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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引力波又是引力波
发现致密双星并合最后一块发现致密双星并合最后一块““拼图拼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不少引力波的信号特征都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声

音相似，引力波随机背景信号类似收音机播放的噪声，旋转

中子星的信号则是一个单频的连续信号，超新星爆发的信

号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爆炸声，两个致密天体绕转的信号或

更像鸟叫声，科学家们形象地称之为啁啾信号。

朱兴江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引力波与宇宙学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进入盛夏时节，我们最熟悉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将在夜空中登场，并在七八

月份成为星空的主角。今年 7 月的夜空里，还可以见到五大行星。但随着火

星和水星日渐靠向太阳，到了 8月之后就难以看到它俩了。值得一提的是，我

国传统星官中的东方苍龙七宿正于 7月雄踞南方天空，加之今年 7月的上半月

几乎都没有月光干扰，是观测它们的大好时机。

五大行星分列东西

今年 7 月，土星、木星的升起时间提前到了前半夜。入夜后不久，它们就

在东南方升起，基本上一整夜都能看到。木星在日出前仍可见于西南方，视星

等为-2.6到-2.8等，十分明亮。土星比木星略暗一点，在摩羯座逆行，日出前

位于西南偏西处。

金星本月仍然是昏星，由巨蟹座运行至狮子座，黄昏时出现在西方低空，

明亮而醒目。

火星在整个 7 月离金星都不算太远，也是黄昏时分出现在西方低空。它

的亮度一般，不到金星的百分之一，而且下落时间逐日提前，可观测时间也越

来越短。水星在 7 月 5 日达到西大距，这时它是晨星。5 日之后，它开始逐渐

接近太阳，变得不易观测了。

苍龙七宿依次排开

我国古代的星官体系，将夜空分为三垣和 28宿。古人在春分日的傍晚仰

观天象，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将 28宿划分成了四段。每段对应一象，各包

含七宿：鸟象在南方，龙象、虎象分别在东方和西方，龟蛇则隐没于北方地平线

之下。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五行配五色之说，分别将青、赤、黄、白、黑与东方、

南方、中央、西方、北方相配，最后就形成了东方苍（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

（鸟）、北方玄武（龟蛇）的说法。

苍龙是四象之中的第一象，包括东方七宿，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涵

盖的天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室女座东部到人马座东南部这一段。

每年 7月的夜晚，苍龙横跨于南方天空，是观测它的好时节。今年 7月上

旬没有月光干扰，入夜之后，可以看到夏季大三角在东方闪烁，而春季大三角

正偏向西南方向。其中左下方的那颗亮星，是角宿的第一颗星——角宿一（室

女座α）。角宿是 28宿的第一宿，也是中国古代星空中恒星坐标的起点，还包

括一颗比较暗的星——角宿二（室女座ζ）。日、月和 5 颗行星都从角宿附近

经过，所以古人也将它视为日月五星出入天庭的大门。

从角宿开始，自西南到南偏东的低空，苍龙七宿依次排开，组成一条

腾飞的巨龙。角宿为龙角，亢宿为龙颈，氐宿、房宿为龙身，心宿为龙心，

尾宿为龙尾。其中心宿就是现代天蝎座的心脏附近，最醒目的天体是红

色的亮星心宿二。尾宿是天蝎座的尾巴部分，呈弯钩状，是二十八宿中最

靠南的一宿。

期待惊喜流星雨

到了 7 月 30 日，宝瓶座δ南流星雨将迎来极大。有两个流星雨的辐射

点都在宝瓶座δ星附近，一个偏南，一个偏北，故用南、北加以区分。宝瓶

座δ南流星雨的活跃期比较长，可以从 7 月 12 日持续到 8 月 23 日。今年

的峰值预计发生在 7 月 30 日，理想情况下的流星数量（天顶每时出现率）

是每小时 25 颗左右，实际能见到的可能在 10 多颗。在流星雨中，流量算

是比较大的。

宝瓶座δ南流星雨的辐射点将在当地时间 7 月 30 日 21 时 10 分升出地

平。当天是农历六月廿三，下弦月会在半夜升起，带来干扰，我们可以选择

在前半夜观测。

值得一提的是，在 7 月底前后，除了宝瓶座δ南流星雨，进入活跃期的还

有摩羯座α流星雨、南鱼座流星雨，以及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

雨（8 月 13 日达到峰值）。尽管它们在这个时间段内的流量都不大，但是加在

一起，我们能见到的流星总数也会多一些，值得期待。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7月星空

除了“牛郎织女”还有“苍龙”

7月 6日，由我国科学家参与的国际合作宇

宙学项目——BINGO 正式启动。该项目首席

科学家、扬州大学王斌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我们将与全球科学家一起建造观

测来自深空的中性氢气体的射电望远镜，通过

对宇宙不同演化时期中性氢气体 21 厘米线辐

射的精确观测，揭示宇宙演化物理本质以及暗

能量本质。”

伴随着技术进步，人类对宇宙中性氢气体

的 21厘米线进行精确观测已成为可能，21厘米

宇宙学正快速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天文学家

探索宇宙大尺度结构、暗物质分布、暗能量状态

方程的强有力工具。

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录音记录”

