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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早知道

在科幻电影中，总少不了通过虫洞实现时空

穿越的桥段。

自虫洞的概念诞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讨

论利用其实现时空穿越的可能性。但发现虫洞，

甚至构建或穿越虫洞，一直是物理学研究前沿最

热也是最难解的“悬案”。

3 月 30 日，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国际知名期

刊《欧洲物理杂志 C 辑》日前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介

绍了扬州大学引力与宇宙学研究中心戴德昌教授

团队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这项

研究成果首次跳出传统虫洞研究方法，从“膜宇

宙”的角度探讨构建“类虫洞”的可能性及方法。

2016 年，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捕捉到

两个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时，发现这个引力波

有回声，于是有人猜测，这个回声是经由虫洞传到

对边，又返回来形成的。

受此启发，戴德昌团队开始研究引力波或电磁

波穿越虫洞引起另一侧扰动的可能性。团队认为，

在虫洞对面的东西会影响我们自身宇宙的引力或

重力加速度，所以研究大质量星体（或黑洞）附近的

从观测恒星的运动偏差入手

戴德昌团队首次在“膜宇宙”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虫洞

结构生成机制。他们的研究成果首次跳出了传统虫洞研

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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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穿越虫洞？“近 100年来，虫洞以其独特的

魅力吸引着无数科学家投身到穿越时空的探索

中。”戴德昌说，虽然深空探测的技术一直在升级

迭代，相关理论也在不断求新求变。但穿越虫洞

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虽然人们很早就从理论上证明了虫洞的存

在，但当前主流的理论却认为虫洞无法用作星际

穿越。”扬州大学引力与宇宙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元

君说。

王元君介绍，在广义相对论中，虫洞极度弯

曲，无法稳定存在，需要负能量支撑。而根据目前

的理论，在宏观尺度上是无法制造出负能量的。

另外，理论认为真空量子扰动可能会提供局

部负能量，进而形成微观虫洞，但是其相关机理和

形成机制，目前还无法应用到宏观领域。

但令人惊喜的是，戴德昌团队的最新研究为

探寻虫洞带来了新的转机。“我们团队首次在‘膜

宇宙’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虫洞结构生成机制。”戴

德昌说，所谓“膜宇宙”指的是科学家们认为我们

的宇宙是在更高维时空中的一片膜。

“两张膜上物质间的引力作用可以抵抗膜的

张力，并造成膜变形，最后两个物质可能会吸附在

一起，并把膜连结在一起。”戴德昌说。

“如果膜没有反弹回去，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拓

扑结构。”戴德昌说，“这样的效应很像虫洞。因此

我们称之为‘类虫洞’结构。”

为了验证这种“脑洞大开”的想法，团队展开

了大量理论计算探究“类虫洞”的形成条件。

戴德昌介绍，他们团队选择两个与太阳质量

相当的物体，计算了两个膜（平行宇宙）之间合理

的张力值和距离大小。研究发现，两个宇宙形成

“类虫洞”的条件，取决于膜的张力条件。极端条

件下，如果张力为零，任何两个质量不为零的物体

间都可能形成“类虫洞”结构。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在一定的膜张力下形成

“类虫洞”，如果这两个大质量物体是黑洞的话，那

么它们之间即便形成虫洞也无法通过，因为物质

无法穿过黑洞视界。但如果两个大质量物体是中

子星或者其他不存在视界面的物体，那么理论上

它们之间形成的虫洞是可通过的。因而，戴德昌

团队首次从物理学角度证明了宏观领域穿越虫洞

的可能性。此外，团队还采用膜的张力来替代负

能量所扮演的角色。

“在我们团队的设想中是不需要额外的负能

量来制造虫洞的。这为构建虫洞提供了一个全新

的思路。但目前还不能保证这种‘类虫洞’结构的

稳定性。”戴德昌说。

戴德昌最后介绍，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我们仍

需要对这类“类虫洞”稳定性进行全面分析，这也

是团队未来进一步重点研究的方向。

“类虫洞”尚不能保证结构稳定

什么是虫洞？“很多人对虫洞的理解，停留

在科幻作品中的时空通道。”戴德昌说，但在科

学家看来，虫洞却是一个经过严格数学推理的物

理模型。

戴德昌介绍，1916 年，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史

瓦西通过计算得到第一个“黑洞解”，即如果质量

过度集中于空间中，其周围会形成一个连光都无

法脱离的区域。

“这个区域的边界称为视界面。在视界面内

的事物都会‘陷入’黑洞中无法挣脱。”戴德昌说。

1935 年爱因斯坦和内森·罗森对史瓦西的黑

洞解做了一个线性代换，形成一个新的度规（规定

变量值或点的位置的一种方法）。

这个新的度规显示当物质经过“黑洞视界”

