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道上有多少个星座，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回答 12 个，许多人

还会对自己属于哪个星座津津乐道。不过如果我们留心的话，经

常能看到一些文章中提到黄道 13星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道十二宫的由来

所谓黄道，指的是太阳一年之中在星空背景上经过的路径。

大约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古巴比伦人出于占星和天文探索的需

要，将黄道均匀地分为了 12段，每段长 30度，用来标记一个月里太

阳的位置。各段的名字，就顺理成章地采用了黄道上的星座名

称。这 12段后来在英文里统称为 zodiacal signs或 signs of zodiac，

中文叫做“黄道十二宫”。

公元前 100 多年，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重新划分了十二

宫的边界。当时的春分点在白羊座内，喜帕恰斯把它定义为“白羊

宫第一点”，也就是太阳刚开始进入白羊宫的那一点。此后，春分

点就成了黄道十二宫的起点，白羊宫成为第一宫。太阳经过十二

宫的时间，从春分点开始，依次为：白羊宫（3月 21日—4月 19日）、

金牛宫（4 月 20 日—5 月 20 日）、双子宫（5 月 21 日—6 月 21 日）、巨

蟹宫（6 月 22 日—7 月 22 日）、狮子宫（7 月 23 日—8 月 22 日）、室女

宫（8月 23日—9月 22日）、天秤宫（9月 23日—10月 23日）、天蝎宫

（10 月 24 日—11 月 22 日）、人马宫（11 月 23 日—12 月 21 日）、摩羯

宫（12月 22日—1月 19日）、宝瓶宫（1月 20日—2月 18日）、双鱼宫

（2 月 19 日—3 月 20 日）。后来罗马人继承了希腊的思想，现行的

黄道十二宫的名称、符号，均沿袭自古罗马。

多出的一个星座

我们现在所说的星座，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3000多年活跃在美

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要比十二宫的历史早得多。星座经

过了漫长的演变，到 19 世纪 20 年代末期，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统一

了全天 88个星座的名称，并且为每个星座划分了明确的边界。按

照这一划分，黄道经过 88个星座中的 13个。除了与黄道十二宫同

名的 12 个星座外，还有一个是蛇夫座（缩写为 Oph），它在黄道上

所占的范围是天蝎座的近 3倍。太阳每年经过这 13个星座的日期

大致为：白羊座（4月 19日—5月 13日）、金牛座（5月 14日—6月 20

日）、双子座（6 月 21 日—7 月 19 日）、巨蟹座（7 月 20 日—8 月 10

日）、狮子座（8 月 11 日—9 月 15 日）、室女座（9 月 16 日—10 月 30

日）、天秤座（10 月 31 日—11 月 22 日）、天蝎座（11 月 23 日—11 月

29日）、蛇夫座（11月 30日—12月 17日）、人马座（12月 18日—1月

18 日）、摩羯座（1 月 19 日—2 月 15 日）、宝瓶座（2 月 16 日—3 月 11

日）、双鱼座（3月 12日—4月 18日）。

有人以为这是现代天文学家给黄道“增加”了一个新星座，

其实并不尽然。在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里，蛇夫座就已然在列，

而且有考证表明，早在古巴比伦时期，蛇夫座就已经被划分出来

了，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星座。

也有人说：“蛇夫座在古希腊时期并不在黄道上，只不过由于

岁差的影响，使得它今天穿过了黄道。”这一说法也经不起推敲。

“岁差”现象改变的是春分点的位置，而不是黄道在星空中的位

置。真正受岁差影响的是赤道星座，而不是黄道星座。例如猎户

座现在位于天赤道上，在 1万年后，它将位于当时的天赤道以南 20

多度，成为地地道道的南天星座。黄道在几万年的时间里变化很

