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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读者是否听说过“伽玛射线暴”？这是宇宙中发生的最为猛烈的
一类爆炸。一些科学家认为，它们的猛烈程度仅次于宇宙诞生时发生的那
次“大爆炸”。如果在我们银河系里发生伽玛射线暴，它发生的位置离我
们还比较近的话，爆发对我们地球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看来
这样的事情在公元8世纪确实发生过——距今已经快1240年了。

特大爆炸
冲击地球！

视 点视 点天文天文

□  文  何锐思   翻译  程思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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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爆炸
冲击地球！

 2012年，日本科学家宣布了一项

对雪松年轮中碳-14（14C）和铍-10

（10Be）两种放射性同位素含量的检测

结果：他们发现，在公元775年产生的

那一圈年轮里，两种放射性同位素的含

量都比较高。这提示在当年或前一年可

能有射线暴袭击了地球。这两种放射性

核素都是地球高层大气的氮原子受到宇

宙线粒子的撞击而形成的。14C的原子核

中有6个质子和8个中子[最常见的碳的同

位素12C（无放射性）的原子核则是由6

个质子和6个中子组成]。在自然界中，
14C的含量非常低，只占碳元素总量的千

亿分之一（0.0000000001%）。14C有放

射性；通过一种称为β衰变（从原子核

中释放出电子或正电子）的过程，14C会

变成14N（两种稳定、无放射性的氮原子

中的一种）。这一放射性衰变过程的半

衰期大约是5,730年，也就是说，宏观上

看，每过约5,730年，就会有一半数目放

射性的14C原子核变成稳定的14N原子核。

由10Be变成10B的β衰变半衰期则是139万

年。

早期的研究曾排除了附近大质量恒

星爆炸（即超新星爆发）的可能，因为没

有记载显示当时观测到类似的事件，也没

发现有那时候留下的超新星遗迹。另一个

可能的原因是太阳的活动。在我们看到的

太阳圆面（光球）之外，太阳还有两层大

气：玫瑰红色的色球和延伸数百万千米的

日冕。它们比光球稀薄，用肉眼我们要在

日全食的时候才能看到；但它们的温度却

比光球要高得多。耀斑是太阳大气中发生□  文  何锐思   翻译  程思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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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笔下的伽玛射线暴。[来源：ESO/A. Roqu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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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辐射能量激增的现象，主要发生在

色球。这个日本的研究组和他们在美国的

竞争者也考虑了耀斑爆发的可能性；但耀

斑爆发似乎并不足以导致14C的含量升到

如此之高。大型的太阳耀斑通常还会伴随

着色球外面的日冕层物质的抛射，而这些

抛射出来的粒子会给地球带来美丽的极

光——不过遗憾的是，历史上同样也没有

记载显示当时出现过极光的现象。

后来，研究者在《盎格鲁-撒克逊

编年史》（Anglo Saxon Chronicle）中

发现了一条在日落后看到“红色十字

架”的记载，并指出这可能就是对超新

星爆发的描述。但是，距研究者说，这

个事件发生在776年，因此也就没法解

释为什么碳-14的数据在前一年达到峰

值。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便亲自去查

了一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在

“中世纪与古典在线图书馆”网站我

找到了它的英文翻译的电子版（http://

omacl.org/Anglo/）。编年史的这份手抄

本最初由阿尔弗莱德大帝在公元890年

下令编写，并在之后直到12世纪中叶的

漫长年代里经由几代名姓已失落的作者

的抄写和补充，而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

版本。最初使用的语言是盎格鲁-撒克

逊语（古英语），但后面的条目实际上

已经在用中古英语撰写了。下面是相关

条目的记载：

公元774年。这一年诺森伯兰人在

复活节季将他们的国王阿尔莱德从约克

镇放逐，并另立穆尔之子埃特莱德为

主。埃特莱德的统治跨过四个冬天。这

一年在天空中还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十字

架，就在日落之后；莫西安人和肯特人

在奥特福德开战；在南撒克逊地区还看

到了一条巨大的蟒蛇。

请注意，条目中记载的年份是公元

774年，而不是日本的研究组所说的公

元776年！记载的天文事件已用粗体标

出。文中出现的地名都是今天英国一些

地方的古称。

不过，如果认为历史记载佐证了

超新星的观点，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

找不到对应的超新星遗迹，因为像这样

规模的爆发，喷发的碎片现在应该还能

够用望远镜观测到才对。因此，现在，

德国研究者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这是一

次发生在银河系中的猛烈爆发。该论文

的作者之一，德国耶拿大学天体物理研

究所的拉尔夫•瑙伊豪瑟（Ralph Neuh 

user）教授说：“我们研究了短伽玛暴

的光谱，并比较了树木年轮中碳-14和

铍-10的含量，看看由理论模型计算的

短伽玛暴的光谱产生的放射性同位素含

量是不是与观测到的一致——结果它们

完全一致。”

