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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系中心黑洞
人类首次拍到它
据新华社电 银河系中心黑
洞“露出真容” 。 北京时间 12 日
晚 9 时许，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
多地天文学家同步公布了这个超
大 质 量 黑 洞—人 马 座 A* （Sgr
A*）的照片。 相关研究成果以特
刊形式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
通讯》上。
这是人类“看见” 的第二个
黑洞， 也是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
黑洞真实存在的首个直接视觉证
据。 这个超大质量黑洞距离太阳
系约 2.7 万光年，质量超过太阳质
量的 400 万倍。
这张银河系中心黑洞的照
片， 与人类看到的第一张黑洞照
片拍摄者和拍摄时间均相同，都
是由“事件视界望远镜”（EHT）
合作组织，2017 年通过分布在地
球上 8 个射电望远镜组成的、一
个等效于地球般口径大小的“虚
拟望远镜” 所拍摄。
2019 年 4 月 10 日，“事件视
界望远镜”（EHT） 合作组织发
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 张 黑 洞 照
片。 人类首次“看见” 的那个黑
洞， 位于室女座一个巨椭圆星系

M87 中心， 距离地球 5500 万光
年，质量是太阳的 65 亿倍。
比较这两张黑洞照片， 有什
么异同？
上海天文台副研究员江悟
说 ：“尽 管 银 河 系 中 心 黑 洞 比
M87 黑洞小了 1500 多倍，也轻了
1500 多倍， 但这两种不同类型星
系的黑洞看起来很相似。 尤其是
当我们聚焦在这些黑 洞 的 边 缘
时，看起来更是神奇地相似。 这告
诉我们， 靠近黑洞的物体完全受
广义相对论支配， 我们在远处所
看到的不同表象， 是由黑洞周围
物质的差异所造成。 ”
上海天文台研究员路如森
说：“通过分析这两张黑洞照片，
我们惊叹于环的大小与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预测结果， 出奇地一
致。 这些前所未有的观测，极大地
提升了我们对银河系 中 心 的 认
识， 并为了解超大质量黑洞如何
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 提供了全
新视角。 ”
为什么银河系中心黑洞距离
地球更近， 照片却比遥远的 M87
黑洞“
冲洗” 出来晚了 3 年？

这是天文学家 5 月 12 日公布的银河系中心黑洞首张照片 新华社发

上海天文台台长、EHT 合作
国内协调人沈志强 研 究 员 解 释
说，这是因为黑洞周围的气体，均
以几乎接近光速绕着这两个黑洞
高速旋转。 气体绕转 M87 黑洞一
周需要几天到数周时间， 但对于
相对小很多的银河系中心黑洞来
说，几分钟内气体即可绕转一周。
这意味着就在 EHT 观测之时，银
河系中心黑洞周围绕转气体的亮
度和图案，也在更快速地变化着，
因此“
冲洗” 处理更难。

祝融号“火星找水”
有新发现
据新华社电 我国科学家日
前利用祝融号火星车获取的数
据， 在地质年代较年轻的祝融号
着陆区发现了水活动迹象， 表明
火星该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
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刘洋研究员团队完
成，相关成果 12 日在国际学术期
刊《科学进展》发表。
作为太阳系中与地球同处于
宜居带” 的行星，火星是人类探
“
寻地外生命的绝佳地点。 火星是
如何从温暖湿润变得寒冷干燥
的？ 火星的水环境演化经历了怎
样的历程？ 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
要内容。
“祝融号火星车着陆区为火
星北部低地乌托邦平原区域，位
于年轻的亚马逊纪地层上，30 亿
年前至今的亚马逊纪是火星地质
年代几个主要阶段的末期。 已有
的研究认为， 火星在亚马逊纪时
期气候寒冷干燥， 液态水活动的

