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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研究中，黑洞系统产生的喷流或外流的速度非常接近光

速，喷流、外流扫过的气体会被加热，在其路径上的气体会被驱

散，这些效应显然不利于恒星形成。而Henize 2-10的中心黑

洞产生外流的速度非常低，与气体作用时也并未显著加热气体，

反而其外流通过压缩气体，直接产生了触发恒星形成的效应。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天闻频道

◎本报记者 吴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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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质量恒星，是宇宙中重元素和紫外辐

射的主要来源。它们不仅影响星系的结构和

演化过程，还影响星系中新一代恒星和行星

系统的形成。在大质量恒星形成过程中，分

子云坍缩形成了致密云核和大质量原恒星，

引力势能转化的热能或大质量原恒星的辐射

加热了周围星际物质，形成了热核。热核是

具有丰富有机分子辐射的分子云核，具有高

温气体和致密结构的特征。天文学家认为，

热核是大质量恒星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

段，它能够显示大质量原恒星最直接的物理

和化学环境变化的“痕迹”。

目前在星际空间中探测到的有机分子，绝

大部分是在热核中探测到的。因此，热核堪称

高效的“宇宙化工厂”。由于星际空间中的复杂

有机分子与生命前化学息息相关，因此开展宇

宙复杂有机分子的研究对理解宇宙生命起源有

重要意义；同时，对热核中的有机分子观测能够

为天文学家研究大质量恒星形成、天体化学以

及宇宙生命起源提供有力支撑。

构建最大的热核样本库

鉴于热核观测研究的重要性，天文学家对

热核的研究通常采用大量的单天线和干涉阵的

观测数据。然而，单天线观测就像用一台像素

极低的相机从空中对一座化工厂拍照，只能拍

到工厂的模糊影像，却无法分辨工厂内部建筑

及生产经营状况的细节。因此仅通过单天线观

测不能得到准确的热核物理化学性质。此外，

以往的单天线和干涉阵观测主要是对个别天体

开展研究，科学家针对每一个天体、每一次观测

都“定制”了不同的空间分辨率和谱线设置，因

此很难通过以往的研究方式和数据得出具有统

计意义的比较研究结果。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刘铁研究员领衔

的 ATOMS 项目组利用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

亚毫米波天线阵（ALMA）对 146 个大质量恒星

形成区进行了系统的热核搜寻和证认工作。这

是国际上首次对热核的大样本、高分辨率搜寻

研究项目。ATOMS 项目组发现了 100 余个热

核候选体。

不久前，项目组成员、云南大学教授秦胜利

领导的研究团队对这些热核候选体进行了模型

计算，主要考察了 3种复杂有机分子：含氮有机

分子乙基氰、含氧有机分子甲酸甲酯和甲醇。

这些复杂有机分子谱线通常在比较高的密度和

温度条件下才容易被激发，此前它们主要在热

核中被探测到，是常用的热核分子探针。秦胜

利教授团队的此项工作成功证认了 60个热核，

其余热核候选体有待进一步的考察确认。这

60 个热核中，有 45 个是本次研究新发现的热

核。刘铁说：“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热核样本

库，为将来大质量恒星形成和分子天体化学研

究提供了绝佳样本源。”

“内资工厂”与“外资工厂”

