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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位於銀河系的哪個區域 ?

在天文學的發展史上，伽利略是第一個用望遠鏡發現銀河由大量恆星組成的人。嗣後的相
當長時間裏，人們把太陽當作了銀河系的中心。

為甚麼人們難識銀心真面目 ?

如果你熟悉夏夜的星空，會發現在人馬座方向的那段「銀河」格外寬闊、明亮。那裏就是
銀河系的核球，我們銀河系的「心臟」就深埋在這片銀白色的輝光裏面。天文學家一直都很好
奇：銀河系的中心，會是一個怎樣的神祕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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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銀河系的邊緣。

銀河系除了恆星之外，還有氣體和塵埃散佈其中。尤其是塵埃， 

它們會遮蔽途經的星光，要探測銀心，簡直是「迷霧重重」。

科學偉人
赫歇爾（Herschel）

威廉 • 赫歇爾（1738 – 1822）早

年是一位樂師兼業餘天文學家。

1781 年 3 月他用自製的望遠鏡

發現了天王星，引起天文學界轟

動。他本人因此受英王任命為皇

家天文學家。他長期從事雙星、

星團和星雲的觀測和研究，用統

計恆星數目的方法證實了銀河系

為扁平狀圓盤的假說。他是恆星

天文學這一天文學分支學科的開

創者。 1821 年任英國皇家天文

學會首任會長。

1785年，威廉 • 赫歇爾通過觀測，使用恆星計數的方法
繪製出一幅扁而平、太陽位居中心的銀河系結構圖。當時並沒
有測定大量遙遠恆星距離的有效方法。威廉 • 赫歇爾只能以類
似「所有的燈都一樣亮」的思想，假設所有恆星具有相同的亮
度，由觀測到的各恆星的亮暗來推斷它們的遠近，這樣的假設
當然是很粗糙的。另外，他不了解太空中存在星際物質。事實
上，銀盤含有氣體和塵埃，它們會不同程度地吸收掉恆星發出
的光。威廉 • 赫歇爾好比一個霧中人，他並沒有見到銀河系的
全貌，只看見了以自身為中心的一小部分區域，從而錯誤地以
為太陽處在銀河系的中心。

1918年，美國天文學家沙普利研究了當時已知的大約 100
個球狀星團，發現 90%以上的球狀星團坐落在以人馬座為中
心的半個天球上，其中 1/3集中分佈於人馬座方向。設想球狀
星團在銀河系內是對稱分佈的，如果太陽位於銀河系中心，那
麼從地球上來看球狀星團在天空中就應該呈球對稱分佈，這與
觀測結果是矛盾的。沙普利由此推想，如果太陽並不在銀河系
中心，那麼在地球的天空中球狀星團就不是球對稱分佈了。經
過多年的觀測和研究，沙普利最終建立了透鏡狀的銀河系結構
模型，正確地得出太陽不在銀河系中心的結論。銀河系的中心
是在人馬座方向，太陽則位於銀河系的邊緣。

哥白尼的日心說推翻了地球位於宇宙中心的特殊地位，沙
普利的工作又說明太陽同樣並不具有特殊的地位，太陽只是銀
河系千億星辰中的普通一員。（陳力）

Z



16 十萬個為甚麼（新視野版） 天文 I I

哈勃星系分類「音叉」圖

橢圓星系

透鏡狀星系

正常旋渦星系

棒旋星系

W

星系大家族裏有些甚麼成員 ?

