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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 Astroscale 公司发射的 ELSA-d 卫

星成功进入 550 公里近地轨道，它由 175 千克的卫

星主体和 17千克的靶标两部分组成。卫星主体上

配备有磁对接系统，将在太空中释放靶标并进行

捕捉，以此模拟太空垃圾的回收。

相关报道介绍，靶标将被释放 3次。在最后一

次实验中卫星主体将在大范围内搜索靶标，飞行至

同步旋转状态后对其进行捕捉。如果实验成功，将

来有可能在卫星上推广磁对接系统，以便清理太空

垃圾，保护空间轨道安全。

通过磁力捕捉回收太空垃圾是否可行？4 月

18 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平劲松研究员。

废弃的卫星和不受控空间金属碎片是太空垃

圾的主要“家族成员”。它们运动速度快、冲击力

强，极可能撞上甚至撞毁在轨卫星、火箭、宇宙空

间站，对人类的太空活动构成了极大威胁。

特别是近年来不断新增的低轨道导航通信增

强星座，以近 10%的短期快速失效率淘汰卫星设

备，进一步增加了太空垃圾的数量。因此，采取低

成本、有效方式清理太空垃圾，是未来人类空间活

动的必要过程。

Astroscale 公司将要进行的第三次捕捉，是主

体卫星进行的一次真实抓捕操作的全过程模拟演

练——主体卫星模拟了远距离搜索碎片，并对目标

碎片进行主动定位和抵近交会，最后予以捕获。

平劲松对此波操作给出的评价是，这种方法在

控制自身规避被碎片直接撞击的风险前提下对目标

垃圾碎片进行捕捉，是一种比较靠谱的手段。原因在

于，对于使用磁铁吸附捕获的碎片，捕获成功后可以

通过主体变轨坠入大气进行销毁。“相较于逐一清除

垃圾碎片个体的方法，探寻批量、成片、成区域清理太

空垃圾的技术需求更加紧迫。”平劲松补充说。

批量处理太空垃圾的技术需求迫切

相关链接

天闻频道

此前，人类处理太空垃圾的常用手段有很多，

早期的无奈之举是弃之不用，任其长期存在于轨

道飞行。也就是把即将失效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移入更高的“坟墓轨道”，通过关闭或自毁卫星的

工作功能，抛弃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针对低轨道的卫星，人们则采用主动、半主动

和被动方式进一步降低卫星运行轨道。在大气阻

尼作用下轨道高度衰减，卫星坠入大气销毁。这

类操作的典型事例包括载人空间站任务结束后的

处置，以及绕月球和深空探测器任务结束后的受

控硬“着陆”等。

平劲松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随着太空垃圾

增多，多国国营和商业航天公司在尝试新方法

清理太空垃圾。日本的国际空间站货运飞船，

尝试了释放金属导索吸附微小太空垃圾，通过

放电让吸附的垃圾减速并降低高度，进而坠入

大气层烧毁。

针对不受控的小型空间垃圾碎片，多国航天

公司主张使用吸附、抓捕、网捕的提议和尝试较

多，其中一个提议是使用“太空鱼叉”将其击碎，碎

片的一部分会坠入大气，另一部分就按照小型垃

圾碎片处理。

人类为减少太空垃圾操碎了心

相较于逐一清除垃

圾碎片个体的方法，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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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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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两个空间飞行器在飞行轨道上