短伽玛暴源于两个黑洞、两颗中子

星或两颗白矮星的碰撞并合。这一过程

只有数秒的时间，但会释放出巨大的能

量。事实上，伽玛射线暴，这种持续时

间从几毫秒到几分钟的伽玛射线的强闪

光，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宇宙中能量释放

最为剧烈的事件。尽管早在1967年，美

国用于监视苏联是否履行《禁止核试验

条约》的维拉3号和4号卫星无意中就已

经探测到了宇宙中的伽玛射线暴，但直

到1991年“康普顿”伽玛射线望远镜发

射后，人们才得以确定它们来自于银河

系外的天体。该卫星上用于“爆发与瞬

变源实验项目”（BATSE）的伽玛射线

探测器的观测显示，伽玛暴并不集中分

布在银河盘面上或银河的中心，而是在

整个天空中随机分布。不过，直到第一

个可靠的距离测定出来之前，仍然有很

多科学家认为这些信号源可能位于银河

的外晕上。

尽管伽玛射线暴和它们的观测特

征纷繁复杂，人们还是能够把它们不

严格地分为两类：“长-软”型（简称

“长暴”）和“短-硬”型（简称“短

暴”）。其中的软硬指的是光谱特征，

“软”表示以能量较低的伽玛光子为

主，“硬”则表示射线中光子的能量

神秘的伽玛射线暴

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紫外波段）。[来源：NASA/STE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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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较高。时间长短一般以2秒为界。

长暴从亮度峰值到“余辉”结束平均需

要30秒左右。这类伽玛暴多数与引力塌

缩型超新星爆发有关。由于能引起伽玛

暴的前身星需要有比较大的质量，因此

它们多出现在恒星形成较为活跃的星系

中。短暴则可能与中子星或白矮星的相

互碰撞融合过程有关。白矮星和中子星

都是恒星演化到末期的状态，前身恒星

质量的不同决定了最后是成为白矮星还

是中子星。迄今为止，我们探测到的伽

玛暴主要是长暴。这是因为相比伽玛暴

仅持续十分之几秒的爆发峰值，对其余

辉的观测要容易得多；而相比短暴，长

暴有更明亮的余辉。因此，对长暴的研

究也比短暴要广泛得多。

在伽玛暴发生时，能量以电磁波谱

中最高频（即最高能）的伽玛射线的形

式释放出来。瑙伊豪瑟教授说：“伽玛

射线暴是一种非常非常短暂而强烈的事

件；如果知道它释放的能量，我们就能

从观测到它的亮度推算出它的距离。”

