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需要更锐利的“无线电眸”
EHT已经打开了人类在地球上所能企及的最大视界，仍无法完全看清黑洞

更高分辨率的太空观测设备将更有希望
捕捉到更多———或许是上百万个分布于宇宙
各处的———超大质量黑洞的阴影。 这些工作
有望帮助我们解答许多关于黑洞的谜团， 例
如它们是怎样在宇宙早期迅速成长的。

前景令人兴奋， 但实际研究并不容易。

在研究装备方面， 我们可能需要比现有事件
视界望远镜 （EHT） 更高级别的 “无线电眼
睛”。 实际上， EHT 已经打开了身处地球的
人类所能企及的最大视界。

目前， 科学家可以采取的一种手段是，

通过使用更短波长的信号获得更清晰的视
野。 M87 黑洞的原始图像基于波长 1.3 毫米
的无线电信号。 不少科学家相信， 只要将这
一波长缩短至四分之一， 就足以看到第一个
最明亮的光子环。

不过， 地球上绝大多数区域的大气层都
会阻断波长如此之短的无线电信号———除了
极度高纬和干旱的地区， 例如南极和智利的
阿塔卡马沙漠。 要是可以在太空中增设一台
射电望远镜， 或许目标可能实现———望远镜
离地球越远， 对光子环的成像就越精确。

距离地球差不多 150 万千米的日地拉格
朗日 L2 点就是一个绝佳位置： 航天器来到
此处后， 会在地球和太阳的引力作用下保持
相对静止。 换句话说， 在这个点开展工作，

所需成本最低。 设在 L2 点的望远镜与地球
上的其他望远镜相配合， 就能以足够分辨率
对 M87 黑洞周围的前三个光子子环和人马
座 A* （银河系中心较小的超大质量黑洞 ）

周围的光子子环成像。

这些设想或许并非遥不可及。 2011 ?，

俄罗斯发射了天基射电望远镜 Spektr-R （现

已失联）， 就曾在距地球 30 万公里处开展工
作 。 Spektr -R 的升级版 Spektr -M， 又称
“光谱-M” 太空望远镜， 将于 2029 ?左右
发射到 L2。 美国的太空望远镜 “起源 ” 如
果获批， 也将于 2035 ?左右向 L2 进发。

不过， 在出发前， “起源” 需要先做一
些配置升级， 才能更好执行测量光子子环的
任务 。 升级任务之一是提高机载时钟的精
度， 以确保与地球望远镜观测数据的同步。

项目负责人之一、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
校的阿萨塔·库雷指出， 目前看来， “起源”

今后可能遇到的主要困难并非观测精度， 而
是庞大的数据量。

太空望远镜所获得的原始数据必须先传

输回地球， 再与地球望远镜的数据相结合，

以供研究团队分析处理。 据估算， “起源”

观测 6 小时就会存储下约 230TB 的原始数
据量。 航天器常用的数据传输渠道是无线电
网络， 要将这个体量的数据传回地球， 对于
无线电网络来说， 实在太庞大了。

至于通过黑洞视角拍摄宇宙电影的任
务， 即使我们真的能在 L2 点安排覆盖百万
英里宽的无线电阵列， 也只够搞出一部 3 帧
长的预告片。 即便是在遥远的未来， 拍摄一
部正片长度所需的技术也未见得有望实现。

当所需观测的光子子环变得越来越细，

科学家必须不断放大用于观测的望远镜口
径———如果能把无线电阵列的覆盖面扩展到
从地球到离地球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 （相距

4 光年 ） 的范围 ， 人类将可观测到大约 10

个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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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刻机照明系统透镜
表面膜层生长更加均匀

《中国激光》 近期以封面文章
报道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张伟丽研究组在大口径大
陡度透镜表面膜层性能提升方面做
出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该研究采
用宽角宽带膜系和温度-转速综合
调控技术， 解决了大口径大陡度透
镜表面膜层倾斜沉积导致的膜层生
长特性改变和均匀性难题。

