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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的伴星系
找到了？

□ 文 何锐思（Richard de Grijs） / 翻译 程思淼

何锐思
（Richard de Grijs）

２０１５年３月，全世界的宇宙学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ＤＥＳ）项目最新公开

家都兴奋起来了。欧洲和美国的科

的图像数据，它或许还能帮助我们

学家各自独立地宣布了他们的新发

解开暗物质背后的谜团——暗物质

现：有８个、甚至９个矮伴星系在

是不能发光的物质，现在一般认

绕银河系运行。伴星系是绕大星系

为，正是它们提供的引力使星系能

公转的较小的天体结构，这次的

够聚集在一起。

发现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矮星

科学家之前一共发现了二十多

系是已知最小的星系，在它们当中

个这种银河系的伴星系。其中约有

或许潜藏着帮助我们理解大型星系

一半是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两年由“斯隆

形成过程的钥匙。这次的新发现来

数字化巡天”（Ｓｌｏ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ｋｙ

自“暗能量巡天”（Ｄａｒｋ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ＳＤＳＳ）发现的，ＳＤ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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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起宇宙学，我们的印象往往是这
样的：用最大的望远镜，看到宇

宙最深远的角落，千方百计地收集来自
超新星爆发，或者宇宙中诞生的第一批
星系的那一点点微弱的光。但是对有
的宇宙学家来说，他们关注的重点却在
“本地宇宙”，也就是我们附近的宇
宙：他们想知道，我们能否通过观察自
己的周围，了解我们银河系演化的情
况。我们对本地宇宙了解得如此少，实
在令人惊讶——因为我们以往对这广袤
天空的检视太过粗略了，尚不足以揭示
出其中的秘密。不过，由新望远镜开始
的新巡天正在开启天空之门，它们所揭
示的秘密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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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麦哲伦云与智利阿塔卡马沙漠中帕瑞纳天文台“甚大望远镜”（ＶＬＴ）
的辅助镜。图中只显示了９个新发现目标当中的６个，其余的３个在视野之外。
内嵌的小图是其中３个最显眼的目标（波江座１，时钟座１，绘架座１），视野
１３×１３角分（相当于暗能量照相机的３０００×３０００像素）。来源：Ｖ． Ｂｅｌｏｋｕｒｏｖ，
Ｓ． Ｋｏｐｏｓｏ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Ｙ．
Ｂｅｌｅｔｓｋｙ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ｉｅｓ， Ｕ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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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道面
大麦哲伦云
小麦哲伦云

已知球状星团
已知矮星系
新发现的目标
银河系伴星系在天空中的分布。背景图是２微米全天巡视（Ｔｗｏ Ｍｉｃｒｏｎ Ａｌｌ Ｓｋｙ Ｓｕｒｖｅｙ，２ＭＡＳＳ）制作的红外天图。来源：Ｓ．
Ｋｏｐｏｓｏｖ， Ｖ． Ｂｅｌｏｋｕｒｏ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２ＭＡＳＳ

可算是ＤＥＳ的前辈。在最初的“发现大
爆发”之后，新发现的速度骤降；在
过去的五年里，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波江座2

因此，这次的发现是２０１０年以来的第
一次。这次ＤＥＳ指向了南天一片新的
区域：大、小麦哲伦云附近的天区。
大、小麦哲伦云是银河系的伴星系当
中最大、也是我们了解得最多的两个
矮星系。这次新发现的目标，亮度只
及银河系的十亿分之一，质量只及
百万分之一。它们是在科学家检查ＤＥＳ
第一年获得的数据时发现的，大约覆
盖了全部巡天天区范围的三分之一。
ＤＥＳ是一个五年的计划，力图以
前所未有的精度对南天大面积的天区
进行照相。其基本设备是拥有５．７亿
像素的“暗能量相机”。这是世界
上最强大的数码相机，能够看到距地

印第安座1

球８０亿光年远的星系。它在美国能
源部的费米国家加速实验室（Ｆｅｒ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建造和调试，现在安装于智利安第斯
山脉托洛洛山美洲际天文台４米口径
布兰科望远镜上。暗能量是占宇宙中

大、小麦哲伦云与中性氢的喷流。内嵌小图是发现的最大（波江座２）与最小（印第
安座１）的伴星系。波江座２的图像视野为１３×１３角分（３０００×３０００像素）；印第安座１
视野６．５×６．５角分（１５００×１５００像素）。来源：Ｖ． Ｂｅｌｏｋｕｒｏｖ， Ｓ． Ｋｏｐｏｓｏ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Ｍ． Ｐｕｔｍａｎ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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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两张图像你就能明白，要在暗能量相机拍摄的图像中看出这些矮星系的候选者是多么困难。第一张图像是暗能量相机找到
的一个目标ＤＥＳ Ｊ０３３５．６－５４０３拍摄出来的效果。ＤＥＳ的科学家们说，它是新发现的候选者里最有可能是星系的一个。它距我们约
１０００００光年远，只含有很少量的恒星——在暗能量相机的数据中，大约能找到３００颗。第二张图像只显示了看来是属于这一目标的恒
星，而把其他可见物质发的光黑化处理了。矮伴星系太过暗弱，必须要像暗能量相机这样极其敏感的设备才能发现它们。而且，要确定
这些新发现的目标是否真的是星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来源：Ｆｅｒｍｉｌａｂ／Ｄａｒｋ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ｒｖｅｙ

