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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视 点天文天文

“本星系群”的新发现
□  文  何锐思（Richard de Grijs） / 翻译 程思淼

美 国天文学会（AAS）在每年1月份举行冬季年会，我是《天体

物理通讯》（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的副主

编，而《天体物理通讯》是隶属于美国天文学会的一本专业天文学期

刊，因此参加这个年会也是我的工作之一。除了3年1届的国际天文学

联合会（IAU）例行会议，美国天文学会的冬季年会算是全世界天文

学家最大规模的会议，有来自天文学各分支领域的超过3000名天文学

家参加。

今年年会在西雅图召开，我主持了“有新恒星形成的星系”的

会议，还参加了一些与“本星系群”星系结构有关的会议。本星系群

由银河系、仙女星系（M31）、三角星系（M33）、大/小麦哲伦星

系和诸多矮星系组成。考虑到实际研究中的便利性，往往还将距离银

河系和仙女星系100万秒差距（约300万光年）以内的星系都包括在

内。这次会议上听到的许多新进展都非常激动人心，因此我将在本期

的“天文视点”中介绍其中的一些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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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锐思
（Richard de Gri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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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仙 女 星 系 的 令 人 兴 奋 不 已

的成果之一，是“哈勃多色仙女座宝

藏”（Panchromatic Hubble Andromeda 

Treasury，PHAT）项目利用哈勃空间望

远镜（HST）所摄照片拼接出的有史以

来最大的星系图片。这张仙女星系部分

区域的大范围鸟瞰图（图1），是我们

目前获得的近邻星系的最清晰拼接图。

尽管仙女星系距我们超过250万光年远，

哈勃空间望远镜强大的威力却足以分辨

出它盘面上长达61000光年的一段范围

里的每一颗恒星。在这广阔的视野里有

着超过1亿颗恒星，其中一些分布于盘

面上数以千计的星团中。这就好比拍下

一张海滩照片的同时，还能分解出沙滩

上的每一粒沙。

这项雄心勃勃“测绘”仙女星系的

工作是研究大型旋涡星系的里程碑。旋

涡星系在宇宙中的数量超过1000亿个，

宇宙中的大多数恒星都位于这种巨型的

结构当中。以前天文学家们从未能如此

大范围地观察河外旋涡星系中的恒星，

这也是第一张同时展现整个星系和其中

恒星的照片。

哈勃空间望远镜从照片左边的星系

核出发——密集的星点从这里向外延伸

开去。接着，镜头离开星系的核球，沿

着布满恒星和尘埃云的径线一直移动到

星点稀疏的盘面外侧。大量的年轻蓝色

恒星标示着星团和恒星形成区。图1中

右侧蓝色的环状结构即是它们聚集的地

方。暗色的轮廓则能勾勒出尘埃云的复

杂结构。在这些光鲜复杂的结构下面，

是分布在整个星系中冷而红的恒星，它

们见证了星系数十亿年来的演化。

由于仙女星系距地球只有250万光

年远，它看上去要比哈勃空间望远镜通

常拍摄的数十亿光年远的星系大得多。

哈勃空间望远镜对411个天区进行了总

共7398次曝光才得以拼接出这幅完整的

图像。展示这幅图像的天文学家告诉我

们，如果想在电视屏幕上全分辨率地显

示这张图像，需要动用超过5000台宽屏

高分辨率显示器。

我在会议上听到的第二个重要的进

展是有关仙女星系盘面上恒星运动的

精细研究。研究者们发现它们与银河

系中恒星的运动大不相同，这说明仙

女星系在不远的过去曾和一个小星系

碰撞融合。

旋涡星系盘面上恒星的运动与结构

是了解星系形成历史的关键线索。“仙

女星系给我们提供了同时从局部和整体

观察一个星系的机会。我们了解银河系

的很多细节，但没有办法从整体上研究

它。”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天

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教授普拉格拉•古哈

塔库尔塔（Puragra Guhathakurta）说。

古哈塔库尔塔的学生克莱尔•道尔

曼（Claire Dorman）利用仙女星系两

个巡天项目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其一来

自位于夏威夷的凯克天文台，另一个则

来自哈勃空间望远镜。“仙女星系恒星

 图1  仙女星系的局部鸟瞰图。这是目前我们获得的邻近星系最清晰的图像。[来源：NASA, ESA, J. Dalcanton, B.F. Williams, and 
L.C. Johns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he PHAT team, and R. Ge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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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光谱和测光巡天”（Spectroscopic 

