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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
天文 视 点

方兴未艾的“公众天文学”
□ 文 何锐思（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ｅ Ｇｒｉｊｓ） ／ 翻译 程思淼

为此，他们在一个庞大的在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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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中检视了43万张数字图像。在迄
今发现的500个左右的引力透镜现象
中，大多数是由计算机程序自动识
别出来的。但是，这次由“空间扭
曲”的志愿者们标记出来的29个，
计算机却把它们漏掉了。
“人类非常擅长识别形象。人

多亏了互联网，公众科学家

现的引力透镜。遥远星系发出的光

的眼睛和大脑能提供比计算机算法

现在能够更方便地为科学事业贡献

被前景星系的巨大质量所弯曲，在

大得多的动态范围。”阿奴普瑞塔•

自己的时间和力量。作为业余的志

深空图像中呈现出弧形或气泡形的

莫尔（Anupreeta More）说。他是位

愿者，他们涉猎的领域从医学到动

像，这就是引力透镜。科学家十分

于日本东京大学的科维里宇宙数理

物学乃至天文学的方方面面。公众

珍视这些罕见的宇宙现象，因为这

研究所（Kavli IPMU）的一名研究

科学为何变得如此风靡？它究竟有

些数据为我们一瞥那些因为距离遥

员，也是“空间扭曲”项目的共同

何价值？天体物理学项目“空间扭

远，本来难以看到的星系提供了机

负责人。

曲”（Space Warps）有力地回答了

会。

莫尔与他的同事们设计了“空
这“一网”的引力透镜是在8

间扭曲”项目以充分发挥人类的这

2015年下半年，“空间扭曲”

个月的时间里由大约37000名“空

一能力。除了这29个新的引力透镜

项目在两篇论文里公布了29个新发

间扭曲”项目志愿者“打尽”的。

候选者之外，参加“空间扭曲”项

这个问题。

充当引力透镜的前景星系
星系

如何在家完成科学探索。图片来
源：ｈｔｔｐｓ：／／ｃｏｓｍｏｑｕｅｓｔ．ｏｒｇ／ｘ／ａｂｏｕｔ－
地球
ｃｏｓｍｏｑｕｅｓｔ／ｗｈａｔ－ｃｏｓｍｏｑｕｅｓｔ－
ｄｏｅｓ／
引力透镜效应——一个星系发出的光经过另一个星系时会发
生弯折，它的图像也会因此而扭曲。图片来源：Ｋａｖｌｉ ＩＰＭＵ

“空间扭曲”项目发现的２９个引力透镜候选者。图片来源：
Ｓｐａｃｅ Ｗａｒｐｓ， Ｃａｎａｄａ－Ｆｒａｎｃｅ－Ｈａｗａｉｉ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Ｓｕｒｖ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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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种
形状的星系
可以拼出单
词和句子！
图片来源：
ｇａｌａｘｙｚｏｏ．
ｏｒｇ， ＣＣ
ＢＹ－ＳＡ

