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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的论战
□ 文 何锐思（Richard de Grijs）/ 翻译 程思淼

在这幅由斯台芬•里希特（Ｓｔｅｆｆｅｎ Ｒｉｃｈｔｅｒ）提供的２００７年的照片中，太阳在ＢＩＣＥＰ２望远镜和
南极望远镜的后方落山。为了寻找大爆炸留下的微弱光线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偏振模式，天文
学家在三年之内，通过位于南极的ＢＩＣＥＰ２考察了占全天总面积２％的天区。南极极为干燥的空
气对观测微波辐射十分有利。［来源：ＡＰ Ｐｈｏｔｏ／Ｓｔｅｆｆｅｎ Ｒｉｃｈｉ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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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锐思
（Richard de Grijs）
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
理研究所（KIAA）教授，国际
天文学联合会天文发展办公室
东亚分站负责人。

如果你关心天文时事的话，一定注意到了最近的一条大新闻：2014
年3月17日，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举行新闻
发布会，宣布发现了宇宙大爆炸确实发生过的证据（注意：以前我们一
直说大爆炸是一种“假说”）。召开如此高调的新闻发布会，在天文学
这样的科学领域实在是前所未有，听众们都期待会有猛料爆出。
如此高调的声明也要求同样华丽而确凿的证据支持。消息传出后，
有如此多的同行争先恐后地或寻找观测数据，或分析解读中的漏洞，这
都在情理之中。一边是兴奋的记者和科学家敦促诺贝尔奖委员会赶快发奖
（由于没有诺贝尔天文学奖，天文成就计在物理奖名下），另一边，冷静
怀疑、也许还带点嫉妒的同行们，也赶紧奋笔疾书，要在专业期刊、“预
发表服务器”（近年来，为应对信息时效性与论文正式发表流程过慢的矛
盾，一些专业机构提供论文正式发表前供人阅读的网络发布平台）乃至广
大的互联网博客阵地上，对这种博人眼球的行为做出抗衡。
在我们进入这场科学讨论和由此引发的论战之前，不妨先来看看那
条“大新闻”到底说的是什么。
２０１４．７ 天文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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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

回顾历史
在所谓“复合时期”之前的早期宇宙中，光子
陷在重子和电子的海洋当中，不能自由穿行。当早
期宇宙随着膨胀在大爆炸后约３８万年冷却到约３０００
开尔文（Ｋ）时，质子和电子“复合”成中性的氢原
子；由于光子几乎不与中性物质（如中性氢原子和
中子）作用，它们得以在空间中自由穿行、散逸，
这一事件称为电磁辐射与物质退耦。宇宙因此变得
“透明”了。而这散逸出的第一批光子，就成了我
们今天观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早在７０年代初，一些头脑最为活跃的科学家

阿兰•古斯。［摄影：Ｒｉｃｋ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就预言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声学振荡”的存
在。这种声学振荡是在大爆炸后那团原始、炽

将近１４０亿年之前——确切地说，是１３７．７亿年，上下不

热、致密的等离子体中激起的类似声波的振荡

超过５９００万年——据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就是在那个时

（密度波）。在这团等离子体中，电子和重子

候，以一场不寻常的爆发“出场”的。在最初的一瞬间（约

（“正常”物质，如质子和中子）密度分布存在

１０－３５秒到１０－３３秒），宇宙以指数形式极速膨胀，其膨胀幅度之

着 微 小 的 涨 落 —— 在 早 期 宇 宙 中 ， 这 些 正 常 物 质

大，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现在最好的望远镜的视界。

的分布与暗物质的密度涨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直到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７日，ＢＩＣＥＰ２

物质稍微稠密的地方，引力抵消了一部分由于光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ｓｍｉｃ Ｅｘｔｒ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ｃ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子与物质作用而产生的“辐射压”。相应地，这

宇宙泛星系偏振背景成像，缩写为ＢＩＣＥＰ）合作项目的研究人员

种辐射压在物质当中激起一种像声波一样传播的

宣称他们找到了证明这个“宇宙暴胀”的第一个直接证据。

密度波，也会作用于光子和重子。（而暗物质由

“暴胀”一词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科学家阿
兰•古斯（Ａｌａｎ Ｇｕｔｈ）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译者注：７０年代

