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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视点

□撰文 北京大学科维里天体物理研究所 何锐思 (Richard de Grijs)

翻译 刘博宇 /校对 程思淼

寻找类地行星：

截至 2011年 12月底，太阳系外行星

百科 (http://exoplanet.eu) 里已经有 716

个系外行星（即围绕除太阳外的其他恒星

运转的行星）候选者了。从最初每个有关

系外行星的新发现都能上头条，到现在新

发现已成为寻常之事，一般不再会像以前

那样引起人们巨大的激动，我们已经在系

外行星搜索的道路上走了很远。我们首次

证实发现与地球质量差不多的行星是在

1992年，当时我们发现了四颗这样的行

星，它们都围绕一颗脉冲星（一种快速自

转的发射一束高能射线的中子星）公转。

到了 1995年，科学家们终于宣布发现了

第一颗与“普通”恒星相联系的系外行星：

两队科学家独立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是一

个每四天环绕飞马座 51一周的巨大行星

导致了这颗恒星辐射强度的变化。

从那时起，“行星猎手”们便开始专心

寻找类地行星了，尤其是在其母恒星“宜

居带”内绕转的类地的行星。在母恒星宜

居带内的行星有可能是适于生命存活的，

它的英文名字“Goldilocks”来源于英国作

家、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

的童话“三只小熊的故事”：在金发小女孩

Goldilocks（这个单词指头发的颜色）面前

有三碗粥，而她选择了既不太凉也不太烫

的那碗，即“正合适”的。类似的，满足宜居

条件的行星离母恒星既不太远也不太近，

以保证表面的水能以液态形式存在。类地

行星，尤其是如果它们围绕一颗类似太阳

的恒星旋转的话，将可能存在我们所知道

的生命形式。这的确非常激动人心，不过，

确认它们是否满足这些条件却是非常困

难的，并且充满了未知。

继最初发现四个围绕脉冲星 PSR

B1257+12运行的类地行星之后，科学家

们便一直在寻找更加适宜生命演化的环

境。2009年 2月，一个研究小组用法国 /

欧洲空间局的卡罗特（CoRoT，Convection，

Rotation and planetary Transits，即对

流、自转和行星凌星计划）探测器发现了

太阳系外的第一颗真正的“岩石”质行星

CoRoT-7b。它距地球约 489光年，密度跟

我们为什么如此热衷？

2011年 12月新闻头条背后的故事

图 1：艺术家关于 PSR 1257+12系统中行星的想象图（来源：NASA/JPL-Caltech/R. Hurt,
Spitzer Scie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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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奥秘

太阳系内的岩石质行星如水星、金星、地

球和火星相近。直到 Kepler-10b 在 11

年 1 月被发现前，CoRoT-7b 一直是已知

最小的系外行星，其半径仅为地球的 1.58

倍。但是它不太可能拥有生命：它以 20.5

个小时的周期围绕母恒星旋转，距其母恒

星的距离远小于日地距离。这是生命发展

的最大障碍：它面对母恒星（一颗黄矮星）

的一面温度约有 2000摄氏度，而背面却

直降至零下 200 摄氏度……这可比北京

冬夏的温差大多了！随后的研究表明，比

起地球来，CoRoT-7b可能更像水星。它有

岩石外壳，却有一个巨大的铁质内核，行

星的总质量约是地球的 8倍。如果你能在

它表面漫步的话，你会发现自己重多了！

2009年 9月，一个研究小组用美国亚

利桑那州霍普金斯山（Mount Hopkins）的

弗雷德劳伦斯惠普尔（Fred Lawrence

Whipple） 望远镜发现了“超级地球”

