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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早知道

反物质和正物质的质量和电荷数是一样的，但电荷的

符号不一样，是相反的。通常，原子核带正电，电子带负

电。反物质则是正常物质的镜像，它们拥有带正电荷的电

子和带负电荷的原子核。

李祖豪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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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过后，天气逐渐变得凉快，尤其是晚上观星的时候，甚至会有阵阵凉意

袭来，所以观星时还要注意保暖。8 月的星空精彩纷呈，除了以往的行星、恒星

天象外，我们还将迎来一场“明星级”流星雨，值得期待。

8月12日 英仙座流星雨

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最大的 3场流星雨之一，另外 2个是双子座流星

雨和象限仪流星雨，这两场流星雨都发生在北半球最寒冷的冬季，不易观测。而

英仙座流星雨出现在夏季，观测条件相对要舒适得多。

英仙座流星雨的活跃时间从 7 月 17 日到 8 月 24 日，持续 1 个多月，一般在 8

月 13 日前后流星流量达到极大，最大天顶流量每小时可以达到 100 颗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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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12日晚到 13

日凌晨比较适合观看。在这个季节，天黑后不久，英仙座就会从东北方地平线升

起，此时的流星雨辐射点较低，能看到的流星数量不会太多；接近午夜时分，英仙

座已经升到半空中，能看到的流星数量就会有所增加；午夜过后，流星雨的辐射

点会继续升高，此时将迎来流星雨的极大期，是最好的观测时机。

不过，城市的灯光干扰对观测流星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此观测地点最好

选择郊外。此外，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时恰逢满月，满月的强光会严重影响

流星雨的观测，一些较暗的流星会淹没在月光中，能观测到的流星数量将会大打

折扣。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观赏流星雨，安全是第一位的，要提前熟悉观测地

点，注意带好保暖衣物。另外，夏季蚊虫叮咬也是一个麻烦，最好带上驱蚊

的药物。

观测流星雨一般不用携带任何设备，这是因为望远镜的可视范围太小，反而

不适宜观测流星。届时，流星可能在天空中的任意方向出现，所以视野一定要开

阔。要提醒大家，仰头站着观赏流星雨，很快就会脖子发酸，采取坐或躺的姿势

会比较舒适，所以最好准备椅子或防潮垫。

属于英仙座流星群的流星速度高达每秒 59千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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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来不及许愿就消失了。不过，其中有些

