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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壤是月球表面月岩经过长期的陨石和微陨石撞击、

太阳风、宇宙射线辐射等太空风化作用形成的。月壤除了

反映月表本身的物质组成以外，还是记录太阳风等与月表

相互作用的历史以及外来物质增生信息的重要载体。

杨亚洲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特别研究助理

7 月 12 日，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

心举行了嫦娥五号任务第一批月球“土特产”

发放仪式，来自 13 所科研机构的 31 份申请通

过审核。

21份样品总计 17.4764克，其中包含 6份光

片样共 157.6 毫克，13 份岩屑样共 868.8 毫克，2

份粉末样共 16.45 克。这标志着月球样品的科

学研究工作正式启动。

经过第一届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全体委员

的评审和投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成功申请到 500 毫克月壤样品。围绕这些样

品，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将开展哪些

研究？如何科学处理这些珍贵的月壤样品？未

来可能取得哪些科研成果？带着这些问题，科

技日报记者 8 月 8 日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的相关专家。

据了解，此次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获得的 500毫克月壤样品均为粉末样。

为什么要全部申请粉末样？中国科学院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刘洋解释道，因为此次

发布可供申请的月壤样品大部分是表面铲取样

品，主要有岩屑样和粉末样两类。其中粉末样

比较多，申请到的概率相对更大。因此，结合自

身的研究特长和以往研究基础，本次申请的全

部为月壤粉末样。

500 毫克，听起来非常少。那么，这点儿月

球“土特产”用来开展科学研究够吗？

“在进行分析研究时，样品自然是越多越

好。但是因为此次月壤样品比较珍贵，为了确

保样品申请能够获得批准，研究人员在进行申

请时大多会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评估所需的样

品量。”刘洋说，根据他们的设想，500 毫克样品

足以满足分析测试的需求。

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

士朱日祥曾表示，对嫦娥五号带回样品的科学研

究，主要有3方面成果值得期待：一是人才培养，

过去中国科学家基本拿不到阿波罗月球样品进

行研究，现在依托嫦娥五号“背回来”的月壤样

品，我们也可以培养自己的研究队伍了；二是此

次嫦娥五号采样区是经过大量研究与论证的，所

以对从该区域采回的月壤样品进行研究，有可能

对月球演化的动力学过程有突破性认识；三是对

我国后续月球与深空探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是，科学研究总是充满未知。“将这些样

品全部分析完，也找不到我们想看的现象，或者

无法回答我们想解决的科学问题，也是有可能

的。”刘洋坦言，不管怎么样，利用这些样品开展

科学研究，必将扩展我们对于月球的认识。

500毫克样品可满足分析测试需求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特别研究助

理杨亚洲介绍，本次发放的月球样品中的光片

样是将粉末或岩屑样进行了一定的预处理，通

常是用环氧树脂等将样品包埋后进行抛光制成

不同样品能反映出月球的不同信息

◎寇 文

观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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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团

队将对获取的500毫克样品开展太空风化作用、

太阳风注入和撞击残留物3项研究工作，以期推

进我们对月球乃至太阳系演化历史的认识。

研究人员会采用哪些研究手段来进行分

析，从而“读出”自己想要的信息呢？

杨亚洲解释道，研究团队将采用一些显微

分析技术对月壤颗粒进行详细的显微结构分析

与地球化学分析，同时结合光谱分析，来探究月

壤颗粒与太阳风、微陨石等的相互作用过程，以

及寻找可能的撞击残留物。

杨亚洲介绍，太空风化作用会强烈地改造

月壤的表层微观结构，形成大量的胶结物和纳

米铁等，并会在宏观上对反射光谱产生影响，是

通过光谱数据准确解译月表矿物成分等信息的

主要障碍。研究人员通分析月壤颗粒的微观晶

体结构与元素分布特征，识别月壤颗粒中太空

风化产物类型，例如纳米铁、非晶质包层等，从

而探究月表太空风化作用的主导作用机制。

同时，月球水的可能来源包括太阳风注入

形成的水、富含水的小天体撞击加入的水和月

球内部去气作用产生的水。刘洋说，太阳风注

入会导致月表水含量和氢同位素的变化，但目

前对月表太阳风成因水的具体形成和赋存机制

认识仍不足。而对月壤样品开展太阳风注入的

研究工作，就有可能揭示这一机制。

而陨石撞击残留物通常具有与原始月球岩

石不同的地球化学特征，尤其是强亲铁元素组

成存在明显区别。“因此，我们将首先对月壤颗

粒进行初步筛选，然后进行微区强亲铁元素分

析，来推测可能的撞击体来源。”刘洋说。

刘洋表示，月球表层相对于其他类地行星能

保存更完整的撞击事件证据，识别撞击体的母体可

为太阳系动力学模型提供地球化学和年代学约束，

但由于以往月表采样点的局限性，缺乏较年轻的地

质记录，限制了对太阳系小天体迁移历史的理解。

嫦娥五号着陆区位于月球正面一处名为

风暴洋的暗色熔岩平原北部。风暴洋是月球

最 大 的 月 海 ，因 其 处 于 月 表 化 学 异 常 的

KREEP 地体内而受到科学界的关注。采样点

附近的吕姆克山是一座相对年轻的火山，地处

月球上一块规模较大的晚期玄武岩区域内。

因此，利用此次嫦娥五号获取的月球返回样

品，在月球火山活动和演化历史等方面取得原

创性的科学成果，将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月球地

质演化提供重要参考。

用显微分析技术对月壤展开详细研究

500500毫克月球毫克月球““土土特产特产””
被用来干了这三件被用来干了这三件大事大事 大约 6600 万年前，一个直径约 9 千米的天体撞击了现在墨西哥的尤卡坦

