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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首张黑洞照片，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国家天
文》执行总编辑苟利军博士在接受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虽然
说是直接拍到了黑洞的样子，但实际
上拍摄的是黑洞周围一些发光物质的
运动特征。黑洞本身不发光，我们只能
通过拍摄它周围非常近的一些发光物
质来衬托它的存在。”

关于这张照片的意义，苟利军表
示：“此前，科学家一直是用间接的方
式来证明黑洞的存在。这次人们通过
照片第一次直观地看到宇宙中好像有
一个黑色东西的存在，那就是我们一
直预言的黑洞。随着将来观测的进一
步细化，有可能帮我们去解开更多谜
题。比如，物质在黑洞周围如何运动、
喷流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苟利军认为，从2017年4月到现
在近2 年里，收集数据应该是科学家
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艰巨的任务。

“涉及到全球八个不同地方的望远镜，
数据量太大了。每晚差不多有两个PB
的信息量（1个PB所蕴含的信息量等
同于美国所有学术研究图书馆藏书资
讯50%的内容）。观测完以后，研究人
员要把数据送到两个不同的数据中心
进行处理，一个位于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另一个位于德国马普射电所。”

苟利军表示：“另外一个问题是等待
的时间很长。位于南极的望远镜，它观测
的时间是南极的冬天，处于极夜状态。研
究人员要等到极昼开始以后，才能乘坐
飞机到南极去把数据拷贝出来。”

即便是人类拍到了黑洞，也无法
弄清楚黑洞里面是什么。苟利军说：

“黑洞里究竟是什么，目前有很多说
法，但无法证明谁对谁错。要研究黑洞
里面究竟是什么需要凭借某种介质，
但连光都无法从黑洞逃出来，其他任
何介质也都逃不出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天

获得这张照片有多难？人类合作
探究宇宙还将揭示哪些新的奥秘？新
华社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参与国际合
作的中外科学家，对此作出解答。

给黑洞拍照的难点，在参与此次
大科学计划的专家眼中，可以用三个
字来形容：“小”“暗”“扰”——细节太
小，信号太暗，干扰太多。

黑洞如此遥远，寻找它如同从地
球观察月球上的一个橘子，需要的望
远镜口径超乎想象。况且，这个望远镜
还要足够灵敏，才能“看”得清极其微
小的细节。

拍照难，洗照也不易。望远镜记录
下的海量数据，需要进行复杂的后期
处理和分析，才能获取最终的黑洞图
像。以2017年4月的观测为例，每个台
站的数据率达到惊人的 32GB/秒，8
个台站在 5 天观测期间共记录约
3500TB的数据。专家表示，如果是像
看电影一样不间断地看，这些数据至
少需要500多年才能看完。

从首张月背照片到首张黑洞照
片，人类观测宇宙的新窗口正在不断
打开。在探索宇宙奥秘的征程中，中国
也不断贡献着智慧。

我国科学家全程参与了给黑洞拍
照这项国际合作，在早期推动这一项
国际合作、望远镜观测时间申请、夏威
夷望远镜观测运行、后期数据处理和
理论分析等方面均做出了贡献。

沈志强说，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合
作是大势所趋，但很多时候不能只靠经
费投入“凑份子”，前期研究和人才积累
是取得合作“话语权”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天眼”（FAST）到“世界巨
眼”（SKA），从人类基因组测序到泛第
三极环境研究，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
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在吸收
世界创新养分的同时，也不断贡献中
国智慧。

随着全球射电天文学方兴未艾，
接连涌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分子和
微波背景辐射四大天文发现。近年来，
我国陆续建成多座射电望远镜，口径
从25米到65米再到500米，从追赶到
并跑，天文学研究开始逐步跻身一流。

“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在射电天
体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
进展，在此次国际合作中做出了不可
或缺的贡献。”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海
诺·法尔克说，随着中国的射电干涉测
量和太空探索能力迅速增长，中国将
成为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黑洞的顺利成像不是终点。
主持欧洲地区发布会的德国马克

斯·普朗克射电天文研究所所长安东·
岑苏斯强调，未来还将增加望远镜的
数量，甚至对新的黑洞进行观测，继续
验证广义相对论的有关预测，借此了
解星系的形成和演进，为人类解开更
多奥秘…… （新华社）

黑洞：
请看我的

“盛世侧颜”