研究团队还系统考察了这 60 个热核的化

学性质，调研了这些“宇宙化工厂”的“生产经营

状况”。该研究发现这些热核的加热源各不相

同。在这 60个热核中，有 36个热核周围没有电

离氢区，加热源来自其内部，属于“内资工厂”；

其余 24 个紧邻电离氢区，属于外部加热的“外

资工厂”。

秦胜利说：“此次研究发现接近 40%的热核

属于外部加热。这表明热核也许不是大质量恒

星形成的直接前身，而仅是大质量恒星形成区

附近的高温高密富含有机分子的区域。”此外，

该研究还发现“外资工厂”生产乙基氰的效率要

明显高于“内资工厂”，即外部加热的云核中乙

基氰含量更高，而“外资工厂”与“内资工厂”生

产甲酸甲酯的效率并没显著不同，其原因有待

进一步研究。

此次研究还发现，在这 60 个热核中，有 29

个存在明显的氮氧分离现象，即含氧有机分子

与含氮有机分子的空间分布不同。

科学家此前仅发现了不到 5 个存在氮氧

空间分离的热核。本次的研究结果是首次系

统地发现热核中普遍存在氮氧分离现象，而

这一现象的发现将为研究地球“碳亏损”现象

提供帮助。

地 球“ 碳 亏 损 ”现 象 一 直 是 一 个 未 解 之

谜。研究发现，地球上的碳元素丰度比星际

尘埃或彗星低近 4 个数量级，科学家认为其起

因可追溯至行星和恒星形成过程。秦胜利认

为：“在恒星形成过程中，冰相氮氧有机分子

会在不同温度下蒸发、被破坏，导致氮氧空间

分离，此过程间接导致碳在不同区域具有不

同程度的损耗。因此，热核中观测到的氮氧

分离现象有可能解释地球的‘碳亏损’问题。”

该研究观测到的大样本氮氧分离为以后进行

深入研究提供了样本。

刘铁展望道：“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

是我国参与的最大的国际天文大科学装置。研

究星际有机分子产生机制并探究宇宙生命起源

是 SKA 的主要科学目标之一。我们发现的这

些热核是未来 SKA 观测的重要目标源。”此外，

ATOMS 项目组正利用高质量的 ATOMS 数据

从统计学角度深入研究大质量恒星形成，特别

关注大质量原恒星的吸积及反馈过程。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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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皇家天文学会月报》发表了一项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

成果，该项工作基于行星形成的模拟研究，揭示了红矮星周围宜居行星在原行

星盘中的形成机制。

探索地球以外的宜居行星是天文学的基础研究前沿，相关研究成果将

回答“地球是否唯一”以及“行星如何成为生命摇篮”等重大科学问题。目

前“开普勒”和“苔丝”等空间望远镜发现了 3300 多颗系外行星，但其中红矮

星周围的宜居类地行星仅有 38 颗。红矮星周围类地行星的样本统计分析

表明，大部分行星非常接近其母星，距离为 0.01—0.2AU（AU 为天文单位，

1AU 约为 1.496 亿千米），这意味着由多颗类地行星组成的行星系统轨道分

布十分紧凑。

红矮星周围的类地行星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每个红矮星系统平均拥

有多少颗宜居行星？近邻类太阳型恒星附近是否存在像地球一样的宜

居行星？

通常，科学家通过两种理论来解释类地行星的形成：一种理论认为目前观

测到的类地行星基本上在“当地”生成——其当前轨道与初始轨道几乎相同，

即原位形成机制。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行星最初并不在当前观测的轨道

位置，在行星形成过程中与原行星盘发生角动量交换，从而引起行星向内迁移

或向外迁移（反向迁移），最终抵达当前轨道，即轨道迁移机制。因此基于不同

的原行星盘模型及行星形成理论，科学家可深入探究红矮星附近类地行星的

形成演化历史。

研究人员基于行星形成的数值模拟，发现在原位形成机制中行星仅能吸

积附近几个希尔半径内原行星盘的物质，但由于缺乏含水物质的传输，因此导

致形成的行星一般不具有宜居性。不同的是，轨道迁移机制下的原行星，在其

迁移过程中可吸积较多星子而生长成质量更大的类地行星。

在向内迁移的模型中，研究人员观察到所形成的超短周期类地行星分布

在距离红矮星 0.01—0.03AU 内；而反向迁移机制模型中，则考虑了原行星盘

不同的加热机制，在盘内侧、行星迁移方向发生翻转而向外侧迁移，最终在黏

性加热与辐射加热（不相接触的物体通过热辐射交换能量，使热物体对冷物体

加热的过程）的过渡区域附近停止迁移，反向迁移机制可解释红矮星周围类地

行星的轨道分布特征。

研究团队进一步揭示了红矮星系统中类地行星的生成率，例如原位形成

模型中可平均生成 7.77 个质量约为 1.23M⊕（M⊕为地球质量）的行星；而向

内迁移与反向迁移机制可分别平均产生 2.55个质量约为 3.76M⊕和 2.85个质

量约为 3.01M⊕的类地行星。研究人员从行星质量、轨道半长径和偏心率分

布等方面将模拟结果和实际观测样本进行分析对比，发现反向迁移机制形成

的行星分布与观测数据具有较高的吻合度，这就揭示了红矮星周围宜居类地

行星可能的形成机制。

为深入研究类太阳型恒星和红矮星周围的宜居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提出了“近邻宜居行星巡天计划”，即采用空间高精度天体测量法来寻

