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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早知道

倘若你有双千里眼，可以望穿厚实的云层，

就能看到在距离地表约 400 公里的高处有一座相

当于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庞然大物——国际空间

站。这是目前在轨运行最大的空间平台，由 16 个

国家共同建造、运行和使用。它自开建以来，已

经兢兢业业工作了 20 余年，立下战功无数，闯出

赫赫声名。

对于人类而言，载人航天技术、空间探索应用

等诸多领域都受到了国际空间站的帮助。更重要

的是，国际空间站建设、维护的宝贵经验如同一颗

颗种子，为新空间站的诞生积蓄力量。如今，种子

抽根发芽的时机日渐成熟。4 月 21 日，俄罗斯国

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戈津宣布，俄欲建造

自己的空间站，争取 2030 年让它升空。而新空间

站计划的启动，也意味着国际空间站的濒临“退

休”，国际空间站曾经给人类带来了哪些贡献？“退

休”后又将何去何从？

在科学研究领域，这座绕转地球的空间实验

室可谓战功赫赫、成绩斐然。张伟列举了几个典

型成果。

据估计，宇宙的 73%为暗能量，23%为暗物质，

而只有 4%是我们已知的可见物质。暗物质研究

关系到我们对宇宙起源及发展规律的认知。2011

年，华裔科学家丁肇中主持建造的第二台阿尔法

磁谱仪（AMS—02）暗物质探测器被放置在国际空

间站中。该项目吸引了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6 家

机构参与。AMS-02 收集到上千亿颗宇宙粒子数

据，取得的突出成果包括：宇宙中正反物质的不均

衡；宇宙线中的正电子可能来自暗物质；宇宙线的

年龄大约是 1200 万年；宇宙线传播的路径中可能

存在湍流等。自此，以该探测器为代表的新科学

研究范式成为了空间科学研究的新动力。

除了便于收集宇宙粒子外，国际空间站还坐拥

一种地球上难以获取的宝贵资源：微重力。这对于

我们研究微重力环境下的相关物理规律弥足珍贵。

冷原子实验室是国际空间站上的一个基本物理

设施，它能将原子冷却到超低温，以地球上不可能存

在的方式研究原子的基本物理性质，如精确测量重

力等。基于此，科学家首次在轨实现玻色-爱因斯坦

凝聚，有助于解开量子力学领域最为棘手的难题。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高大上的成果也许难

为空间科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

天闻频道

◎李 鉴

国际空间站设计寿命为 10—15 年。原本，这

位功勋卓著的太空“老干部”已濒临“退休”。但在

2015 年，俄、美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协议，同意国

际空间站的使用寿命由 2020年延长至 2024年。

为何国际空间站能够“超长待机”？张伟指

出，其在建设之初，为了实现这一重大空间设施的

充分利用，就充分考虑了其超长服役的需求。同

时，在技术手段上也采取了预防突发情况的系列

方案，包括防止微流星体和空间碎片撞击的空间

站防护方案、设备检测和维修保障方案等。

即便如此，这座庞然大物终究抵不过岁月的

侵蚀。2020 年，国际空间站上的美国舱段出现了

空气泄漏的情况，舱内驻守的 3名宇航员被紧急集

中到了俄罗斯舱段内，进行闭舱压力检查，寻找漏

气源头。之前 2018 年，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的俄罗

斯“联盟号”飞船也发现了空气泄漏事件。目前，

这些突发状况仍在可控范围内。

国际空间站究竟能坚持到何时？没有人知

道。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国际空间站

项目经理乔尔·蒙塔尔巴诺对它信心十足：“目前

各方同意国际空间站运转到 2024 年，而从工程学

立场来说，空间站能撑得更加久。我们期望它能

运转到 2028年，而且没有什么问题。”

“退休”后，国际空间站将何去何从？

张伟表示，目前美国希望在2024年后将国际空

间站交给私营公司运营，如SpaceX或波音等。在他

看来，随着岁月流逝，航天器及设备不可避免地出现

老化，当国际空间站的安全可靠性降低，尤其是当环

控生保系统无法正常工作，难以保障宇航员在太空

的生活和工作时，国际空间站将不得不退役。

“国际空间站退役后，为了避免成为太空垃

圾，可控制其离轨返回地球，再入大气层烧毁后少

量残骸坠入海洋。”张伟说。

一鲸落，万物生。即便终究有一天，这位勤勤

恳恳的太空“老干部”会携着浴火的悲壮隐匿于海

洋中消失不见，它所创造的价值仍将永矗于人类

科学进步的历史之路上，化作一丰碑，好似一鲸

落，催化出新一轮空间探索的盎然生机。

国际空间站“退休后”或被“返聘”

