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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星系，距离300万光年

人们怎样去研究如此遥远的天体？



第一章 恒星的观测

§1.1 辐射基本知识

§1.2 恒星的距离和大小

§1.3 恒星的星等

§1.4 恒星的光谱和赫罗图

§1.5 双星和恒星质量



§1.1 辐射基本知识

1. 电磁辐射

人们获得天体信息的渠道主要有四种：

电磁辐射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宇宙线 (cosmic rays)
中微子 (neutrinos)
引力波 (gravitational wave)
电磁辐射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电磁辐射是以变化的电磁场传递能量、具有特
定波长和强度的波（波动性）。

波长范围：＜0.01Å – 30 m
1 Ångstrom = 10−10 m
(波长λ)×(频率ν) = 光速c = 3×1010 cms-1



根据波长由长到短，电磁辐射可以分为
射电、红外、光学、紫外、X射线和γ射
线等波段，可见光又可分解为七色光。



电磁辐射由光子构成（粒子性）

光子的能量与频率（或颜色）有关：频率越高

（低），能量越高（低）。

E = hν,
其中Planck 常数h = 6.63×10−27 erg s-1

Max Planck Albert Einstein



2. 黑体辐射 (blackbody radiation)

黑体 (blackbody) 
能吸收所有的外来辐射（无反射）并
全部再辐射的理想天体。

黑体辐射 (blackbody radiation)
具有特定温度的黑体的热辐射。

大部分正常恒星的辐射可以近似地用

黑体辐射来表示。



Planck定律

温度为T的黑体在单位面积、单位时

间、单位频率内、向单位立体角发射的
能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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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温度黑体的辐射谱



Wien定律

黑体辐射最强处的波长λpeak与温度之间

的关系为

λpeakT＝0.29 (cm K)
高温黑体主要辐射短波，低温黑体主要
辐射长波。



Example:
Radiation from 
various objects 
with different 
temperature

Cluster

Sun

Young 
star

Gas 
cloud



同一天体的不同波段的辐射来自不同（温
度）的区域和物理过程。



Example 1: The Sun

光学 紫外

X射线 射电



Example 2: The Spiral Galaxy M81

光学 中红外 远红外

X射线 紫外 射电



Stefan-Boltzmann定律

单位面积黑体辐射的能量

F＝σT4

其中Stefan-Boltzmann常数

σ＝5.67×10 −5 erg cm-2s-1 K-4

平方反比定律

单位面积接收到的辐射

强度F与光源距离d的
平方成反比

F∝d −2



3. 电磁波谱

Kirchoff定律

热的、致密的固体、液体和气体产生连续谱；

热的、稀薄的气体产生发射线；

连续辐射通过冷的、稀薄的气体后产生吸收线。



Examples

太阳光谱

恒星形成区M17
中的热气体辐
射谱



原子结构和谱线的形成
原子结构：原子核 + 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云）。

（量子化的）电子轨道的大小反映了原子能态的高
低。



当电子从高能态跃迁到低能态时，原子释放
光子，产生发射线；反之产生吸收线。

吸收或发射的光子能量为 hν＝En2 - En1



吸收线的产生过程



氢原子光谱



氢原子光谱（波长单位：
nm）

22801460821364.791.2∞

┆

746026301094410.293.86

40501282434.1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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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31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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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und线系

n1= 5
Brackett线系

n1= 4
Paschen线系

n1= 3
Balmer线系

n1= 2
Lyman线系

n1=1



谱线与恒星的化学成分

不同元素的原子具有不同的结构，因而有不

同的特征谱线。



通过比较太阳光谱和
实验室中各种元素的
谱线，可以确定太阳
大气的化学成分。

按质量计，

约70%H, 28% He和
2%重元素。

按数目计，

90.8%H, 9.1%He和
0.1%重元素。



太阳的化学组成

0.16%Neon
0.06%Magnesium
0.09%Silicon
0.162%Iron
0.118%Nitrogen
0.326%Carbon
0.788%Oxygen
24.8%Helium
73.5%Hydrogen