找首颗近邻类太阳型恒星周围具有地球质量的宜居带类地行星。而本项工作

为探索红矮星宜居行星形成演化提供了新思路，亦为“近邻宜居行星巡天计

划”寻找类地行星提供了理论依据。

红矮星周围宜居行星

或通过反向迁移机制形成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蕴）2 月 23 日，记者从 2022 年青海省科技工作会议

获悉，截至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累计落地光学天文望远镜项目 9 项，总投

资近 20亿元。

近年来，青海省面向国家科研重大需求，在青海省重大科技专项《天文大

科学装置冷湖台址监测与先导科学研究》项目成果的有力支撑下，运用冷湖地

区优质光学观测条件，推进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建设工作，走出了一条天文科技

事业发展的崭新道路。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科技局局长唐永天表示，冷湖天文观测

基地落地光学天文望远镜项目中，西华师范大学 50BIN 望远镜正式建成并

投 入 科 学 观 测 ；国 家 天 文 台 Song 望 远 镜 项 目 、中 红 外 观 测 系 统 望 远 镜

（AIMS）项目、紫金山天文台多应用巡天望远镜阵列（MASTA）、2.5 米大视

场巡天望远镜等 5 个项目已完成土建施工和主体建设；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 PAST 和 TINTIN 望远镜项目已完成设备采购；清华大学

6.5 米宽视场巡天望远镜 MUST 项目已完成组建安装、机架支撑等安装调试

工作。

针对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暗夜星空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海西州科技局牵

头起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初稿）》，先后 12

次召开编制工作推进会与意见征求座谈会，征求省内外天文专家以及相关部

门意见建议，最终形成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

（送审稿）》，条例已经州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请州人大开展立法审

查工作，预计今年 6月底前颁布实施。

9项光学天文望远镜项目

落地冷湖天文观测基地

一直以来，黑洞都被认为是个“破坏大王”，

会吞噬一切靠近它的物质。然而，近日哈勃太

空望远镜观察到矮星系 Henize 2-10 中的黑

洞，与其他已知黑洞的“性情”截然相反，它正在

促进而非抑制其附近恒星的形成。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哈勃太空望远镜

对 Henize 2-10 的成像和光谱分析清楚地显

示，一股气体流从黑洞延伸到明亮的恒星诞生

区，如同一条脐带，让稠密的云团形成恒星。

Henize 2-10 位 于 罗 盘 座（南 天 星 座 之

一），距离地球约 3000万光年，其中包含的恒星

数量只有银河系的十分之一左右。华中科技大

学物理学院教授雷卫华介绍，银河系是原始星

系不断生长、并合的产物，而 Henize 2-10 虽然

经历了漫长的宇宙演化，但仍然保留原始形态，

是小尺度星系，可以视作星系的“活化石”。

这样的矮星系是否也像其他星系那样，在

星系中心存在着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10 年 前 ，这 个 问 题 还 是 人 们 争 论 的 焦