and  P ho tomet r i c  L and s c ape  o f 

Andromeda’s Stellar Halo , SPLASH）

使用凯克天文台DEIMOS多目标光谱仪测

量了仙女星系中超过10000颗亮星的视

向速度。近期完成的PHAT巡天则提供了

这些恒星中半数以上的在六个波段的高

分辨率成像数据。

道尔曼在她的发言中说：“哈勃空

间望远镜的高分辨率让我们能分解开仙

女星系盘面上密集的恒星，而宽波长覆

盖则让我们能将它们按年龄分类。”她

的研究显示，仙女星系盘面上年轻、中

年和老年恒星的运动速度存在差异。这

也是首次对河外星系做这样的测量。

道尔曼的分析还显示出另一个趋

势：最年轻的恒星绕星系中心的运动相

对规则，老年恒星的运动则非常不规

则。所有“规则运动”的恒星都以几乎

相同的速度运动，“不规则运动”的恒

星速度的分布则较弥散，同时空间分布

范围也更大。道尔曼解释说：“假如星

系是侧面朝向我们的，‘规则运动’的

恒星会都分布在很窄的一条线上，‘不

规则运动’的恒星则分布在很厚的一层

上。”

研究者提出了两种版本的星系盘

面形成与演化过程以解释他们的观测。

第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与伴星系发生过

融合，所以原本“规则运动”的盘面曾

受到持续的扰动。之前对仙女星系晕中

潮汐星流（tidal stream）的研究证实

了它与矮星系发生过融合的历史，这种

潮汐星流即是那个矮星系的残骸。道尔

曼说，虽然矮星系中的恒星也会加入到

星系盘面上，从而影响盘面上的速度分

布，但单靠这一点还无法解释恒星的速

度弥散随年龄的增长。

第二种解释认为，恒星盘起源于原

本很厚且成块状的气体盘，最年老的恒

星形成于气体盘仍很疏松且不规则的时

期，随着时间推移，气体盘渐渐变薄定

型，运动也变得规则。最年轻的恒星就

形成于这种规则的盘面上。

道尔曼认为同时考虑两种机制可

以解释观测结果。她说：“我们的发现

将会激励理论研究者针对这两种解释进

行更细致的计算机模拟。”与我们银河

系明显不同的恒星运动情况，说明仙女

星系在近期有过激烈的融合历史。道尔

曼说：“即使是仙女星系中最‘守序’

的恒星也没有银河系盘面上的来得‘规

矩’。”

根据最近流行的宇宙结构的形成理

图2  哈勃空间
望远镜拍摄的仙
女 星 系 盘 面 的
密集星场。不同
年 龄 的 恒 星 表
面 温 度 不 同 ，
因 而 呈 现 出 不
同 的 颜 色 和 光
度。[来源：Ben 
Williams, PHAT 
collaboration]

图3  图中的圆点标识了M31中一些光谱巡天目标星的位置。圆点的颜色对应于这些恒星相对银
河系的视向速度（正值表示远离，负值表示靠近），由凯克II望远镜的DEIMOS光谱仪测得。
M31的中心大约以300千米/秒的速度向我们运动，而东北方（图中左上）的恒星向我们运动的
速度比较小，说明这些恒星相对M31的中心具有远离我们方向的速度。[来源：Claire Dorman, 
European Spac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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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像仙女星系和银河系这样的大星系

是依靠“吞噬”小的伴星系，吸积它们

的恒星和气体而成长起来的。宇宙学家

估计在10000年内有70%像仙女星系和

银河系般大小的星系盘曾与较大的伴星

系有过交融。银河系的盘面有点太“守

序”了，仙女星系的情况则和理论预期

差不多。古哈塔库尔塔教授说，“这样

看来，反倒是仙女星系盘面上的恒星更

正常，银河系或许单纯是个具有异常平

静吸积历史的个案。”