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的快速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其上开展了3600余项试验，共发表近3000

篇高水平论文，在不同领域内出版了2200多份出版物。

张伟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应用发展中心主任

1998年万圣夜那天，俄罗斯两位宇航员与美国

一位宇航员一同乘坐载人飞船，经过 2天非比寻常

的旅行，飞抵当时还处于建设初期的国际空间站，

书写了国际宇航员常驻于此的序章。

国际空间站是俄美合作最为密切的领域之

一，是一次地表之外的太空“破冰”。

然而，仅仅举两国之力难以建造出这个纵横

于地球近地空间的庞大机器。为国际空间站“接

生”的还包括 11个欧洲航天局成员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等）、日本、加拿大和巴西共 16个国家。

“国际空间站是人类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

涉及国家最多的空间国际合作项目。其自 1998年

11 月开始建造，陆续由‘曙光号’功能舱建设为 15

个不同规模的舱段，到 2010 年基本建成。”中国科

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应用发展中心主任

张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张伟介绍，国际空间站总体设计采用桁架挂舱

式结构，主要由两大部分交叉组合而成。一部分是

通过对接舱段及节点舱，将俄罗斯“星辰号”服务

舱、“曙光号”功能舱与“命运号”美国实验舱、“哥伦

布号”欧洲实验舱、“希望号”日本实验舱等相连接，

形成空间站的核心部分；另一部分是在桁架结构上

装有加拿大的遥操作机械臂系统和空间站舱外设

备，在桁架的两端安装四对大型太阳能电池板。

16 国倾心打造，15 舱各司其职。在合作伙伴

们互相依靠、紧密配合下，国际空间站睁开渴求的

“眼睛”，不断探索着航天技术、地外空间、科学前

沿的未知领域。

多国合作探索地外空间 以完全理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际空间站相

对“接地气”、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研究。

早前在航天飞机上，宇航员大多只能在太空

中度过一两周的时间。国际空间站建成之后，宇

航员则可在上面活动 6 个月甚至更久。在微重力

条件下长期生活将导致人的肌肉萎缩和骨丢失，

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实现人类长期太空生存非常重

要。目前科学家已经开发出适用于太空生活的日

常锻炼方法、饮食习惯及防治肌肉萎缩和骨丢失

的药物，可显著减少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驻留期

间发生肌肉萎缩和骨丢失的情况，并为保障载人

深空任务中宇航员的体力和营养奠定了基础。

“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的快速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上开展了 3600余项试验，

共发表近 3000 篇高水平论文，在不同领域内出版

了 2200 多份出版物。”张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其

在支撑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涉及人类健康、

地球灾害监测、科普教育等多个领域，同时积极推

动了信息、材料和药物等方面的产业应用，为地面

相关产业进步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2021 年 5 月，月全食的年度首秀将于 26 日在东边夜空上演。