较亮的流星闪过后，还是会留有持续数秒的余迹，“方便”人们许愿。

8月15日 土星冲日

8 月 15 日，我们会迎来土星冲日的天象。什么是冲日？土星在地球轨道之

外围绕太阳运行，被称为外行星。外行星在天上运行时，和太阳、地球的位置关

系会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在地球上看到它们在天空中出现的时间和位置也在不

断变化。当地球运行到外行星和太阳之间时，此时这颗外行星和地球、太阳处在

一条直线上，从地球上看起来，这两个天体遥遥相对，外行星和太阳的黄经相差

180 度，此时就可以称这颗行星冲日。冲日只会发生在外行星身上，水星、金星

这两颗内行星就不会发生冲日，因为它们在地球轨道之内运行，永远不会跑到地

球轨道外边去。

所以，土星冲日并不是说土星冲向太阳，恰恰相反，冲日时是两者间角度最

大的时候，类似于满月时太阳、地球、月亮的位置关系。冲日时土星与地球之间

的距离达到最近，土星亮度最亮，视直径也达到最大。

冲日期间，天一黑土星就从东方地平线升起，午夜时位于正南方，高度达到

最高，早晨日出时，又从西方地平线落下，此时土星整夜都出现在天空中，是观测

它的最佳时机。

土星位于宝瓶座，是望远镜中看起来最漂亮的天体，因为它有一个美丽的光

环。用 30 倍左右的天文望远镜就可以看到土星光环，如果望远镜倍数达到 100

倍以上，就可以把土星光环看得非常清晰，甚至可以看出光环的缝隙。

8月19日 火星、昴星团伴月

8 月 19 日晚会发生火星合月的天象，届时月亮、火星位于金牛座，在昴星团

的下方不远处，形成火星、昴星团伴月的天象景观。昴星团是一个明亮的疏散星

团，在理想条件下，肉眼可以看见六七颗小星聚集在一起。它是我国传统的二十

八宿中的昴宿，所以得名昴星团，俗称“七姊妹星团”。8 月 19 日，月亮和火星在

接近午夜的 23 时左右会从东方偏北的地平线升起，月亮刚过下弦月，是一个接

近半圆的形状，红色的火星在月亮的右侧 3 度多，亮度为 0 等，昴星团在月亮上

方，距离月亮 4度多。这 3个不同类型的天体聚集在东方偏北低空约四五度的范

围内，比较难得，值得对其进行观测拍摄。

8月28日 水星东大距

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也是五大行星中最难观测到的行星。因

为在地球上看起来，它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湮没在太阳的光芒中，无法看到，

只有当它距离太阳最远时，或者说和太阳的角度拉开到最大时，我们才有机会勉

强观测到它。

由于水星和金星在地球轨道之内运行，因此它们看起来总是在太阳附近来

回摆动，最大不会超过一个特定的角度，对水星来说这个角度不会超过 28 度。

在太阳东边达到最大角度就是东大距，届时水星出现在黄昏时的西方地平线上。

水星围绕太阳运转一周需要 88天，因此一年当中东大距和西大距会各出现

3—4 次。今年水星会出现 4 次东大距、3 次西大距，这次东大距是今年的第三

次。每次东大距日落时水星的地平高度并不相同，观测条件也不一样，有时候由

于高度太低，便不适合观测。

8 月 28 日这次水星东大距是今年观测水星条件最不好的一次，对北京地区

来说，日落时水星的地平高度只有 9 度多，太阳落山后天黑到一定程度才能够

观测，届时水星的地平高度只有几度高，很快也要落下地平线了，观测难度很

大。当然，观测水星东大距的时间并不局限在 8月 28日当天，从东大距前 20多

天，只要天气好就可以开始观测。观测时间可以从太阳落山 15 分钟后开始，此

时天还没有完全黑，肉眼很难看到天上的星星，最好能用一个小型双筒望远镜来

辅助观测。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

八月星空，迎来“明星级”流星雨

多年来，科学家渴望能够在宇宙中找到反物

质的蛛丝马迹。近日，据媒体报道，根据国际空间

站上携带的阿尔法磁谱仪粒子探测器收集到的数

据，科学家推测宇宙中的反物质可能比我们认为

的要更多。此前，就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反物质可

能以反物质恒星的形式存在于宇宙之中。

什么是反物质？反物质和物质是彼此的镜

像吗？反物质恒星真的存在吗？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科学作家戈登·弗雷泽在《反物质：世界的