总物质与能量７０％的神秘力量，这个五

系则包含数千亿颗恒星。标准宇宙学模

现这么多伴星系是很让我们惊讶的，

年的巡天计划旨在寻找与暗能量的性质

型预言，在银河系周围应当存在数百个

因为以前在南半球做的巡天发现都很

有关的线索。科学家相信，暗能量会是

矮星系绕其公转。但由于它们太过暗淡

少，我们从没想过能碰到这么大的宝

理解宇宙为何加速膨胀的钥匙。

和微小，要找到它们极其困难，即使是

藏。”

这项有关矮星系的新发现，由剑桥

在我们的“后院”也是如此。

在这“宝藏”当中，离我们最近

大学天文研究所的一个团队，和总部设

“银河系伴星系中有大量的暗物

的在９７０００光年远处，大约是我们到麦

在费米实验室的ＤＥＳ项目的天文学家两

质，这对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来说都是

哲伦云距离的一半。由于银河系巨大

队人马同时宣布。两个团队的分析结果

一个重要的结果。”费米实验室的阿列

的潮汐力，它正被撕裂、解体。这些

都是利用了公开的ＤＥＳ第一年的数据。

克斯•德利卡－瓦格纳说。他是ＤＥＳ的牵

目标中最远的、也是最明亮的位于１２０

头人之一。

万光年远处。它正处在银河系引力范

根据剑桥团队的结果，三个新发现
的目标肯定是矮星系，其他的可能是矮

由于矮星系当中９９％都是暗物质而

围的边缘上，将要被银河系拉进来。

星系，也可能是球状星团。球状星团与

只有１％是可见物质，所以它们是检验

而且，根据剑桥团队的结果，它还拥

矮星系有相似的观测性质，但没有暗物

现有的暗物质模型是否正确的理想对

有一个小型的球状星团。这是目前发

质与之相伴。

象。在我们宇宙的总物质与能量中，暗

现的最暗弱的拥有球状星团的星系。

“在这么小的天区里发现了这么多
伴星系，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剑桥

物质占２５％。由于它不可见，我们只能
通过它产生的万有引力知晓其存在。

“我们不知道该怎样解释这些结
果，”合作作者、同样来自剑桥大

大学文章的第一作者塞尔吉•科博索夫

“矮伴星系是检验我们暗物质理

学的维恩•伊万斯（Ｗｙｎ Ｅｖａｎｓ）说，

（Ｓｅｒｇｅｙ Ｋｏｐｏｓｏｖ）博士说，“我简直

论的最后疆界，”剑桥大学文章的合

“或许它们曾是绕麦哲伦云运行的伴

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作作者瓦西里•拜罗库洛夫（Ｖａｓｉｌｙ

星系，后来由于大、小麦哲伦云间的

矮星系是目前观测到的最小的星系

Ｂｅｌｏｋｕｒｏｖ）博士说，“我们需要找到

相互作用而被抛了出来。又或许它们

结构，其中的恒星数量可能还不到１００

它们，以确定我们的宇宙学图景是否正

和麦哲伦云一起，曾是一个巨大星系

颗，相当暗弱，难以观测。相反，银河

确。不过，在麦哲伦云附近一下子发

群的一部分，而现在正落入我们的银

２０

我们在银河系附近有了新的发现！来源：Ｆｌｉｃｋｒ／Ｌｕｉｓ Ｃａｌçａｄａ， ＣＣ ＢＹ－ＮＤ

河系中。”
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以确认这
些观测到的天体是否真的是银河系的伴
星系，不过研究者指出，它们的大小、
较低的表面亮度以及离银河系中心相当
远的距离，都表明它们是完美的候选
者。进一步的验证正在进行中，而对
ＤＥＳ第二年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将为研究
提供更多的矮星系候选者。
新发现的星系还将为科学家提供更
多探索暗物质特征和标志的机会。矮伴
星系是由暗物质主导的，也就是说，它
们包含的不可见物质远远多于其中的
恒星。这些暗物质的性质如何目前尚
不清楚，不过，组成它们的粒子可能
和发光物质一样，能够发生正反物质
的湮灭，并释放出伽玛射线。由于矮
星系中没有其他的伽玛射线源，在这
里寻找暗物质湮灭的痕迹是非常理想
的。对这些天体的进一步研究将为寻
找暗物质带来更敏感、更精确的方法，
科学家对此很有信心。
几乎就在这次新发现宣布的同时，

星系Ｆ５６８－３的光学图像（内嵌小图，来自ＳＤＳＳ）叠加在模拟“银河”——对一团银河
系质量的冷暗物质晕进行的宇宙学模拟——的暗物质分布图上。在模拟的分布图中，用亮
度代表暗物质的密度。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论模拟所预言的现象：“类银河系”的星系应当
拥有数千个暗物质主导的矮伴星系。来源：ｈｔｔｐ：／／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ａｂｓ／１３０６．０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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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费米γ射