GJ1214b。尽管它的体积明显比 CoRoT-7b

要大，质量也比地球大得多，但它是迄今

发现的第二颗比那些到处都是的巨大的

气态行星（就像太阳系的土星和木星）小

得多、且密度较低的太阳系外行星。进一

步的建模得到一个激动人心的结论：

GJ1214b可能是一颗带有主要成分为氢

气的大气层的岩石质行星，就像一个小型

海王星；或者更令人激动：一个具有海洋

的行星，就像一颗更大也更热的木星伽利

略卫星。

直接探测系外行星是很困难的。虽然

近来对“常规”行星直接成像的方法已经

有所发展，但很显然，那些个头巨大（比木

星还要大很多），离母恒星很远，而且很热

从而放射出强红外辐射的行星是最容易

直接成像的。绘架座β b和北落师门 b

就是最早用这种直接成像的方法发现的

系外行星。后者是用哈勃空间望远镜相隔

8年拍的照片发现的。它的质量约是木星

的 3倍（木星经常被用作对照）。大约在北

落师门 b 的发现同时，2008 年 11 月，行

星科学家们用位于夏威夷的凯克和北双

子（Keck and Gimini）望远镜拍下了第

一个多行星系统 HR 8799。它拥有质量分

别为木星 10倍、10倍和 7倍的行星。

但是，大多数太阳系外行星是通过对

它们母恒星亮度变化的精细分析发现的。

一个不发光只反射光线的行星经过母恒

星的前方或后方时，这颗恒星的“光变曲

线”（显示一段时间内系统总光强随时间

变化的图线）会出现小的凹陷。通过进一

步的建模，我们可以获得对绕行的行星

图 3：发现绘架座β b的图像。在小心地减掉耀眼得多的母恒星的光芒后，显露出了这个暗淡的
区域。图片的周边部分显示的是被尘埃盘反射的恒星的光；图的中间是以 3.6微米的波长观测到
的系统的核心部分。绘架座β b比它的母恒星暗 1000倍，与尘埃盘在同一平面上，与母恒星的
距离据估计为八倍日地距离。(来源：ESO)

图 2：人类发现的第一颗太阳系外岩质行星 CoRoT-7b 的大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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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星系统）尺寸和质量很好的估计。这