交叉会合，进而受控连接成为一个整体，这项技术

多用于航天飞机、空间站模块、载人载货地—空运

输转移空间舱之间的各类对接拼接业务。平劲松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项技术在我

国嫦娥五号探测器采样返回任务中对接上升舱和

返回舱体时得到完美应用。作为一种基本的航天

飞控技术，将其用于空间抓捕——两个飞行物体

一方受控一方自由飞行，在二者非常接近时受控

物体对自由飞行物体实施物理捕获——是一种有

效的应用拓展。

对接捕获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个通用的方式

是在密接的逼近和抓捕阶段，通过适用于近距离

导航测量的光学成像敏感器或者激光雷达诱导方

式逐步抵近或接触目标，进而抛物抓捕。抛出的

抓捕端可以是刚性锚或链锚、柔性绳网、伸展机械

臂等。而此次日本 Astroscale公司采取的磁对接方

法则是一种另类的抛物抓捕“技术练习”。平劲松

表示，卫星主体上带有光学标记的铁磁对接板可

以对靶标实施抓捕，并且可以多次释放、抓捕靶

标，以提升技术水平。

平劲松强调，这次也同时验证了铁磁对接板

在空间吸附微小碎片的能力，可以针对含有铁、镍

等可磁化物质的空间碎片使用该方法。

磁力对接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

Astroscale 公司的这次大胆尝试，正式开启了

太空垃圾清理的商业化大门。

伴随着商业航天和商业卫星技术的迅猛发

展，现今拥有一颗卫星的技术门槛越来越低。平

劲松表示，在相关政府和大型航天机构买单的前

提下，类似 Astroscale 公司这样，以清理太空垃圾

为主营业务的商业公司必将以低费效比的模式

赢得商机，并且把这项业务逐步发展为太空产业

的一个重要分支。

为此，人们有理由期待下一个典型的太空垃

圾清理业务——欧空局采购的“清洁太空一号”

商业卫星将于 2025 年清理 2013 年发射升空的

“维斯帕”航天器的上面级。

按 照 计 划 ，“ 清 洁 太 空 一 号 ”将 由“ 织 女

星-C”火箭发射升空，先被部署到 500 公里高度

的轨道上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当卫星的状态确

认正常后，将会逐步调高轨道，开始进行捕捉“维

斯帕”航天器上面级的工作。

平劲松介绍，在此过程中，卫星将以自动化

的方式完成大部分工作，但在一些关键的状态

点，仍然需要人工介入，确认能否继续。成功捕

获目标后，“清洁太空一号”将会和太空垃圾一起

进入破坏性轨道，通过与大气层相互作用的方式

燃烧殆尽。

“清洁太空一号”捕捉“维斯帕”航天器上面

级的方式就像“吃豆人”。平劲松表示，它装备

有 4 个机械臂，当靠近目标时，张开的机械臂向

中央合抱，完成捕获过程。因“维斯帕”航天器

上面级的运动状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

性，因此“清洁太空一号”必须利用基于视觉的

人工智能等技术，准确判断目标的位置和状态，

才能成功完成捕获。

太空垃圾商业化清理未来可期

恒星也有“圈子”。比如太阳属于 G 星，而猎

户座的参宿一、参宿三、参宿七则属于 OB星。OB

星往往呈现蓝色且质量巨大，是恒星中名副其实

的“蓝胖子”。

以往，OB 星较难观测到。然而，近期来自西

班牙、智利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银河系两个

旋臂之间一次性发现了约 1.5万颗“蓝胖子”。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

君心“热”情似火奈何
“蓝”颜薄命

恒星的颜色主要取决于它的表面温度。通常，

表面温度越高,颜色越偏蓝，温度越低,颜色越偏红。

天文学家按照恒星的表面温度及颜色，将其

依次分为 O、B、A、F、G、K、M 等类型。其中，O 型

恒星是最“热”的，其表面温度往往大于 28000开尔

文（开尔文数值等于摄氏温度数值加 273），其次便

是 B 型恒星，表面温度在 10000 开至 28000 开之

间。天文学家将这两类恒星统称为 OB 星。它们

是迷人的蓝色或蓝白色星球。

“迄今观测到的‘活’恒星中，OB 星当属质量

最大的一群恒星，通常

是 太 阳 质 量 的 数 十

倍。”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刘超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当 然 ，我 们 也 观