黑洞到底是什么？
理论上，黑洞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存在的一种天体。它具有的超强引力使得光

也无法逃脱它的势力范围，该势力范围称作黑洞的半径或称作事件视界。
黑洞（Black hole）这个名词，是1968年由美国天文学家惠勒在一个报告里面提出的。但

有关黑洞的概念，早就有科学家通过数学公式推导出来了。
1796年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就在著作里写了一段话：假如有一个恒星，密度跟地球一样，

而直径比太阳大250倍，那么它表面的逃逸速度将超过光的传播速度。恒星本来应该是发光
的，但是从远方看这个恒星，它却是绝对黑暗的，你不可能看到它。

天文学家们根据质量将宇宙中的黑洞分成三类：恒星级质量黑洞（几十倍至上百倍太阳
质量）、超大质量黑洞（几百万倍太阳质量以上）和中等质量黑洞（介于两者之间）。

人类如何知道黑洞的存在？
人类根本看不到黑洞，那又是怎么知道黑洞是真实存在的呢？
鉴于黑洞自身不发光，还会“吞噬”光，很难直接探测，科学家们只能采用一些间接方式

来探测黑洞——比如观察吸积盘和喷流。
1978年，卢米涅给出了黑洞事件视界的第一幅图像。但这不是一张真正的照片，而是他

利用自己的数学知识和相关技术以及60年代的一台IBM 7040穿孔卡片计算机对黑洞景象
进行的电脑模拟。

在“事件视界望远镜（EHT）”项目启动前，天文学家们通过各种间接的证据来表明黑洞
的存在，主要有三类代表性证据：一是恒星、气体的运动透露了黑洞的踪迹。黑洞有强引力，
对周围的恒星、气体会产生影响，科学家可以通过观测这种影响来确认黑洞的存在；二是根
据黑洞吸积物质（相当于“吃东西”）发出的光来判断黑洞的存在；三是通过看到黑洞成长的
过程“看”见黑洞。

观测黑洞，能看到什么？
连光都逃不出黑洞，那我们要如何观测黑洞呢？其实该项目观测的比起黑洞本身，确切

说是黑洞的轮廓与边缘。科学家解释称，黑洞一旦形成，就会有一个被称为“事件视界”的介
面，就像一堵无形的墙把内部扭曲的时空与外界时空相隔开，即使光也不能穿透。而这个介
面，就为黑洞拍摄“肖像”提供了依据。

“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的“照相镜头”对准了两个黑洞：位于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以及位于室女座超巨椭圆星系M87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M87*）。其中较小的人马座
A*质量就相当于400万个太阳。然而由于它距离太远（2.5万光年），它巨大的视界面在我们
看来大概只有针尖那么小。观测难度就像我们站在地球上去观看一只放在月球表面的橙
子。而黑洞M87*的质量更大，其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不过它距离地球就更远了。

什么样的黑洞适合拍照？
黑洞阴影和周围环绕的新月般光环是非常非常小的。在拍照设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要

想拍摄到黑洞的照片，毫无疑问，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看起来角直径足够大的黑洞作为对象。
由于“黑洞事件视界”的大小与其质量成正比，这也就意味着质量越大，其事件视界越大，

因此近邻的超大质量黑洞是完美的黑洞成像候选体。位于人马座方向的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
座 A*以及位于室女座超巨椭圆星系M87的中心黑洞M87*是两个目前已知最优的候选体。

银河系中心黑洞的史瓦西半径约为10微角秒，其黑洞阴影的角直径大小相应为47~50
微角秒,这相当于一个苹果在月球上的角直径大小（月球的角直径是30角分）。M87中心的
超大质量黑洞的黑洞阴影看起来要比银心的黑洞阴影略小，约为37~40微角秒。

为什么照片看不清？
早前，就有不少媒体表示：黑洞的照片可能看不清！
据科普中国解释，首先，黑洞自身是不发光的，我们看到的发光实际都来自于事件视界外

面的物质，并不来自于黑洞本身，但黑洞的存在会在照片上留下“阴影”。其次，由于黑洞强引
力导致的相对论效应，如光线弯曲、引力红移等，会导致黑洞周围物质发光的不对称和扭曲。

此外，事件视界外面的“环境”并不完全干净，尘埃、气体、磁场、喷流等因素都会对事件
视界外物质的发光产生影响。而且，事件视界望远镜的分辨率毕竟还是有限的，图像的测量
和重构过程也很复杂！ （中国之声、中国青年报等）