美國天文學家哈勃在他 1936 年出版的《星雲世界》一書中，繪製了一幅今天被稱為「哈
勃序列」或「哈勃音叉」的星系分類圖。

哈勃首先把星系分成橢圓星系和旋渦星系。橢圓星系，顧名思義，呈現橢圓的形態，其成
員恆星通常都為老年恆星，氣體和塵埃成分很少，因此也不再形成新的恆星。橢圓星系的質量
差別很大，最小的矮橢圓星系只有幾百萬太陽質量，而巨橢圓星系的質量則超過1萬億太陽質
量，它們一般位於星系團的中心。像 M87 那樣的巨橢圓星系則是宇宙中最大的星系之一。在
所有的星系中，橢圓星系佔 10% ~ 15%，大多分佈在規則的富星系團中心附近。在「哈勃音
叉」圖中，各類橢圓星系構成了「音叉」的「柄」。

「哈勃音叉」的「叉」是由旋渦星系構成的。旋渦星系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旋渦結構—有
幾條從星系中央明亮的核球伸展出來的旋臂。旋臂富含氣體和塵埃，仍在進行恆星形成的活
動，在旋臂上的恆星大多比較年輕。由於旋渦星系通常呈扁平的盤狀，盤的厚度只有直徑的 
1/15 左右，因此又稱為盤星系。旋渦星系的質量介於 10 億 ~ 1 萬億倍太陽質量之間，可見光
波段的星系盤直徑從 15 000 光年至 30 萬光年不等。已觀測到的星系中超過一半是旋渦星系。

接下來，哈勃又把旋渦星系分為「正常旋渦星系」和中央帶有棒狀結構的「棒旋星系」，
作為「音叉」的兩個「叉」。正常旋渦星系的旋臂直接從核球伸展出來，棒旋星系的旋臂則從
核中棒的兩端伸展出來。我們的銀河系就是一個典型的棒旋星系。在「叉」與「柄」的結合
部，是形如透鏡的「透鏡狀星系」。

011
成員包括橢圓星系、透鏡狀星系、旋渦星系和不規則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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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對 Arp116 包括一個橢圓星系和一個旋渦星系

旋渦星系 M101

透鏡狀星系 NGC5010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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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人們誤以為「哈勃序列」表徵
了星系的演化順序，星系的演化是從
「柄」端的橢圓星系向「叉」端的正
常旋渦星系或棒旋星系演化的。因此稱
橢圓星系為「早型星系」，而稱旋渦星
系為「晚型星系」。現在天文學家知道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但「早型」和「晚
型」的名稱還是沿用下來。此外，不規
則星系沒有體現在「哈勃音叉」圖中。

哈勃的「音叉」分類法簡便可靠，
是人類進行星系研究的基礎。至今天文
學家仍在使用哈勃的這種星系分類，可
以毫不誇張地說，「哈勃音叉」圖是對
星系天文學影響最為深遠的分類方法。

1959 年，法國天文學家伏古勒擴展
了哈勃星系分類的音叉圖，他認為哈勃
只根據旋臂纏繞鬆緊度和是否有棒狀結
構兩個特徵來劃分旋渦星系的方法太簡
單了，不足以精確地描述全部觀測到的
星系形態，因此對哈勃的分類系統進行
了細化。伏古勒星系形態分類大體沿襲
哈勃分類系統，將星系分為橢圓星系、
透鏡狀星系、旋渦星系和不規則星系。
對於旋渦星系，伏古勒又以旋臂、環狀
結構和棒狀結構三個特徵將其劃分為若
干子類型。伏古勒系統可以理解為哈勃
音叉圖的三維拓展，它的 x 軸描述旋渦
星系的旋臂，y 軸描述旋渦星系的棒狀
結構，z 軸描述星系的環狀結構。

除了旋渦星系和橢圓星系，還有一
些星系的形態不規則，缺乏對稱性，而
被統稱為不規則星系，包括特殊星系、
相互作用星系等。這些星系通常質量不
大，只有一億到百億個太陽質量。直
到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天文學家都一
直忽視這些古怪星系的存在，但自那以
後，人們認識到它們是理解星系演化的
關鍵。（陳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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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egular Galaxy