点。人们认为，Henize 2-10 星系核心的 X 射

线和射电活动可能是中心黑洞吸积气体所致，

也可能来自年轻的超新星遗迹。”雷卫华说。

而本次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观测结果，为矮

星系中心是否存在大质量黑洞的争论画上了句

号。此次研究揭示了从星系核心延伸到恒星形

成区的双向外流的特殊结构。通过谱线多普勒

频移，研究人员可以测量出不同位置的外流气

体速度，进一步显示外流的进动。

此前，科学家在很多活动星系核中也观测

到过喷流的进动。理论上，喷流或外流的进动

可能来自扭曲的黑洞吸积盘。雷卫华认为，能

观测到进动的外流，就证明 Henize 2-10 中心

必然是黑洞无疑，不可能来自超新星遗迹。

同时，Henize 2-10 中心没有核球，表明其

中心约百万倍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在核球

形成之前就已存在，这与一般正常星系和活动

星系的超大质量黑洞与其核球一起经历不断增

长的情况不同。

“Henize 2-10 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可能

还保持着其婴儿时期的模样，极具研究价值，可

以借此复原类似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原

始种子信息。”雷卫华说。

星云若要塌缩形成恒星，必须足够冷和稠

密。在此前的观测和理论研究中，通常认为从

星系中心黑洞产生的喷流或外流在其所经之处

会不断加热和驱散气体，必将抑制恒星形成。

对于矮星系，虽然观测到的黑洞活动样本很少，

但科学家仍持相同观点。

雷卫华表示，对 Henize 2-10 的观测发现

却完全相反，其中心黑洞活动产生的外流触发

了恒星形成，这大大出乎科学家的意料。

促进恒星形成的黑洞

伴随多波段天文学的发展，科学家对星系

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逐渐累积的证据表明：正常

星系和活动星系中心一般都存在着一个质量为

百万倍到百亿倍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

雷卫华介绍，黑洞本身并不发光，但黑洞的

强引力场会影响周围恒星或气体，如超大质量

黑洞会俘获并撕裂靠近它的恒星，吸食恒星残

骸，质量超过一亿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则可以直

接吞噬恒星或气体，形成吸积盘。

黑洞吸积周围气体物质形成吸积盘。吸

积盘上，相对中心黑洞不同距离处的物质绕

转速度不同，这些物质通过较差转动（在不同

半径以不同的角速度绕黑洞旋转）释放引力

势能并加热气体形成热等离子体，热等离子

体会产生辐射。

雷卫华说，黑洞除了吸积物质，黑洞吸积盘

与众不同的黑洞外流 2019 年 4 月 10 日，“事件视界望远镜”合

作组公布了人类首张黑洞照片，通过黑洞阴

影尺度，测量出 M87 这个距离地球 5500 万光

年巨椭圆星系中心的黑洞质量约为 65 亿倍太

阳质量。

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雷卫华介绍，

通常认为星系中心黑洞与星系应该是共同增长

的关系。但根本问题在于，今天看到的星系中

心超大质量黑洞，是在漫长的宇宙历程中通过

种子黑洞不断并合或吸积物质生长而来的。

那么，最初的种子黑洞是什么？

目前，主流的种子黑洞模型包括“轻种子”

和“重种子”两种。“轻种子”黑洞来自恒星演化

产物，即第一代恒星，其金属丰度极低，几乎全

由氢和氦组成，可达到几百倍太阳质量，寿命只

有百万年，或坍缩形成 100 倍太阳质量左右的

黑洞。“重种子”黑洞则来自原始气体或星团直

接塌缩，可达几千到数十万倍太阳质量。

雷卫华认为，通过 Henize 2-10，可以一窥

宇宙早期原始星系和种子黑洞活动的样子，帮

助科学家更全面地理解黑洞反馈与星系演化的

关系。

种子黑洞的两种可能来源

并非都是并非都是““破坏大王破坏大王””
哈勃发现有些黑洞可促进恒星形成哈勃发现有些黑洞可促进恒星形成

系统也会向外抛射等离子体，产生喷流或外流，

这些现象在活动星系核和微类星体中非常普遍。

喷流或外流的形成机制主要有以下 3 种：

低吸积率吸积盘无法有效通过辐射光子来冷

却，炽热的吸积盘会向外抛射等离子体形成盘

风（外流）；如果吸积盘存在极强有序磁场，盘上

等离子体通过磁力线向外抛射形成外流或喷

流；旋转黑洞可通过周围有序磁场提取黑洞的

转动能，以加速周围等离子体形成沿着黑洞两

极方向准直的喷流。

“Henize 2-10 中心黑洞产生外流的机制

可能是其中某一种，具体是上述哪种机制主导，

现在仍然不清楚。”雷卫华表示。

此前研究中，黑洞系统产生的喷流或外流

的速度非常接近光速，喷流、外流扫过的气体会

被加热，在其路径上的气体会被驱散，这些效应

显然不利于恒星形成。因此，科学家通常认为

黑洞喷流、外流会抑制恒星形成，至少对活动星

系而言是如此。

而 Henize 2-10 作为矮星系，其中心黑洞

产生外流的速度非常低，大约每秒几百公里，相

对光速而言非常慢，与气体作用时也并未显著

加热气体，反而其外流通过压缩气体，直接产生

了触发恒星形成的效应。基于此，哈勃太空望

远镜观察到 Henize 2-10 双向外流直接延伸至

恒星形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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