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 视 点

引力波携带着有关源天体和引力本身性质的关键信息，直
接探测到它将为我们开启天文学研究的一扇新的窗口。

重访爱因斯坦：
寻找缥缈的引力波
□ 文 何锐思（Richard de Grijs） / 翻译 程思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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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升级版ＬＩＧＯ”项目
已经就绪，准备迎接它的首次科
学观测。ＬＩＧＯ意为激光干涉引力
波观测台（Ｌａｓ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高新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ＩＧＯ）是ＬＩＧＯ经过大规模
升级后的版本。ＬＩＧＯ包括位于美国路
易斯安那州列文斯顿（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和华盛顿州汉福德（Ｈａｎｆｏｒｄ）的两
台独立的探测器，由加州理工学院和
麻省理工学院设计并运作，旨在观测
时空连续体上的涟漪——引力波。尽
管升级后的天文台已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９
日正式竣工，不过为了使它能够尽快
真正投入工作，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
奋战直至今日。
“我们花了７年时间装配这台史
上最灵敏的引力波探测器。到目前为
止，设备的调试非常顺利，我们十分
期待２０１５年下半年高新激光干涉仪
引力波天文台的首次科学工作。那将
是这一领域激动人心的时刻。”ＬＩＧＯ
项目加州理工学院负责人大卫•瑞兹
（Ｄａｖｉｄ Ｒｅｉｔｚｅ）说。
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在一百年前提
出的广义相对论所做出的预言，它产
生于宇宙中诸如恒星爆炸或黑洞碰撞
之类的剧烈事件。就像电荷的加速运
动能产生电磁波（如天线中电子的振
荡运动），质量的加速运动则会产生
引力波。当这些时空连续体上的涟漪
传播到地球上，它们不仅能给我们带
来源天体的信息，而且也透露出引力
在极端条件下的性质——这是其他探
测手段所无法获得的。
“５０年来，人们通过实验寻找引
力波的努力从未停止，但是始终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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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获。引力波实在罕见，而且它们的
振荡微弱至极。”瑞兹说。
ＬＩＧＯ项目最初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
出，在２００２年投入观测，但是并没有
探测到引力波。由于这只是第一次尝
试，所以科学家们并不气馁，并决定
对ＬＩＧＯ进行大规模改造——灵敏度要

２０１５．１１ 天文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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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十倍以上，使得可观测的目标数量

我们能够探测的空间范围将比原来大得

增加超过一千倍。这样，预计每年平均

多。”

能够出现４０次可观测的信号。

ＬＩＧＯ干涉仪的Ｌ型臂每条长４千米，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从初代

一束激光在其中一分为二，并且在抽成

ＬＩＧＯ那里吸取了很多教训，并且结合全

真空的管道中来回反射。利用这两束激

世界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发展，重新设计

光形成的干涉图像，可以监测两个固定

了探测器。”麻省理工学院高新激光干

的反射镜之间的距离。根据爱因斯坦的

涉仪引力波天文台项目带头人大卫•舒

相对论，当引力波经过地球时，这两个

梅克（Ｄａｖｉｄ 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说。

镜面之间的相对距离会有微小的改变。

这次升级的内容包括激光器（１８０

ＬＩＧＯ原来的设备能够探测到４千米

瓦高稳定性系统）、透镜（４０千克

臂长上相当于质子直径千分之一的微小

重、悬吊在石英纤维上作为“检验质

变化，如同一根头发丝的宽度之于地球

量”的熔石英镜面）、减震系统（使用

到最近的恒星的距离（约４光年）。而

惯性感应和反馈技术）以及如何探测检

在其基础上改造的高新激光干涉仪引力

验质量所做的微小移动（小于１０ １８分之

波天文台威力还要强大得多。

一米）的方法。

初代ＬＩＧＯ的观测并没有确认引力波

“高新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

的存在，不过人们精确地测出了引力波

的首次科学观测所使用的干涉仪将能

对于一个双脉冲星系统ＰＳＲ Ｂ１９１３＋６的

‘看’到初代ＬＩＧＯ目力所及三倍远处的

影响，它与理论的预言完全吻合。这个

事件。”大卫•舒梅克补充说，“因此

系统包含两颗绕公共质心运行的中子星

ＬＩＧＯ观测
站 呈 Ｌ 型
布局。［图
片来源：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ＩＧＯ］