高精密光学系统， 尤其是光刻
机系统中， 通常会设计并使用大量
小曲率半径的大陡度透镜以实现大
数值孔径， 这对镀制其表面的深紫
外薄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与平面光学元件相比， 大陡度
透镜表面上的薄膜生长特性更为复
杂， 需考虑膜层折射率非均匀性和
厚度非均匀性等问题， 而研究大陡
度透镜表面膜层均匀性， 是提升其
元件光学性能及稳定性的前提。

近十年来， 张伟丽研究组围绕
提升大陡度透镜表面膜层性能方面
开展了系统研究， 建立了大陡度透
镜表面膜层沉积角度变化计算模
?， 揭示了大陡度透镜表面薄膜生
长特性与沉积角度和曲率半径的依
赖关系， 发展了基于温度-转速的
折射率非均匀性调控技术， 设计了
宽角宽带增透膜膜系， 有效提升了
大陡度透镜表面膜层折射率均匀
性， 实现了大口径大陡度复杂曲面
薄膜元件光谱均匀性优于公开报道
水平。 （吕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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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新知科学新知黑洞正播放着宇宙历史的镜头，而物理学家则努力去看清每一帧画面

破译黑洞明亮细环中的宇宙“史诗”

黑洞的神秘身影正
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2019 年 4 月，一张在
周遭一片黑暗的围绕中
闪动着朦胧橙光的圆环
照片，令数十亿人为之
惊叹，这只“甜甜圈”
是人类拍摄下的首张黑
洞照片。今年 3 月，天
文学家们又公布了第二
张黑洞照片，橙光圆环
上多了一道道顺滑而细
腻的明亮细环，像极了
旋转烟花。

其实，大多数人都
太过沉浸于将数据转化
成图片的过程，却鲜有
人尝试去理解影像所传
达的深层信息，而这才
是其真正重大的意义
所在。

过去两年中，研究
者们不懈探求，终于建
起一片布满“魔镜”的
天地：黑洞的引力从各
个方向吸收光线，然后
将其扭曲并向观者发
送———我们所看到的神
奇是“魔镜”对黑洞周
围环境做了无限次重构
得来的图像，堪称一部
讲述宇宙历史的史诗巨
制，在数百亿公里的巨
大弧形屏幕上放映。

宇宙影院中的廉价座席

首张黑洞照片公布时， 大多数人都
沉浸于观测数据是如何转化成图片的，

但天文学家却致力于理解影像所传达的
深层信息。 美国哈佛大学的射电天文学
家迈克尔·约翰逊回忆 ， 发布结束后 ，

他和同事们聚在一起探究同一个问题：

这只 “甜甜圈” 究竟是什么意思？

如果宇宙是一座大电影院， M87 超
大质量黑洞是影院大屏幕上播放的一部
电影， 那么从地球上观测它， 就好比在
一个偏远（大约 5500 ?光年开外）的廉
价座位（观影视角相当差劲），去观看黑
洞影像———人类永远都难见其全貌。

不过即便如此，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观测， 我们眼前所获得的照片或许已
足以展现黑洞的真实历史了， 或许也足
以给爱因斯坦的理论以最高级别的检
验， 甚或足以令人类对空间和时间有更
深的理解。

黑洞可能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
最惊人的预测， 它将广义相对论的核心
思想展现到了极致： 黑洞的密度是如此
之大，以至于时空被其无限扭曲；任何距
离过近的事物都会被它拖入无尽黑暗。

尽管爱因斯坦怀疑黑洞是否真实存
在， 至少迄今为止还找不出有宇宙学观
测证据与之矛盾， 而且近几十?来的观
测令我们相信， 黑洞确实存在。

大型恒星 “死亡” 所坍塌形成的小
型恒星， 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 10 或 20

倍———LIGO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于 2015 ?检测到的引力波， 就是由两
个这样的天体合并而引发的 “时空涟
漪”。 而且， 几乎在每个星系 （包括我

们的银河系 ） 中心出现的超大质量黑
洞， 都拥有数百万至数十亿个太阳质量
的 “体格”， 那些触动引力波的小恒星
在它们面前简直是秋毫之末。

2019 ?的黑洞图像来自室女星系
团中的超巨椭圆星系 M87， 其质量可能
达到太阳的 65 亿倍。 事件视界望远镜
（EHT） 团队使用复杂的信号处理， 将
来自世界各地射电望远镜的数据组合成

