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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地基光学红外望远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径大，

观测的天体也会更暗。这就要求天文台台址在保证可观测

夜数足够的前提下，天空背景要更暗，大气湍流要更小，视

宁度要更低，才能有效发挥望远镜性能。

冯麓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

青海省西北角的冷湖镇，正在成为全球天

文界关注的焦点。这里的赛什腾山，最高海拔

4576米，距离敦煌约 250千米。

自 2018 年初至 2020 年底，近 3 年间，这块

干旱少雨、日照强烈的地区吸引了一批批科学

家，他们不时仰望星空，试图从云量、夜空背景

亮度、气温、压力、湿度、风速和方向、灰尘、可降

水量等数据中抽丝剥茧，目的只有一个，为未来

的望远镜寻找一处适合安放的新家。

最终的结果足以令科学家们欣慰。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科学院

大学、西华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海观测

站等团队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

称，他们发现赛什腾山 C 区 4200 米海拔标高点

的光学观测条件，在光学红外天文观测性能方

面可以比肩国际一流光学红外天文台台址。其

中，能够影响地基望远镜成像质量的视宁度指

标的中值为 0.75 角秒，这个参数与国际最佳台

址数据大致相同。

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好的天文台台址包

括以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山为代表的海岛高

山型，以智利塞罗·帕拉纳地区为代表的海岸

边高耸山脉型和以南极为代表的极地型。内

陆是否存在能与之比肩的优秀台址，赛什腾山

C 区的发现给出了答案。选台址可能是天文

领域中最艰苦的工作之一。在每一处台址背

后，都有一串大数据的支撑，除了需要考察地

形、地质、运行支撑外，还需考虑诸多天文观

测的相关影响因素，包括晴夜数、视宁度、气

象条件等指标。

“古老的天文台，例如英国格林尼治天文

台、伽利略工作过的意大利帕多瓦天文台，都建

在城市里或近郊。在它们建设的时代，望远镜

口径很小，观测也主要以目视为主，而且那时城

市几乎没有光污染。”上述论文第一作者、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李才介绍，天文学

发展到近代，逐渐开始重视天文台的选址，天文

台台址也在不断远离城市。

邓李才说，地基天文观测都是透过地球大气

进行观测，大气中的物质会吸收来自天体的信

号，所以台址上空的大气越薄，被吸收的信号就

越少。因此需要在海拔尽可能高的地方选址。

此外，选址还需要远离人造光源，因为大气

中各种因素产生的散射会严重影响天文观测。

人类活动不仅制造了更多的光污染，也让

尖端的地基光学红外望远镜直面更多挑战。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冯麓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现代的光学红外望远镜在灵敏度和波

长覆盖范围方面，要比以前强得多。望远镜的

聚光能力越来越强，也就意味着它们不仅能捕

捉星光，也会将城市灯光一起收集进来。而未

来观测的天体目标越来越远，这就意味着在地

面观测的时候它们本身就会很暗。所以用于夜

间观测的天文台的选址就要避免城市的光污

染，选择更偏僻的地方。”

建国初期，我国用来在夜间观测的天文台

只有位于南京市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上世纪 90年代，天文学家在我国西部开展了一

系列台址探查和监测工作。云南天文台的高美

古观测站、新疆天文台的南山观测站、青海的德

令哈观测站就诞生于这一时期。这些台站的海

拔高度普遍在 2000—3000 米，相对于海拔仅有

900 米的河北兴隆观测站，它们能避开 1000—

2000 米的大气湍流，视宁度也就更好，更有助

于望远镜成像。

为了应对未来更大口径望远镜建设的需

求，我国在 2003年前后集中力量对青藏高原和

帕米尔高原开展了选址工作。西藏的乌玛、噶

尔，新疆的卡拉苏等海拔在 3000—4000 米的台

址都是在这期间涌现出来的。

避开光污染

天文台台址不断远离城市
夜空中，我们目力所及的繁星，90%以上都

是银河系内的恒星，这是因为这些恒星离我们

较近。

由于地球自转轴和银盘存在一个夹角，所

以在实际观测星空的时候，南半球所对应的南

天可以看到更多银河系内的天体；而在北半球

对应的北天，银河系遮挡较少，借助望远镜可以

看到银河系外和银盘外的天体。

对于天文学家而言，无论是银河系内还是系

外的天体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冯麓说：“对于大

口径望远镜的建设而言，地理位置的考量更多的

是出于天文台自身的倾向性，比如美国的天文台

偏向于在本国领土内建设望远镜，而欧洲南方天

文台从建台之初就是要在南半球设立自己的观测

基地等。”