测到一些“死掉”的恒

星。它们已经演变为

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于

宇宙中（如黑洞、中子

星等）。通过推算，天

文学家能大致估算其

“生前”的恒星质量。

“ 早 期 宇 宙 中 可 能 还

诞生过更大质量的恒

星，但不知什么原因，现阶段似乎已经产生不了

比 OB 星更大质量的恒星了。”刘超说。

值得一提的是，通常质量越大的恒星寿命越短。

太阳的寿命约为 100 亿年，而 OB 星这群“蓝

胖子”的寿命只有几千万年到一亿年左右。

“恐龙在地球上大约生存了 1.6亿年，OB 星作

为一类天体，其寿命竟然与我们地球上的一个生

物种群的生存期相当。在漫长的宇宙演化长河

中，OB星堪称昙花一现。”刘超说。

因此，发现“蓝胖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

事情。

刘超告诉记者，以往全人类观测到的 OB星总

数也不过几万颗。近年来，随着望远镜相关技术逐

渐成熟，才捕捉到更多“蓝胖子”的身影。此次，研

究人员就是通过欧洲航天局的盖亚（Gaia）空间望远

镜的观测数据，找到了这群OB星。2019年，刘超及

合作团队通过国家天文台的郭守敬望远镜（LA-

MOST）的数据，证认出1.6万余颗OB星，绘制了当

时世界上最大且具有光谱信息的OB星表。

“示踪天体”重现银河系
演化图景

银河系是棒旋星系，由内向外伸出多条旋转

的“手臂”，即旋臂。其中，主要的 4 条旋臂分别是

英仙座旋臂、猎户座旋臂、人马座旋臂和三千秒差

距臂。太阳系就坐落在猎户座旋臂上。

旋臂，往往是恒星诞生的摇篮，有“恒星托儿

所”之美誉。此前发现的 OB星等大质量恒星也通

常产自此处。关于旋臂的形成机制、恒星的“孕

育”机制等相关问题，学界至今尚未盖棺定论。

如今，一谜未解又添新疑。

此次，研究人员并未将目光投注于银河系的

旋臂上，而是在英仙座旋臂和猎户座旋臂之间的

一片新区域中发现了这群 OB 星。这是一片狭长

的区域，就像一座桥，连接了英仙、猎户两条旋

臂。研究人员将之命名为“仙王座刺”，因为从地

球望去，该区正好处于仙王座附近。

这群新发现的 OB 星就像是远离了城市喧嚣

的隐居者，在名不见经传的世外桃源中活着或死

去。没有人知道，这群隐居者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银河系旋臂上更容易产生这些‘蓝胖子’，但

也难以排除旋臂以外的地方就不能有‘蓝胖子’们

的诞生地。”在刘超看来，人类在浩瀚星空面前无

比渺小，却对“追星”无比执着，其魅力就在于“追

星”的过程中，有无数未知等着人们去探索。

OB 星，是解构银河系演化的一块重要拼图。

这也是很多学者热衷于 OB星研究的原因所在。

刘超指出，正因为“蓝”颜薄命，我们观测到的

“活”着的 OB 星都是近期（几千万年前）诞生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OB星也是我们能观测到的最年

轻的恒星之一。它们所处的位置代表了最“新鲜

出炉”的恒星“产地”。

像 OB星这类有特殊作用的天体属于“示踪天

体”的范畴。如果把 OB 星与年老的“示踪天体”

（如红巨星，其寿命在数十亿年到百亿年）放在一

起对比，就能发现二者在空间分布、速度特征等诸

多因素上的差异，从而勾勒出一幅银河系演化的

历史图景。

银河系旋臂之间藏着上万颗“蓝胖子”