半岛，形成了直径超过 144 千米的希克苏鲁伯陨石坑。这次撞击引发了大规

模的灭绝事件，终结了恐龙对地球的统治。

此前，地质学家检查了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内 6600 万年前的岩石样本，结

果表明撞击物是类似于碳质球粒陨石类的陨石，这是太阳系中最原始的物

质。奇怪的是，虽然碳质球粒陨石在许多接近地球的天体中很常见，但至今没

有一个的大小接近造就了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撞击物。

曾有理论认为，造成这一撞击的天体来自小行星带，小行星带是位于火星

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密集区域，但此前该区域被认为很少产生飞向地球

的撞击物。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模型来模拟天体是如何逃离小

行星带的。

模拟结果表明，小行星带外半部，直径约 9千米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频率

至少是之前预测的 10倍——平均每 2.5亿年撞击地球一次。在这个时间尺度

上，就有可能在 6600 万年前因小行星撞击形成希克苏鲁伯陨石坑。此外，模

拟中近一半的撞击是由碳质球粒陨石造成的，这也与已知的希克苏鲁伯陨石

坑的撞击物非常吻合。

恐龙“杀手”或来自小行星带

近日，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揭示了木星大气加热背后的机制。

在过去的 50 年里，通过对木星的太空探测和地面观测，以及长期对木星

赤道温度进行测量，科学家认为木星的赤道不应该这么热。那么，是现有模型

未能正确地模拟出木星赤道的热量流动，还是在木星赤道附近存在其他未知

的热源？

当带电粒子被行星磁场捕获时，就会产生极光。它们沿着磁力线向行星

的磁极旋转，撞击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并释放光和能量。

像木星这种气态巨行星的大气模型表明，它们的热能从赤道输送到极地，

并沉积在极地地区的低层大气中。

尽管长期以来，科学家都认为木星的极光一直是使木星大气层升温的主

要原因，但此前的观测结果都无法证实或否认这一点。

以前的高空大气温度图是用只有几个像素的图像绘制成的，并不足以解

释行星温度是如何变化的，也无法提供额外热量起源的线索。现在，利用位于

美国夏威夷的凯克天文台的观测数据，天文学家绘制出了木星高层大气迄今

为止最详细的全球地图，发现快速变化的极光可能会致使热量到达赤道，首次

证实了木星强大的极光是为整个行星提供热量的来源。

极光为整个木星提供热量

近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以及一个国际研

究小组的研究人员合作，首次捕捉到了超新星爆发的第一个瞬间。

超新星爆发是某些恒星在演化接近末期时经历的一种剧烈爆炸。它是我

们能在太空中看到的最明亮、最剧烈的事件之一。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科学

家认为，在宇宙中发现的大多数元素都是由超新星爆发所创造的。

但超新星爆发的初始阶段发生的非常迅速，大多数望远镜都很难观测到

这一阶段。2017 年，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捕捉到了这一现象；而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的研究人员则记录下了恒星爆炸前最初的光爆发。

在此次研究中，研究人员将观测数据与一些现有的恒星模型进行了对比，

确定了引发此次超新星爆发的是一颗黄超巨星，质量约为 100倍太阳质量。

该研究领导者帕特里克·阿姆斯特朗表示，研究人员对恒星爆炸前光的亮

度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十分感兴趣，因为这为判断是哪种恒星发生了爆炸提供

了线索。通过更好地了解不同类型的恒星是如何变成超新星的，可以为我们

了解构成宇宙的元素起源提供线索。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

捕捉超新星爆发的第一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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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仙座流星雨是每年北半球最大的 3场流