质量丰度元素



4. 谱线位移

Doppler谱线位移
(Doppler shift) 
由于辐射源在观测者视线

方向上的运动而造成接收
到的电磁辐射波长或频率
的变化。

远离（接近）观测者辐射

源发出的电磁辐射波长变
长（短），称为谱线红移
（蓝移）。

c
V r=

∆

0λ
λ



谱线致宽

在没有外界因素的影响时，原子的谱线的自然宽度非
常窄。

Doppler致宽 (Doppler broadening)
辐射源内部原子的无规热运动、辐射源的整体运动

（如转动）造成谱线致宽。



Spectral Information from Starlight

Line-of-sight velocityDoppler shift

Temperature, turbulence, 
rotation speed, density, 
magnetic field

Line width

Composition, temperatureLine intensities

Composition, temperatureLines present

Temperature (Wien's law)Peak frequency or 
wavelength of continuous 
spectra

Information ProvidedObserved Spectral 
Characteristic



§1.2 恒星的距离和大小
(17.1-17.3)

1.恒星距离的测定

Why are Distances Important? 
Distances are necessary for estimating: 
Total energy released by an object 
(Luminosity) 
Masses of objects from orbital motions 
(Kepler's third law) 
Physical sizes of objects



(1) 三角视差法 (trigonometric parallax) 
利用三角法测量恒星的距离

基线越长，可测量的恒星距离越远。

D = B/sinρ



Experiment: what’s parallax?



(2) 周年视差 (annual parallax) 
以地球轨道半长径作为基线测量恒星的距离。

周年视差是恒星相对于地球轨道半长径所张的夹
角。



How are annual parallaxes measured?

通过测量天体在天球上（相对于遥远的
背景星）相隔半年位置的变化而测得。



A brief history of early parallax measurements
Aristotle pointed out that, if the universe was 
heliocentric, stellar parallaxes could be measured.
Many astronomers had tried to measure stellar 
parallax, but failed.
In 1837 W. Struve measuredα Lyrae’s （织女
星） parallax to be 0''.125 (0''.121)
In 1838 F. W. Bessel measured Cygnus 61’s 
parallax to be 0''.314  (0''.294)
In 1839 T. Henderson measuredα Centauri’s 
parallax to be 1''.16 (0''.76)



秒差距 (parsec)
恒星的距离通常以秒差距 (parsec, 简写为pc) 或
光年 (light year) 作为单位。

令a = 1 AU 为平均日地距离（1天文单位），d为
恒星的距离，则

1 秒差距是周年视差为1″的天体的距离。

1 秒差距 (pc) = 3.086×1018厘米 (cm) 
= 3.26光年 (ly) = 206265天文单位 (AU)

)pc(1)AU(206265
/sin

ρρρ

ρ

′′
=

′′
=≈

=
ad

da



最近的恒星

Proxima Centauri
ρ= 0.76″
d = 1.3 pc（4.3 ly）

Barnard’s starρ= 0.55″

d = 1.8 pc (6.0 ly)



最近恒星的空间分布



限制

由于受到地球大气扰动的影响，周年视差的
精确测量受到限制。

地面望远镜的角分辨本领一般不超过0.01″
Hipparcos卫星（1989年8月发射）

的角分辨率达到0.001″，

测量了约100万颗恒星的距离。

三角测距法通常只适用于近距
离（≤30−500 pc）的恒星。

但VLBA技术的使用可能使三
角测距达10 kpc.



Example: Distance Measurement of 
the Radio Pulsar PSR B0656+14

A radio pulsar associated with 
supernova remnant (SNR), the 
Monogem Ring.
Pulsar distance ~2500 light 
years from dispersion measure, 
while SNR distance ~1000 
light years.
Parallax measurements of 
PSR B0656+14 from 2000 to 
2002 with VLBA gave a 950 
light year distance.



Question

How to find nearby stars to measure 
their distances?

