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 视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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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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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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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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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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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仙女星系的令人兴奋不已

大范围地观察河外旋涡星系中的恒星，

示这张图像，需要动用超过５０００台宽屏

的成果之一，是“哈勃多色仙女座宝

这也是第一张同时展现整个星系和其中

高分辨率显示器。

藏”（Ｐａ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ｕｂｂｌｅ Ａｎｄｒｏｍｅｄａ

恒星的照片。

我在会议上听到的第二个重要的进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ＰＨＡＴ）项目利用哈勃空间望

哈勃空间望远镜从照片左边的星系

展是有关仙女星系盘面上恒星运动的

远镜（ＨＳＴ）所摄照片拼接出的有史以

核出发——密集的星点从这里向外延伸

精细研究。研究者们发现它们与银河

来最大的星系图片。这张仙女星系部分

开去。接着，镜头离开星系的核球，沿

系中恒星的运动大不相同，这说明仙

区域的大范围鸟瞰图（图１），是我们

着布满恒星和尘埃云的径线一直移动到

女星系在不远的过去曾和一个小星系

目前获得的近邻星系的最清晰拼接图。

星点稀疏的盘面外侧。大量的年轻蓝色

碰撞融合。

尽管仙女星系距我们超过２５０万光年远，

恒星标示着星团和恒星形成区。图１中

旋涡星系盘面上恒星的运动与结构

哈勃空间望远镜强大的威力却足以分辨

右侧蓝色的环状结构即是它们聚集的地

是了解星系形成历史的关键线索。“仙

出它盘面上长达６１０００光年的一段范围

方。暗色的轮廓则能勾勒出尘埃云的复

女星系给我们提供了同时从局部和整体

里的每一颗恒星。在这广阔的视野里有

杂结构。在这些光鲜复杂的结构下面，

观察一个星系的机会。我们了解银河系

着超过１亿颗恒星，其中一些分布于盘

是分布在整个星系中冷而红的恒星，它

的很多细节，但没有办法从整体上研究

面上数以千计的星团中。这就好比拍下

们见证了星系数十亿年来的演化。

它。”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天

一张海滩照片的同时，还能分解出沙滩

由于仙女星系距地球只有２５０万光

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教授普拉格拉•古哈

年远，它看上去要比哈勃空间望远镜通

塔库尔塔（Ｐｕｒａｇｒａ Ｇｕｈａｔｈａｋｕｒｔａ）说。

这项雄心勃勃“测绘”仙女星系的

常拍摄的数十亿光年远的星系大得多。

古哈塔库尔塔的学生克莱尔•道尔

工作是研究大型旋涡星系的里程碑。旋

哈勃空间望远镜对４１１个天区进行了总

曼（Ｃｌａｉｒｅ Ｄｏｒｍａｎ）利用仙女星系两

涡星系在宇宙中的数量超过１０００亿个，

共７３９８次曝光才得以拼接出这幅完整的

个巡天项目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其一来

宇宙中的大多数恒星都位于这种巨型的

图像。展示这幅图像的天文学家告诉我

自位于夏威夷的凯克天文台，另一个则

结构当中。以前天文学家们从未能如此

们，如果想在电视屏幕上全分辨率地显

来自哈勃空间望远镜。“仙女星系恒星

上的每一粒沙。

２０１５．３ 天文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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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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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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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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光谱和测光巡天”（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融合，所以原本“规则运动”的盘面曾

曼说：“即使是仙女星系中最‘守序’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受到持续的扰动。之前对仙女星系晕中

的恒星也没有银河系盘面上的来得‘规

Ａｎｄｒｏｍｅｄａ’ｓ Ｓｔｅｌｌａｒ Ｈａｌｏ ， ＳＰＬＡＳＨ）

潮汐星流（ｔｉｄａｌ ｓｔｒｅａｍ）的研究证实

矩’。”

使用凯克天文台ＤＥＩＭＯＳ多目标光谱仪测

了它与矮星系发生过融合的历史，这种

根据最近流行的宇宙结构的形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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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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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M31中心以北（kpc）

盖则让我们能将它们按年龄分类。”她

恒星视向速度（km/s）

女星系盘面上密集的恒星，而宽波长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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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M31中心以东（k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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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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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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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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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米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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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能量
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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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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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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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早期工作中了解到，大麦哲伦星系

远镜上的新相机——“暗能量照相机”

正如首席研究员、美国密歇根大学的

要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大得多；而这些

（ＤＥＣａｍ）——使ＳＭＡＳＨ项目得以在更广

大卫•尼德佛（Ｄａｖｉｄ Ｎｉｄｅｖｅｒ）所说：“我

（早期）工作才只探测了全部目标天

阔的视野中鉴定暗星。

们对银河系这样的大星系的形成已经有了

区的１％。ＳＭＡＳＨ正在探测一个２０倍大的

用“布兰科”望远镜可以探测到非

较好的认识，但宇宙中大多数星系都是又

天区并证实大麦哲伦星系的大小，同

常弥散的星际结构，暗至银河最暗淡部

暗又小的矮星系。大、小麦哲伦星系是离

时也让我们有机会仔细地绘制出它的

分的４０万分之一。这正是依靠了ＤＥＣａｍ

我们最近的矮星系之一，ＳＭＡＳＨ项目可以

结构。”克努特•奥尔森是ＳＭＡＳＨ团队

相机在大范围天区中辨别暗弱恒星的能

勾勒出它们的轮廓并帮助我们研究其具体

的领导者之一，他的团队在距大麦哲

力。这让科学家们可以探测到原来无法

结构，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事。”

伦星系角距离２０度（实际距离５．５万光

看到的暗弱结构。

美国国家光学天文台的克努特•奥

年）的地方找到了属于大麦哲伦星系的

ＳＭＡＳＨ团队同时还在寻找“麦哲伦

尔森（Ｋｎｕｔ Ｏｌｓｅｎ）说：“我们从ＳＭＡＳＨ

恒星。他们借助装在ＣＴＩＯ“布兰科”望

流”：一个连接大、小麦哲伦星系并

２０１５．３ 天文爱好者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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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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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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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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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画卷”巡天计划，该计划捕捉星

向前后继续延伸的气体结构。“麦哲

作用以及它们和银河系的关联。天文学

化碳是星际空间中丰度仅次于氢的物

伦流”在３０年前首次被射电望远镜探测

家长期以来希望能发现“星流”中的

质，却比氢更容易为射电望远镜所观

到，非常清楚地展现了两个星系的相互

恒星但一直无果。这很可能是因为其中

测到。将这些数据和加拿大的“银河

２６

际尘云中一氧化碳的射电辐射。一氧

前沿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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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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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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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面巡天”（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ａｌａｃｔｉｃ Ｐｌａｎｅ

在一段３００００光年长的旋臂区域上。最

系从远处看上去，也还是和我们看到的

Ｓｕｒｖｅｙ）项目的氢云数据结合，中国天

新的报告中讲到，“这段新的旋臂似乎

遥远的“标准”旋涡星系一样漂亮。

文学家分析后认为这７２个星际尘云排列

是达姆和萨迪厄斯最近发现的遥远旋臂

光年

（责任编辑 冯 ）

盾牌-半人马臂

盾牌-半人马臂

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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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３ 天文爱好者

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