小，而且星座的形状也基本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古人见到的黄道

星座，和今天我们见到的几乎完全一样。

还有学者指出，在古巴比伦时期，人们划分的蛇夫座的确有一

小部分跨过了黄道，不过所占的时间段只有 8 天。再加上定义十

二宫时只需要 12个名称，因此就把蛇夫座给忽略了。这一说法较

为可信，在西方古典星图中也可以找到佐证。1515 年，文艺复兴

时期的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年）绘

制的星图上，蛇夫座的一只脚就正好踩在黄道上。

十二宫与黄道星座已不对应

可见，黄道十二宫和黄道上的星座尽管有重名，但不是一码事

儿。黄道十二宫的每一个宫，在黄道上的长度都是 30 度，太阳在

每一宫运行的时间基本相同。黄道星座的长度则各不相同，而且

还多出了一个蛇夫座。黄道十二宫里有水瓶、处女、射手等俗称，

而天文学上并没有这几个星座，相应的规范名称是宝瓶座、室女

座、人马座。

在喜帕恰斯的年代，黄道十二宫和黄道上的同名星座基本是

对应的。2000多年后的今天，春分点已经从白羊座西移到了双鱼

座，但它仍然是白羊宫的起点，所以今天的黄道十二宫也随着春分

点的移动一起西移了。黄道星座则没有变动，这使得现在十二宫

和同名的星座已不再对应了。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说自己是狮子座、金牛座等，其实指的

是狮子宫、金牛宫。例如某人生日是 4月 12日，属于白羊宫。在他

生日当天，太阳位于双鱼座里。人们常常不加区别地说，他的星座

是白羊座。这作为一种既成习惯无可厚非，但是不要误以为当天

的太阳真的在白羊座。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都说十二星座，

怎么黄道上多了一个蛇夫座

地外生命，是人类探索宇宙的终极话题。但

凡出现任何有关外星生命的蛛丝马迹，都能让人

兴奋不已。

去年 9 月，一项关于“金星大气发现疑似生命

迹象磷化氢”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国际顶级期刊《自

然·天文学》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很快，不少质

疑的声音响起。

近期，几篇反驳的论文陆续刊登在《天文学与

天体物理学》等期刊上。这些不同的研究观点对

金星上生命存在与否的探索，可谓一波三折。

很快泼来的冷水

原论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简单来说，就是科学家将两台望远镜观测到

的数据进行处理后，发现金星云层中存在含量相

对较高的磷化氢，而磷化氢的存在，又可能与生命

活动有关。

生机勃勃的地球已经在浩渺无垠的宇宙中孤

单了太久。消息一出，如炸雷一般，引起了学界乃

至“吃瓜群众”的强势围观。

但冷水来得很快。

原论文刊发约 2 周后，就有学者向《天文学与

天体物理学》投稿反驳。随后，2 篇其他研究人员

的反驳论文也陆续刊发在《皇家天文学会月报》和

《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上。

这些学者是从哪些角度反驳的呢？

“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对原论文所使用的数

据再处理后，结果并没有显示出磷化氢显著存

在。第二种是通过研究其他观测设备的红外数

据，发现金星上磷化氢的含量上限比原论文低。”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天气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研究员刘勇在查阅相关论文后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刘勇进一步解释，我们获得的观测数据是有

“噪声”的，科研人员要对这些数据进行二次处理，

去掉“噪声”，抽丝剥茧找出想要研究的对象信号。

“数据处理的方式对于研究的科学性、真实性

至关重要。稍有不当，就可能令数据失真，甚至发

生一些‘美妙的误会’。”刘勇说，原论文认为其所

用数据的高阶次幂可能为“噪声”，便将之“过滤”