M87 核心的图像， 图片的最终分辨率与
地球口径的单个无线电天线相当。

在这张图片中， 橙色光环中心的黑
暗是黑洞的阴影， 被黑洞的引力放大、

变形。 可周围的橙色光芒到底是什么？

一开始没人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为解析图像， 理论派与实验派研究

者并肩作战。 “我的职责是找到通用语
言。 ”约翰逊表示，他的同事中有黑洞观
察者、黑洞模拟器专家、黑洞理论家……

但术业有专攻， 隔行如隔山， 要让大家
形成有效沟通非常困难， 每一块研究内
容都太专业了。

从黑洞视角捕捉宇宙历史

自从 M87 的黑洞图像问世 ， 物理
学家运行了许多关于 M87 的磁流体数
值模拟 （GRMHD） ———将广义相对论
与磁流体动力学相结合， 描述围绕黑洞
的高温电离气体的行为。 每次模拟， 科
学家都会先做一些可能产生无线电波的
假设， 接着计算黑洞引力对电波路径的
弯曲， 最终预测得到黑洞图像。

研究团队发现 ， EHT 照片里模糊
的橙色辉光， 可能源于大量黑洞引力弯
曲电波路径： 黑洞以强大的力量映现了
电波的形状， 而隐藏了真实的发射源。

不过， 尽管这些模型无助于寻找来
源， 却揭示了一些出乎意料又引人入胜

的内容。 研究团队成员们预测： 宽而模
糊的橙色光环中应该会有非常明亮的细
环。 哈佛大学的卢普萨斯卡认为， 这首
先意味着很多困惑。

几十?前就有人对黑洞发起过探
寻。 1959 ?， 进化论奠基人查尔斯·罗
伯特·达尔文之孙、 英国物理学家查尔
斯·加尔顿·达尔文就做出了类似预测。

他介绍了黑洞周围的宇宙之光如何靠近
它、 绕着它游走， 那些靠得更近、 轨道
更多的光子将被捕获 。 后来的工作表
明， 特定轨道数的光可能会被黑洞压缩
成一个细环。 这一切都是在表达 “黑洞
影像不限于宽阔而模糊的橙色光圈， 还
包含了明亮细环”。

不过， 这一切的前提是预设黑洞不
会旋转， 但实际上黑洞应该会旋转， 从
而保留其所吸入物质的角动量。

美国纽约巴纳德学院的天体物理学
家詹娜·莱文表示， 黑洞旋转的字面含
义是将时空拖入其周围的漩涡。 它附近
的所有物体 ， 包括光线 ， 都会被拖着
转。 不过， 没人研究过这个问题， “它
太复杂了”。

但 GRMHD 模拟已证实了基本情
况 。 模拟结果表明 ， 如果我们仔细观
察， 会发现又细又亮的光子环由无限个
子环嵌套组成， 每个子环都由光子绕黑
洞旋转一定圈数而形成， 它们越接近黑
洞中心阴影的边缘， 就越暗越薄， 而且
这种变化是指数级的。 由于内部子环由
具备更多轨道的光组成， 故而这些光子
会更早被黑洞中心捕获。 研究团队在发
表的论文中写道： “总而言之， 子环的
集合类似于电影的帧， 从黑洞的视角捕
捉到了可见的宇宙历史。”

在橙色光环上， 相邻子环间的?龄
差为 6 天。 因此， 只有为数不多的若干
帧能将宇宙历史映射给我们， 而且我们
所能看见的历史很短暂。 按照约翰逊的
说法， 我们甚至 “追溯不到恐龙时代”。

尽管如此 ， 这些光环依然充满价
值。 首先， 它们的大小和形状并不取决
于光子的来源 ， 而仅取决于黑洞的性
质。 这就可以让物理学家通过研究光环
来判断黑洞的性质。

