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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于 2023 年发射的中

国空间站望远镜非常有“气

势”，大小相当于一辆大客车，

立起来有三层楼那么高。它的

口径为两米，与美国哈勃太空

望远镜的口径相当，而视场却

比哈勃太空望远镜大350倍。

刘继峰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中
国空间站望远镜科学工作联合中心
主任

此次研究仿真了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撞击过程，结果

表明撞击会在月幔中产生一个热幔柱，热幔柱把深部放射

性元素带到了月壳和月表。值得一提的是，该仿真遍历了

产生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各种直接撞击和掠射撞击，发现

不管何种撞击，产生幔柱的区域和方向结果都一样：只在朝

向地球的月球正面方向发生。

◎本报记者 唐 芳

天象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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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 文

进入 5 月，天气越来越热了。天黑后，夏夜星空中明亮的织女星已经从

东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北斗七星正高挂在我们的头顶附近，非常适合观

看。这 7 颗星并不是天上最亮的星，亮度大约都是二等，但是它们组成一个

非常独特的形状，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是一个大勺子的样子，目前“勺子把”

正朝向东方。

在古代，人们把这 7 颗星想象成为舀酒的斗，由于靠近北天极，所以叫北

斗。相应地，在夏夜南方天空的人马座还有一个南斗六星，现在还没有升出地

平线，此时在正南方天空中占据主要位置的是狮子座、室女座。

除了这些著名的星座，五月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特殊天文现象？

5月16日 月全食

这次月全食初亏时间是北京时间 5月 16日 10时 27分，食既为 11时 29分，

食甚为 12时 12分，生光为 12时 53分，复圆为 13时 55分。从全球范围来看，美

洲、非洲、欧洲大部分地区、亚洲极西部可以看到此次月全食。我国看不到这

次月全食，因为它正好发生在我国白天，届时月亮在地平线以下。

月食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天象，是月亮进入地球的影子，产生月亮变暗的现

象。我们知道，月亮本身不发光，是被太阳光照亮才能被我们看到。满月时，

月亮、地球、太阳排成一条直线，如果地球恰好走到月亮和太阳正中间，挡住了

照向月亮的太阳光就会出现月食。月食通常分为月全食和月偏食两种。地球

在太阳的照射下，会背向太阳拖出一条长长的黑影子，影子分两部分，一部分

是本影，一部分是半影。本影就是太阳光完全被地球遮住，无法照射到的地

方。月亮进入本影就会发生月食，如果月亮完全进入本影就是月全食，只有部

分月亮进入就是月偏食。月食一定发生在满月的时候，但满月的时候不一定

就发生月食。

月亮在天上运行的轨道叫作白道，太阳在天上运行的轨道叫作黄道，黄道

和白道并不是重合的，而是有一个 5 度多的夹角。因此，在大多数满月时，月

亮、地球、太阳并不是严格地排成一条直线，月亮只会从地球影子的上方或下

方掠过，并不能进入地影，就不会发生月食。一年当中最多可发生 3 次月食，

最少则一次也没有。

5月18日 火星合海王星

最近一段时期，五大行星中的金星、木星、火星、土星出现在黎明前的东方

天空，相互之间不断变化着位置，走得快的行星有时会从另一颗行星附近经

过。其实，在这 4颗明亮的行星中，还夹杂着另外一颗行星海王星。海王星是

太阳系中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直径将近 5 万千米，差不多有地球的 4 倍大。

体积在太阳系的行星中排名第四，质量排名第三，大约是地球的 17 倍。海王

星与太阳的距离约为 45 亿千米，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 30 倍，围绕太阳运行一