掉了，而反驳者则不认同这种数据处理方式，认为

这样会人为地增强磷化氢信号。反驳者使用与之

不同的处理方式对同一批数据处理后，未发现磷

化氢显著存在的证据。

第二种反驳观点出自两篇论文，他们“另起炉

灶”，使用了美国夏威夷毛纳基亚天文台等其他数

据库中的红外数据，估算出金星磷化氢的上限，其

中一篇论文显示磷化氢上限不足原论文的四分之

一，另一篇论文显示磷化氢上限比原论文低了近

两个数量级。

此前有报道称，面对质疑声，原研究团队曾对

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承认部分结果可能是由二

氧化硫而非磷化氢造成的。不过，该团队坚持认

为，在排除掉原有的错误处理后，金星云层中的磷

化氢证据依然存在。

目前，孰对孰错尚未盖棺定论。

“反转”或助科学更近真实

自古以来，人们都对地外生命充满了好奇。

这场以论文为枪炮、以研究成果为阵地的科学之

战或将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愈演愈烈。

刘勇更倾向于反驳者的观点。原因有三，一

则金星环境恶劣，不适合生物生存；二则数据处理

不当确实有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三则

新的发现往往能够得到一些旁证，原论文的结论

尚未出现其他佐证，反驳者却持有至少两方面的

论据。

但刘勇也在采访中再三强调只是“倾向于”，因

为金星虽是地球近邻，却从未有人类真正踏足过，

受限于金星恶劣的环境，能够开展的科学探测十分

有限。真相距离我们还很遥远。而在真相揭开之

前，任何探索的角度、犀利的争论都很有意义。

一位行星科学家虽因工作繁忙婉拒了科技日

报记者的采访，但她也同样坦言：专家之间的争议

很自然。

“无质疑，不科学。可证伪正是科学最鲜明的

特征。经受住了质疑的科学知识，无疑更加接近

于真理。而那些被证伪了的理论和发现，就像绿

叶一样，化作了春泥养护着科学之花，并帮助人类

在探索之路上走得更加坚实。”北京天文馆副研究

员李鉴说。

金星“生命记号”或是一场乌龙？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实习记者 于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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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中的一盏烛光，如果近在咫尺，看起来会亮

一些；如果距离较远，看起来则暗一些。烛光本身的

亮度其实没有变化，只是距离远近造成了明暗之别。

在浩瀚宇宙中，Ⅰa型超新星就扮演着宇宙标

准烛光的角色，它以恒定峰值亮度的特征发挥着

宇宙距离指示器的作用。Ⅰa 型超新星对于探索

宇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此前一直缺乏同

一超新星光学红外多波段、长时间的观测数据，学

者们苦于没有完备的超新星对比“标尺”。

1月 8日，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南美天

文研究中心、国家天文台中智天文联合研究中心助

理研究员王灵芝博士带领国际合作团队，获得了迄

今为止单个超新星的最完备光变曲线模板和光谱

模板，为超新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和依

据。相关成果已刊发在《天体物理学报》上。

一些恒星临近生命终结的时候，会发生剧烈

爆炸，成为一颗超新星。它们爆炸产生的光亮往

往能够照亮其所在的整个星系，仿佛以这种极其

壮烈的方式向整个宇宙告别。

超新星有很多类别。通常，人们将白矮星吸

积其伴星物质达到临界质量后产生的剧烈热核爆

炸所形成的超新星归类为Ⅰa型超新星，这类超新

星爆炸产生的峰值光度一般认为是常数，是一类

极为重要的天体距离指示器。

2017 年 3 月 10 日，Ⅰa型超新星 SN2017cbv 被

发现。它处于银河系的临近星系，距离地球较近，

所以很亮，容易获得较为完善的数据，很快便成为

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对象。王灵芝团队与很多科

学家一样，将目光投向了这位“新邻居”。

“这颗超新星处于南天位置，而我们中心得益

于智利望远镜的观测位置优势，及时获得了这颗

超新星的大量数据。”王灵芝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我们发布了该超新星长达 140余天、

涵盖光学和红外共 8个波段的测光数据以及 14条

红外光谱，为此类超新星的研究提供了目前最完

备的光变曲线模板和光谱模板。”

在天文学中，光变曲线是表示天体亮度随着

时间变化的曲线，光谱则是某一时刻望远镜接收

到的不同能量光子的分布图。

王灵芝打了个比方：绘制超新星某一波段的

光变曲线，就像是给超新星录像，能直观地看到超

新星爆炸后这一波段光子的演变历程，总体表现

为超新星亮度迅速增加，然后逐渐暗淡下来；绘制

红外光谱，就像是给这颗超新星“测体温”和“验

血”，研究它的温度和各类元素的含量。

双管齐下，这颗超新星的真容便较为完善地

展现在人们眼前了。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超新星观测主要在光学

波段开展，长时标的红外监测数据，尤其是极早期

的数据非常珍贵。

此次观测的 8 个波段中就有 4 个红外波段的

数据。研究人员从该超新星被发现后 1天（爆炸后

2天，即 2017年 3月 11日）就开始观测它了。

超新星爆炸后亮度达到峰值的时刻被称为光

极大。从光极大之前 16天，到光极大之后 125天，

总共 140 余天的长时间观测数据几乎见证了这颗

超新星从璀璨到消亡的整个生命历程。

8个波段140余天密集监测

翔实描绘一颗Ⅰa型超新星真容

文章合著者、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物理天文系教

授尼古拉斯·桑采夫对这项成果评价道，该研究获

得的光变曲线将会作为Ⅰa型超新星的最好例子。

王灵芝告诉记者：“我们在 8 个波段开展了超

新星极早期到极晚期的长期监测，提供了一个较

为连续、完整的数据，为今后开展超新星的比较研

究提供了一个‘标尺’。”她指出，该研究广受关注

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个“标尺”作用。

与大多数天文学研究类似，学者对某颗新发

现的超新星观测时也往往热衷于将其与更早发现

的超新星作比对。然而，在超新星的“圈子”中，并

没有一个超新星的研究数据可以作为完整的“参

建立数据参照物

超新星研究可“从一而终”