目前 ， 研究者估计 M87 黑洞的质
量与 65 亿个太阳相当， 估值误差不超
过 15%。 由于黑洞光环的宽度取决于
黑洞质量， 卢普萨斯卡认为， 如果科学
家能分辨出超细光子环并测量其尺寸，

那么或许就可以实现误差不超过 1%的
精确测量。

其次， 黑洞周围的旋转时空会将光
环略微压扁， 因此它们不是完美的圆环
形。 通过对其形状的分析， 我们有望获
得关于黑洞旋转的准确数据。 这就可能
将 M87 的历史透露给我们———它是否
经历了一系列与较小黑洞的随机碰撞，

从而令其整体旋转程度降低？ 抑或它通
过从其宿主星系大量获取不断向上旋转
的气体， 从而增加自身转速？ 这一切都
有待回答。

对广义相对论进行最严格检验

测量黑洞的自旋也能帮我们解释黑
洞如何喷发出那些强大的、 接近光速传
播的物质射流。 这些射流从宿主星系中
喷出， 可以飞行数十万光?的距离， 最
终以巨大等离子体羽流的形式遍布整个
宇宙。

一种为更多人认同的理论是， 黑洞
的自旋与周围磁场相结合， 从而扮演了
发电机的角色———产生一个强大电场，

大到足以将电子和正电子从真空中抽
出， 将它们加速成两道射流； 每个射流
背离黑洞的一个极点而去。

光子环还可作为对广义相对论最
严格的检验证据 。 广义相对论非常适
用于地球引力场的弱引力区域。 为此，

科学家每天都要做数十亿次验证操作，

因为验证以时间扭曲为基础———卫星
导航通过精确允许相对时间扭曲实现
验证。

2004 ?， 美国宇航局 （NASA） 发
射的引力探测器 B 帮助我们看到了地
球自旋引起的参考系拖拽。 我们可以将
地球自旋看作黑洞周围时空漩涡折兑至
地球的极弱化版本。

至于相对论真正发挥作用的极端
引力场 ， 目前 ， 由引力波探测器常规
采集到的黑洞碰撞形成的回声与爱因
斯坦的理论是相符的 ， 但如果要测算
黑洞光子环间距 ， 对精确度的要求就
会非常高。

莱文认为， 这是检验相对论的好方
法， 因为很难以其他任何方式看到这类
内部轨道。 如果实测结果与广义相对论
的预测有任何偏离， 都会有助于物理学
家建构一套引力量子理论 （长期以来学

界一直缺少此类理论的支持）， 帮助人
类搞明白空间和时间是如何组成的、 宇
宙大爆炸的初始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及黑洞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刘迪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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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设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射电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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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流体动力学揭示
海洋立管复杂运动轨迹

《海洋工程与科学》 近期发表
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低折合速度情
形下立管的振动包含有三种成分：

低频振动、 立管反转过程中的一阶
固有频率振动， 以及漩涡脱落引起
的二阶固有频率振动。

海洋立管作为深海油气生产系
统的一部分， 是连接水面平台装置
和海底设备的重要通道。 在洋流中
的海洋立管会产生涡激振动， 同时
风浪的影响也会使立管产生往复运
动 。 因此 ， 准确计算出海洋立管
在实际海洋环境中受到的流体载
荷及其在流体载荷作用下的动力
学响应 ， 对深海油气资源的开采
至关重要。

过去， 由于缺少基于计算流体
力学的研究， 故而无法更好地揭示
流体与立管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该
研究利用了基于切片理论的计算流
体力学方法 ， 成功模拟了考虑流
体与立管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形下
立管顶端在各种复杂激励下的动
力学响应。

论文提到， 当立管的顶端受激
励时， 沿立管展向的剪切振荡流动
会造成立管在来流方向上更高阶模
态的低频振动， 这种低频振动会使
得立管的来流方向与垂直来流方向
位移产生不同的相位差。因此，当立
管只受一个方向激励时， 在立管展
向的不同位置处会产生 “X” ? 、

“II”?和“O”?运动轨迹。 当立管
受两个方向激励时， 研究者观察到
了更加复杂的运动轨迹。

（陆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