量相机实在是完美的设备，”美国芝加

的宇宙那样处处蒙着面纱，在“模拟宇

线空间望远镜上搭载的大视场望远镜

哥大学科维理宇宙物理学研究所的凯

宙”中，我们能够精确地追踪物质的运

（Ｌａｒｇｅ Ａｒｅａ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ＬＡＴ）报告，

斯•伯克托（Ｋｅｉｔｈ Ｂｅｃｈｔｏｌ）说。伯克

动，观察暗物质和气体如何随着时间的

并未观测到与ＤＥＳ目标相关的明显伽玛

托协助领导了ＤＥＳ中与伽玛射线实验相

流逝聚集到一起，并且形成星系。在模

射线辐射。这一事件向我们展示出，光

关的研究。“暗能量相机有着极为宽广

拟宇宙中，我们看到，银河系周围应当

学望远镜的新发现如何能够立刻转化为

的视野，能够迅速而高精度地绘出天空

有数千个较小的矮星系相伴而行。

对基础物理学的检验。

的图景，使我们能够看到很暗的恒星。

如果银河系周围确实伴随着如此众

“我们用ＬＡＴ并没有探测到明显的

这些成果就表明了它是多么强大，以及

多的小星系，那就表明我们对星系演化

辐射，但ＤＥＳ所发现的矮星系对寻找暗

它收集的数据在未来的几年中将是多么

的认识，其方向基本上正确。不过，寻

物质仍是极为重要的。”ＬＡＴ发言人彼

重要。”

找矮星系的麻烦在于，要去搜索的天空

得•米歇尔森（Ｐｅｔｅｒ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说，

在过去的３０年里，随着计算机威力

范围太大了。这项工作需要经过特殊设

“即使不能确定暗物质究竟是什么，我

的爆炸式增长，计算机模拟向我们揭示

计、并且由专门用于此任务的望远镜来

们至少可以通过矮星系弄清它们的性

了星系是如何从大爆炸之后毫无分别的

完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ＳＤＳＳ孜孜

质。”

“宇宙汤”中诞生出来的，使我们对宇

不倦地对北天的一大部分天区进行了

宙的理解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不像真实

成像观测，发现了数以百万计的遥远星

“对于寻找小型伴星系来说，暗能

对类银河系的星系中暗物质分布的模拟。左上为标准无相互作用的（冷）暗物质，右上为热暗物质，下面两幅图则是假设暗物质与背
景的光子有相互作用而做的模拟。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右下图），较小的结构全部消失，也就是说，大星系周围将不存在任何小型的伴星
系。来源：Ｄｕｒ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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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是暗物质在
一个类银河系星系
的晕中分布的两个
模型，以中间的白
线隔开。颜色代表
了暗物质的密度，
红色表示密度高，
蓝色表示密度低。
左边是对无相互作
用的冷暗物质的
模拟，可以看到，
它产生出大量较小
的伴星系。右边显
示的则是，若暗物
质与其他粒子发生
相互作用，形成的
伴星系数量就会较
少。来源：Ｄｕｒ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Ｋ

系。不过，ＳＤＳＳ也发现了很多就在我们
“后院”里的矮星系。其中的一些相当
得大，包含有十亿颗恒星；还有的非常
小，只有一千多颗恒星，甚至难以确定
它究竟是星系，还是只是偶然跑到星系
外面来的一群恒星。
那么，我们找到计算机模拟所预言
的那些为数众多的矮星系了吗？并没
有！ＳＤＳＳ并没有找到数以千计的矮星
系，事实上，它找到的目标屈指可数。
也就是说，理论预言的大部分矮星系
“丢失”了。这个“丢失的伴星系”问
题对我们理解星系的演化至关重要。然
而，要明白这问题究竟有多么严重，我
们必须知道矮星系到底丢失了多少。虽
然ＳＤＳ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的巡
天范围只限于北天。而要完整地回答这

目前，从事南天巡天的队伍正在稳步增长，包括位于智利的可
见光—红外巡天望远镜（VISTA）和位于澳大利亚的“星图家”
（SkyMapper）项目。不过遥遥领先的还是DES——它的关注
重点根本不在我们的本地宇宙。DES关注的是由于暗能量的存在，
我们对遥远宇宙的观测会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由于眼界一直延伸到
远方，它自然也能捕捉到那些在远方与我们本地宇宙之间的东西，因
此，它的数据对各领域的科学家来说都不啻一座金矿。这次新发现的
矮星系并没能解决“丢失的伴星系”问题，但为我们提供了连接观测
宇宙与理论模型的线索。
这些矮星系如此密集地分布在麦哲伦云周围，或许意味着它们
正在一同落入我们的银河系。如果它们真的是同源的一个小集团，我
们或许能从中窥见星系演化的真相。而且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新星系
还只是在DES第一年的数据中找到的，在未来几年将有更多的数据
公开出来。科学家们期待，在整个DES的巡天范围中，这样的伴星
系的数目将会多达30个左右。

个问题，我们需要完整的数据。因此，
我们要对南天进行巡天。

（责任编辑 冯 ）

２０１５．５ 天文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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