星雨之一。与另外两场发生在冬季的象限仪流

星雨、双子座流星雨不同，英仙座流星雨出现在

夏季，观测条件相比严寒的冬季来说要舒适很

多。夏天的夜晚在野外乘凉之际欣赏着天上不

断划过的流星，同时许下美好的心愿，是一件非

常浪漫的事情。

英仙座流星雨的活动时间段很长，每年一

般从 7 月 17 日到 8 月 24 日，持续一个多月。在

8月 13日前后，流星流量达到极大，每小时最大

天顶流量可以达到 110颗以上。

英仙座流星雨与斯威
夫特·塔特尔彗星有关

我们知道，流星大多来源于彗星。英仙座

流星雨的母体是周期为 133 年的 109P 斯威夫

特·塔特尔彗星。这颗彗星最早于 1862 年 7 月

被美国的路易斯·斯威夫特和霍勒斯·帕内尔·
塔特尔先后独立发现。因此被命名为斯威夫

特·塔特尔彗星。顺便说一句，塔特尔发现的另

一颗彗星也和一场鼎鼎有名的流星雨有关，那

就是 55P坦普尔·塔特尔彗星，它带来了每年 11

月的狮子座流星雨。

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在我国史籍中也能

找到踪迹。公元前 69年和公元 188年都有这颗

彗星出现的记载。而英仙座流星雨的观测历史

也很早，最早的历史记录出现在公元 36 年，我

国史籍《后汉书·天文志》中，记录了汉光武帝建

武十二年六月戊戌日凌晨出现了 100颗以上的

流星。之后 1000多年中，其他国家对这个流星

雨也有零星的记录。其实人们早已知道 8月里

流星众多，在每年 8月 10日前后，总有大量的流

星出现。

1835 年，人们最终确认英仙座流星雨每年

都会周期性地出现。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在

1862 年被正式发现后，天文学家通过计算英仙

座流星雨的轨道发现，流星和这颗彗星的轨道

非常近似，英仙座流星雨极有可能和这颗彗星

有关。这是人类首度发现流星雨和彗星之间有

关联。

当年计算的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运行周

期大约是 120年，预测将在 1982年左右回归，但

那时彗星却没有出现。1991 年和 1992 年英仙

座流星雨以至少 2 倍于往年的规模爆发，最大

达到每小时 400 颗左右。1992 年 9 月 27 日，日

本的彗星专家木内鹤彦再次发现了斯威夫特·
塔特尔彗星。计算结果显示这颗彗星的周期是

133.7年，下一次回归将在 2126年 8月。

望远镜可视范围太小
不适宜观测流星雨

今年英仙座流星雨预报的极大期出现在北

京时间 8 月 13 日凌晨 3 点到 6 点。8 月 12 日晚

到 13 日凌晨比较适合观看。由于英仙座流星

雨辐射点的赤纬是+58度，位置比较靠北，比北

斗七星中的绝大多数星都要更靠北，对纬度和

北京相近的地区来说，辐射点永远都不会落到

地平线以下，整夜都可以观测。

这个季节，天黑后不久，英仙座就会从东北

方地平线上升起，此时流星雨的辐射点较低，能

看到的流星数量会大打折扣。午夜时分，英仙

座已经升到半空中，随着辐射点的升高，能看到

的流星数量会有所增加。午夜过后，辐射点会

继续升高，到天亮前，辐射点接近天顶，此时正

好是预报的流星雨极大时间，观测效果最好。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东西跨度很大。对我

国东部地区来说，天亮时流星雨的极大才刚刚

开始不久。而中西部地区天亮要推迟 1—2 个

小时以上，极大期间正适宜观测，观测效果会

更加理想。8 月 12 日是农历七月初五，距离上

弦月还有 3 天的时间，月亮在日落后 2 个小时

左右就会早早落山，对流星的观测不会产生什

么影响。

观测流星最好到远离城市灯光干扰的野

外。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最好提前熟悉一下

观测场地。虽然是天气炎热，但夜晚还是有些

凉的，尤其是后半夜，注意带好保暖的衣物。另

外蚊虫叮咬也比较麻烦，最好带上驱蚊的药物。

观测流星可以不用任何观测设备，用肉眼

看就可以。望远镜的可视范围太小，反倒不太

适宜流星的观测。流星可能在天空中的任意地

方出现，观测地点的视野一定要开阔。仰头站

着看流星很快就会脖子发酸，采取坐或躺的姿

势会比较舒适，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准备好椅子

和防潮垫。

英仙座流星群的流星速度较快，高达 59千

米/秒，属于高速流星群，流星本身划过夜空的

时间也就零点几秒，转瞬即逝，可能在你惊呼的

同时，还来不及许愿它们就消失了。只有一些

较亮的流星闪过后会留有持续数秒的余迹。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

英仙座流星雨将至，请收好这份观赏指南

的薄片，因此光片样可以直接用来进行后续的

测试分析。但是在光片样的制备过程中，由于

需要将月壤颗粒磨出一个平面来进行微区分

析，因此磨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光片样

上颗粒样品极微量的磨损。

岩屑样是早期形成的月球岩石受到撞击等

影响后破碎形成的碎屑，其通常会保留原始月球

岩石的矿物组成等信息。杨亚洲介绍，通过对岩

屑样进行岩相学、矿物学、地球化学等分析，有望

反推其岩石成因。在岩屑样中，相对比较容易找

到适宜的矿物来进行同位素年代学分析。

而粉末样主要就是指月壤。根据阿波罗返

样的分析结果，月壤颗粒的平均粒径在几十微米

量级。“月壤是月球表面月岩经过长期的陨石和微

陨石撞击、太阳风、宇宙射线辐射等太空风化作用

形成的。月壤除了反映月表本身的物质组成以

外，还是记录太阳风等与月表相互作用的历史以

及外来物质增生信息的重要载体。”杨亚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