新华社讯（记者齐健）从 4月 16日起，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

镇的世界级天文小镇，正式向天文爱好者开放“暗夜观星时间”：每

周五、周六 20：00 至 21：30，小镇的宇宙之眼广场和天文时空塔两

个观星地点，灯火将全部熄灭。工作人员会协助观星爱好者架设

天文望远镜瞄准星空，帮助其尽享“摘星”乐趣。

平塘县克度镇地处云贵高原，坐落在这里的世界最大单口

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瞄准宇宙深空，源源不断接收着

电磁波信号。在望远镜台址核心区不远处，一座围绕天文科普

打造的小镇上，经常有天文爱好者来这里，架起天文望远镜“仰

望星空”。

99.99 米高的天文时空塔是小镇制高点，从这里俯瞰，宇宙之

眼、银河演艺、星辰迎宾三座广场沿河依次排开，一条天幕街点亮

天际线，充满科技感和未来感。小镇规模不大，却承载了天文学术

交流、科普研学、文化旅游等多重功能。包括著名物理学家杨振

宁，天文学家、第一颗脉冲星发现者乔瑟琳·贝尔在内的很多科学

家，都曾到访这里。除了中科院主办的国际射电天文论坛外，天文

小镇已举办了上百场各类学术交流。

天文小镇位于高原之上，周边有山峦天然阻隔，远离工业污

染，在观星上有“静”和“净”两大有利条件。每年 7月至 10月，天文

小镇晴空较多，是观星最佳时节，又值贵州避暑季，正是小镇最热

闹的时候。

科普基地是天文小镇的核心，也是慕名而来的人造访“中国

天眼”必经之地。据科普基地负责人韩明陆介绍，为保护“中国

天眼”运行所需的电磁波环境，游客在小镇要寄存所有电子设

备，经过安检后换乘专用车辆，才能进入核心区的观景台，一睹

望远镜的风采。

“大多数游客并不知道‘天眼’是怎样观测星空的，他们从观景

台下来提出的各种问题就是科普基地要解答的。”韩明陆说，通过

参观天文体验馆，游客可以找寻各种天文学相关问题的答案，比如

通过“中国天眼观测模拟”项目，体验在总控室里如何选取一颗遥

远的星体，操控望远镜瞄准目标。

此外，游客还可以访问南仁东事迹馆，亲眼看看南仁东绘制的

“中国天眼”相关设计草图，亲身体会科学家在探索宇宙中的坚毅

执着和严谨求实精神。

“我们力争让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天眼’能做

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设立电磁波宁静区。”韩明陆说，在 7 月至

10 月晴空较多的夏秋季节，小镇会进一步减少光污染，增加观

星时间。

世界级天文小镇

邀你一起来“摘星”

磁力磁力““吸尘器吸尘器””
现已加入太空现已加入太空““大扫除大扫除””工具箱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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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塘县克度镇地处云贵高原，而坐落在这里的世界最大单口
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瞄准宇宙深空，源源不断接收着电
磁波信号。图为在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在群山中仰望星空，探求着宇
宙奥秘。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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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讯 （记者周润健）天文专家介绍，4 月中下旬，全天最

大的球状星团——欧米伽星团迎来最佳观测季，我国感兴趣的公

众可尝试观测。

星团是指恒星数目超过 10颗以上，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物理联

系（引力作用）的星群，包括太阳在内的几乎所有恒星最初都是在

星团中形成的。根据星团中恒星之间的距离和结构关系，星团分

为疏散星团和球状星团。

疏散星团通常由几十颗至几十万颗恒星组成，结构松散，形状

不规则，比如昴宿星团、毕宿星团、鬼宿星团等，目前在银河系内共

发现了 1000多个疏散星团；球状星团通常由成千上万颗至几十万

颗恒星组成，恒星彼此之间距离很近，目前在银河系里共发现了

100多个球状星团。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欧米

伽星团位于半人马座内，是全天最大的球状星团，也是银河系内

已知最大的球状星团，包含了大约 1000 万颗恒星，总亮度相当于

一颗 3.7 等的亮星，视直径比满月还要大，是非常值得欣赏的一

个天体。

“由于欧米伽星团的位置比较靠南，更适合我国南方的爱

好者观测，而北方部分地区，每年能看到它的时间很短。”赵之

珩说。

全天最大球状星团

欧米伽星团迎来最佳观测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