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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真 是 一 个 让 人 发 笑 的 问
题——因为毫无疑问还没有人飞
到过那么远的地方。不过，这个
问 题 却 也 并 非 是 异 想 天 开 。 现
在，它真的成了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的科学家们争论的焦
点。戏剧性的故事开始于三月下
旬。虽然读来仿佛一篇小说，它
却完全是一场正宗的科学辩论：
科学家们的见解并不总是相互一
致——这是好事！因为它能促进
科学的发展，对束缚人的先入之
见发起挑战。

视 点视 点天文天文

我们如何知道
自己飞出了太阳系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发生在三月下

旬的一场科学辩论的大致经过。2012年

8月25日，旅行者1号飞船发回的测量结

果显示，它周围区域的射线水平发生了

急剧的变化——对于这个消息，美国新

墨西哥大学的荣誉教授比尔•韦伯（Bill 

Webber）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它因此已

成为第一个飞出太阳系的边界的人造之

物。NASA的这艘飞船在1977年9月5日发射

升空，如今飞离我们已超过180亿千米。

它发出的信号要经历17个小时的旅途，

才能被地球上的深空网天线接收到：就

是这微弱而顽强的信号，由36岁的老飞

船上两台高能探测器测量的结果，给我

们带来那里带电粒子数量的信息。这些

运动的带电粒子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我

们熟知的“宇宙射线”。它们当中能量

较低的，多半来自我们的太阳，是太阳

风的一部分；能量较高的则由我们附近

的超新星在爆发时发出，这些恒星也因

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12年8月末，

“旅行者”1号周围的射线粒子数目急剧

下降，这似乎暗示飞船已经驶入星际空

间。在此之前的7月28日，来自太阳系的

低能粒子数量也曾下降一半，不过三天

后又恢复了原样。但随后到了8月底的时

候，粒子数量真是完全降到底了。

在科学期刊《地球物理学研究快

报》上，韦伯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他们的

结果；在互联网上正式公布，则要等到

2013年3月20日。不过，这个结论刚一宣

布，NASA的科学家就表示了反对，他们

称这份报告“并不成熟”。

这场论战显然引起了众多行星科学

家的关注。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论战双方

各自的理由。在银河系充满气体和尘埃的

星际空间里，太阳风吹出了一个封闭的气

泡样的区域，这里是太阳外层大气喷出

的带电粒子的疆域，我们称它为“日球

□  文  何锐思(Richard de Grijs)   翻译  程思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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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换句话说，它也是借助发出的带电

粒子流，太阳磁场所能到达的广阔区域。

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太阳系的“家”，外面

则是星际空间，一个之前从来没有人造之

物到过的地方。而现在，“旅行者”1号

周围宇宙射线粒子的数量则表明它已到达

这附近。剥离了电子的氢和氦的核（也就

是质子和α粒子）构成了高能宇宙射线的

大部分，超新星爆发时把它们放出，它们

因此获得接近光速的速度和极高的能量。

日球层使这些比原子还小的“子弹”偏

向、减速，就这样保护了太阳系内层的行

星：我们的地球也在此之列。在日球层的

？

这幅想象图展示的是NASA两艘“旅行者”飞船探索称为“日球层顶”的湍流区的情景。这里
是太阳风“气泡”的边缘地带，其中带电粒子的流速已经比这里的声速（机械波传播的速
度）还要小。[图片来源：NASA/JPL-Caltech]

NASA“旅行者”1号飞船已经进入“滞止层”，这是位于星际空间和太阳系之间的新区域。
在滞止层里，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流被迫减速，并首次向内吹拂。太阳系的磁场也在这里堆
积，来自太阳系内部的高能带电粒子也能够由此逃逸进入星际空间。图中显示出滞止层的内
边界大约位于距太阳113天文单位（AU），也就是169亿千米处。“旅行者”1号目前距太阳约
119天文单位，也就是180亿千米。而滞止层的外边缘到何处，现在尚不清楚。[图片来源：
NASA/JPL-Caltech]

艺术家绘制的NASA“旅行者”号飞船概念图。
[图片来源：NASA/JPL-Cal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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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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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顶端，来自太阳的粒子被“困”住出不