高新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的一块
用来感受引力波的透镜。图中能看到这个
约４０千克重的圆柱体透镜的一半。激光
器发出的绿色光用来帮助整个系统进入工
作状态。迷宫一样的结构是支撑系统的一
部分，可以通过推拉、扭转和倾斜透镜使
整个系统保持对齐。［图片来源：Ｃａｌｔｅｃｈ／
ＭＩＴ／ＬＩＧＯ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两个黑洞的
合并。［图
片来源：
ＮＡ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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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星死亡后留下的致密核心），

探测器的优化，以达到设计的灵敏

由于引力波带走了能量，两颗子星

度。”瑞兹说，“我们努力了很

的轨道正在缓慢地收缩。这种已经

久，现在对引力波的监测重新开

进 入 演 化 极 晚 期 —— 即 将 或 者 正 在

始，我们都很兴奋。”

经 历 最 终 不 可 避 免 的 两 星 碰 撞 ——

“原来的探测器能够探测到最

的双星系统，是高新激光干涉仪

远约５０００万光年的事件，”西澳大

引力波天文台观测计划中的核心目

学教授大卫•布莱尔（Ｄａｖｉｄ Ｂｌａｉｒ）

标。基于诸如上述的观测，科学家

说，“但是即使在这个距离上，我

已经坚信引力波的存在；不过直接

们也只能期待每１００年发生一次（引

探测到引力波，将会确认爱因斯坦

力波）事件。如果能把探测器的灵

为它勾勒的形象，并为我们观测宇

敏度提高１０倍，那么就能看到宇宙

宙中的剧烈的灾难性事件打开新的

中１０倍远的地方，而可观测的空间

窗口。

范围将是原来的１０００倍。”

“最终，高新激光干涉仪引力

研究者使用位于澳大利亚西部

波天文台将能够看到初代ＬＩＧＯ目力

金金（Ｇｉｎｇｉｎ）的引力研究中心的

所及十倍远的地方。根据理论的预

设备小心地加热高新激光干涉仪引

言，每年应该能探测到很多中子星

力波天文台的镜面，使其形状产生

双星合并的事件。”瑞兹说。

微小的变化，以提高探测器的灵敏

改造后的设备将能够看到大质
量双黑洞系统生命的最后几分钟：

度，使得它能够感受到来自２亿光年
远的引力波。

两个黑洞沿着螺旋形的轨道相互接

２００５年，大卫•布莱尔的团队预

近，最终融合成一个更大质量的黑

言了一种“参数不稳定”的问题：

洞，并产生强烈的震动，如同两个

激光有时候会被镜面的热运动弹

肥皂泡合二为一时那样。高新激光

回，产生额外的振荡。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还将能够探查

高新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开机

到脉冲星以１０赫兹到１０００赫兹自转

时，人们确实发现了这一现象。

所产生的周期性信号。另外，高新

“这有点像广播里的尖啸声

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还会用于

（麦克风的位置放得不好时，会有

寻找宇宙的引力波背景辐射，以检

忽然增强的尖啸声），因此我们研

验我们对于大爆炸后１０ －３５ 秒宇宙如

发了一整套设备来控制探测器中的

何演化的理论是否正确。

这种不稳定性，在未来的几年里，

“我们预计将在五年之内完成

我们还会继续使用它们。”大卫•布

“原来的探测器能够探测到最远约５０００万光年的事件。”大卫•布莱尔说。
［图片来源：ＮＡＳＡ Ｇｏｄｄａｒ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２

优雅但是缥缈的引力波。本图是对黑洞融合所产生的引
２０１５．１１ 天文爱好者
力波的模拟。［图片来源：ＮＡＳＡ／ＥＳＡ／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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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尔说。