不規則星系

形狀不規則，擁有氣體、塵埃與

不同年紀的恆星。它們一般比較

細小和暗，因此很難被發現。

Luminous infra-red Galaxy

橢圓星系

呈球狀或橢圓狀，內裏很少氣體和塵

埃，卻有大量年老低質量的恆星。銀

盤部分不明顯，或者完全沒有。橢圓

星系的質量差別很大，最小的矮橢圓

星系只有幾百萬太陽質量，而巨橢圓

星系的質量則超過 1 萬億太陽質量。

Spiral Galaxy

旋渦星系
含有大量氣體、塵埃和又熱又亮的恆星，形成旋臂結構的扁平狀星系，恆星的種類較多。

Luminous infra-red Galaxy

亮紅外星系

一種在可見光波段並不明亮，而在紅

外波段輻射大於或等於 1000 億個太

陽光度的星系。紅外星系很可能是一

些剛誕生不久的年輕星系，因含有大

量星際塵埃，恆星可見光輻射被強烈

吸收，星系在可見光波段就顯得不那

麼明亮了。

千變萬化的星
系

千變萬化的星
系｀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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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laxy	

Peculiar Galaxy

特殊星系
有奇特外形，同時輻射的能量遠多於正常星系。它們有很強的紅外線、紫外線及 X 射線輻射。輻射能量總是來自星系的核心。

Lenticular Galaxy

透鏡狀星系

在星系型態分類上是介於橢圓星系

和螺旋星系之間的星系。透鏡星系

的塵埃多數都只在接近核心的區

域，也就是在核球的外觀上只有微

量的。
Barred Spiral Galaxy

棒旋星系
從核心伸延至邊緣的長形的旋渦結構，上面佈滿亮星、星團、氣體及塵埃。由於星雲中的塵埃阻擋了可見光，我們只可用無線電的波段探測旋臂的結構。

Radio Galaxy

射電星系

是 有 明 顯 的 射 電 輻 射 的 星 系 ，

107 — 1010 赫頻段內射電功率為

1030 — 1034 瓦的稱為正常射電

星系，功率更強 10 2 — 106 倍的

又稱特殊射電星系。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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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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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偉人
哈勃（Hubble）

埃 德 温 • 哈 勃（1889 – 1953），

美國天文學家，星系天文學的奠

基人，觀測宇宙學的開創者。從

1919 年起，在威爾遜山天文台工

作，直到去世。對天文學有許多

貢獻，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項：一

是確認河外星系是與銀河系相當

的龐大恆星系統，二是發現了哈

勃定律。

在進一步估計星系的距離之後，哈勃驚訝地發現，距離
（記為 r）越遠的星系視向速度 v 也越大，兩者之間存在着簡
單的正比關係：v = H0r。星系的這種速度–距離關係，就是著
名的哈勃定律，其中的比例系數 H0 稱為哈勃常數。

1929 年 3 月，哈勃首次發表他的這一研究成果。在那 46 
個已知視向速度的星系中，僅有 24 個確定了距離，它們的
視向速度不超過 1200 千米每秒。當時得到的星系之速度–距
離關係也不十分明晰，單個星系對關係式 v = H0r 的離散比較
大。後來哈勃與助手赫馬森合作，又獲得了另外 50 個星系的
光譜，其中視向速度最大的已接近 2 萬千米/秒。在他們兩人
於 1931 年發表的論文中，星系的速度–距離關係得到進一步
確認，且更為清晰。1948 年，他們測得長蛇星系團的退行速
度已高達 6 萬千米/秒，而速度–距離的正比關係依然成立。今
天，哈勃定律已為天文界所公認，它在宇宙學研究中有着特別
重要的作用。

那麼，哈勃定律又說明了甚麼呢？

在哈勃定律發現之前，俄羅斯數學家弗里德曼於 1922 年
首次從理論上論證了宇宙膨脹的可能性，對愛因斯坦靜態宇宙
提出了挑戰。5 年後，比利時天文學家勒梅特提出了均勻各向
同性的膨脹宇宙模型，指出天體的退行運動起因於空間膨脹，
並預言退行速度 v 應該與天體的距離 r 成正比。在 20 世紀 20 
年代，通信手段和科學家之間的交流還遠不如今天快捷。因
此，生活在大西洋彼岸的哈勃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對勒梅特的工
作一無所知。哈勃獨立地通過實測發現了關係式 v = H0r，有
力地支持了弗里德曼和勒梅特的理論—今日所稱的大爆炸宇
宙模型的雛型。