去，形成所谓的“反常”宇宙线。“旅行

者”观测到的反常射线量急剧下降，还不

到之前的1%，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而就在同时，探测到来自太阳系外面的射

线水平，却达到了之前的2倍。这是以前

从未有过的。

“就在短短的几天里，来自太阳风

的粒子数量大幅下降，而外太空的宇宙线

却上升。一切仿佛旅行者1号已经离开了

日球层。”比尔•韦伯说道。他称这一过

渡边界为“太阳风悬崖”。在研究文章

中，这位作者写道：“飞船周围氢和氦的

比例显示出与星际介质相同的特征，看来

它已经离开太阳主要的势力范围。”不

过，韦伯也表示，到底“旅行者”1号是

进入了星际空间，还是进入了太阳系外另

一个未知的新区域，科学家们对此仍有争

论。“我得说，这里显然已经不是常规意

义上的日球层，”韦伯说道，“而是一个

新区域。我们观测到的一切都与原来不一

样，而且令人兴奋。”

然而，就在韦伯的研究发表后不

久，NASA发言人德维恩•布朗却告诉记者

说，韦伯的报告“并不成熟，也并不正

确”。当飞船到达边疆——太阳系和星际

空间交界的地方，有三个关键的变化将能

够证明它。“旅行者”已经看到了其中两

个：除了来自太阳的粒子数量的下降，来

自太阳系外的高能宇宙线也出现了明显的

增加。第三个应当发生变化的是磁场的方

向。在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但科

学家正迫不及待地分析数据，看磁场的方

向到底有没有变化。“‘旅行者’1号已

迫近星际空间的边界，它周围的一切都在

快速地变化着。我们正努力理解它们，这

无疑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爱德华•斯

通（Edward Stone）说，他是加州理工学

院（CIT）“旅行者”项目组的科学家。

“我们肯定已经到了太阳系的边缘。这是

一片新大陆，一切都急剧地变化着。但是

‘旅行者’1号是否已经进入星际空间，

这点我们还不能确定。”

“从2009年1月到2012年1月，‘旅

行者’遇到的来自银河系的宇宙线数量逐

渐增加了25%，”斯通说，“而近来，射

线能谱中的这一部分却出现了急剧的增

加。从2012年5月7日开始，撞击到飞船探

测器的宇宙线的数量在一星期里骤增了

5%，而在一个月里增加了9%。”来自太阳

系的低能粒子的数量则从两年之前就开始

缓慢下降。当“旅行者”真正进入星际空

间，这些低能粒子的数量应当降到接近0

的水平。“现在，这些射线水平的上升和

下降都比以前我们见到过的要快得多。不

过问题在于，当初我们对去年5月的数据

也是这么说的。”他承认，数据的变化并

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旅行者’总能做

出让我们惊讶的新发现。”

2012年12月，“旅行者”项目组报

告说，这艘飞船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区域：

“磁高速公路”，不过NASA称，指示太阳

系边界的磁场变化，目前还没有发现。在

过去的两年里，“旅行者”的数据显示，

这个区域就仿佛是一所宇宙“集中营”。

太阳风的怒火在这里平息，太阳系的磁场

在这里积累，而来自太阳系那些比较高能

高能宇宙线数量从2012年5月起急剧上升，预示着“旅行者”1号即将进入星际空间。这一时刻
人们期待已久。[图片来源：NASA]

“旅行者”1号探测到来自太阳的粒子数量。[图片来源：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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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粒子，则能够从这一区域逃逸到星际

空间中。“我们注意到最近关于‘旅行

者’1号已经飞出太阳系的报道，”斯通

在2013年3月20日说，“不过我们‘旅行

者’项目组的科学家一致认为，‘旅行

者’1号现在并没有飞出太阳系，或是进

入星际空间。”“磁场方向的变化，”

他说，“是表明飞船离开太阳系的最后

一项指标。但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旅行者’现在告诉我们的，是它正处在

太阳系‘大气泡’的最外层。这是一个

‘滞止层’——外面的辐射把一切都往里

‘推’——因此，我们不久就能够知道，

恒星之间的空间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用这些粒子来估算太阳风的

速度，”罗勃•戴克（Rob Deck）说。他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

工作，是“旅行者”低能粒子探测器项

目的研究员。“我们已经发现，在这个

区域太阳风的速度很小，但有时却也狂

风大作。偶尔，这里的太阳风甚至会往

回吹。‘旅行者’正在一个新天地中旅

行，这是显然的。科学家之前曾经预言

过这个滞止层，但直到今天，我们才确

认它的存在。”