过将其付诸实践的是温琳清教授和

记录的时间；右边每条棒的长度表

同在西澳大学、由温琳清教授

三名博士生。“这一系统安装在计

示事件的强度，连接两条棒的线表

领导的另一个团队则研究出了一种

算机显卡上，我们得益于由于计算

示两个事件之间相关联的程度。与

实时拣选信号的方法。而在过去，

机游戏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高速显

ＬＩＧＯ已有的分析方法相结合，这种

这项工作需要花费几周乃至几个

卡处理器。”大卫•布莱尔说。

直接观看“事件”的新方法能够帮

月的时间。他们研发了一种电子

为了让灵敏的仪器能够发挥作

助研究者辨别并排除地球上噪声信

“耳”软件，将大大改进目前的引

用，它们需要抵御周遭从地震、强

号的影响。这直接提高了ＬＩＧＯ探测

力波搜寻工作。

风到科学家骑车经过所带来各种振

器对天文事件的探测能力，使得人

该软件能够识别出不同的频率

动噪声。只有这些噪声都被抵消

们对虚无缥缈的引力波的探测变得

变化模式，就像人的大脑从耳蜗毛

掉，ＬＩＧＯ才有可能探测到那些由超

容易多了。

细胞那里接收神经信号并对其不同

新星爆发或者黑洞融合事件产生的

“当高新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

模式产生识别，以此辨别出我们听

引力波所带来的、微弱得超出想象

文台开始工作时，全世界都将会注

到的不同的声音一样。ＬＩＧＯ探测器

的振动。这些引力波携带着它们的

目，而且明年室女座激光干涉仪

工作的频率范围是从１０赫兹到３０００

源天体以及有关引力本身性质的关

引力波探测器（Ｖｉｒｇｏ，意大利和

赫兹。我们关心的由引力波产生的

键信息。因此，对它们的探测将为

法国联合建造）和今后其他探测

天文学研究开启新的窗口。

器的加入会共同组成一个国际观测

２０

振动幅度只有１０ 分之一米的量级，
相当于一个质子直径的十万分之

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

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物

一。但是引力波信号有一种特征：

室和艺术中心设计学院联合组织了

理和天文学系加布里拉•冈萨雷斯

它会像小鸟的啁啾声那样急剧地提

名为“数据可视化暑期实习”的项

（ Ｇ ａ ｂ ｒ ｉ ｅ ｌ ａ Ｇ ｏ ｎ ｚáｌ ｅ ｚ ） 教 授 说 ，

高音调，利用这一点我们能够很快

目，他们让参与的学生帮助确认一

“ＬＩＧＯ联合团队已准备好彻底、及

识别出它们。如果位于美洲大陆两

个探测器上出现的尖峰信号是引力

时地分析引力波探测器的数据，以

端的两个或者更多的探测器都探测

波还是其他普通的振动。为此，他

推进我们对天体物理学的认识。期

到了同一个信号，那么这将被看作

们研发了彩色可视化程序，以表征

待未来几年能有重要的结果。”

是引力波存在的证据。

信号与已知事件的关联，如下图所

这个电子“耳”的想法来自加
州理工学院陈雁北教授的工作，不

２４

示。
左边的表盘表示每个事件被

“我在通过实验搜寻引力波方
面工作了很多年，以我个人的经验
来看，可以说，这是对于直接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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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波这一领域极为重要的时
刻，”Ｖｉｒｇｏ联合发言人、罗
马第一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富
尔威尔•里奇（Ｆｕｌｖｉｏ Ｒｉｃｃｉ）
说。“高新激光干涉仪引力波
天文台投入运行，是建立由先
进的探测器组成的国际观测网
高新激光干
涉仪引力波天
文台汉福德观测
站控制室的技
术员正在为第
一次全面运行
做准备。［图片
来源：Ｃａｌｔｅｃｈ／
ＭＩＴ／ＬＩＧＯ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的最重要一步。Ｖｉｒｇｏ和ＬＩＧＯ过
去曾收集数据并做出过一些有
意思的成果。而现在，做出新
发现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将
为基础物理学和天文学教科书
写下新的一章。”
“能够成为建造迄今最为
灵敏的探测器的国际合作项目
中的一员，我感到非常振奋。
现在，我们正在‘监听’宇宙
中最微弱的信号，它们却是由
最猛烈的事件所产生的。”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量子科学
系教授大卫•麦克里兰（Ｄａｖｉｄ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说。“看着ＬＩＧＯ
一步步成长真是让人激动，每
过一年，你都会发现新知识和
新技术变得更有意义。”澳大

高新激光干
涉仪引力波天
文台是迄今人
类所做出的最
为灵敏的测量
仪器。［图片来
源：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ＩＧＯ］

利亚研究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艾
丹•拜恩（Ａｉｄａｎ Ｂｙｒｎｅ）补充
道。
事实上，这对天文学和基
础物理来说都是激动人心的时
刻。我们正站在一扇大门前，
门后面是为电磁光谱所遗漏的
一片广大的区域，在那里我们
能够对引力现象的基本原理做
出根本性的检验。

（责任编辑 冯 ）

用来筛查引
力波信号的超级
计算机。［图片
来源：ＡＥＩ／Ｍ．
Ｆｉｏｒｉ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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