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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 视 点

搜寻地外生命：
不断升温！

□ 文 何锐思（Richard de Grijs） / 翻译 程思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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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随着“突破•听”（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布会上说，“（包括）邻近的一百万颗

Ｌｉｓｔｅｎ）计划的公布，搜寻地外智慧生

恒星、银心、整个银河盘面以及一百个

命再度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

邻近的星系。”

将威力巨大的现代计算机与世界上最强

有“突破”基金（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大的望远镜相结合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和杰出的科学家支

这项计划在７月份刚刚公布，是由俄罗

持，组织者表示“突破”计划将是迄今

斯亿万富豪尤里•米尔内（Ｙｕｒｉ Ｍｉｌｎｅｒ）

最大的地外生命搜索项目。它包括一个

出资１亿美元赞助，用来搜寻地外智慧

“听”的部分——分析大量的无线电信

生命的蛛丝马迹，以便确实地证明我们

号以寻找生命的线索；以及一个“发”

并不孤独。无疑，这是一个高风险、同

的部分，其中包括悬赏１００万美元征集

时也是高回报的项目。

最能代表地球的数字信息。不过，这一

米尔内是靠投资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这样的公

信息最后并不会发出，部分原因是包括

司成为亿万富翁的。他说，这次的项目

剑桥大学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

将用到硅谷的技术和创新的力量。

金在内的一些科学家担心向宇宙中发送

“我们搜寻的范围将是前所未有
的，”米尔内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新闻发

信息将可能招来外星种族的侵略。
“我们在宇宙中可能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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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种想法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过去的
至少几个世纪中，这种看法不时引领
人们思想的潮流。那时天文学家考虑的
是太阳系行星上的高等生命。不过天文
学家最终明白，太阳系内的其他行星离
宜居行星的要求都差得太远。金星并不
是一颗郁郁葱葱的热带行星，而是一口
地狱般的高压锅，表面温度足以使铅融
化。而火星则是寒冷、干燥、荒芜的世
界，不适合复杂的生命生存。
因此，如果我们想寻找像地球上这
样的生命——有的人称之为外星人——
就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些。于是就有了
“地外智慧（生命）搜索”（ＳＥＴＩ）。
其基本信念是，一旦一个外星物种在技
术上足够先进，它就会以某种方式向宇
宙显示其存在，而这又可以被另一个宇
宙文明探测到。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
类的技术已经达到这一水平了。甚至有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０日，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伦敦的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一幅图片。斯蒂
芬•霍金与俄罗斯企业家尤里•米尔内正推动地外生命探索进入更高的阶段。他们说，这一
由尤里赞助１亿美元的“突破”计划所使用的计算机的力量将是前所未有的。［图片来源：
ＡＰ Ｐｈｏｔｏ／Ｍａｔｔ Ｄｕｎｈａｍ］

人主张，在人类使环境发生了变化的时
候，我们就已经达到了这一标准：他们

传播着。

居民在每个小时的前５分钟保持无线电

认为，几千年前开始的农业耕种和用火

年复一年，我们的广播信号越来越

静默。利用静默的时间，使用无线电接

就已经能让先进的外星天文学家注意到

强，也覆盖了更宽的电磁频谱。其结果

收机监听天空，以寻找来自火星人的信

我们。

是，在一个以地球为中心，并且以光速

号。

不过，ＳＥＴＩ更关心由文明产生的无

不断膨胀的巨大“气泡”里，充满了我

但是，结果一无所获。

线电信号。上个世纪开始普及的无线电

们制造的各种无线电噪声。只要外星人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探测地外文

广播和电视信号能够明确地向外星的观

的距离合适，并且知道以什么频率的电

明信号的方式也有了进步。１９６０年，

测者证明我们的存在，至少，只要他们

磁波接收，他们完全可能收看到１９３６年

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地外智慧生

知道往哪里看的话。１９０１年，马可尼

奥运会、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的电

命搜索项目——奥兹玛计划（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Ｍａｒｃｏｎｉ）进行了首次横跨