（即视界面）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

根据这个解，爱因斯坦预言，宇宙中存在一

种连接着不同时空的特殊通道即虫洞，人们可以

通过穿越这种通道的方式减少宇宙旅行的时间

和距离。

“虽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从数学上预测

了虫洞的存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它。”戴

德昌说。

迄今为止没有人发现虫洞

在我国古代典籍《晋书·天文志》上记载了 4 种祥瑞之星：

景星、周伯星、含誉、格泽，其中景星“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

为 明 ……”《史记·天官书》说：“天晴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

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这个景星指的是什么？尚无

定论。有些学者认为，其实它不是一个天体，而是一种与月亮相

关的美丽天象：新月抱旧月。

地球反照，助月为明

在农历初一的前后几天，如果天气晴好，我们可能见到一弯

细细的月牙，紧贴着它的，是另一轮非常暗淡的凸月。它们一明

一暗合在一起，构成一轮圆圆的月亮，异常漂亮。这就是“新月

抱旧月”。唐代流传的《景星见赋》对此有生动的描写：“观其象，

高而远，质明而微。如曙灯之欲灭，若秋萤之不飞。夜则出焉，

丽乾元以发彩；昼而隐也，让太阳而藏辉。”月牙与萤火虫般的朦

朦灰光合在一起，又高又远，“质明而微”，非常立体。

景星中暗灰的月面部分，是被地球大气反射的阳光所照

亮。从前人们不知道其中缘由，认为是旧月不肯走，仍然占据着

新月中尚未形成的部分。第一个对此做出科学解释的是达·芬

奇。在他 1510 年前后创作的手稿中，有一页题为“关于月亮：没

有固体轻于空气”，他绘制了一幅新月抱旧月的素描，并且提到

月面的灰光由地球上的海洋反射阳光而产生，还画出了光路

图。现在我们知道反射阳光的主体不是海洋，而是地球大气。

不过达·芬奇的结论完全正确，所以人们称之为 Earthshine，即“地

照 ”（亦 作 地 球 灰 光），也 叫“ 达·芬 奇 之 光 ”（The Da Vinci

Glow）。

除了蛾眉月，在残月时也有机会看到景星。宋朝诗人宋祁

在《马上见残月》一诗中写道：“娟娟天外月，正见上朝人。老桂

欹藏树，织钩侧抱轮”。诗人清晨骑马上朝，看到天边娟细的月

牙正抱着隐约发光的暗月，进而遥想桂树藏在其中。

一年数现，4月易见

暗灰的月轮被从地球反射的光线照亮，然后光线又从月面

反射回地球使人们可以看到月轮。这需要满足一些特定条件，

并不是一件常见的事儿，所以古人觉得它神秘莫测。

首要条件是，对月亮而言，当天的地球要足够亮。我们在地

球上看到的月相，和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相位正好“互补”。例

如在地球上看到一轮蛾眉月时，在月球上将正好看到亏凸月形

状的地球，地、月的相位合起来，就是一个圆（当然，月球上见到

的地球要比地球上见到的月球视直径大了将近 3 倍，并不能真的

拼在一起）。月面上所见的地球呈满月状时，地球反射到月面的

阳光最强，足足比地面所见的满月亮了将近 100 倍。此时的月相

正是新月，对应于农历初一。因此越接近初一，灰光越强，越利

于观测。

第二，观测新月抱旧月时，天空要尽可能地黑，这样才更有

利于看到月轮的暗部。所以观测当天，月亮离太阳越远越好。

由于初一的新月最靠近太阳，这就要求观测时的月相要尽量远

离新月，恰和第一个条件相反。

这两个因素相互制约，理论上会在某一时刻达成最佳的“妥

协”。实际上由于大气状况、地球反照率等因素的影响，很难知

道可以观测到新月抱旧月的确切时间。地球大气会减弱天体的

光芒，造成“大气消光”，高度越低消光越大。例如在北京地区夏

季的晴夜，与离地 20 度时相比，月亮在离地 15 度时，亮度已下降

了差不多 40%。当降低到 10 度时（大致为离地平线一个拳头

远），亮度就只有 1/4 了。地球反照率可能也不容忽视。根据上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卫星观测数据估算，地球的平均反照率在

30%左右，随季节和天气而有所变化，变幅最多可达 5%。有文献

指出，一年之中春季的反照率更高一些，这可能与北极区的冰雪

覆盖率有关。

综合以上因素可以发现，理论上每个月都有可能见到新月

抱旧月，但在北半球中纬地区，每年的最佳观测时机是在 4、5 月

份。这主要是因为在日落时观测蛾眉月，4、5 月份时其高度比较

高（例如北京地区 4 月的蛾眉月可以比 12 月高出 10 度以上），因

而大气消光更小，并且这段时间地球反照率也比较高，月面暗部

略亮一些。如果在日出时观测残月，则是 9、10 月份时其最高，观

测条件也不错，但需要早起。

根据人们的经验，月面亮部占比在 10%—15%（即在月球上

所见的地面亮部占 90%—85%）时，更容易见到新月抱旧月，大致

对应农历初三、初四的蛾眉月和二十七、二十八的残月。2021 年

4 月 14 日（初三）和 15 日（初四），当夜幕降临之时，蛾眉月将现身

西方低空，届时我们不妨看看能否见到这一美景。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新月抱旧月”，四月看真切

蛾眉月时的新月抱旧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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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表的一