Struve’s criteria:

(1) Bright;

(2) Large proper motion;

(3) Large separation if in 
binary.



2. 恒星的自行 (proper motion)

恒星在天球上的视运
动(apparent motion)
有两种成分：地球和
太阳的运动引起的相
对运动和恒星的真实
视运动。后者称为恒
星的自行，代表恒星
在垂直于观测者视线
方向上的运动。



自行(arcsec/yr) = 横向速度 (transverse velocity)/
距离

自行大的恒星通常是近距离恒星，但自行小的
恒星并不一定是远距离的。

Barnard星是具有最大自行的恒星，在22年内
自行达227'' (10.3''/yr) →横向速度= 88 km/s



The real space motion is 
composed of the 
transverse velocity and 
radial velocity.

Proxima’s proper motion 
is 3.85''/yr transverse 
velocity of 22 km/s 
Doppler blueshift of 
Spectral lines ~ 0.0067% 

radial velocity (relative 
to the Sun) as 20 km/s 
toward us. 
Total velocity is about 30 
km/s, Apparent motion 

of Proxima
Centauri over 15 
years



3. 恒星大小的测定

(1) 方法

直接测量

Direct imaging (HST), speckle interferometry

Betelgeuse's radius is 630 
times that of the Sun 

Radial intensity distribution



直接测量

Optical interferometry

VLT Interferometer 
Measurements of Achernar



直接测量

掩食法 Lunar occultation, Eclipsing binaries



间接测量法

根据Stefan-Boltzmann定律，恒星的光度
L= 4πR2σT4, 通过测量恒星的光度L和表面温度
T就可以得到它的半径R

其中 R⊙ = 7×1010 cm, T⊙ = 5770 K。

22/1 )()( −

ΘΘΘ

=
T
T

L
L

R
R



(2) 结果

Stellar diameter 
distribution

Diameters for over 
9700 stars from the 
CADRAS (3rd version)



根据恒星体积的大小可以把它们分成以下几
类：

超巨星 (supergiant stars) R ~100-1000 R⊙

巨星 (giant stars) R ~10-100 R⊙

矮星 (dwarf stars) R ~ R⊙

恒星的大小分布为：

从10−5 R⊙ (中子星) 
到103 R⊙ (超巨星)



§1.3 恒星的星等
(17.4)

1. 恒星的光度和亮度

光度L (luminosity)：天体在单位时间内辐射的
总能量，是恒星的固有量。

亮度F (brightness)：在地球上单位时间单位面

积接收到的天体的辐射量。

视亮度的大小取决于三个因素：天体的光度、
距离和星际物质对辐射的吸收和散射。



2. 视星等m (apparent magnitude)

(1) 定义

古希腊天文学家Hipparcos在公元前150年左
右首先创立的表征恒星亮度的系统（1等星−
6等星）。

星等值越大，视亮度越低。

1等星 6等星



天文学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星等系统，定义星
等相差5等的天体亮度相差100倍，即星等每相
差1等，亮度相差 (100)1/5=100.4≈2.512倍。

星等分别为m1和m2的恒星亮度之比为

F1/F2 = 10−0.4 (m1−m2)

m1－m2=－2.5log (F1/F2)
或m =－2.5log (F/F0)，其中F0为定标常数。



部分天体的视星等



(2) 视星等的种类

视星等的测量通常是在某一波段范围内进行
的。

根据测量波段的不同，视星等可以分为目视星
等(visual magnitude)、照相星等和光电星等
(photoelectric magnitude)，
在全波段测量得到的星等称为热星等
(bolometric magnitude)。
mbol= mV －BC

热改正

Bolometric 
correction



多色测光系统 (multicolor photometric systems)
UBV宽带测光系统

U (ultraviolet) -紫外波段星等

B (blue) -蓝光波段星等

V (visual) -可见光波段星等



多色测光系统 (multicolor photometric systems)
UBVRI宽带测光系统

R (red) –红光波段星等

I (infrared) –红外波段星等



多色测光系统 (multicolor photometric systems) 
uvby窄带测光系统



Wavelength bands and effective 
wavelengths of UBVRI and uvby filters

5470230y
4670180b
4110190v
3500300u

88001490I
70001380R
5500880V
4400940B
3600660U

Effective 
Wavelength (Å)

