒星相互冲突的引力破坏了行星盘，且

观测到的内圈环形状与数值模拟结果相匹配，更加印证了这一猜想。

研究人员认为，在错位环内形成的任何行星都将在高度倾斜的轨道上绕恒

星运行。由于宇宙中超过一半的恒星在诞生时拥有一个或多个伴星，这一最新

发现预示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未来：宇宙中可能存在许多未知的系外行星，它们在

非常倾斜和遥远的轨道上围绕恒星运转。

该研究成果已发表于《科学》杂志。

恒星间引力会让行星盘错位

银河系中的矮椭球星系（dSph）是寻找贫金属恒星的绝佳场所，对这些天体的

研究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早期银河系环境的理解。8月22日，一篇发表在物理学家

组织网的文章显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科研人员在人马座矮星系中发现

了18颗金属丰度极低的恒星，其中有一颗恒星的金属丰度甚至低于-3.0。

人马座矮椭球星系是银河系中最大的矮椭球星系，其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

4 亿倍。此前在人马座矮椭球星系中只发现了少数贫金属丰度的恒星，这主要

是因为该星系的恒星群中有一个突出的富金属成分。

在此次研究中，科学家利用位于智利的麦哲伦—巴德望远镜上的MagE摄谱仪

获得了这批恒星的中分辨率光谱数据，发现样本恒星中有9颗恒星的金属含量非常

低，但恒星的有效温度却显示它们并不富含碳。银河系光晕中的恒星在金属丰度下

降的同时，会表现出相对的碳增加，这类恒星被称为富碳低金属星（CEMP）。为何这

18颗恒星不属于CEMP？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由于恒星早期的化学演化依赖于恒

星形成的环境，但这一假设需要更高分辨率的光谱观测来证实。

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于预印本网站 arXiv.org。

18颗低金属丰度恒星现身半人马座

8 月 27 日，据国外媒体报道，西班牙天体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表示，此前

关于漩涡星系形成和演化的研究，可能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

大多数漩涡星系的外形是一个圆盘，其中恒星、气体和尘埃等以扭曲的旋臂

模式扩散开来，还有一个明亮的中央区域，被称为核球。区分这些特征对于研究

星系演化至关重要。

此前传统理论认为，圆盘的亮度从边缘到星系中心呈指数级增长。但一项

新的研究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研究人员利用一项新技术将核球从圆盘中分

离出来，并将这项技术应用于一些典型的漩涡星系样本中，发现其中三分之一的

星系核球下面的圆盘并没有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态势，甚至有一个较强的下降趋

势，这就意味着，圆盘中恒星发出的光对星系中心整体亮度的贡献较小。

如果这一结果得到证实，便意味着从圆盘、核球到星系中心的恒星相对数量

与此前研究结果不符，现在漩涡星系的演化理论就可能存在缺陷。例如，在一些

漩涡星系中，圆盘贡献了中央区域 80%的亮度，对于它的过高估计很可能会导致

将核球类型错误分类。

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于《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

漩涡星系圆盘内恒星亮度或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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