宇宙中存在大量中性氢气体，这些气体中

的氢原子基态能级超精细结构之间的跃迁会产

生电磁波波长为 21厘米的线辐射（中性氢 21厘

米线），是研究宇宙结构和演化的有力工具。伴

随着技术进步，着重于对中性氢 21厘米线开展

观测研究的 21 厘米宇宙学已逐渐进入人们的

视野，标志着研究宇宙大尺度结构、暗物质和暗

能量的一个崭新时代即将全面开启。

王斌介绍，暗能量的本质是当代自然科学

中的重大难题，同时也是极有可能孕育新物理

发现的最前沿科研问题之一。BINGO 项目名

称的含义，即是通过对宇宙中中性氢气体的观

测来捕捉重子声学振荡信号（BAO）。

标准重子声学振荡被喻为宇宙大尺度结构

的“录音记录”，是测量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尺，通

过探测不同红移处的重子声学振荡，科学家可

以测量宇宙膨胀率随时间的变化，从而精确测

量暗能量状态方程等关键宇宙学参数，揭示宇

宙加速膨胀的奥秘。

王斌告诉记者，与其他项目相比，BIN-

GO 所关注的红移区间有所不同，更注重于

宇宙开始加速膨胀后的时期（即大爆炸之后

9 亿年以来的时期）。特别是通过一种有效

的 巡 天 方 式 —— 强 度 映 射 巡 天（Intensity

Mapping），BINGO 可以以极高的效率获得中

性氢在大尺度上的分布，聚焦于揭示重子声

学振荡现象和暗能量的物理本质。

21厘米宇宙学领域竞争激烈

“目前，国际上已经建成和正在设计建造的

一系列大型射电望远镜设备都瞄准了 21 厘米

宇宙学，这标志着宇宙学的新时代正在开启。”

王斌说，近年来，包括我国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

电望远镜（FAST）等在内的数个单口径天文望

远镜项目，也先后加入了 21厘米宇宙学领域的

竞争。此类射电望远镜设施拥有显著优势，可

实现相对快速的巡天观测。

目前所有对于重子声学振荡的测量都是通

过光学手段，也就是使用光学望远镜，在较低红

移处得到的，受仪器探测能力和系统误差影响

较大。观测 21 厘米线使用的是射电望远镜。

射电观测被认为是未来探测更遥远宇宙中物质

分布的有力手段之一。通过观测宇宙中最常见

的成分中性氢在原子基态能级改变时以 21 厘

米波长发出的电磁辐射，可以精确测量中性氢

分布的功率谱。中性氢射电观测所依赖的示踪

物不同于光学观测，可拓宽重子声学振荡观测

的红移范围。

而 BINGO 项目则是利用射电波，通过对

宇宙中中性氢气体的观测来捕捉重子声学振荡

信号，从而可以更好地揭示暗能量的本质。

BINGO 项目的建设和运行不仅对空间科

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科学研究、队伍建

设和人才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将有力

促进信息、电子、机械等相关学科的进一步融合

交叉，提升这些学科的创新能力，优化交叉型新

工科人才的培养，对于我国开展相关领域的科

学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项计划获得巴西、英国、法国、瑞士及中

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支持。其中，

我国科学家团队主要承担 BINGO 理论模板、

强前景干扰扣除算法、望远镜基建等核心任务，

以及开展相关科学研究。

用“21厘米”破解暗能量的本质

遥望苍穹，看似平静，却也激流涌动，“眉目

传情、暗送秋波”的现象在天文探测中时有发生。

6月 29日，一篇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快

报》的论文称，来自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欧洲室女座引力波天文台（Virgo）和

日本引力波天文台（KAGRA）的天文学家接连

发现了 2例来自黑洞—中子星并合的引力波事

件——GW200105和 GW200115。

所谓黑洞—双子星并合，即一个由黑洞和

双子星构成的致密双星系统发生的并合事件。

这是人类首次确认黑洞—中子星并合，至

此，科学家通过引力波，找到了 3种致密双星并

合（双黑洞、双中子星和黑洞—中子星）的最后

一块“拼图”。

科学家是如何确定引力波来源的？引力波

还能在哪些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带着这些疑

问，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对一个天体对象的探测，无非有两种方

法：一个是引力，一个是电磁波。”华中科技大学

物理学院教授邹远川说。

早在 2015 年 9 月 14 日，人类首次通过 LI-

GO 发现了双黑洞并合产生的引力波，这也是

首次探测到引力波，3 名科学家因此获得了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两年后，2017 年 8 月 17 日，科学家观测到