于不与光子作用，在单纯引力的作用下，其运动
将滞后于重子物质。）

末苏联的阿列克谢•斯塔罗宾斯基曾提出名称不同、本质上相

早期宇宙中出现的这种声学振荡决定了后来重

同的理论，但不为西方学界所知），以解释标准大爆炸理论未

子物质空间分布的特征尺度：声学振荡产生的密度

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如：我们向天空的各个方向看，为何观测

波传播速度是有限的，它在复合时期之前能够传

到宇宙深处在大尺度上都是一样的。暴胀理论认为，相距超过

播的距离，就决定了重子物质大尺度分布的典型尺

视界半径的两个区域，在暴胀之前其实极为接近，因此具有非

度。这个尺度又称为“声学视界”。由于辐射压在

常相似的性质。不过，暴胀理论还有一个十分特别的预言：暴

复合时期之后消失，此后引力成为施加于重子物质

胀将能够激起引力波，而这一时空连续体上的涟漪，将给那些

的主要作用。在之后的宇宙中，引力进一步凝聚了

我们观测到的最古老的光子——宇宙微波背景辐射（ＣＭＢ）留

那些最初的和在声学视界边界上的密度扰动，最终

下永久的印记。

塑造了今天星系成团的分布模式。

这幅精细的宇宙微波背景图是基
于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
（ＷＭＡＰ）七年间获得的数据绘制而
成。颜色的变化对应于早期宇宙温度
的变化，正是这个有微小涨落的早期
宇宙孕育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恒星和星
系。蓝色的点对应于稍冷的区域（约
２．７２５３开尔文，即－２７０．４２４７摄氏
度），而红色的点则稍热（约２．７２５７
开尔文，即－２７０．４２４３摄氏度）。［来
源：ＮＡ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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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历史

引力波

暴胀产生两
种类型的波

密度波

（引力波和密度波）在背景辐射的偏振分布中留下印记

宇宙中穿行的
“第一束光”诞生

1微秒

3分钟

宇宙微波背景

核合成结束

0.01秒

现代宇宙

10-32 秒

中性氢形成

0

核合成开始

大爆炸

光子形成

量子涨落

暴胀

可见宇宙的半径

自由电子
散射光

38万年

138亿年

宇宙的年龄
本图底部显示了宇宙尺度随时间的变化。特殊事件，比如大爆炸３９万年后中性氢原子形成，也标记在图中。在此事件之前，物质（电子）和光
（光子）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宇宙对光（电磁波）并不透明。在此之后，我们现在称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ＣＭＢ）的那些光子才开始在
空间中自由穿行。物质分布的涨落（不同地方的微小差别）在背景辐射的光子上留下了印记。密度波在温度和Ｅ模偏振中反映出来，引力波则
在背景辐射的Ｂ模偏振中留下痕迹。在背景辐射发出时存在的密度波和引力波，都是来自经过暴胀放大了的最初的量子涨落。

解读新闻
今天的宇宙为何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已经了解了有关理论对此问题的认
识。现在，让我们回到那条惊世骇俗的
声明，看一看它究竟为何如此重要。
微弱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在各个
方向上几乎完全相同，相当于一个温
度２．７２５４８Ｋ（即绝对零度之上２．７２５４８

那么，暴胀对于早期宇宙意味着什么呢？
一般说来，暴胀理论认为，宇宙从最开始极小的10 -35 米（可能涨落的最小尺
度，即“普朗克长度”）膨胀到远大于今天可见宇宙的范围（>>10 26米）。这
意味着年轻宇宙中温度相同的一块极小的区域将膨胀到比今天的整个可见宇宙
还要大，这就解释了今天观测到的背景辐射为何在各处都有如此相似的温度。
另一方面，极小尺度的世界，即由量子机制统治的世界，随着膨胀成为比较大
的一块空间——而量子理论告诉我们，在开始的极小尺度下，涨落无处不在。

度，也就是－２７０．４２４５２摄氏度）的黑体
发出的辐射。背景辐射在各个方向上为

背景辐射各向同性但又并不完美

通的背景辐射图（强度或温度分布）中

何如此相似？这是二十世纪宇宙学最大

一致的问题，暴胀理论已经给出了自然

是看不出来的，要测量它的偏振才能知

的谜题之一。另一个困扰天文学家的难

的回答。而暴胀理论还有一个判定性的

道。任何电磁波都有其电磁振荡的方向

题是，宇宙背景探测器（ＣＯＢＥ）发现，

预言：涨落不仅存在于我们在背景辐射

性——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不例外——

背景辐射的温度也存在极小的各向异

中看到的正常物质，也存在于背景的引

这就是所谓偏振性。在地球上，太阳光

性。暴胀理论为这两个问题提供了简洁

力场中——而这个引力场在背景辐射中

被大气散射为天光时部分偏振化，因此

的解答。

也留下了它自己的印记。这一印记在普

我们戴偏振太阳镜时会发现，一般景物

２０１４．７ 天文爱好者

３３

位于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南极点）暗区实验室（Ｄａｒｋ Ｓｅｃｔｏｒ Ｌａｂ）
的南极望远镜（左）和ＢＩＣＥＰ望远镜（右）。［来源：Ｄａｎａ Ｈｒｕｂｅｓ］