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花落超新星研究领

域。科学家利用超新星测距得出了宇宙正加速膨

胀的结论。目前超新星距离测量中面临的主要问

题之一，是超新星宿主星系消光。

超新星爆炸后辐射的光子会穿过超新星所在

的宿主星系，经历漫长而神秘的星际旅途，撞进银

河系的怀抱，才最终被地球上的望远镜捕获。其

间，光子可能会与各种各样的星际物质碰撞，损失

能量，即出现消光现象。换言之，我们观测到的光

子并非原始的模样，要复原它，就需要进行科学的

消光矫正。

“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探索了光学和红外波段的

颜色（两个波段的亮度差）—星等（一个波段的亮

度）图研究，由于红外波段受消光影响更小,光学波

段的消光可通过该颜色—星等图准确测量，从而提

供一种新的消光矫正方式。”王灵芝解释，颜色—星

等图，可以用来测定超新星所在宿主星系的消光和

距离，是超新星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

此外，别看超新星是个热门研究天体，其实超

新星的很多性质和演变机制等都是未解之谜，爆

炸机制就是其中之一。

令王灵芝惊讶的是，团队通过分析发现光极

大之后的数据与目前学界主流的一种爆炸模型较

为吻合，但光极大之前的数据却不同于任何一种

现有主流模型。这意味着，该团队获得的超新星

早期数据对目前现存的爆炸模型提出了挑战。

此次研究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超新星

的前身星研究一直是重点领域，有单简并系统和双

简并系统两种类型，二者区别主要在于伴星的类

型。双简并系统是指超新星前身星的主星和伴星

都是白矮星，二者相互绕转最终并合，成为超新星；

而单简并系统是指主星为白矮星，伴星非白矮星，

主星吸积伴星物质，最终爆炸成超新星。

按照此前早期对 SN2017cbv 超新星的观测数

据，该超新星的前身星更倾向于单简并系统，如果

超新星的伴星有氢的话,模型预测在光极大之后

的 1—2 个月内,应该能够明显探测到氢的红外谱

线。“奇怪的是，我们从红外数据中，并没有探测到

这条谱线。当然，受限于本研究的边界条件，也不

能排除 SN2017cbv 是单简并系统的可能性。”王灵

芝表示。

这种未知的探索让王灵芝十分感慨。“上学的

时候总想把一个东西搞得明明白白，是黑即黑，是

白即白；到了做科研的时候才发现，天文学是彩

色的，有无数未知的可能性。当然，这也是它令我

着迷之所在。”她说。

光学与红外波段相结合

首次探索消光矫正新方式

天闻频道

照物”。这意味着可能需要多颗超新星作为比较

对象。

举个例子，如果研究超新星 A 的某一波段光

变曲线，可以和该波段以往研究数据较多的超新

星 B 做比较，但如果要研究 A 的其他波段，也许 B

的数据就不足了，这时候还要引入另一个超新星

C。比较对象增多不仅增加了研究人员的工作量，

也给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带来了挑战。

王灵芝团队此次的研究成果结合此前多个国

际团队对 SN2017cbv 超新星的研究数据，很可能

为这颗超新星贴上“标尺”的标签，从此其他科研

人员对超新星进行比较研究时便可“从一而终”。

给宇宙标准烛光给宇宙标准烛光““画像画像””
打造超新星比较研究标尺打造超新星比较研究标尺

◎李 鉴

我们发布了该超新星长达140余天、涵盖光学和红外共8个

波段的测光数据以及14条红外光谱，为此类超新星的研究提供

了目前最完备的光变曲线模板和光谱模板。

王灵芝
中国科学院南美天文研究中心、国家天文台中智天文联合研究中心助
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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