目的志愿者还在项目的图像库中发

是公众科学的特长之一。其中最著

“公众科学家确实帮助我们做

现过一个仿佛红色光环的引力透

名的包括“哈尼天体”（Hanny’s

出了重要的发现。他们以获得的成

镜，这是之前观测中从未见过的。

Voorwerp）。这是一片足有星系大

果和奉献精神激励着我们。”牛津

目前研究者仍在研究这个红色光环

小的气体云，2007年由荷兰天文爱

大学物理系高级研究员、“空间扭

的成因，他们猜想，这是一个包含

好者哈尼•凡•阿克尔（Hanny van

曲”项目共同负责人阿普拉吉塔•维

超大质量黑洞和新恒星形成区的背

Arkel）在最早的公众天文学项目

尔玛（Aprajita Verma）说。“从我

景星系扭曲后的形象。

之一——“星系动物园”（Galaxy

们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基本上每个

Zoo）发现。

参与‘空间扭曲’的人对结果都有

发现这种奇特的新现象，恰恰

影响。”
随着天文学的数据规模不断
增加，对于热情的公众科学家来
说，机会总是有的。例如，预计
2022年投入使用的大口径全天巡
视望远镜（Large Synoptic Survey
Telescope，LSST）每夜将能够收集
30 TB的数据，并在几天之内把全
天巡视一遍。当然，在分析这些数
据的时候，计算机天体识别程序会
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人类志愿者看
来仍然是必需的。
“我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里，公众的参与都会存在。而且
当我们能够用机器进行大多数的例
行工作和数据过滤时，情况会变得
更有趣。”牛津大学天体物理学教
授、公众天文学领导者克里斯•林
托特（Chris Lintott）说。“公众科
学家的工作将更多地涉及变化的方
面——那些不寻常的、哈尼天体式
的发现。”
林托特同时也是“星系动物
园”的共同发起人和公众科学网络
门户“宇宙动物园”（Zooniverse）
“哈尼天体”指的是图中星系下方的绿色气泡状结构。这是一片其中正在形成
恒星的气体喷流。图片来源：ＮＡＳＡ， ＥＳＡ， Ｗ． Ｋｅｅ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ａｂａ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ｌａｘｙ Ｚｏｏ Ｔｅ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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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责人。他补充说：“而且，
大量不寻常的发现需要后续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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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是《天体物理学期刊》
（ＡＪ）１９０５年６月号第３９６页的
猎户座大星云照片——其中没有
确定天区位置和方向的坐标标
签。“天体测量网站”可以识别
星群的形状，然后把它旋转合适
的角度（这里是超过１８０度），
使北方向上，并把它放到“世
界望远镜”（ＷＷＴ）中对应的
位置上。图片来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ＡＳＡ／ＳＡＯ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Ｄａ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ｍｐ；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究，我希望看到公众科学家进一步

十年前，“宇宙动物园”携着“星

天球位置等信息，能够结合其上或

加入到分析数据的过程中来。没有

系动物园”出现在牛津大学，今

周围的标签以及文本或解说加以确

他们，我想我们将仅仅止步于一堆

天，它已拥有涉及各门学科的超过

定——这些图像是科学家最感兴趣

‘有趣的东西’，因为专业科学家

50个活跃的公众项目。

的。缺乏这些信息，但是显示出清

经过短暂的练习，知道要寻

晰可辨的恒星、星系或其他天体的

找的是什么以后，用户将会看到

图像，则会被传送到“天体测量网

就在2017年3月22日，又有一项

一些来自美国天文学会（American

站”（Astrometry.net），这里提供

新的公众科学项目启动了。它的目

Astronomical Society，AAS）各期

一项自动在线服务：把天文照片与

标是拯救数以万计有潜在价值的宇

刊的扫描页面。这些期刊的出版时

星表对比，以确定照片拍摄的是哪

宙图像。这些图像对科学界来说已

间从19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

一片天区。

经死了，而这个项目就要使它们重

代中期学会开始出版电子版期刊为

当今的电子天文图像通常都会

新活过来。该项目的名称是“天文

止。志愿者的第一项任务是判断页

包含所拍摄天区的位置、使用的望

回光”（Astronomy Rewind），工

面中包含的图像属于何种类型：是

远镜与相机等许多详细的信息。但

作的内容是找出尘封在旧期刊中的

带有（或不带有）天球坐标的天体

是，只有在图像的原始文件与分析

照片、射电天图以及由其他望远镜

照片？还是带有（或不带有）经纬

和解释它们的期刊文章一起发表出

获得的图像，并把它们接到数字星

网的行星地图？亦或是曲线图或其

来的时候，这些“元数据”才能为

图和星表的合适位置上去。以后，

他类型的图表？

所有研究者所知。然而实际情况并

根本没有时间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

任何人都能够在线找到它们，并与

有些图像的比例尺、方向和

非总是如此（尽管这种操作已经变

当今陆基或太空望远镜拍摄的数字
图像进行比较，对天空中短期或长
期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研究。
“没人知道有什么发现在等着
我们，”来自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
中心（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CfA）的阿丽莎•
古德曼（Alyssa Goodman）说。她
是该项目的发起人之一。“把历史
上的科学文献重新变成可以研究和
使用的数据，就好像重新打开了一
口百宝箱。”
“天文回光”是“宇宙动物
园”平台上最新的公众科学计划。