就是美国宇航局（NASA）和欧洲空间局

（ESA）合作的开普勒（Kepler）空间望远镜

探测系外行星的基本原理。事实上，自从

开普勒空间望远镜 2009 年 3 月上天以

来，行星科学家们已经享受到了发现行星

数量的井喷。

2011 年 12 月被证明是迄今类地行

星搜寻中成果最丰硕的月份之一。在这个

月里，波多黎各大学的科学家们发布了新

的《宜居系外行星名录》，里面把系外行星

（甚至还有它们的卫星！）按支持生命的潜

力排了序。排名的标准主要是在行星演化

过程中某一阶段与地球的相似度，及其相

对母恒星宜居带的位置。现在，只有

Gliese 581d和 HD 85512b满足名录中

宜居行星的标准，而另有 15颗系外行星

和 30颗系外卫星被标注为“可能宜居”。

但是，先别着急打点你的行囊：令人失望

的重要事实是，我们还需要更多观测来证

实那些空间中的石头真的可以支持生命

……

12月 6日，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报道了

第一个已证实围绕太阳系外另一颗恒星

运行的类地行星 Kepler-22b 的消息，人

们顿时激动到了极点。这个被称为“地球

二号”的行星距离我们约 600光年。初步

的模型显示它的大小约为地球的 2.4倍，

表面温度约 22摄氏度。Kepler-22b距母

恒星的距离比日地距离近 15%，公转周期

约为 290天。不过，因为它的母恒星辐射

的能量比太阳少 25%，所以 Kepler-22b的

温度恰好允许液态水的存在。但是，在你

打点行装准备前往这颗行星之前，我要说

明的是，到目前为止，它的发现者甚至还

没确认它的表面是岩石、气体还是液体！

事实上，《宜居系外行星名录》甚至没有把

Kepler-22b列为支持生命的潜在候选者：

宜人的 22摄氏度仅仅是当假设它的元素

组成跟地球类似，并且有与地球相似的大

气层时，才有可能达到的。波多黎各大学

的行星科学家阿贝尔·门德斯（Abel

Mendez）说，Kepler-22b宜居最理想的条

件就是，它是一颗海洋行星，拥有遍布全

球的海洋和云层。但即使是这样，它也只

是达到了支持生命的最低标准。这颗行星

更可能拥有厚厚的大气层和强烈的温室

效应，因而温度高得令人不适……这种不

确定性直指问题的核心：我们甚至不知道

什么叫“宜居”。但问出这个问题就是好的

开端。

发现 Kepler-22b的消息几乎完全掩

盖了开普勒使命的另一个重要成果：科学

图 4：行星系统 HR 8799。中心恒星的光被冕屏遮住了。(来源：Ben Zuckerman/Wkimedia
Commons)

图 5：太阳系内行星的距离与 Gliese 581行星系统中的比较(来源 www.hellofromear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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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宣布发现了 1094颗新的行星候选天

体，其中大约有 207个的尺寸约等于或小

于地球。这使得开普勒探测器的总战果达

到 2326个。显然，它们是地外文明搜寻

（SETI）研究所的好目标。那里的研究员们

寻找那些“就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生命

形式，他们使用的是最近重启的艾伦望远

镜阵。这个望远镜阵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的哈特谷（Hat Creek）天文台，包括一系

列射电天线。有意思的是，英国伯明翰大

学的科学家领导的团队也宣布，开普勒探

测器鉴明的拥有行星系统的恒星中，有 50

颗的亮度有明显的波动。这表明这些恒星

本身存在“脉动”（亮度的变化），这是因为

恒星内部产生了机械波（或称“声波”），而

使恒星像发生的乐器一样振动起来。通过

分析这种亮度的波动，科学家们可以精确

地了解恒星的性质及探寻它们内部的情

况，还可以知道潜在的系外行星的尺寸及

年龄的大概范围，并确定它们是否在母恒

星的宜居带内。

接近月底时，一项新发现令科学家们

和媒体甚至更加激动。科学家们发现了两

个围绕一颗类太阳恒星运行的类地行星。

它们被认为是在太阳系外发现的最重要

的行星。在遥远的过去的某个时刻，这两

颗行星，Kepler-20e和 Kepler-20f，可能

曾经能够支持生命，其中一个甚至曾经很

类似地球。但它们现在在母恒星的宜居区

之外。它们以前距离母恒星比现在远一些，

温度也要低一些，因此允许液态水在其表

面存在。这是我们目前知识中生命存在的

必要条件。它们是已知最小的围绕类太阳

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Kepler-20f几乎和

地球一样大，Kepler-20e 则稍微小一点，

为地球的 0.87倍大小。20e也比 20f离母

恒星更近一点。“开普勒的主要使命是寻找

处在宜居区域的跟地球大小差不多的行

星。这个发现首次证实了围绕其他恒星运

行的地球大小的行星是存在的，而且我们

能够探测到它们。”弗朗西斯·弗莱辛

（Francois Fressin）这样说道。他来自美

国哈佛 - 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Har-

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

physics），是《自然》杂志新近发表的一项

研究的第一作者。

这个月，开普勒号仍在继续震惊公众

和科学家：它发现了绕一颗红巨星公转的

两颗地球大小的行星。红巨星是处在生命

最后阶段的恒星，它们演化到这个阶段后，

会膨胀到“正常”尺寸的数倍，离它们太近

的行星会被吞没。科学家们曾经认为所有

这样的行星都会被消灭，但 KOI 55.01和

KOI 55.02这两颗离母恒星极近的行星可

能得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理论了。这可能

是我们从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发现学到的

最重要的一课。新发现要求我们放下已有

的成见，时时调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图 7: Kepler-20e、Kepler-20f、金星以及地球的大小比较

图 6：Kepler22系统与太阳系比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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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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