通過測量一批星系的視向速度和距離，便可確定哈勃常數 
H0 = v/r。這一方法的原理看似簡單，具體實施卻頗為不易，
一個重要原因是星系運動的複雜性。

星系的上述普遍性退行運動稱為哈勃流，這是一種遵循哈
勃定律的系統性運動。實際上，除參與哈勃流運動外，因局部
大質量天體的引力作用，星系自身還有偏離哈勃流的所謂「本
動」，而本動並不服從哈勃定律。星系越遠，本動部分佔星系
觀測運動中的比例越小。要想儘可能減小本動的影響，就應
該用儘可能遠的星系來確定比例常數 H0。為了測定準確的 H0

值，天文學家已經花了好幾十年的時間，目前哈勃常數的最可
靠值為 H0 = 73 千米 /（秒 • 兆秒差距）。（趙君亮）

微博士
哈勃常數之變遷

哈勃常數 H0 = v/r ，它的單位便

是速度（以千米 / 秒表示）除以距

離（通常以兆秒差距表示， 1 兆

秒差距就是 106 秒差距）。起初

哈勃和赫馬森得出 H0 = 526 千

米 / 秒 / 兆 秒 差 距  526 千 米 /
（秒 • 兆秒差距）。 20 世紀 50 年

代初，隨着星系距離測定精度的

提 高 ， H0 值 修 訂 為 260 千 米 / 
（ 秒 • 兆 秒 差 距 ）， 1956 年 又

減小為 180 千米 /（秒 • 兆秒差

距）， 1958 年進而減小為 75 千

米 /（秒 • 兆秒差距）。鑒於精確

測定 H0 的重要性，在嗣後的近

半個世紀內，天文學家通過不同

途徑，利用更大星系樣本對 H0

進行了大量的測定，所得結果總

體上呈現不斷變小的趨勢。

微博士
哈勃時間

哈勃常數的倒數 t0=1/H0 稱為哈

勃時間。哈勃定律是宇宙膨脹的

一種觀測效應，據此可推知在遙

遠過去的某個時間（即 t0）之前，

宇宙中所有的物質必聚集在一個

極小的空間範圍內。因此，一旦

確定了哈勃常數，便可估計宇宙

的年齡。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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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說宇宙學是一門古老而
又年輕的學問 ?

中國戰國末期的尸佼提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
宙」，表明「宇」指空間，「宙」指時間，宇宙是時間和空間
的統一。世界上的各個古老文明，都有關於宇宙、天地起源的
傳說。例如，中國古代很早就流傳着盤古開天闢地的神話。古
代印度人認為大地由四頭大象馱着，大象站在一隻巨龜的背
上，巨龜又浮在水中⋯⋯

把宇宙作為一個整體，來探索它的結構、運動、起源和演
化，就是「宇宙學」這門學科研究的內容。上面那些神話傳
說，是古代宇宙學的萌芽。人們不論在哪裏仰望天空，都會覺
得自己在天穹圓球的中心，所以許多古老民族又形成了各自的
以大地為中心的宇宙學說。

16 世紀，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宇宙體系，使
人們認識到地球並不是宇宙的中心。18 世紀，英國天文學家
威廉 • 赫歇爾發現太陽在銀河系中不停地運動，它也不是宇宙
的中心。20 世紀 20 年代，美國天文學家哈勃證明銀河系本身
又只是星系世界中的普通一員。如今，人類觀測到的宇宙範圍
已經超過百億光年。

17 世紀初，人們開始通過實驗和觀測，來尋找物質運動
和演化的普遍規律，並把這種規律推廣到整個宇宙。英國科學
家牛頓在 1687 年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萬有」這個詞表明
他認為這個定律適用於整個宇宙。正是牛頓的力學定律和萬有
引力定律，使宇宙學成了一門近代科學。1915 年，出生在德
國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提出了「廣義相對論」，並利用廣義相
對論從理論上推算宇宙整體的運動和演化特徵，所以人們常說
愛因斯坦開創了現代宇宙學。