测量星系的大小很容
易——参与者只需要
移动绿色方形标记，
直到绿色椭圆圈与星
系边缘完全重合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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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星系探索者”中的星系进行分类：核球明亮的星系、棒旋星系以及无明显特征的星系。图片来源：ＡＢ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得越来越普遍），因此，有些电子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SAO）

将至少能处理1000页期刊。每一页

期刊的页面也会被送到天体测量网

设立的一项文献服务和档案库。

都将由五位不同的公众科学家进行

“天文回光”的基础是ADS的

检查，他们对页面内容判断的一致

多亏了这些志愿者和计算机

全天巡天（All-Sky Survey）。这是

性越高，结果的可信度也就越高。

的工作，数千幅面目一新的老照

之前的一个旨在用计算机截取旧天文

不出几个月，美国天文学会期刊

片最终将与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

论文中有科学价值的图像的项目。

的第一批页面就可以审查完毕，其

站去。

的图像一起，进入到美国宇航局

“结果表明，机器并不擅长从

中的大部分将进入下一阶段，即向

（NASA）和其他机构的图像数据

充满文字与图表的数字页面中识别

那些拍摄的天区添加关键信息的注

库当中。它们还将被吸收进“天文

出天文图像。”阿尔贝托•阿科玛奇

释，从页面中截取出来，做成数字

图像勘探者”（Astronomy Image

（Alberto Accomazzi）说。“同一

图像拼接到天空中正确的位置，以

Explorer）中。这是一项由美国

页面中出现多幅图像，它们就被搞

便所有有需要的人获取。

天文学会和它的期刊出版伙伴英

懵了。人类则要强得多。”

“天文回光将给旧期刊论文

国物理研究所（UK Institute of

阿科玛奇在CfA的同事古德曼

吹进新的生气，使那些被长期遗忘

Physics，IOP）提供的服务，并且能

正在进行一项名为“无缝天文学”

的夜空照片重新流通起来，这令

够在“世界望远镜”（WorldWide

的合作工作，旨在发展、改善与

人激动。不过，如果有另一名宇

Telescope）上看到。WWT是一项最

分享加快天文研究步伐的工具。

宙动物园的志愿者看到我们的期刊

初由微软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可视化

他的工作有助于把ADS与“宇宙动

页面——‘嗯……这里好像有点奇

工具和数字星图，现在由美国天文

物园”结合起来。据“宇宙动物

怪 ！ ’ —— 那 将 更 加 令 人 激 动 ！

学会管理。

园”合作研究员劳拉•图耶（Laura

这将是对宇宙有新的认识的第一

对 美 国 天 文 学 会 各 期 刊 ——

Trouille，来自美国阿德勒天文馆）

步。”

《天文学期刊》（The Astronomical

说，近十年来，160万志愿者在这个

不过，天文学并不是极大地受

Journal，AJ）、《天体物理学期

平台上已经进行了40亿次图像分类

惠于公众科学家的唯一的学科。一

刊》（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或其他类似的工作。

个对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上斯特勒

ApJ）、《天体物理学期刊通讯》

“这不只是一片忙碌而已，”

海狮（Steller sea lion）数量的下降

（ApJ Letters）以及《天体物理

图耶说，“宇宙动物园项目带来了

进行研究的野生动物研究机构，也

学增补系列》（ApJ Supplement

许多惊人的发现，以及超过100篇经

曾向公众科学家寻求帮助。志愿者

Series）——页面的扫描由“天体物

过同行审议的科学论文。”

并不需要带着雨衣或橡皮筏来，只
要眼球和电脑屏幕就够了。

理数据系统”（Astrophysics Data

如果“天文回光”吸引到与

System，ADS）提供。ADS是NASA

“宇宙动物园”上的其他项目数量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在史密松天体物理台（Smithsonian