邓李才说，想要寻找系外行星上的生命迹

象，捕捉电磁引力波爆发和太空偶发的瞬时天

体物理事件，望远镜就必须尽量均匀地分布在

全球各地，才能在有限的时间窗口中精确观测、

验证这些天文现象。而冷湖镇在东半球独特的

地理位置，恰好填补了莫纳克亚山、阿塔卡马沙

漠和加那利群岛三地天文台之间在地理上的巨

大鸿沟。

当然，让天文望远镜“落户”，不可能一蹴而

就。邓李才介绍，就冷湖镇地区的天文台选址

来说，科学家首先从多年来地面气象台网和卫

星云量的数据中，选择了一个大致的适宜区域；

然后实地踏勘，查看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例

如是否有起伏明显的高山，地质条件是否利于

修路；再调阅当地 3 个气象站近 30 年的气候记

录，查看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和年日照时间；确

定大致可行之后，还要再进行长期的定点测量。

海选、踏勘、精测

天文望远镜“落户”不简单

光学天文台的选址需要考虑诸多科学指

标，比如晴夜数、天光背景亮度、视宁度以及涉

及气象条件的风力、颗粒物、水汽等。

视宁度指的是大气抖动对望远镜观测星象

造成的模糊程度，选址地区的视宁度越低越

好。视宁度的监测往往采用差分图像运动监测

仪。这种设备根据所收集到星斑的运动统计结

果，结合大气湍流的物理统计模型，就可以反演

出台址上空大气的视宁度。

决定地基光学红外望远镜能否观测到天体

的最重要因素还包括云量遮挡。冯麓介绍，传

统天文观测有两种，一种是测量天体的亮度，一

种是测量天体的光谱。对于前者而言，因为测

量的是来自目标天体光子的绝对数量，所以一

旦在观测目标和望远镜之间出现云，到达望远

镜的光子就会减少，云层太厚的时候也有可能

完全接收不到光子。而光谱观测则不需要测量

到达光子的绝对数量，只要有来自天体的光能

被接收，而且强度足够看到各条谱线的相对位

置，观测就是成功的。但如果观测的天体比较

暗，光谱观测可能也会受一点影响。

所以，天文学家在考察台址的云量时，一般

会把长时间（比如 3 到 6 个小时）在天顶方向很

大角度范围里不存在任何云的情况称为晴夜或

者测光夜。而在长时间较小范围内无云或者少

云的情况被称为光谱夜。

冯麓认为：“一个台址是否优良，首先要看

的就是它的晴夜和光谱夜占全年的百分比。如

果有云，还要看云的分布和有云时间的长短。”

此外，水汽是阻止红外光穿透大气的主要

因素。评价大气水汽含量的指标是大气可沉降

水汽含量。它表征了从地面到天顶大气中水汽

的总量，海拔越高水汽含量越低，周围植被越少

的台址通常可沉降水汽含量也较低。水汽的指

标测量较为复杂，往往需要在红外和射电多波

段同时进行探测，根据探测结果，结合模型反演

出可沉降水汽含量的绝对值。

“不过，考虑一地是否适合作为台址，还要

综合考虑各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在能‘看到’天

体的基础上‘看好’才行。”冯麓说。

为了让天文望远镜尽可能不受环境的影

响，近年来科学家也在尝试将自适应光学系统

应用于天文望远镜中。

冯麓介绍，自适应光学系统可以根据大

气湍流的特征，在望远镜光路中对接收到的

天体畸变波前进行校正，尽可能降低大气湍

流对成像的影响。同时，为了实时探测大气

湍流，科学家会使用高性能的钠激光，激发位

于 90—110 千米高空中的钠原子，使钠原子

产生共振荧光。共振荧光中，后向发射的光

子返回地面的过程中，会将大气湍流照亮，科

学家就可以据此判断大气湍流的变化强度，

继而进行校正。但这种技术会受到钠层在丰

度和高度上地域和季节性变化的影响，同时

还会受到高空风速、地球磁场矢量等与台址

相关因素的制约。

“但无论如何，下一代地基光学红外望远镜

最大的特点就是口径大，观测的天体也会更

暗。这就要求天文台台址在保证可观测夜数足

够的前提下，天空背景要更暗，大气湍流要更

小，视宁度要更低，才能有效发挥望远镜性能。”

冯麓说。

要“看到”还要“看好”

选址需考虑这些科学指标

天象早知道

◎李 鉴

青海冷湖镇地区发现一流光学红外天文台台址青海冷湖镇地区发现一流光学红外天文台台址

望向深空之眼建在哪儿望向深空之眼建在哪儿““视力视力””最佳最佳

宋代诗人孔武仲的《巴陵界中作》有云：“曲曲秋江滟滟波，直疑乘兴到银

河。逢人欲问支机石，此去星桥路几多？”9 月的星空几乎承载了一年之中一

大半的诗意和传说，比“流水落花春去也”更令人感怀，比“黄石仙翁识帝师”