视转播，甚至，他们还可以观看现在正

Ｏｚｍａ）开始了。该计划由著名射电天

大西洋的无线电广播。其中少量逸出地

流行的各种电视节目。既然我们正不停

文学家、天文生物学家弗兰克•德雷克

球的无线电波迄今已在宇宙中传播了

地向宇宙发送无线电信号，那么，其他

主持。他曾提出用于估计我们星系当中

１１４年，并且仍然在继续向更远的地方

的文明或许也会？果真如此的话，ＳＥＴＩ

潜在文明数量的著名公式——德雷克公

的目标就是发现这些信号：它们将证

式。“奥兹玛计划”使用一架大型射电

明，地球之外不仅存在着生命，而且存

望远镜监听地球附近的两颗类太阳的单

在与我们相类似的生命。

星：鲸鱼座τ和波江座ε。

图片来源：ＣＣ－ＢＹ

搜索断断续续进行了许多年，不

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天文学家每

同的研究小组使用越来越先进的设备在

天持续观测６个小时。他们的注意力集

大海中捕捞一根银针，“突破•听”就

中在波长２１厘米的射电波上，这是天文

是这样一个最近开始的计划。就像我

学上一个标志性的波长，与恒星之间冷

们早期是从太阳系内开始寻找地外生

暗的氢云的辐射相同。ＳＥＴＩ项目经常会

命一样，搜索外星人也是这样。其中

在２１厘米波长进行监听，因为人们认为

著名的例子是１９２４年８月火星大冲时，

这是外星文明在与技术方面羽翼初丰的文

在美国进行的“全国无线电静默日”

明进行交流时，最有可能会选择的波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ｄｉｏ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Ｄａｙ）活动。

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在大冲前后的３６小时里，美国政府要求

不过，搜索并没有停止。真能找到

２０１５．９ 天文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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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ｃｋ）天文台也将进行一次更进一步的
探测。在这一新项目面前，之前的项目都
将黯然失色。它覆盖的天区面积是已有巡
天项目的１０倍，射电频谱宽度５倍，而完
成一次巡天所需的时间则只有原来的百分
之一。
在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开始的五年时间里，
“突破•听”项目将占用帕克斯射电望远
镜四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澳大利亚是南半
球唯一能够满足新项目要求（射电天文学
研究能力）的地方。因此，帕克斯射电望
远镜对ＳＥＴＩ科学工作的完整性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事实上，它的位置相当适合承
担这项工作：我们银河系最有意思和最丰
富的区域正好横贯澳大利亚（或其他南半
球中低纬度观测地）的头顶。我们要寻找
地外智慧生命，很有可能就会把目光投向
这一银河的中心地带。
帕克斯射电望远镜也是世界上首屈

图片来源网络

一指的单镜面射电望远镜之一，它探测暗
什么的机会非常低，然而潜在的回报实

（ＳＥＴＩ研究所名誉主席）、理论物理学家

弱信号的能力非常出色。这对于地外信号

在太大了，无疑还是值得一试。截至上

斯蒂芬•霍金和来自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

搜索这样的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帕克斯望

次公告，ＳＥＴＩ项目中最引起公众兴趣的是

大学的马修•贝尔斯（Ｍａｔｔｈｅｗ Ｂａｉｌｅｓ）。

远镜的这一威力不断发挥作用，从１９６９年

ＳＥＴＩ＠ｈｏｍｅ。这是一个通过下载到用户个

通过一台电子合成发声器，霍金对这一花

７月２０日接收人类首次登月的录像信号，

人电脑上的屏幕保护程序，把全世界电脑

费１亿美元的项目做了如下的说明：

到２０１２年为美国“好奇号”火星探测器一

待机时的空闲时间利用起来，以搜寻来自
地球之外的信号的项目。在运行的高峰

“我们活着。我们有智力。我们必须
去认识。”

路追踪定位直到它降落火星，再到现在的
搜索地外智慧生命。同时，帕克斯望远镜

该项目将以两架巨型射电望远镜为

也在脉冲星（一种体积极小、密度极大、

基础实施：一架是位于美国西弗吉尼亚

自转速度高达每秒几百圈的恒星）、最近

但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州的１００米直径罗伯特•Ｃ•比尔德“绿岸”