我还非常高兴听到了有关大、小

麦哲伦星系研究的新进展。大、小麦哲

伦星系是我们银河系的两个最亮的伴星

系，由于个人的研究兴趣，我对它们很

有好感。新的研究表明，它们不仅比天

文学家原先所计算的要大很多，而且在

其边缘还有着非均匀的结构，这可能是

在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留下的丰富而复

杂的尘埃区。这是“麦哲伦恒星巡天”

（Survey of the Magellanic Stellar 

History, SMASH）项目的初步成果，主

要由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使用多台望

远镜进行观测——包括位于智利的托洛

洛山美洲天文台（Cerro Tololo Inter-

American Observatory, CTIO）的4米“布

兰科”（Blanco）望远镜。

大、小麦哲伦星系是南半天球的标

志。尽管是以探险家费迪南•麦哲伦的

名字命名（他让欧洲人知道了这两个天

体），但它们其实早就为南半球各文明

所熟知。大麦哲伦星系（LMC）横跨5

度的天区，相当于十个月亮的直径，在

肉眼看来就像是一截“脱落”下来的银

河。它离我们16万光年远，星系中最亮

的恒星也必须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到。

正如首席研究员、美国密歇根大学的

大卫•尼德佛（David Nidever）所说：“我

们对银河系这样的大星系的形成已经有了

较好的认识，但宇宙中大多数星系都是又

暗又小的矮星系。大、小麦哲伦星系是离

我们最近的矮星系之一，SMASH项目可以

勾勒出它们的轮廓并帮助我们研究其具体

结构，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事。”

美国国家光学天文台的克努特•奥

尔森（Knut Olsen）说：“我们从SMASH

的早期工作中了解到，大麦哲伦星系

要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大得多；而这些

（早期）工作才只探测了全部目标天

区的1%。SMASH正在探测一个20倍大的

天区并证实大麦哲伦星系的大小，同

时也让我们有机会仔细地绘制出它的

结构。”克努特•奥尔森是SMASH团队

的领导者之一，他的团队在距大麦哲

伦星系角距离20度（实际距离5.5万光

年）的地方找到了属于大麦哲伦星系的

恒星。他们借助装在CTIO“布兰科”望

远镜上的新相机——“暗能量照相机”

（DECam）——使SMASH项目得以在更广

阔的视野中鉴定暗星。

用“布兰科”望远镜可以探测到非

常弥散的星际结构，暗至银河最暗淡部

分的40万分之一。这正是依靠了DECam

相机在大范围天区中辨别暗弱恒星的能

力。这让科学家们可以探测到原来无法

看到的暗弱结构。

SMASH团队同时还在寻找“麦哲伦

流”：一个连接大、小麦哲伦星系并

图4  SMASH暗能量照相机拍摄的小麦哲伦星系图像（红框内）。左边给出了作为参考的月
亮大小。

图5  位于智利托洛洛山美洲天文台的4米望远镜以及暗能量照相机

4米望远镜

暗能量
照相机

前沿•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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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后继续延伸的气体结构。“麦哲

伦流”在30年前首次被射电望远镜探测

到，非常清楚地展现了两个星系的相互

作用以及它们和银河系的关联。天文学

家长期以来希望能发现“星流”中的

恒星但一直无果。这很可能是因为其中

的恒星都太过暗淡，除非使用更好的

相机，否则很难探测到。大卫•尼德伏

说：“SMASH发掘超暗结构的能力不仅

让我们能找到‘麦哲伦流’中的恒星，

还能绘出星流的结构，从而大大增加我

们对大、小麦哲伦星系间相互作用过程

的理解。”