终极镜像》一书中写道：“反物质对星际迷航中

‘企业号’的运行是决定性的，要是没有反物质，

就没有星际迷航。”此言不虚，在电影《星际迷

航》中，反物质是星际旅行的基础，“企业号”飞

船正是以正反物质湮灭产生的强大能量作为推

力，实现超光速飞行。

而在小说家丹·布朗的小说《天使与魔鬼》

中，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科学家在实

验室中制造出了反物质，仅需 0.25 克的反物质

就足以在顷刻间毁掉梵蒂冈。

反物质不仅存在于电影情节和文学创作

中，还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祖豪认为，要认识

反物质，便绕不开这几个名字：

1928 年，“反物质之父”保罗·狄拉克写下

了一个用来描述电子的方程，这个方程也就是

后来大名鼎鼎的“狄拉克方程”，它使年仅 26岁

的狄拉克在科学界一举成名。狄拉克方程在理

论上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一个电子必须有

一个等量但带着相反电荷的对应粒子。狄拉克

将这些新粒子称为“反粒子”。

1929—1930 年，我国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实

验中观测到了“反电子”存在的痕迹，其论文为

研究“正—负”电子对的产生提供了证据，在反

物质的研究中，留下了中国科学家的“足迹”。

让反粒子从理论走进现实的是美国物理学

家安德森。1932 年，安德森宣布在宇宙线中发

现了“反电子”，证实了反粒子的存在。1936

年，年仅 31岁的安德森凭借这一发现和科学家

赫斯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5年，张伯伦和塞格雷等科学家利用高能

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成功“捕捉”到了反质子，二

人在1959年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随后，科学

家们陆续制造出了反中子和反氘核等反粒子。

1995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物理学家奥尔

勒特带领团队进行了第三次制造反物质原子的实

验，在为期3周的反质子与氙原子的碰撞实验中，

一共产生了9个反氢原子，其平均存活时间为一

亿分之四秒，以接近光速行驶了十几米，然后就与

正物质发生湮灭。这意味着，在实验室成功制造

出了第一批反物质原子——反氢原子。

实验室成功制造出了反物质。那么，宇宙

中的反物质栖身何处呢？

1997 年，美国天文学家宣布，他们利用康

普顿伽马射线天文台，发现在银河系上方约

3500 光年处有一个不断喷射反物质的反物质

源（银心反物质喷泉）。后来的研究显示，银河

系中心确有大量不明来源的反物质，但并非以

“喷泉”的形式存在。

2011 年，阿尔法磁谱仪粒子探测器升空。

目前科学家已通过这一设备观测到反氦四候选

事例。“反氦四是反氦原子核，被认为不太可能

由宇宙线碰撞产生。”李祖豪解释道，“所以，如

果能证实宇宙线中存在反氦四原子核，将是反

物质天体存在的有力证据。”

反物质从科幻走向现实

反物质的存在被确定了，但新的问题又出

现了——反物质究竟长什么样？与正物质相

比，它有何不同？反物质来自何方，又去往何处？

通俗地说，反物质世界是我们现存世界的镜像，

其构成元素、外观甚至光谱结构看上去都与正物质

世界别无二致，仅仅在某些物理特性上有差异。

“反物质和正物质的质量和电荷数是一样

的，但电荷的符号不一样，是相反的。”李祖豪表

示，“通常，原子核带正电，电子带负电。反物质

则是正常物质的镜像，它们拥有带正电荷的电

子和带负电荷的原子核。”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氢原

子和反氢原子的光谱结构看起来是一样的。欧

洲核子研究中心还表示，到目前为止，反物质看

正反物质本为“一母同胞”

“反物质缺失之谜”长久困扰着科学家，关

于反物质的假设也层出不穷。其中一个假设认

为，反物质可能以反物质恒星的形式存在于宇

宙之中。这个假设意味着，如果反物质恒星存

在的话，反物质就有可能构成“宇宙的另一半”。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们该如何寻找反物

质恒星？

李祖豪表示，严格来说，现有的研究无法寻

找反物质恒星。当前国际范围内唯一在太空探

测反物质的磁谱仪——阿尔法磁谱仪已在国际

空间站工作了 10余年，它的主要任务是寻找反

物质和暗物质，精确测量宇宙线的成分和能谱以

研究宇宙线起源。然而，阿尔法磁谱仪被固定在

国际空间站上。因此，严格来说，在现有的研究

条件下，我们只能等待反物质进入磁谱仪的探测

范围，而无法主动寻找反物质及反物质恒星。

目前主要有两种探测宇宙中反物质粒子的

手段，一种是通过磁谱仪直接探测反物质，另一

种则是通过高能探测器探测正物质和反物质湮

灭产生的高能光子判断反物质的存在。探测及

验证反物质恒星存在的困难在于，判断反物质

乃至反物质恒星存在，需要基于对宇宙中带电

粒子的观测。但和具有指向性的光不同，带电

粒子不具有指向性。因为在传播过程中，带电

粒子容易受到磁场的影响不断地改变方向。因

此，哪怕探测到了反物质粒子，也无法判断其来

源，科学家无法对拥有数百万年“旅行史”的反

物质粒子“寻根究底”，追溯其源头。因此，对反

物质恒星的探测和验证也就变得尤为艰难。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科学家对探寻反物质

以及反物质恒星的存在报以热忱。

李祖豪表示，如果反物质恒星存在的话，它

将是完全由反物质构成的，其中所有的基本粒

子都有与我们现今世界粒子一样的质量和寿

命，但电荷符号等基本物理特性是相反的，这对

我们已知的所有物理规律具有怎样的影响，还

有待理论学家的计算和实验验证。

法国科学家曾计算出可能潜伏在宇宙中的

反物质恒星的最大数量。科学家认为，反物质

恒星会像正常恒星一样发光，且每 40万个普通

恒星中或将存在一个反物质恒星。然而，这一

假设是否成立，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和时

年 138 亿岁的深邃宇宙相比，代代更迭的人类

显得异常渺小，许多关于宇宙的问题，只能等待

时间来给我们答案。也许在高能探测器和磁谱

仪不曾看向的角落，有着来自反物质恒星的光，

只等人类的惊鸿一瞥。

只能等待反物质“自投罗网”