双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同时也看到并合

后抛出的中子物质间接产生的伽马射线、光学

辐射等电磁信号。

邹远川介绍，至此，在对致密双星并合的探

测中，只剩黑洞—中子星并合事件还未被发

现。这次 LIGO、Virgo 和 KAGRA 的共同探测

成果，正好补齐了这最后一块“拼图”。

“近年来，以 LIGO 为代表的引力波探测

器，灵敏度稳步提升，这是人类发现黑洞—中子

星并合事件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引

力波与宇宙学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朱兴江博士介

绍说，相对而言，黑洞—中子星并合或许没有双

黑洞、双中子星并合出现的这么“频繁”，想要寻

找更多黑洞—中子星并合，我们需要能够看得

更远的探测器。

黑洞—中子星并合为何是最后一个被探测

到的？

邹远川认为，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该

事件发生概率较低，即便发生了，其信号强度也

比较弱，目前被探测到的绝大多数是双黑洞并

合，就是因为其质量比中子星大几十倍，产生的

信号也更强烈；二是巧合，双中子星并合的理论

探测率也不高，目前只看到了两个，先于黑洞—

中子星并合被发现，也可能是巧合。

黑洞—中子星并合如此难以探寻，科学家

是否能通过除引力波外的其他手段进行多方面

的探测？“原则上，黑洞—中子星并合也会辐射

电磁波，但在此次两个并合事件中，还没有探测

到任何电磁波信号。”朱兴江说，这可能是因为

它们距离地球太远且方位不清，电磁波信号难

以被捕捉，抑或是因为黑洞的质量比中子星大

很多，中子星或直接被黑洞吞噬，仅造成其附近

时空的震颤，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线索，以供我们

进行探测。

姗姗来迟的黑洞—中子星并合

黑洞—中子星并合的“事发地”距离地球如

此遥远，科学家又是通过什么方式确认两例引

力波来自黑洞—中子星并合？邹远川说，科学

家主要通过两个天体的质量来判断并合事件的

类型，引力波的波形中就包含着并合天体的质

量信息。

理论上，中子星的质量上限（奥本海默极

限）大致为 3倍太阳质量，致密天体的质量超过

该质量上限，就可以确定其为黑洞。

这次探测到的引力波事件 GW200105，为

约 9 倍太阳质量和 1.9 倍太阳质量的致密天体

并合产生，GW200115 则是约 6 倍太阳质量和

约 1.5倍太阳质量的致密天体并合产生。

两例引力波事件中，质量较大的天体为黑

通过质量大小确定并合双方身份

邹远川介绍，黑洞—中子星并合有两种情

形，若黑洞质量比较大，黑洞将直接吞噬中子

星，预期没有电磁辐射，这符合目前观测到的两

例引力波事件；若黑洞质量较小，则在潮汐力撕

裂并合中子星的时候，其中部分中子物质会被

抛射出去，产生核合成及电磁辐射。

因此，伴有电磁辐射的黑洞—中子星并合

事件，是下一个值得期待的探测“新大陆”。

朱兴江认为：“这次观测成果证实了黑洞—

中子星双星系统或在宇宙中广泛存在，银河系

内的黑洞—脉冲星系统也许很快将会被发现。”

在邹远川看来，更长远的突破是地面引力

波探测设备的进一步升级，能观测到越来越多

宇宙中正在发生的致密双星并合事件，为人类

了解恒星，特别是双星的演化提供绝佳手段。

同时，我国“天琴计划”“太极计划”等实施

后，将能观测到宇宙早期超大质量黑洞的并合，

为我们理解星系中心黑洞的成长历史提供直接

证据。

“联合探测十分值得期待。”邹远川兴奋地

说，把较低频的空间引力波探测和 LIGO 的探

测结合，加上频率接收范围介于二者之间的探

测器，可监测致密双星从互相绕转到最终并合

的整个历史，还能提前预报并合事件，让传统望

远镜提前观测，将引力波和电磁信号进行联合，

让人类全面了解中子星和黑洞的本质等。

黑洞—脉冲星系统或将被发现

洞，质量较小的则被认为是中子星。为何会有

这样的判断？“原则上，两个较小质量的天体也

可能是黑洞，但因其质量与中子星一致，且以前

并未发现质量如此小的黑洞，所以判断这两例

引力波来自黑洞—中子星并合最为合适。”朱兴

江介绍。

目前，地面引力波探测器发现的50余例引力

波事件均来自两个致密天体的绕转和并合现象。

“引力波频率不同，探测手段也不一样。”邹

远川说，宇宙中的超新星爆发、中子星或白矮星

非对称振动、宇宙深处超大质量双黑洞并合、小

黑洞围绕超大质量黑洞的旋进和宇宙早期一些

剧烈的物理过程都会产生引力波。

邹远川介绍，目前，LIGO、Virgo和 KAGRA

主要探测频率约为十至几千赫兹的引力波。我

国“天琴计划”“太极计划”等为空间引力波探测

计划，主要探测毫赫兹左右的引力波。此外，更

低频的、约 1纳赫兹的引力波，主要以脉冲计时

阵的方式进行探测。

“不少引力波的信号特征都与我们日常生

活中出现的声音相似。”朱兴江说，引力波随机

背景信号类似收音机播放的噪声，旋转中子星

的信号则是一个单频的连续信号，超新星爆发

的信号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爆炸声，两个致密天

体绕转的信号或更像鸟叫声，科学家们形象地

称之为啁啾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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