发现的神秘的（虽然名字一点也不神秘）

现在，轮到本文的主角——“突破•

（Ｇｒｅｅｎ Ｂａｎｋ）望远镜，另一架是位于澳

“快速射电暴”（ｆａｓｔ ｒａｄｉｏ ｂｕｒｓｔ）以及

听”计划登场了。它由几位世界范围内杰

大利亚的６４米直径帕克斯（Ｐａｒｋｅｓ）射电

对引力波的研究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

出的天文学家发起，包括弗兰克•德雷克

望远镜。另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利克

“帕克斯”在之前的地外智慧生命

期，世界各地同时参与搜寻的个人电脑用
户曾达到９００万之多。

６４米的帕克斯射电望远镜将用于搜索地外智慧生命。［图片来源：ＣＳＩＲＯ／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Ｃｌｅｎａｇｈａｎ， ＣＣ ＢＹ］
绿岸望远镜也将是用于监听外星人的射电望远镜之一。［图片来源：ＮＲＡＯ／
ＡＵＩ， ＣＣ ＢＹ－ＳＡ］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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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中也功不可没。加利福尼亚的ＳＥＴＩ
研究所在１９９５年用它进行了为期６个月名
为“凤凰计划”（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ｈｏｅｎｉｘ）的搜
索。位于北半球的望远镜无法对南天进行
巡天，而帕克斯射电望远镜则成了科学家
至关重要的帮手。
参与“突破•听”计划的研究者表
示，借助集中的计算能力和世界上威力最
大的望远镜，他们一天收集到的数据将相
当于以前项目一年的工作量。米尔内计划
至少为这一项目提供１０年的资金支持，不
过科学家们认为，要找到外星人存在的证
据或许还要花更长的时间。霍金认为新项
目应该会成功，因为它已有足够的资源：
大望远镜的观测时间、庞大的数据量以及

南半球冬天看到的银河。银心方向明亮的光晕就在观测者的头顶。［图片来源：Ｆｌｉｃｋｒ
Ｌｕｉｓ Ａｒｇｅｒｉｃｈ， ＣＣ ＢＹ－ＮＣ］

长期有保证的资金支持。
“如果这样计划缜密的搜索都一无
所获，那也是蛮有趣的。”他说，“这并

也会利用社会网络的力量解决问题。”他

通过参与自动的数据处理帮助搜寻。虽

不能证明我们是孤独的，但是会让希望更

说。

然找到智慧生命的希望不大，但至少现
这一项目将很好地补充帕克斯望远镜

在比以前大多了。成为第一个找到外星

现有的科学活动。虽然项目会占用望远镜

智慧生命的人，这不仅在科学界，而且

霍金表示，基于一份关于可能诞生生

四分之一的观测时间，而其本身却也能够

在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令人侧目的重大成

命的星球数量的数据，人类“很有可能”

对望远镜另外四分之三时间里进行的研究

就。如果我们找到了存在地外智慧生命无

并不是孤独的。

有所裨益。通过它带来的资金支持和新的

可辩驳的证据，那大概可以说是人类历史

“这是个大问题，”霍金说，“现在

数据处理、分析的技术，天文学各个领域

上绝无仅有的大发现了。到那时候，真正

是时候去揭晓地外生命搜寻的答案了。”

的研究能力都将得到提升。数据处理能力

的工作才算刚刚开始。他们是否离我们足

米尔内表示，“突破•听”计划得到

的大幅提高同时也意味着天文学家能够以

够近，可以与之联系？他们已经“听”到

的数据将对所有人公开，而且开源软件就

新的方式分析望远镜获得的数据，以搜索

我们了吗？这些都是“突破”计划的第二

能够处理，因此新发现能够在全世界范围

各种不同的地外生命信号。

部分——“突破•发”所关心的问题。不

加渺茫。无论如何，这些数据本身就很有
趣。”

内分享。
“我们的数据是公开的，而且我们

这整个项目将会与ＳＥＴＩ＠ｈｏｍｅ接驳，
也就是说，任何拥有个人电脑的人都可以

过，那又将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责任编辑 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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