最后，2015年的1月份还见证了我

们理解银河系结构的一大进步。这项

工作是由中国天文学家做出的。我们太

阳系位于银河系之中，因此如何了解银

河系的全貌就成了很困难的问题。事实

上直到1852年，银河系的旋涡结构才

被天文学家斯蒂芬•亚历山大（Stephen 

Alexander）提出。自此之后，无数新发

现涌现，改变着我们对它的认识。

数十年以来天文学家都认为银河

系有四条从中心向外围延伸、由恒星和

形成恒星的星云构成的螺旋状旋臂。在

2008年，斯皮策空间望远镜（Spitzer 

Space Telescope）的数据似乎表明银河

系只有两条旋臂，还有一个大得多的中

央棒状结构。这次，中国的科学家发现

银河系的一条旋臂延伸到了远超过预期

的地方，几乎绕了银河系一圈。这条被

称为“盾牌-半人马臂”的旋臂从核棒

的一端发出，从我们太阳系和银心之间

穿过，延展到星系的对面。几十年来那

里都一直被认为是这条旋臂的终点。

然而2011年的时候，美国哈佛-

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的托马斯•达姆

（Thomas Dame）和帕特里克•萨迪厄斯

（Patrick Thaddeus）在银心对面稍远的

地方发现了似乎属于该旋臂的部分。但

根据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天文学家孙燕和

其同事的说法，“盾牌-半人马臂”还

要延伸到更远。他们使用了一种新方法

研究距银心46000~67000光年远的气体

云，并探测到了48个新的和24个以前曾

被观测到的星际气体云。

孙燕和同事们借助射电望远镜的资

料进行研究。资料来自紫金山天文台

“银河画卷”巡天计划，该计划捕捉星

际尘云中一氧化碳的射电辐射。一氧

化碳是星际空间中丰度仅次于氢的物

质，却比氢更容易为射电望远镜所观

测到。将这些数据和加拿大的“银河

图6  CTIO Blanco望远镜和它背后的星空。星空由可见光和射电波段的照片叠加而成。
蓝色和紫色的云气是氢云，它连接了小麦哲伦星系（图片右上）和大麦哲伦星系（图片
右中），并且继续延伸，横贯天空。绿色圆圈显示了SMASH巡天项目的DECam指向，
在这些位置都发现了大、小麦哲伦星系中的恒星。[来源：K. Olsen (NOAO/AURA/NSF), 
SMASH team, Roger Smith, and N. McClure-Griffiths]

图7  2014年，光学引力透镜实验（OGLE）项目组的波兰天文学家发现了一条连通两个麦
哲伦星系的年轻恒星桥。（左为小麦哲伦星系，右为大麦哲伦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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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面巡天”（Canadian Galactic Plane 

Survey）项目的氢云数据结合，中国天

文学家分析后认为这72个星际尘云排列

在一段30000光年长的旋臂区域上。最

新的报告中讲到，“这段新的旋臂似乎

是达姆和萨迪厄斯最近发现的遥远旋臂

以及我们熟知的‘盾牌-半人马臂’在

第二象限（银经90°~180°区域）的

延伸。”

这就意味着盾牌-半人马臂不单是

银河系中最大的旋臂，而且是唯一一

条真正环绕星系360°的旋臂。这种情

况，我们在附近的其他旋涡星系中还都

不曾发现。《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引用托马斯•达姆的话

说：“这真是罕见。我敢打赌，你得看

上几十张旋涡星系的正面照，才能找到

一个像这样环绕360°的情况。”

当然，这个看法也还有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是，达姆和萨迪厄斯在2011

年发现的结束点与中国研究团队发现的

旋臂的起始点之间，还有长达40000光

年的空档有待填补。因此，孙燕和同

事们发现的可能并不是盾牌-半人马旋

臂，而是另一个新旋臂的一部分。如果

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的银河系有不止

一个“外”旋臂（并非从核心发出的旋

臂）。不过也有可能，后续的研究填补

了这一空白，那么就证明银河系的大部

分旋臂还是与核球相连的，我们的银河

系从远处看上去，也还是和我们看到的

遥远的“标准”旋涡星系一样漂亮。

图9  艺术家绘制的、从北银极向南看去的银河系想象图。[来源：NASA/
JPL-Caltech/R. Hurt]

图10  这幅银河系的示意图显示了盾牌-半人马旋臂可能的延
伸情况。[来源：Yan Sun/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Robert Hurt. NASA/JPL-Caltech/SSC]

 图8  环绕银河近半周的巨大气体流：麦哲伦流。上为全景图，下为局部特写。[来源：
上图（可见光与射电）：David L. Nidever, et al., NRAO/AUI/NSF and A. Mellinger, LAB 
Survey, Parkes Observatory, Westerbork Observatory, and Arecibo Observatory；下图
（射电）：LAB Survey]

（责任编辑   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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