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面世！
北京时间10日晚9时许，包

括中国在内，全球多地天文学家
同步公布首张黑洞真容。这一由
200 多名科研人员历时 10 余年、
从四大洲8个观测点“捕获”的视
觉证据，有望证实爱因斯坦广义
相对论在极端条件下仍然成立。

这是人类第一次凝视曾经只
存在于理论中的天体——黑洞，
一种体积极小、质量极大的天体，
如同一个宇宙“吞噬之口”，连光
也无法逃逸。照片“主角”是室女
座超巨椭圆星系M87中心的超大
质量黑洞，其质量是太阳的65亿
倍，距离地球大约5500万光年。照
片展示了一个中心为黑色的明亮
环状结构，看上去有点像甜甜圈，
其黑色部分是黑洞投下的“阴
影”，明亮部分是绕黑洞高速旋转
的吸积盘。百余年前，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率先对黑洞作出预
言，从此成为许多科幻电影的灵
感源泉。科学家陆续通过一些间
接证据证实了黑洞的存在，但人
类始终没有真正“看到”过黑洞。

“这是人类获得关于黑洞的
第一个直接视觉证据，证实了爱
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在极端条件下
仍然成立。”参与国际合作的中方
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台长沈志强说。

这次通过分布全球的观测点
组成一个口径如地球大小的虚拟
望远镜——黑洞事件视界望远
镜，顺利实现在1.3毫米波长的观
测，并经过长期的数据分析，成功

“捕获”黑洞的影像。
由于需要极高的灵敏度，组

成全球网络的8个射电望远镜分
布在多个高海拔地区，包括夏威
夷和墨西哥的火山、西班牙的内
华达山脉、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
南极点等。“这些望远镜的分辨率
相当于能在黑龙江漠河阅读南沙
群岛上的一张报纸。”中方科学
家、上海天文台研究员路如森说。

“看”得远、“看”得清仍然不
够，给黑洞拍照还要“看”得准。

“观看电视节目要选对频道，黑洞
影像也必须在合适的波段才能观
测。”路如森说，最佳波段在 1 毫
米附近，这一波段的黑洞光环最
明亮，而背景“噪音”又最小。

该国际合作项目负责人、哈佛
大学教授谢泼德·多尔曼表示，过去
10多年里，技术的突破、全球天文
台的合作等，让人类最终打开了一
个观测黑洞的全新窗口。（新华社）

爱 因 斯 坦 又 说 对 了

来啦，黑洞，请先来个自我介绍。
黑洞答：我活了100多亿年，人类终于给

我拍了张照片。昨天，我的“写真”以特刊形式
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通信》上，为我拍照
的设备是一个口径如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
镜，200多位科研人员通过将地球上不同地
点的8个射电望远镜组合成观测阵列，终于
拍下了我的“盛世侧颜”。

听说你长得“大到没边”，那究竟
是多大？

黑洞答：不准确！我只是很重，但我的体
积很小。

专家解说：在多数人的想象中，黑洞之
“大”超出人类对于大尺寸数量级的直观认
知。但准确说，黑洞只是质量和密度超乎想象
的大，比如这次拍到的黑洞质量是太阳的65
亿倍，属于超大质量黑洞，但体积却比较小，
小到在其内部几乎没有空隙。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

首张黑洞照片
有助于解开更多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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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黑洞拍照
我国科学家全程参与

首张黑洞“写真”拍的
是你哪个“部位”？

黑洞答：我的侧颜
“轮廓”。

专家解说：“照片
中，黑色圆影的中央‘隐
藏’着黑洞的真身。圆影
外侧新月形的光环是黑
洞周围气体发出的光，
所以，准确地说，首张黑
洞‘写真’拍到的是黑洞
的‘轮廓’。”

人类首次
拍下这张照片

黑洞，你到底黑不
黑？

黑洞答：外面黑，里
面也许不黑。

黑洞像个“至暗无
底洞”，即便大名鼎鼎的
“最牛飞毛腿”——光也
难逃“魔洞”。但已故科
学家斯蒂芬·霍金推断，
黑洞并不像想象的那么
黑，事物可以从黑洞逃
脱。

图据央视新闻

给黑洞拍照，不容易！

专/家/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