范围和程
度极其有限。”
刘洋介绍。
但此前的轨道遥
感数据分析显示，乌托邦平原
曾经可能存在大量的挥发分，
不过， 受限于空间分辨率和覆盖
率， 并没有在祝融号着陆区附近
发现含水矿物， 这为该地区水活
动的性质带来了诸多疑问。
祝融号火星车获取的短波红
外光谱和导航地形相机数据帮助
解决了这个难题。 研究团队利用
这些数据发现了岩化的板状硬壳
层，其中富含含水硫酸盐等矿物。
据推断， 这些硬壳层可能是由地
下水涌溢或者毛细作用蒸发结晶
出的盐类矿物， 胶结了火星土壤
后经岩化作用形成。
“这一发现表明，亚马逊纪
时期的火星水圈可能比以往认为
的更加活跃， 对理解火星的气候
环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
刘洋说，同时也表明，祝融号着陆

EHT 研究团队花了五年时
间， 用超级计算机合成和分析数
据， 编纂了前所未有的黑洞模拟
数据库， 与观测结果进行严格比
对， 并提取出不同照片平均后的
效果， 最终得以将银河系中心这
个超大质量黑洞的“真实容貌” ，
第一次呈现出来。
上海天文台天马望远镜是东
亚 VLBI 观测网的重要台站。 在
2017 年 EHT 全球联合多波段观
测期间，天马望远镜先后 17 次参

加对这两个黑洞的协同观测，显
著提高了东亚 VLBI 网的观测灵
敏度， 在微弱信号探测方面发挥
作用。 上海天文台牵头组织协调
国内学者参与此次银河系中心黑
洞 EHT 项目合作。
“
拍摄一部银河系中心黑洞
的‘电影’ ，是下一代 EHT 的追
求。 我们正在规划建设中国的亚
毫米波 VLBI 望远镜，以期参与到
对银河系中心黑洞的 24 小时不
间断的接力观测中。 ” 沈志强说。

云南省镇雄县
曾是古生物“避难所”

祝融号仿真模型

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的广泛区域
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
在的可利用水， 可供未来载人火
星探测进行原位资源利用。
截至目前， 祝融号火星车已
在火星表面行驶 1 年， 累计行驶
近 2 千米， 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科
学探测数据。 此次发现标志着祝
融号实现了国际上首次利用巡视
器上的短波红外光谱仪在火星原
位探测到含水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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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经过两年多研
究， 我国科学家在位于滇东北地
区的云南省镇雄县， 首次发现华
南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前的三叶
虫动物群， 为全面揭示华南板块
西缘的海洋生物面貌提供重要窗
口， 这也进一步证实区域环境恶
化时古生物“
避难所” 的存在。
2020 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
心的科研人员通力合作， 对镇雄
地区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前的三
叶虫动物群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
成果已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期
刊《远古世界》。
论文第一作者、 北京大学地
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博雅博士后魏
鑫介绍，在已知地球历史时期，共
发生过 5 次全球性的大规模集群
灭绝事件， 发生在 4.43 亿年前的
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是其中的第
一次， 对这一事件前后生物与环
境协 同 演 化 关 系 的 研 究 备 受 关
注。

“
此次在镇雄地区发现的三
叶虫动物群略早于奥陶纪末生物
大灭绝的时间，共有 9 科 15 属 17
种，含 4 个新种。” 魏鑫说，镇雄地
区地层出露良好、化石丰富、交通
便利， 是开展奥陶纪末生物大灭
绝前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研究的
理想地区。
科研人员通过逐层采样及古
生物学和沉积学系统研究， 揭示
了镇雄地区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
前的三叶虫动物群面貌， 并建立
了一个新的三叶虫生态组合，为
该时期华南三叶虫动物群的生态
分异研究奠定了基础。
魏鑫说，根据三叶虫（种）的
时空分布情况， 能够推断出华南
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前发生过一
次生物迁移事件： 受构造运动影
响， 华南板块的海洋环境逐渐恶
化，形成普遍缺氧的半闭塞海盆，
致使大量三叶虫消亡， 最终仅有
少量三叶虫成功迁移到 “避难
所” ， 即相对更浅且充氧的环境
中，如镇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