周需要约 165年。

海王星由于距离地球比较远，看起来亮度比较暗，最亮的时候仅为 7.8等，

肉眼完全看不到，只有通过天文望远镜，还要有详细的星图找到其精确的位

置，才有可能在茫茫星海中观测到这个蓝色的星点。

5月 18日，火星与海王星相合，海王星位于火星的左上方，相距不到 40角

分，只比一个满月的视直径稍大一些。借助明亮的火星，可以相对容易地寻找

到海王星。目前，火星的亮度为 0.8等，天亮前位于东方低空，在它的左侧偏下

方不远处，是更加明亮的木星，如果你有一架小型天文望远镜，找到红色的火

星后，海王星就会出现在同一视场中，虽然此时海王星的亮度只有 7.9等，但在

火星附近没有比它更亮的天体了，还是比较容易判定的。

5月25日 火星、木星伴月

5 月 25 日，一轮残月运行到木星、火星附近，形成美丽的双星伴月景象。

木星位于火星左侧，亮度为-2.2等，火星亮度为 0.7等，两者之间的角距离不到

3 度，月亮在火星下方偏右，距离火星 3 度多，与木星的距离约 5 度。这 3 颗明

亮的天体聚集在一起，是给它们留下合影的好机会。

在火星、木星双星伴月后，月亮很快就会离开它们，但是火星、木星还会继

续靠拢。29 日，火星、木星相合，具体时间是 29 日 8 时，两者最近时不到 40 角

分。29 日凌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颗行星一起出现在东方低空，木星亮度很

亮，颜色发红的火星稍暗，位于木星的右下方，距离火星 40 角分多。30 日，火

星跑到木星的下方，到木星的距离比昨天还要稍近一些。用放大 20—30倍的

望远镜可以把它俩同时收进视场，在望远镜中，还可以看到木星的 4颗卫星。

5月27日 月掩金星

5 月 27 日早晨，月亮运行到金星附近，日出前约 1 个半小时升出地面，金

星在左，弯弯的月牙儿在右，相距只有 3度。这两颗夜空中最亮的天体如此接

近，非常值得观赏。随着天光大亮，它们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其实，月亮还在继续向金星靠近，到中午时分，最为接近。在我国的东南

沿海地区，甚至可以看到月亮把金星遮挡住的景象，这就是月掩金星。北京地

区无法看到月亮把金星遮掩住，但是能观测到月亮和金星“擦边而过”的景象，

金星和月亮的边缘最近时相距只有约 10个角分，相当于月亮视直径的三分之

一。可惜这一景象发生在白天，还是中午，虽然白天不容易看到星星，月亮倒

是有可能看见。但其实，由于金星的亮度特别亮，在天气条件非常好、大气透

明度很高的时候，在白天用肉眼是有可能看到金星的。如果通过一架双筒望

远镜就更容易看到了。去年 11月 8日，也曾出现过月掩金星的景象，也是需要

在中午观测，当时很多人都观测、拍摄到了这个景象，视力好的人直接用肉眼

就看到了月亮旁边的金星。

观测月掩金星很有挑战性，要有极好的天气，至少需要用到双筒望远镜，

还需要足够的观测经验。观测的难度在于要知道金星处在天空中的什么位

置。在 5 月 27 日中午 12 点前后这段时间，金星和月亮位于天空的西南方向，

地平高度大约 40 度，相当于在半空中，这个高度还是很适合观测的。想要观

测，首先要找到淡白色的月亮，天气好的话，这应该不算太难，把双筒望远镜对

准它，当望远镜的视场中出现了月亮，金星应该在它的右侧，如果你看到一个

小白点儿，那应该就是金星了。把相机接上中长焦的镜头，还可以把这个现象

拍摄下来，留个永久的纪念。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

北斗七星高挂

5月星空精彩纷呈

自阿波罗时代起，科学家就知道月球有两

面：一面正对着地球，另一面始终背对地球，面

向地球的一面较为平坦，背向地球的一面则凹

凸不平，遍布成千上万的撞击坑。

月球两面为何如此不同是月球众多谜团

之一。

近日，科学家对月球的两副“面孔”提出了一

种全新的解释：数十亿年前，形成月球背面南极—

艾特肯盆地（SPA）的巨大撞击，产生了足以传遍整

个月球的巨大热量，促成了月幔物质的熔化，其中

的稀土（REE）和放射性生热元素钍（Th）、钾（K）、

磷（P）等被携带到与撞击区域对称的月面，形成了

克里普（KREEP）岩，分布在月球正面风暴洋及其

周围。放射性生热元素的集中产生了月球表面的

熔岩流，最终形成月球正面的火山平原。相关研

究结果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上。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劲松向科