科學家對現代宇宙學中的不少問題看法並不完全相同，這
樣就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它們都必須經受更多觀測事實的
進一步檢驗。同觀測結果吻合的理論，將會獲得新的生命力；
同觀測事實相矛盾的，則難免衰落直至消亡。如今，宇宙學依
然在朝氣蓬勃地發展着，當前能最好地解釋各種天文觀測結
果，從而被大多數天文學家採納的宇宙學理論，就是著名的大
爆炸宇宙論。（卞毓麟）

023

因宇宙學研究從遠古至今。

微博士
關於盤古的神話傳說

相傳盤古生於天地混沌中。後來

天地開闢了，天每日高一丈，地

每日厚一丈，盤古每日長一丈。

經過一萬八千年，天變得極高，

地變得極深，盤古也變得極長

了。盤古頂天立地，最後精疲

力盡而死。他死後全身化成了

萬物：氣化為風雲，聲化為雷

霆，左眼化為太陽，右眼化為月

亮，血液化為江河，肌肉化為田

土，鬚髮化為星辰，皮毛化為草

木……盤古的獻身使世界變得美

麗多姿，人們都很敬佩他。

地理
跨學科連線
古人對天象的誤解

旱天雷、六月飛霜、落冰雹都被

古人視為不祥之兆，這些其實都

是自然現象，只是古人無法理解。

增潤知識

見《地球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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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士
暴脹與過冷態

暴脹之前，真空的温度已經低於相變温

度，但還沒有發生相變，這種狀態叫過

冷態。冬天南方地區的凍雨就是過冷態。

凍雨的温度已經低於 0 ℃了，但還是以

液態的形式存在。這樣的液滴只要有一

點擾動，馬上就會發生相變。所以凍雨

落到地上立刻會從液態變成固態的冰。

過冷態的真空也是如此，一遇到擾動就

會在很短時間內完成相變。
水在各個方向上性質相同，是各向同性的 冰有方向性，是各向異性的

水結冰的相變過程破壞了對稱性

對稱性破缺的一個例子就是相變。相變大家都很熟悉，水從一種狀態（比如液態）變成另
一種狀態（比如固態冰）的過程就是一種相變。液體狀態的水是各向同性的。在水中，無論哪
一個方向的性質都一樣。而水結冰以後就變成了晶體，有了方向性，不再處處一樣，對稱性也
就被破壞了。在宇宙早期歷史中，發生過多次類似水結冰這樣的相變過程。比如宇宙暴脹時期
就經歷了真空的相變。暴脹之前，宇宙處於高温的真空態，暴脹之後，宇宙相變到了一個低温
的真空態。這個過程就像水結冰一樣，放出了大量的能量。這些能量從一些空無一物的場（比
如電子場）中激發出大量的場粒子（比如電子），並把它們加熱，煮成一鍋極高温的「粒子
湯」。今天宇宙中的物質，就是來源於這鍋被真空的相變「無中生有」地激發出的粒子湯。

對稱性破缺的另一個例子，是正反物質的不對稱。今天宇宙中的絕大部分物質都是質子、
中子、電子等正物質，而幾乎找不到反質子、反中子、正電子等反物質。因為反物質一旦出
現，就會和正物質湮滅而變成光子。但在宇宙極早期的高温粒子湯中，反物質卻是大量存在
的。它們和正物質、光子一起處於熱平衡狀態。正反物質不斷湮滅變成高能光子，高能光子又
不斷變成正反物質。如果宇宙是完美對稱的，那麼正反物質的數量應該完全一樣，正物質和反
物質會在宇宙膨脹過程中完全湮滅成光子，今天我們的宇宙就會只有光，而沒有恆星和星系，
也不會有人類了。正是由於對稱性破缺，使得正物質和反物質的數量不完全相同，才有了今
天豐富多彩的宇宙。這種不對稱性是非常低的，正物質只比反物質多出大約億分之三，即大約
每一億個反物質粒子，對應一億零三個正物質粒子。不要小看這微小的不對稱性，在宇宙膨脹
中，那一億對正反物質粒子都湮滅了，就是那剩下的億分之三的正物質粒子，演變成了我們今
天的宇宙。（柴一晟）

N

宇宙中的第一個原子核是甚麼時候合成的 ?