项研究表明，假如我们附近的恒星系统中存在先

进的地外文明，我们或许能够通过观测其系统中

的大气污染来发现外星文明。这项研究主要评估

了一种大气污染物——二氧化氮。

“ 在 地 球 上 ，大 多 数 二 氧 化 氮 来 自 人 类 活

动——比如汽车尾气和化石燃料发电厂。”这项研

究的第一作者、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拉

维·科帕拉普说：“在较低层大气中（距地面约 10至

15公里）的二氧化氮，绝大部分来自人类活动。因

此，在宜居星球上观测到二氧化氮，或许能够说明

该星球存在工业化文明。”据了解，该研究论文已

被《天体物理学杂志》接受。但是这种依靠评估大

气污染物而探索地外文明的方法真的可行吗？

监测二氧化氮寻找外星
文明靠谱吗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劲松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地球为例，若在月面或

火星上架设小型光学望远镜，就可以监测到地球

大气中工业来源的污染气体。

平劲松介绍，估算非工业来源气体排放总量，

若发现气体超出非工业来源最大排放量，就可推

断多余的气体很可能产生于工业活动。

平劲松强调，虽然这种通过检测二氧化氮来

寻找地外文明的方法或许可行，但从原理上看，通

过光谱检测来判断二氧化氮的浓度，所需要的探

测灵敏度已经达到了当前人类技术能力的极限。

期待更多文明“标志物”
的诞生

除了二氧化氮外，其他自然界难以直接产生

的气体也可以作为标志物。如人类科技高度发达

时期的产品——氟利昂（由于其对地球的污染破

坏已经危及生物圈，正逐步被其他产品替代），可

使用相同的光谱测量方法进行监测。

类似地，在人类文明发展阶段被大量制造出来

的工业气体污染物，特别是与能源转换存储关联的

气体污染物，都可以用来作为标志物进行探测。

“估计在一两年内，科学家们就会给出一个

非常详细的标志气体列表。”平劲松表示，根据恒

星诞生演化规律，一般在恒星周围都会环绕着行

星。通过天文望远镜进行恒星光谱观测，或能算

出行星污染物气体的种类和相对总量，并由此推

断该行星是否存在地外文明以及该文明的发展

状况。

“为了细化判断依据，可以在月面设置迷你观

测设备，通过监测地球大气中这些成分的总量，构

建相关模型，用于合理判别未来能够监测到的系

外文明的发达程度。”平劲松补充说。

探测地外文明人类一直
在努力

寻找地外文明的一个潜在和默认的出发点，

就是寻找类似地球人类目前已经达到的文明程度

或者具有更高文明程度的外星智慧生命。除了探

寻异常的大气污染过的系外行星外，平劲松还列

举了目前科学界正在进行的其他探测方法。

在大功率雷达技术实现后，科学家和工程师

认为，地球以外应该存在一定数量的高级文明，具

有使用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开展通信的能力。为

此工程师和射电天文学家使用世界上最灵敏的射

电天线，包括已经垮塌的阿雷西博天线和正在运

行的 FAST天眼天线，搜寻可能来自太阳系以外的

非天然强射电信号。

科学家还从量子力学出发，认为宇宙自出现以

来直至现在出现过多个量子态同时存在的状况，因

此存在多重平行宇宙，相应地存在类似地球文明的

平行宇宙中的“系外”文明。找寻平行宇宙存在的

证据，是一种寻找系外文明更广义的途径和方法。

除此之外，各国航天机构向月球，及太阳系各

大行星发射各类探测器，直接开展原位搜寻探查，

已经排除了月球和太阳系行星上高级智慧生命的

存在，目前正在设法寻找存在最原始的生命——

微生物的可能性。

地外文明或将因污染物而“暴露”

跳出传统研究方式跳出传统研究方式
通过通过““膜宇宙膜宇宙””探索探索““类虫洞类虫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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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虫洞”是基
于“膜宇宙”理论的
猜想，它连接的是两
个宇宙，其效应与虫
洞相似，但又不同于
传统理论所架构的
虫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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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天文望远镜进行恒

星光谱观测，或能算出行星污

染物气体的种类和相对总量，

若发现气体超出非工业来源

最大排放量，就可推断多余的

气体很可能产生于工业活动，

并由此判断该行星是否存在

地外文明以及该文明的发展

状况。

恒星运动，就可以确定其有没有受到来自其他世界

或物质的影响。如果恒星的运动速度偏离现有理

论预言，就表示有可能存在未知的物质或虫洞。

经过慎重的计算与筛选，团队选择位于银河

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星（位于银河系

银心的一个非常光亮及致密的射电波源，很可能

是离地球最近的超大质量黑洞所在处）附近的恒

星 S2进行观测，力图捕捉到虫洞踪影。

“观测数据虽仍在进行中，目前尚不能完全证

明虫洞的存在，但我们已经形成了系列间接成

果。”戴德昌说。

2019年，戴德昌团队在国际知名杂志《物理评

论 D 辑》上发表文章，团队研究发现虫洞所连接的

宇宙可以和我们宇宙里面的物质产生交互作用。

该项研究成果得到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加州理

工大学教授基普索恩极高评价，美国《纽约时报》

以“如何穿越虫洞”为题对该项研究成果进行了大

幅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