技日报记者表示，新研究对揭示月球两面的成

因给出了较有说服力的分析。

KREEP 岩是科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被

认 为 是 月 球 火 山 活 动 持 续 亿 万 年 之 久 的 原

因。KREEP 岩因富含钾（K）、稀土（REE）、磷

（P）等不相容元素而得名，还包括铀（U）、钍

（Th）等放射性生热元素，为月球持续的火山

活动提供热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行星科学研究所教授

肖龙对记者表示，已有研究表明 KREEP岩与钛

铁矿都是岩浆洋固结过程中的末期产物，部分

KREEP岩可能与钛铁矿混合在一起，分布在壳

幔边界，在月壳固结之后形成。

平劲松介绍，KREEP 岩最早发现于阿波

罗-12 样品，后来几乎在所有返月样品中都发

现了其碎片，它们存在于月球正面岩浆岩区

域。同时，1994 年美国克莱门汀探测器发现月

球正面存在一个被称为风暴洋克里普地体的成

分异常区域。

主流假说认为，月球最年轻的玄武岩（火山

活动的产物）主要填充于月球正面的风暴洋克

里普地体。但 KREEP 岩放射性生热导致月球

最年轻火山活动的假说，尚未得到验证。

KREEP 岩 为 何 集 中 在 月 球 正 面 的 风 暴

洋？新研究提供了一个解释，它与月球背面的

SPA有关。

SPA 是月球上最大、最深和最古老的撞击

盆地，直径约 2500公里，深度 6—8公里，被认为

是最有可能暴露出月球深部物质的区域。

平劲松表示，新研究仿真了 SPA 的撞击过

程，结果表明撞击会在月幔中产生一个热幔柱，

热幔柱把深部放射性元素带到了月壳和月表。

值得一提的是，该仿真遍历了产生 SPA 的各种

直接撞击和掠射撞击，发现不管何种撞击，产生

幔柱的区域和方向结果都一样：只在朝向地球

的月球正面方向发生。

谈及这个过程的内部热量动力机制，肖龙

表示，月球南部 SPA遭受撞击后，大量的热量迅

速向北传递，SPA 下部核幔边界的温度超过

1800℃。在温差的驱动下，月幔物质从高温区

域流向低温区域。低黏度的钛铁矿层在此作用

下被推向风暴洋及周围区域。钛铁矿层具有更

高的密度，在重力作用下，大部分钛铁矿层缓慢

下沉至核幔边界。由于基数大，风暴洋及周围

区域仍会保留可观的钛铁矿及 KREEP物质。

平劲松补充道，形成 SPA的巨大撞击，产生

了足以传遍整个月球（从月核幔传向月壳）的热

能和动能，促成了月幔物质的熔化。通过月幔

翻转过程，促使月球正面形成富含钛铁矿和

KREEP岩的月幔源区，并把月球内部的物质如

稀土和放射性生热元素借助火成过程集中携带

到撞击区域月面对称的近地侧，产生我们所看

到的月球表面的熔岩流，从而使得月球正反面

物质呈现不对称性分布。

月面KREEP岩与月背的一个盆地有关

KREEP 岩为何集中于风暴洋及其周围？

肖龙介绍，目前有 3 种可能的模型，分别是 SPA

撞击模型、风暴洋撞击模型以及内生模型。不

过，目前还没有哪个模型得到广泛认可。

SPA 撞击模型作为月球风暴洋克里普地体

形成的模型之一，为认识风暴洋克里普地体的

KREEP岩富集于风暴洋有三种解释模型

千百年来月球只有一面朝向地球，另一面

始终背对地球。这是人类探月的重要发现之

一。更为神奇的是，月球面对和背对地球的两

面，有很大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月球二分性。

已有研究发现，“月球除了形貌、地质和化

学元素存在二分性外，在重力、磁、热等特性上

也都存在二分性，产生机理多不相同。”平劲松

说。

月球并不是一个密度平均的天体，科学家

发现，月球体内存在不少“质量瘤”，其分布规律

呈现二分性。平劲松解释，月球正面月海地区

下方存在高密度物质，形成许多重力高于周边

的巨大“质量瘤”，而“质量瘤”在月球的背面要

少一些，而且也小得多。平劲松指出，月球正面

“质量瘤”偏多偏重，导致月球的质量中心与形

状中心不重合，前者比后者更靠近地球方向约

2 公里，引起的力矩潮汐作用锁定月球自转与

绕地球公转手性一致、周期相同，使得月球一面

长期面对地球、另一面长期背对地球。

据报道，目前月球磁场的强度不足地球磁

场的千分之一。平劲松指出，月球形成与演化

历史上是否存在强磁场还颇具争议，但是月球

表面的磁场也存在正面弱且少，背面稍强且分

布范围广的二分特性。

近年来，小天体、微流星撞击威胁地球的话

题并不鲜见，其实它们撞击月球正面和背面的

概率也不相同。“相比之下，月球背面遭到威胁

的概率更高一些。”平劲松说，部分原因是，地球

对于来自空间的小天体、微流星的引力更大，帮

助月球正面规避了一部分撞击。

我国科学家发现，在接收太阳光照上，月球

正面也比背面高几个百分点，使得正面的风化

程度比背面略强，浅表层也略热一些。

“我国探月工程采用返回探测和未来月面

科考站计划等方式，必将更加清晰地揭开月球

二分性谜团。”平劲松说。

月球两面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二分性

双面月球双面月球：：一次巨大撞击的两种结局一次巨大撞击的两种结局

形成提供了一个思路。肖龙同时指出，SPA 撞

击模型的成立，除了需要解释 KREEP岩的分布

之外，还需要解释风暴洋克里普地体的其他特

征，比如较薄的月壳（小于 30千米）和巨型的线

性构造等。

据了解，目前并没有相关研究支持 SPA 撞

击事件可以减薄风暴洋克里普地体的月壳厚度

或者产生巨型线性构造的假说。

由于 SPA撞击事件与风暴洋克里普地体的

相关性，肖龙指出，对 SPA的采样返回也许能验

证该模型。此外，如果能确定 SPA的撞击时间，

结合当时的月球内部结构和地温梯度，可以极大

地改进SPA撞击模型，获得更为可靠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风暴洋撞击模型既可以解