今天人們能夠研究的宇宙是從 10–43秒開始的，這個時間稱為普朗克時間。在此之前的物
理狀況目前尚缺乏有效的處理辦法。我們所能描述的宇宙歷史從普朗克時間開始。這時的宇宙
尺度非常小，只有 10–40米，小於任何一個基本粒子，温度則高達 1億億億億開（1032開）。
宇宙從這時開始膨脹，到 10–35秒時，大小達到 10–30米，温度降到 10萬億億億開（1029開），
進入了一種被稱為「過冷態」的狀態。從這一點開始到 10–33秒時間，「過冷態」的宇宙發生
了一次真空相變，發生了劇烈的暴脹。在此過程中宇宙尺度膨脹了約 1030倍，膨脹速度遠遠
超過光速！經歷了暴脹的宇宙卻可能還不到一個柚子大（約 0.1~1米左右）。這個「柚子」裏

043
第一個原子核在宇宙誕生的最初三分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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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錐

北極星地平高度

一行使用覆矩的猜想圖

Y

北極星

一行是怎樣進行大地測量的 ?

中國古代天文學非常重視實地測量，但是由於技術水平的
限制，測量往往不能很精確。這就需要富於創新精神和實踐能
力的探索者。唐代的天文學家一行就是這樣的一位先驅。他主
持了世界上第一次地球子午線長度的實測，推算出了地球子午
線一度弧的長度。

一行俗名張遂，魏州昌樂（河南南樂）人。年輕時父母雙
亡，遂剃度出家。因深入「一行三昧」，故法名一行。當時中
國流傳的「天圓地方」理論認為「日影千里差一寸」，即南北
相隔千里的兩地竪起高八尺的表，在同一時間測得的影子長度
會相差一寸。這種說法從漢代的《周髀算經》中就有記載，但
缺乏實測依據。當時已經發現在不同地方日食發生的時刻、各
節氣的日影都不相同，制訂曆法時必須將此考慮在內。為此就
有必要進行大地測量，精確地測量不同緯度地區的日影長度。

060
運用覆矩等工具，根據測量結果得出結論。

開元十二年（724 年），一行發起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天文大地測量工作。他的團隊在 13 
個位點上測量北極星的地平高度（角度）和正午時分八尺表的日影長度。測量點最北到北緯 51° 
左右的鐵勒回紇部（今蒙古烏蘭巴托），最南到約北緯 18° 的林邑（今越南中部）。為了測量
北極星的高度，一行發明了方便攜帶的覆矩。覆矩大約是木工所用的曲尺一樣的儀器，在直角
頂點系上重錘，兩條直角邊中間安放量角器。只要把覆矩的一條邊指向北極星，讓它正好落在
人眼和北極星的連線上，重錘拉的細線在量角器上指出的角度就是北極的地平高度。利用覆矩
等工具，一行等人根據測量結果得出結論，南北距離大約 351 里 80 步，北極高度相差一度。這
就是地球子午線一度的球面距離。這一實測結果否定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說法，實際上也
得到了地球是球形的有力證據。可惜的是，一行及後來的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只是把此測量結果
用於制訂曆法，而沒有進一步討論大地的具體形狀，也就沒能真正發現「地球」。（柴一晟）

科學探究場
利用太陽定方向

使用手錶可以在晴好的天氣確定

方向：把時針對準太陽，時針和

12 點方向的夾角平分線所對的方

向即為南方。

12

夾角平分線

時針

南

W

數學
跨學科連線
日地距離的粗略估算

在 3000 年前，中國古人已運用

簡單的方法測出太陽的直徑及日

地之間的距離。

增潤知識

見《數學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