来自暴胀的引力波使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偏振呈现出明显的螺旋模式，即所谓Ｂ
模式。红色或蓝色的阴影显示了其螺旋的程度。［来源：ＥＰ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只是减少了一半亮度，而天空则可以变得

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偏振情况进行的

很黑。在太空中，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被原

细致观测给出的结果。ＢＩＣＥＰ望远镜将背

人们形容引力波是“大爆炸的第一

子和电子散射，同样会偏振化。我们在这

景辐射的偏振分为两部分：Ｂ模偏振（类

波震颤”。“对这个信号的探测是当代宇

用了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当我们讨论宇

磁场）和Ｅ模偏振（类电场）。其中，Ｅ

宙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多少人付出多

宙膨胀中的光时，我们说它是“光子”，

模的产生相对简单，科学家也在２００２年

少努力，才有今天这个成果。”约翰•科

但到这里我们又说光是一种波。确实如

探测到了这种模式的偏振。要产生Ｂ模式

瓦克（Ｊｏｈｎ Ｋｏｖａｃ）说。他是哈佛－史密

此，光既可以表现粒子的性质，又会表现

的偏振则困难得多（其信号强度也微弱

松天体物理中心的科学家，ＢＩＣＥＰ２合作项

发现了由引力波引起的Ｂ模偏振。

波的性质；１８０３年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

得多）。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的Ｂ模偏振

目的负责人。“我们的团队在背景辐射中

成功进行了证明光的波动性的双缝干涉实

只可能由两种机制产生：前景星系的引

寻找一种称为‘Ｂ模’的特殊偏振模式，

验，而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完

力透镜效应（参见本刊２０１２年４月天文视

它代表的是宇宙‘第一束光’的偏振指向

美解释则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波是以“光

点的文章），或者早期宇宙暴胀时在时

中一种蜷曲的、螺旋型的模式。”项目

子”的形式参与微观过程的。

空上留下的涟漪——引力波。由引力透

共同负责人、加州理工学院（ＣＩＴ）及喷

回到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份不同寻

镜引起的Ｂ模偏振已在去年探测到。而这

气推进实验室（ＪＰＬ）的科学家杰米•波克

常的声明，那就是基于设在南极的“宇宙

次轮到引力波登场——发布会的全部内

（Ｊａｍｉｅ Ｂｏｃｋ）说。引力波在传播过程中

泛星系偏振背景成像”望远镜（ＢＩＣＥＰ）

容就是如此——这些科学家宣布，他们

对所到的空间造成的扭曲，在宇宙微波背
景辐射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像光波一

（此图相对于下图的
比例尺更大，范围更
小）

样，引力波也是横波，具有“手性”——
也就是左旋和右旋的偏振——这种螺旋的
“手性”印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上，就是
偏振指向的Ｂ模式。

本图展示了一小块天
区的宇宙微波背景辐
射在温度上的轻微涨
落（用不同的颜色表
示）及偏振指向（用
短线表示）。［来源：
ＡＰ Ｐｈｏｔｏ／ＢＩＣＥＰ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除暴胀理论外，其他理论都不能预
言引力波的产生。因此ＢＩＣＥＰ２团队宣布
发现了背景辐射偏振指向中的Ｂ模式，不
仅是对作为宇宙背景的引力波，也是对
宇宙暴胀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这次探
测到的引力波的Ｂ模信号，比之前普朗克
卫星的数据所暗示的要稍强一些。这也
是“引力波背景”（即作为宇宙背景的
引力波，同“微波背景”类似）的一个
间接证据。迄今还没有任何探测器直接
探测到引力辐射。
如果这份来自ＢＩＣＥＰ２项目组的声明
被其他实验证实，这将是对暴胀理论和
引力波存在的巨大支持。迄今为止，我
们对周围这个世界的全部了解，都是通
过观测电磁波获得的。而这次的新发现
将为我们打开了解宇宙的一扇全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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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视点

门：引力波。通过引力波，我们将能够

学——对粒子物理学来说，这可能是比

的测量，将允许人们检验和修改暴胀模

进入大爆炸之后最初一瞬间难以想象的

确认希格斯玻色子还要重要的发现。对

型，这无疑使我们离“大爆炸究竟是什

世界，以及那里难以想象的崭新的物理

引力波进行各种不同尺度的、更为精确

么”这个终极问题的解答更近了一步。

确实，这都不错。不过，在这个高

的数据确实是来自背景辐射，就必须要

在于，那张幻灯片提供的到底是前景上

调声明之后没多久，就传出了“ＢＩＣＥＰ２

考虑它在传播途中遇到的一切（即“前

真实的偏振情况呢，还是某种平均的结

的结果可能是无效的”的说法。一切始

景”中的一切）。我们确实有办法做到

果？最后，一切问题都归结为：这份结

于亚当•弗科夫斯基（Ａｄａｍ Ｆａｌｋｏｗｓｋｉ）

这点，但也是十分困难。“考虑一切”