（即张良圯上遇黄石老人，传说是昴星下凡）更神奇浪漫。

今年 9 月，肉眼可见的五大行星中，金星是昏星，由狮子座自西向东顺行

至室女座。日落之后，它位于西南方天空，依然是全天最亮的星，十分耀眼。

土星和木星的观测条件也很不错，它们都在摩羯座逆行，土星在西、木星在东，

相隔大约 15 度。日落时分，这两颗行星就已出现在东南方天空，直到次日凌

晨 2—3时才在西南方落下。水星虽然会在 9月 14日达到东大距，但是高度角

很低（在北京只有 8度左右），不易观测。火星也已逐渐接近太阳，日落后会很

快下落，难以看到。

9月秋夜，银河正美

9 月入夜之时，银河正好高悬于头上，最明亮的银心部分——人马座、天

蝎座也已上升到了南方最高处。河汉欲流，星光正灿，引发了人们无数的吟

咏，例如“凉夜箫声处处过，玉楼高起逼天河”“艳艳银河冷欲流，纤纤新月皎于

眸”……

除了寄托秋思，古人还赋予了 9 月银河“海客乘槎”的神奇传说。西晋张

华的《博物志》中记载，相传每到农历八月，就会有木筏（即槎）来往于大海和天

河之间。有好奇之人乘槎渡海，来到一处城郭，碰到一个人牵着牛在饮水，就

询问这是什么地方。那人回复说，你到蜀郡问问严君平便知。他依言找去，严

君平说：某年某日，我看到有客星犯牵牛。而这天正是他见到牵牛人的时间。

还有传说张骞乘槎来到天河，见到了织女，织女送给他一块用来支撑织布机的

石头，这就是现在成都著名的“支机石”。

“天上灵槎一度，人间八月江潮”，可能正是钱塘江的大潮，让人们产生了

（农历）八月通达天河的美好想象。今年 9 月上旬入夜之后，几乎没有月光干

扰，正是仰望银河品诗寄怀的好时机。

9月14日，海王星冲日

海王星的英文名称是“Neptune”，源自罗马神话中的海神。自从 2006 年

冥王星降级为矮行星后，海王星就成了太阳系行星的“前哨站”。它距离太阳

将近 45 亿千米，亮度只有 7.7—8 等，大约只及肉眼可见最暗星的 1/6，需要借

助小型天文望远镜或双筒镜才能看到。海王星的视直径约为 2.3角秒，在中等

口径的望远镜中可以看出偏蓝的色彩，但分辨不出细节。它的蓝色归功于其

大气中的甲烷。甲烷本身没有颜色，却是强力的红光“捕手”，能大量吸收波长

较长的红光、黄光，并把波长较短的蓝光反射出去。海王星大气中甲烷含量约

为 3%，使它看上去呈一片湛蓝。

9月 14日，海王星冲日，即它与太阳正好分别位于地球的两侧。在冲日的

前后几天，它基本上是在日落时升起、日出时落下，整夜都位于地平以上，所以

此时正是观测它的好时机。当天它位于宝瓶座和双鱼座之间，我们可以尝试

用望远镜找找它。要想辨认出这个蓝色的小点并不容易，最好使用 Stellarium

等星图软件提前查好它的位置。

9月17日，土木双星伴月

太阳、月亮还有金木水火土5颗行星，在星空中移动时所走过的路径相差不

远，都在“黄道”附近。月亮运行得很快，一个月就绕着星空走一圈，所以它每月

都会从行星和一些黄道附近的亮恒星旁边经过，形成亮星“合月”的天象。“合”

是指两个天体的赤经（也有书上定义为黄经）相等的时刻，粗略地说，行星合月

时，差不多就是这一个月里，行星与月亮的角距离最小的时候。北京时间 2021

年9月17日11时，将发生土星合月；9月18日15时，会发生木星合月。

除了“合月”，星空中还会上演各种“伴月”天象，泛指一颗或几颗亮星（可

以是行星，也可以是较亮的恒星）出现在月亮附近的现象。它在天文学上并没

有严格的定义，算是一种俗称。不过每当两颗或更多的亮星出现在月亮周围

时，颇具观赏价值，也常常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9月17日（农历九月十一）的日落时分，盈凸月会与土星、木星一起出现在东

南方天空，形成“双星伴月”的美景。木星和土星相距 15 度左右，不到两个拳

头。月亮在它俩之间，三者组成一个三角形，它离土星更近，还不到一个拳头。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天河高悬、双星伴月

9月苍穹充满诗意

在赛什滕山上第一次做地面视宁度测量 受访者供图

2021年七夕，正在施工中的冷湖镇赛什腾山台址。 洪文瀚摄

赛什腾山雪后赛什腾山雪后夕照夕照，，整个天文台笼罩在落日余晖中整个天文台笼罩在落日余晖中，，远远
处是辽阔的柴达木盆地处是辽阔的柴达木盆地。。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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