“总有一天我们要穿过太阳系的

疆界，现在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一天将要

到来的预兆。”汤姆•克瑞米吉斯（Tom 

Krimigis）说，他是“旅行者”低能粒子

探测器和“卡西尼”飞船磁层成像仪的首

席研究员，后者也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研发的，其中的离子和中性粒子照相仪

（INCA）能够探测到从外太空进入太阳系

的高能中性原子。最近，克瑞米吉斯和他

的同事结合了“旅行者”和“卡西尼”的

数据，表明由太阳发出的带电粒子形成的

气泡样日球层的边界，也就是它与星际空

间的交接处，距太阳可能有160~230亿千

米远，最可能的结果是180亿千米。“计

算的结果表明我们已经接近了。但到底

有多接近？我们还不知道。不过，‘旅

行者’1号飞船每三年能向外飞行10亿英

里，所以飞离太阳系的疆域，实在是‘可

计日而待’的事”，斯通说。

同时，“旅行者”2号也沿着自己的

道路奔向星空，不过由于飞得慢一些，它

比“旅行者”1号落后了几十亿千米。两

艘飞船现在都仍然运转良好。“旅行者号

1977年发射的时候，太空时代才刚刚开始

20年，”斯通说，“我们组里的很多人都

梦想着到达星际空间。但这个旅程到底有

多长？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我们的飞

船能不能撑到它们最终飞出太阳系的那一

天？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现在，太空

时代已经过去了近60年，这已经没有什么

疑问：“旅行者”就快要到了。

作为“旅行者”星际计划的一部

分，“旅行者”1号和它的兄弟“旅行

者”2号旨在探索木星等外行星及更远地

方的环境。它们现在仍然继续工作着，不

知疲倦地奔驰在飞离太阳系的路途上。上

个月来，专家们密切注意“旅行者”1号

的动向，一些人认为它已经飞离太阳系，

更多人则认为这将发生在1到2年后。NASA

则把它们称为“人类及其探索精神在宇宙

最深处的活跃代表。”

“旅行者”2号在1977年8月20日发

射，比起“旅行者”1号要早了两个星

期。从此。两艘飞船沿着不同的路线、按

着不同的速度开始了各自的旅行。通过

NASA的深空网，它们现在仍然不断发回它

们周围环境的信息。地面上的信号，以光

的速度，也要花上13个小时才能到达“旅

行者”2号；到1号则要17个小时。“旅

行者”计划最初5年的任务包括对木星和

土星、它们的大卫星和土星的光环的仔细

的观察。在这方面有了一连串发现，两艘

飞船的目标又扩展到全部外行星——木

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49颗卫星，

还有这些行星的光环系统和磁场。

现在，“旅行者”星际计划又有

了新使命，那就是探索太阳系最偏远的

地方，并最终脱离太阳的影响，进入恒

星际空间。两位“旅行者”都带着来自

地球的信息：12英寸的铜镀金唱片记录

了它们。NASA的一个委员会决定了记录

的内容，委员会由天文学家卡尔•萨根

领导。两张唱片记录了我们的文化，两

位“旅行者”就这样带着它们向太空进

发。这些记录包括116幅图像，展示了

地球上的生命；自然界的各种声音，包

括鲸鱼、雷电和海浪，等等；56种语言

的问候；从不同文化和时代中选出的音

乐的集锦；以及两份问候，分别来自时

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联合国秘书长库

尔特•瓦尔德海姆。

（责任编辑   李鉴）

这幅艺术图展现的是NASA“旅行者”1号飞船探索“磁高速公路”的情景。这是我们太阳系的一个
新区域。在这里，太阳的磁场线与星际空间的磁场线相连接起来，太阳风层的带电粒子因此能够
逃逸出去，而星际空间的粒子也能通过这里进来。[图片来源：NASA/JPL-Cal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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