本次月食恰逢月亮最大，将为这轮月食增加新的看点。5月 17日，

我们还将迎来水星观测的最佳时机。另外，银河系最大的“恒星家

族”——半人马座ω星团也在 5 月进入观测的黄金时节。再加上

将在上旬如约而至的宝瓶座η流星，今年 5 月的天宇可谓热闹非

凡。

5月17日 水星大距
天色向晚，约会水星

水星因为离太阳的角距离太近，容易被淹没在明亮的阳光里，

总是难觅踪迹。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一年通常只有 2—3次最佳的

水星观测机会。

5 月 17 日水星达到东大距，这时它与太阳的最大角距离约为

22°，是今年观测水星的第一次最佳机会。在北京地区，日落时水

星的地平高度可达 19°20’。越往南走，它的高度越高，观测条件

更好。在广州观测，可以达到 20°以上。

“大距”是指水星离太阳的角距离最远的时候。水星东大距时，

它位于太阳以东，作为昏星出现，可以在傍晚时向西方天空去寻

找。水星西大距时是晨星，位于太阳以西，要在黎明时向东方找寻。

大距前后的一两天里都是观测水星的好机会。5 月 17 日，日

落之后向西偏北的低空望去，能看到靠近地平线的金星，水星就在

它上方偏左的位置，相距大约一个拳头远。

5月26日 月全食
“超级月亮”加持，“红月亮”首秀

5 月 26 日，全球即将迎来一次月全食，在亚洲东部、印度洋东

部、大洋洲、太平洋、北美洲西部、南美洲西部、南极洲可见。在亚

洲东部和东南部可见带食月出——被地影遮挡的“红月亮”从地平

线升起。

这次月食开始于北京时间 5月 26日 17时 45分，此时月面开始

缺蚀（初亏）。到 19 时 9 分，月球完全进入地影（食既），19 时 19 分

达到最大遮挡（食甚）。19 时 28 分，月亮开始重现光芒（生光），20

时 53分月面走出地影（复圆）。我国除西藏西部、新疆西部以外地

区看不到月食外，其他地方都能见到月亮“带食而出”，越往东的地

区，看到的月食越完整，全食持续时间也更长一些。

本次月全食同时也是今年满月中月亮最大的一次，可以说是

“超级月亮”加带食而升。5月 26日的“红月亮”，视直径为 33’26”，

要比最小的满月大了 14%，相当值得期待。晚上 19 时 10 分左右，

在我国东北最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例如厦门），将看到一轮黯淡

的红色圆月贴着地平线出现在东偏南方向的低空。不过此时大气

消光比较厉害，加上全食阶段的月亮本身很暗，大家不妨挑战一

下，看看能否捕捉到它。

下一次我国境内可见的月全食，要待到 2022 年 11 月 8 日，再

下一次则要等到 2025年 9月 8日了。

5月 半人马座ω星团“现身”
银河系最大“恒星家族”迎最佳观测季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想到银河系的恒星世

界里也有不少“家族势力”。在 5 月的夜晚，我们就能看到其中最

大的一个——位于半人马座的ω星团。

它是全天最大的球状星团，也是少数几个能用肉眼直接看到

的星团之一。理论上，在北纬 42°以南都能见到它，不过越靠北

它的高度越低，越难以看到。在北方，每年 5 月是观测的最佳时

机。在此期间，半人马座ω星团在当地时间晚上 9—11 时上升到

正南正北方向，达到最大的高度。到了 6月中下旬，天还没有黑透

时它就已经落山了。一直要待到来年的 1—4月，它才又在午夜之

后、黎明之前升到最高，而这时想要观测也并不方便。

要想在低空中找到它，需要找一个南向开阔、地势较高的地

方。我们可以借助室女座的角宿一来帮助定位。角宿一是春季大

三角中最靠南的那颗，在夜空中非常醒目。当角宿一升至最高处

的时候，半人马座ω星团也正好达到最大高度，此时它就在角宿一

正下方 35°处，非常靠近地平线。由于低空大气消光严重，可以

借助双筒望远镜来寻找。

半人马座ω星团中有大约 1000 万颗恒星，在它的中心，两星

之间的平均距离只有 1/3光年，是太阳和比邻星间距的 1/13。

5月还有一个“非著名”天象，即宝瓶座η流星雨。它的活跃期

从 4月 19日持续到 5月 28日，今年极大出现在 5月 6日 10时左右。

理想情况下，它的“流量”（ZHR，即“天顶每时出现率”）可以达到每

小时50颗。不过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的流星数量大概只有这一数值

的 1/2甚至 1/3。往年的资料显示，5月 3日到 10日期间，宝瓶座η

流星雨ZHR都可以保持在30颗以上。摄影爱好者不妨多多关注。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五月将至，“红月亮”现身

月全食过程中的“红月亮”
北京凯博外国语学校张培华摄

4月21日，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官网发

布消息称，天文学家发布了新的银河系外围的全天

空地图，图上有一处特别明显的亮点，其是由一个即

将与银河系相撞的矮星系引起的恒星尾流，这也引

起了天文爱好者们的热烈讨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天体物理学博士常江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这是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动力学摩擦理论