我们每年平均在河外星系中观测到数次

短暴，但和长暴不同，它们并不伴随任

何可见光波段的闪光。

如果认为公元774-775年的辐射爆

发是由短暴引起的，那么产生这次短

暴的两颗或几颗并合星距我们至少要

有3,000光年，否则辐射激增将引起地

球生命的灭绝。基于14C的测量结果，

瑙伊豪瑟教授的团队相信，引起这次

伽玛暴的前身星系统距离我们在3,000

到12,000光年之间——因此是在银河系

里！尽管这听起来很有戏剧性，但当时

我们的祖先也许并没有太多注意到。如

果在这个距离上发生伽玛射线暴，其产

生的辐射会被地球的大气吸收，仅在树

木年轮和南极冰盖中留下同位素含量变

化的痕迹。该团队认为，甚至不会有任

何可见光的异常现象能够被人们看到。

如果他们是对的，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

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超新星或极光的记

录。另一个小组认为在较近距离上发生

的短暴也许发出了一些能够被看到的可

见光信号；尽管它的持续时间只有几

天，非常容易被人们错过，但在当时的

历史文献中重新查找一番，或许也能够

找到蛛丝马迹。

天文学家还可以去寻找那个并

合了的黑洞或者中子星。它距我们

3,000-12,000光年，自并合以来已经过

去了1,200多年。但它没有超新星遗迹中

典型的尘埃和气体。瑙伊豪瑟教授说：

“如果这次伽玛暴离地球再近一些，也

许会对生物圈造成巨大的破坏。”深空

观测的统计结果表明，伽玛暴是很罕见

的。通过研究现在活得最长的树木的年

轮，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000年里，

这样的事件看来只发生过一次。瑙伊豪

瑟教授认为，地球在最近不大可能再有

类似的经历了。不过如果这样的事真的

发生，那么我们将面临比上次更大的冲

击——那个距离上发生的伽玛暴将损毁

我们在太空中的卫星。无论在哪里发生

伽玛射线暴，它附近的行星都会遭难。

稍远一些、但仍然在几百光年之内发生

的伽玛暴，它产生的辐射会破坏保护我

们免遭紫外线照射的臭氧层，随后紫外

线会杀死地面上的植物，而动物则会因

此饿死。只有海里的生物能够幸免。当

然，瑙伊豪瑟教授认为，这种事情发生

的可能性是“极低”的——据估计，这

样近的伽玛暴发生的频率平均是每3亿

年一次。

由于伽玛射线无法穿过地球大气

层，可观测的时间只有短短几秒钟、释

放的能量却巨大的伽玛射线暴非常难于

捕捉。不过，借助环绕地球运行的空间

望远镜，天体物理学家们正逐步揭开伽

玛射线暴神秘的面纱。费米伽玛射线空

间望远镜于2008年6月11日发射升空，

它的使命之一就是：记录下那些发生在

它视野里的伽玛射线暴。

“费米望远镜有幸能够测量伽玛

暴辐射中最高能的那部分。这部分辐射

持续的时间在几百秒到几千秒，也许有

观测伽玛射线暴

 艺术家想象的中子星并合从而引发伽玛射线暴的景象。
[来源：NASA/Dana Berry]

 艺术家想象的两颗中子星的并合。现在一般认为，短时伽
玛暴是由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的并合引起的。由于缺乏尘
埃、气体等作为产生“余辉”的原料，这类伽玛射线暴的持
续时间比较短。[来源：NASA/Dana Berry画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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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彼

得•米萨罗（Péter Mészáros）说。

大多数伽玛暴出现在大于25倍太阳质量

的恒星演化到生命末期的时候。当这些

恒星内部的核反应停止，整个恒星就会

开始向中心塌缩，最后形成一个黑洞。

恒星外层的物质被抛射出去，就形成了

超新星爆发。“黑洞高速自转，”米萨

罗说，“当它从恒星吞噬物质的时候，

自转就会形成一些从超新星的外层抛射

出去的物质喷流。”

正是这些喷流引起了长伽玛暴，使

它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天最明亮的辐射源。

不过，与超新星向四面八方辐射不同，

伽玛暴只从很小一块区域、沿着很窄的

锥形辐射出来。费米望远镜也只能探测

到向着它的方向辐射的伽玛暴。我们每

探测到一个伽玛暴，实际上天空中大约

就发生了500个，只不过方向不合适，被

我们错过了。费米望远镜使科学家观测

到了产生伽玛辐射的高速喷流——这些

喷流的速度已经接近光速！不仅如此，

理论也得到了修改——有了费米望远镜

实实在在的测量结果，人们对伽玛暴性

质的理论探讨也有了新的素材。

“‘费米’在测量喷流究竟有多

接近光速方面做得很棒，”米萨罗说，

“但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它们到底达到

了光速的99.9995%还是99.99995%。”伽

玛射线暴在宇宙各处都会发生，因此它

们有可能为我们带来宇宙早期的信息：

伽玛暴十分明亮，即使在很远地方发生

我们也能够观测到——而我们知道，我

们今天观测到的现象，它距我们越远，

就意味着发生的越早。“我们也许能在

婴儿时期的宇宙中探测到它们。”米萨

罗说。这令人振奋，因为他们的研究将

有助于我们认识整个宇宙在演化早期的

情况！  

（责任编辑   李鉴）

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引力塌缩而形成黑洞的艺术画。能量通过沿自转轴两极的喷流释放出
去，形成持续时间几毫秒到几分钟不等的伽玛射线暴。这样的辐射暴如果发生在数千光年之
内，将对地球的生物圈产生明显影响：辐射会破坏大约一半的臭氧层，并在空气中形成二氧
化氮；严重时将导致生物灭绝。[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icolle Rager Fuller]

外层（氢和氦）已抛散的大质量恒星（超过20倍太阳质量）

恒星核心的引力塌缩形成了黑洞、吸积盘和喷流

吸积盘

黑洞

大约

观测者当喷流（接近光速）从恒星包层喷涌而出
时，就发生了伽玛暴

伽玛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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