释月壳的减薄，也能解释 KREEP 岩的重新分

布，因此得到了大量研究人员的支持。不过，肖

龙表示，如果存在风暴洋撞击事件，由于其产物

被后期撞击作用所覆盖，所以很难被证实。

在解释巨型线性构造方面，国外研究人员

通过“圣杯号”月球探测器的重力数据，观察到

了包围风暴洋克里普地体的巨型线性伸展构

造，进而提出风暴洋克里普地体形成的内生模

型。该模型认为并不需要额外的撞击事件就能

产生风暴洋克里普地体。肖龙表示，要验证该

模型，可能还需要对风暴洋克里普地体进行更

高分辨率的重力模拟。

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明年我国计划发

射首个大型空间巡天望远镜——中国空间站望

远镜，开展广域巡天观测，未来它将与中国空间

站共轨飞行，带来全景式宇宙高清图。

中国空间站望远镜科学数据责任科学家李

然表示，该望远镜运行后将成为太空中最大的

“相机”。

那么，这个太空中最大的“相机”，究竟厉害

在哪？

太空望远镜能够更好
地对宇宙进行观测

由于大气的干扰和吸收作用，包括 X射线、

伽马射线和超长波等在内的许多光线都无法到

达地面，只有在太空中才能接收到这些波段的

信号。即使有些光线可以到达地面，但由于受

到大气和地面光污染的影响，地面接收到的信

号也会受到干扰。将望远镜发射到太空中，就

是为了屏蔽大气污染和地面光污染等因素的干

扰，进行更为清晰的观测。

李然介绍，作为中国最昂贵的空间天文设

施，中国空间站望远镜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解答

宇宙中最基本的问题，如暗物质、暗能量是什

么，星系如何演化等，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宇

宙。

中国空间站望远镜会给超过 40%的夜空区

域拍照，相当于把宇宙的一块“切回来”放到地

球上，这些图像会被数字化，产生非常大的数据

量，全球科学家都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开展研究。

口径与哈勃相当视场
却大350倍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中国空间

站望远镜科学工作联合中心主任刘继峰表示，

预计于 2023 年发射的中国空间站望远镜非常

有“气势”，大小相当于一辆大客车，立起来有三

层楼那么高。它的口径为两米，与美国哈勃太

空望远镜的口径相当，而视场却比哈勃太空望

远镜大 350倍。

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巡天光学设施责任科学

家詹虎介绍，从目前全球规划看，在 2025 年至

2035 年间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在其工作的近紫

外至可见光波段内可能将是能力最强的太空巡

天望远镜，其设计指标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领

先的。该望远镜采用离轴光学系统，安装了 5

台第一代观测仪器，包括巡天模块、太赫兹模

块、多通道成像仪、积分视场光谱仪、系外行星

成像星冕仪。

李然说，哈勃太空望远镜相机的探测器有

手掌般大小，而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巡天模块的

主焦面是由 30块探测器拼起来的，每一块都比

哈勃的探测器更大，也具有更多的像素数。

“这就好比山上有一群羊，哈勃太空望远镜

看到其中一只羊，我们可以把几千几万只羊都

拍下来，而且每一只都和哈勃太空望远镜看到

的一样清楚。”李然说。

“离家万里”的精密仪
器坏了怎么修

望远镜是精密的光学仪器，在距离地球

400 公里的轨道上运行，如果出现故障问题或

者需要更新换代，该如何处理？

詹虎介绍，这台望远镜最初被设计放在中

国空间站上，但这样观测会受到限制，最终采取

的方案是与空间站共轨独立飞行，它自身携带

燃料，需要时可与空间站对接进行补给、维修和

设备更新换代。它已规划的任务寿命是 10年，

通过维修可以不断延长其寿命。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主任

设计师李新峰表示，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巧妙地

采用了与空间站组合体部分共轨飞行的方式，

由于在一个轨道上运行，仅需消耗较少的燃料

即可实现与空间站组合体部分的对接停靠。

“望远镜对于具有工作寿命限制的、可能出现

故障的科学仪器与设备进行了可维修设计。如果

出了问题或者需要进行燃料补充、设备升级，可在

地面指挥中心的引导之下，对接到空间站组合体

部分上，由常驻密封舱内的航天员出舱，将故障设

备或需要更新的设备进行维修更换。”李新峰说。

探索浩瀚宇宙、拥抱星辰大海，中国首个大

型空间巡天望远镜值得期待。

（张琦琪整理）

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将成太空中最大的“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