果是否正确地改正了银河系中前景尘埃

的一篇博客。弗科夫斯基是欧洲核子研

永远是巨大的挑战。

云的影响。如果他们用的是平均的偏振

引发论战

究组织（ＣＥＲＮ）下属欧洲粒子加速器

在ＢＩＣＥＰ２的结果公布后不久，另一

情况，那么ＢＩＣＥＰ２的结果就可能低估了

的物理学家，他在博文中声称，ＢＩＣＥＰ２

个团队指出有一种前景效应会影响到

前景“射电环”的影响。不过，这是否

团队对一些数据的解读有误，因此他们

ＢＩＣＥＰ２的结果。这是一种称为“射电环”

意味着ＢＩＣＥＰ２的结果完全无效呢？也不

的结果是无效的——或者，至少是有问

的现象。最初，这只是人们在天空中发

一定。要知道，普朗克的前景数据只是

题。一石激起千层浪，两支队伍壮大起

现的环形射电源，研究认为，它们应当

ＢＩＣＥＰ２项目考虑的若干前景影响中的一

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部肥皂

是银河系内已扩散得极为巨大的古老超

个。它造成的误差可能影响很大，也可

剧由此拉开序幕……

新星遗迹，其处在磁场中的尘埃辐射出

能实际上很小。

到底发生了什么？ＢＩＣＥＰ２团队受到

偏振的射电波。而后来的研究表明，这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ＢＩＣＥＰ２项目的

如此质疑，部分原因在于Ｂ模偏振很难

种偏振辐射不仅存在于射电波段，而且

论文目前仍在同行审议中。这很重要。

探测。这种信号十分微弱，要通过大量

在微波波段也有——因此和背景辐射的Ｂ

论文要经过批判性分析才能发表，而现

的观测数据才能确认结果是否正确无

模偏振十分相似。这种因素对结果有多

在，这篇论文正在接受这一考验。过

误。但同时，大量数据中也会混入其他

大影响，现在还不清楚。目前，由普朗

去，这一审议过程仅仅局限在大学和

的光源，其中有些看上去也是Ｂ模偏振的

克卫星进行的另一个项目也在探测这种

研究所内部；如今，随着社会媒体的

样子。如果没有正确地考虑这些光源的

前景效应，并且已经公布了一些初步的

报道，它也开始出现在公众的注视之

情况，把它们误认作背景辐射的真实情

结果，但原始的观测数据还没有公开。

下了。事实上，科学工作就是这样开

况，就会得到“假阳性”的结果。一场

现在已经清楚，ＢＩＣＥＰ２确实部分地

展的。ＢＩＣＥＰ２团队大胆地宣布结果，现

利用了普朗克卫星的数据，以考虑这一

在，人人都要求他们为自己的声明给出

这有时又称为“前景问题”。很明

前景效应的影响。但由于普朗克卫星

足够的解释。

显，一切星系、尘埃、星际等离子体，

的原始数据还没有公开，ＢＩＣＥＰ２团队只

现在，ＢＩＣＥＰ２团队带着他们的工作

以及我们的银河系，都处在我们和宇宙

能通过普朗克项目组在一张幻灯片上公

成果迎接着这场论战。他们的工作是否

微波背景辐射之间。因此，要保证获得

开的结果，逆向推算原始的数据。问题

经得起同行的审议，我们也只能拭目以

大戏就是围绕这里展开。

待。不过，普林斯顿的宇宙学家大卫•
斯坡格尔（Ｄａｖｉｄ Ｓｐｅｒｇｅｌ）却是冷面以
对：“这个工作得不出任何宇宙学的结
论——还是没有任何支持和反对暴胀的
证据。”他说。我们必须等待普朗克团
队公布他们对Ｂ模偏振的测量结果。普朗
克卫星将能够精确地定出前景尘埃的影
响，比现有的任何尘埃分布图都精确得
多。这份结果预计将在今年秋天公布。
一旦尘埃的影响确定，我们对ＢＩＣＥＰ２的
结果将有更清楚的认识。
不知道那些急着召开新闻发布会、
高调向世界宣布结果的科学家，是否吸
取了这次的教训呢？
银河系中的射电环以及ＢＩＣＥＰ２项目考察的天区。［来源：Ｐｈｉｌｉｐｐ Ｍｅｒｔｓｃｈ］

（责任编辑 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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