相当的志愿者，图耶估计说，每天

（NOAA）的水产研究者希望志愿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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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对50万幅图像进行挑拣。这些

群岛）发现过它们的足迹。

上，”斯文尼说，“我们来到每一
个站点，抽出存储卡，下载其中的

照片由20台相机在6个远程站点拍

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湾

摄。工作很简单：标记那些其中有

（Prince William Sound）到阿留

海狮的照片。NOAA的水产生物学

申群岛之间栖息的西部种群于1997

仅靠十几名志愿协助检查图片

家卡蒂•斯文尼（Katie Sweeny）想

年被列为“濒危”（Endangered，

的志愿者并不能跟上如此庞大的数据

寻找的是自2011年以来捕获并打上

EN）。它们的数量于2003年降至最

量。计算机分析是不可行的，因为开

永久标记的256头斯特勒海狮。科学

低，此后种群数量的年增长率也只

发一套自动化的程序费用太高，而且

家通过追踪他们来研究海狮的种群

有2.7%。阿留申群岛极西部的海狮

需要时间。斯文尼这样说。研究者最

运动。而志愿者进行的图片挑拣工

情况尤其危险，它们的数量在过去

终决定把工作交给“宇宙动物园”上

作能帮助研究者知道哪些图片是需

30年来下降了94%。

的公众科学家们。

数据。”

没人知道为什么。对带有标记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瓦伦

“如果一直能看到这些动物，

的海狮的追踪表明，它们并不是向

西亚牧场小学的教师夏林•安德森

我们就知道它们还活着。”斯文尼

东迁居到阿拉斯加或向西到俄罗斯

（Charlene Andersson）就是其中一

在她位于美国西雅图的阿拉斯加水

去了。可能的原因包括污染与缺乏

员。她把这个项目当作引导她的学

产研究中心办公室里表示。

营养，但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

生参与“动物与它们的栖息地”课

到达它们栖息的偏远地区，需要花

程的机会，并由此引出濒危物种和

费大量的资金和时间。

海狮数量下降原因的问题。

要仔细查看的。

斯特勒海狮是海狮科体型最大
的成员。据斯文尼介绍，阿留申群
岛上的成年雄性体重可达2400磅（约

NOAA在2012年决定使用远程

“他们为这个项目做出了贡

1100千克），雌性也可达到800磅（约

照相机以获得更多信息。20台照相

献，感到非常激动。”安德森说，

360千克）。它们生活在从日本和俄

机全年无休，在白天每隔10到30分

“他们总是来问：‘现在我们能亲

罗斯到阿拉斯加之间的北太平洋，最

钟拍摄一张数码照片。

自去那儿看看吗？’”

南也在南加利福尼亚海岸外的海峡群

“我们登上考察船，航行1200

在斯文尼动身去阿留申群岛

岛（Channel Islands，亦称圣巴巴拉

英里（约1900千米）到阿留申群岛

对海狮进行计数及标记更多的海狮
时，她希望志愿者能够在三个月里
完成第一批工作。但是公众科学家
给了她一个惊喜：他们只花了一天
半就把它们完成了。
研究者于是启动了项目的第二

正在观察斯特勒
海狮的研究者。
图片来源：Ｒｕｓｓ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Ａｌａｓｋａ
ＳｅａＬｉｆ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ＵＡＦ

阶段：要求志愿者观察其中有海狮
的照片，看其中是否有哪只的身上
带着永久标记。这些永久标记上标
明了个体的出生地、年龄和性别。
这种分拣工作将帮助研究者集中精
力在最重要的图片上。
公众科学家协助各门学科的研
究工作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对
专业科学家来说，他们已经是有用
研究素材的成熟供应者。现在，有

在美国哥伦比亚河
邦纳维尔坝捕食鲑
鱼的海狮。图片来
源：ＵＳ Ａｒｍｙ Ｃｏｒｐｓ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许多项目正等待着人们。如果读者
想要亲自动手，为科学做出贡献，
我们强烈鼓励您去参与！
（责任编辑 冯 ）
２０１７．５ 天文爱 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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