后，人类第一次直接观测到产生动力学摩擦的高密

度尾流。它的发现将完善星系动力学的理论框架，

对星系宇宙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动力学摩擦效应此前一
直没有直接观测证据

动力学摩擦效应是星系宇宙学中一个重要的

物理机制，但一直没有直接的观测证据。

常江表示，一般来说，天体的运动只需要考虑

引力，不需要考虑由于电磁相互作用引起的摩擦

力。比如在地球围绕太阳公转 50亿年的过程中几

乎没有受到摩擦力的影响。

而当一个大质量物体静止在背景密度场中

时，受到各个方向引力的合力为零，运动性质不会

发生改变。但如果它相对背景密度场有运动时，

就会导致其万有引力吸引周围的物质，并在其身

后形成一道高密度尾流。这个尾流会带来一个向

后的静引力，拖拽该物体减速，产生和摩擦力类似

的结果，因而这个效应被称作“动力学摩擦”。

设想大河上有一条小船，船绳拴在岸上。如

果把系绳放开，船就会被河水冲走，这是由于河水

和船之间有摩擦力（这里不考虑粘滞）。常江向科

技日报记者举例解释，如果船与河水的运动状态

不同，船就会因为河水的摩擦力而被带着与河水

一起运动；如果河水没有摩擦力，船受到来自各个

方向河水的引力合力恰为零，这时即便放开系绳，

船也会因为牛顿第一定律，留在原地不动。

但是，即便在河水没有摩擦力只有引力的环

境下，水经过船后因受到船的引力，流动轨迹也会

弯折——从船左边经过的水会向右拐，从船右边

经过的水会往左拐，船尾便产生了一个高密度的

尾流，使得船后方的物质比前方的物质更多，从而

对船产生一个向后的净引力，这就会使船向后运

动。“虽然河水没有摩擦力，但由于引力聚集，仍然

会产生一个类似于摩擦力的效应。”常江强调。

与行船相同，星系在一个背景物质场中运动

时，会产生动力学摩擦，导致其速度越来越慢。空

间尺度越大，这个效应越明显。太阳系内可以不

考虑，但在星系尺度就非常明显了。

这次是人类第一次观测到了这个高密度尾流，

就是全天空地图众银河系下方的蓝的发白的团

块。“这说明在那里的恒星数目比周围的高，很可能

就是银盘下方右侧两个星系（大小麦哲伦星云）在

银河系中运动时产生的恒星高密度尾流。”常江说。

研究大麦哲伦星云与暗
物质的新机遇

新地图还揭示了这个高密度尾流和一个叫作

大麦哲伦星云（以下简称大麦云）的矮星系之间的

联系——大麦云像一艘穿过水的船一样驶过银晕

（科学家们认为，银晕是由被银河系扔出来的高速

星、星团、弥散矮星系等组成的一个“大杂烩”，包

括没有明显结构的恒星组成的低密度恒星球和各

种星流、恒星高密度区），它的引力使银晕中的恒

星聚集，并在它的后面产生了尾流。

常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大麦云是银河系内

最大的卫星星系，总质量大致为银河系的十分之

一，但它很可能是刚“掉”进来的，因而受潮汐影响

时间太短，潮汐结构发育不充分，所以我们难以对

其“掉落”过程进行研究。

这次发现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新的结构或新的

视角来研究大麦云的掉落过程。常江表示，因为

大麦云实在太大了，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探

针”来研究银河系和周边的结构，甚至限制宇宙学

和暗物质理论。有天文学家认为，银河系被包裹

在一个巨大的暗物质晕中心，恒星和气体加起来

只占这个暗物质晕质量的百分之三。

“显然，根据动力学摩擦理论，这个高密度尾流

不光由高密度恒星组成，同时应该在相同位置有个

质量更大的暗物质尾流，两者合力为大麦云减速。”

常江大胆设想，虽然暗物质看不到，但通过对恒星结

构和大麦云动力学研究，可以推测这个尾迹质量和

范围有多大，从而进一步推测恒星和暗物质的比例、

恒星晕结构，以及银河系暗物质晕的结构、分布、质

量等，并对暗物质的性质进行判断，看看是冷暗物质

还是温暗物质，或者是其他某种特殊粒子。

望远镜助力人类对银河
系和宇宙的认识
“以前绘制的全天地图，要么看不到外晕；要

么精度不高，恒星数目不够多；要么由多个望远镜

的数据组合而成，观测准确性不确定。”常江表示，

此次天文学家对微弱的恒星尾流实现成功观测，

得益于观测能力的提高，更缘于空间望远镜可实

现全天空观测的优势。

而且，由于地球位于银盘上，此处的恒星、气

体、尘埃等天体的密度都非常高，对银盘的光学观

测一直是个大问题。除银盘结构以外，观测能力

也限制了对银盘边缘、银晕、银河系内卫星星系和

星流的观测。常江表示：“太远太暗的区域很难看

得到它们，即便看到了获得的信息也极为有限。

这个一方面需要提升望远镜的技术，另一方面需

要多波段观测，比如通过 X 射线看高温气体和高

能过程等，通过射电望远镜观测银河系内的气体

等，紫金山天文台目前就正在通过射电观测绘制

银河系内气体分布的‘银河画卷’。”

银河系外围全天空地图发布

星系“小尾巴”或成寻找暗物质线索

俄欲退出国际空间站项目俄欲退出国际空间站项目

立下赫赫战功的太空立下赫赫战功的太空““老干部老干部””将何去何从将何去何从

搭载四名航天员的载人搭载四名航天员的载人““龙龙””飞船飞船，，
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NASANASA 公布了公布了
部分照片部分照片。。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