““宇宙另一半宇宙另一半””消失还是隐匿消失还是隐匿？？
反物质恒星或是破解谜题的关键反物质恒星或是破解谜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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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就像我们所知的普通物质。

据李祖豪介绍，科学界普遍认为，宇宙大爆炸

早期曾产生了数量相当的正物质和反物质，可以说

二者“一母同胞”。但如今在地球附近几乎看不到

天然存在的反物质，这被称为“反物质缺失之谜”。

理论上，宇宙大爆炸时所产生的粒子与反

粒子数量应当相同，但为什么现今我们所看到

的都是正粒子？反粒子去哪儿了？

李祖豪介绍道：“目前有两种假设：一种认

为，由于大爆炸产生的正反物质在宇宙演化中

的性质不同，反物质逐渐消失，只剩下正物质，

不过目前的实验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另一

种认为，大爆炸产生的物质和反物质分别处在

宇宙的不同区域。”

换句话说，反物质要么“不辞而别”，要么隐

入宇宙深处。

近日，一篇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上的论

文称，小行星的表面再生比地球要快得多。通

过 分 析 奥 西 里 斯 王 号 小 行 星 探 测 器

（OSIRIS-REx）拍摄到的小行星贝努上的岩石

断裂高分辨率图像，研究人员发现太阳的热量

在短短 1 万年至 10 万年的时间内，就会使贝努

上的岩石断裂。这一信息将帮助科学家了解像

贝努这样的小行星上的巨石需要多长时间才能

分解成更小的颗粒，这些颗粒可能会被弹射到

太空或留在小行星表面。

研究人员表示，几万年的时间，听起来可能

相当缓慢，但是他们的研究团队原本认为小行

星的表面再生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观测结果

却显示，从地质学角度来说，小行星上的老化和

风化过程发生得如此之快。

虽然山体滑坡、火山爆发和地震会突然改

变地球表面，但这种变化通常是渐进的。水、风

和温度的变化会慢慢破坏岩层，在数百万年的

时间里创造出新的表面。例如，如果你徒步走

进美国大峡谷，你会看到明显的岩石层：顶部的

岩石层往往是最年轻的岩石，年龄约为 2.7 亿

年，而峡谷底部的岩石层则是最古老的岩石，年

龄约为 18 亿年。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

数据，科罗拉多河在大峡谷中侵蚀岩石已有

500万年至 600万年的历史。

科学家认为，贝努上快速的温度变化产生

了内部压力，使岩石更易断裂和破碎，就像冷

玻璃遇热易破裂一样。在小行星贝努上，太阳

每 4.3 小时升起一次，赤道上白天的最高温度

可以达到近 260 华氏度（约 127 摄氏度），夜间

的最低温度则骤降至近零下 10 华氏度（约零

下 23 摄氏度）。科学家在 OSIRIS-REx 首次

对这颗小行星进行勘测时拍摄的航天器图像

中发现了岩石的裂缝。研究人员表示，这些裂

缝朝向了同一个方向是由白天和黑夜间的温

度差所导致的。

戴博及其同事测量了 OSIRIS-REx 拍摄

的图像中 1500 多条裂缝的长度和角度：有些

裂缝比网球拍还短，有些则比网球场还长。

这些裂缝主要朝西北—东南方向排列，这表

明它们是因太阳而造成的，太阳是改变贝努

地貌的主要力量，这是因为如果是滑坡或撞

击 造 成 的 裂 缝 ，那 么 裂 缝 就 会 指 向 随 机 方

向。研究人员表示：“就其形成方式而言，贝

努上的裂缝与我们在地球和火星上发现的裂

缝十分类似。”

OSIRIS-REx 将于 2023 年 9 月 24 日从贝

努返回地球。届时，科学家们将能够了解有关

贝努表面的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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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变“老”竟然是因为“防晒”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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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努上，太阳每 4.3小

时升起一次，赤道上白天的最

高温度可以达到近 260华氏

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则骤降至

近零下10华氏度。贝努上快

速的温度变化产生了内部压

力，使岩石更易断裂和破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