Band width (Å)Magnitude



Something More to Know

The Photometric System in the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 (SDSS)
Name      λ FWHM
u'          3543       567
g'          4770     1387
r'           6231     1373
i'           7625     1526
z'          9134       950



(3) 恒星的温度和颜色

恒星的颜色反映了恒星的表面温度
的高低。

温度越高（低），颜色越蓝

（红）。

Rigel

Betelgeuse



色指数 (color index) —在不同波段测量得到的
星等之差，如U−B, B−V等。

由于天体的颜色和辐射谱的形状取决于表面温

度的高低，色指数的大小反映了天体的温度。



Stellar Colors and Temperatures

3,0001.70.21
6,0000.650.55
10,0000.01.0
30,000– 0.281.3

B – VFB/FV

SURFACE 
TEMPERATURE (K)

COLOR INDEX





3. 绝对星等M (absolute magnitude)
天体位于10 pc 距离处的视星等，它实际上反映了天体
的光度。

对同一颗恒星：

F10/Fd = (10/d ) -2

M－m =－2.5 log(F10/Fd) = 5－5 log d (pc)
对不同的恒星：

M1－M2 =－2.5 log (L1/L2)
M－M⊙=－2.5 log (L/L⊙)

其中L⊙= 3.86×1033 ergs-1, M⊙= 4.75m

距离模数 (distance modulus) ：m−M

d = 10(m−M+5)/5



光度与绝对星等之间的关系

10,000

100

1

0.01

0.0001

−5.25

−0.25

+4.75

+9.75

+14.75

光度L/L⊙ 绝对星等M



§1.4 恒星的光谱和赫罗图
(17.6-17.8)

1.  恒星光谱 (stellar spectrum)
典型的恒星光谱由连续谱和吸收线构成。



2.  恒星光谱的形成

恒星的连续谱来自相对较热、致密的恒星内
部。

吸收线来自较冷、稀薄的恒星大气。



3. 恒星的温度与光谱

恒星的特征谱线强度提供了恒星的表面温
度的信息。

例如， A型星的H线最
强，温度比A型星低或
高的恒星， H线都相
对较弱。

不同温度恒星的特征谱线强度



对某一特定元素：

温度 电子能级分布

特征谱线强度

1

2

3
如对H原子，在~104K时电子

大量布居于第一激发态。
2 1的跃迁产生在可见光波
段强烈的Balmer线。



不同温度恒星中H
原子中的电子布居
不同，H的特征谱

线的强度也不同。



4. Harvard光谱分类

Harvard大学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在1890-1910年
首先提出的恒星光谱分类法。

Annie Jump Cannon



Oh, Be A Fine Guy (Girl), 
Kiss Me!

根据恒星光谱中Balmer
线的强弱，恒星的光谱
首先被分成从A到P共
16类。

后来经过调整和合并，
按照温度由高到低的次
序，将恒星光谱分成O, 
B. A, F, G, K, M七种光
谱型(spectral type)。

每一种光谱型可以继续
分为0−9十个次型。

太阳的光谱型为G2.





中性金属线，分子带红3,000M

中性金属线，重元素一次电
离线

红橙4,000K

重元素一次电离线，中性金
属线

黄6,000G

重元素一次电离线，H线和

中性金属线
黄白7,000F

H线，重元素一次电离线白10,000A

中性He线，重元素一次电
离线，H线

蓝白20,000B

强电离He线，重元素多次

电离线
蓝30,000O

特征谱线颜色表面温度(K) 光谱型



恒星的颜色与光谱型

不同光谱型恒星
的辐射能量比较



Example: Digital Stellar Spectra

K5-F7 main sequence starsA9-O5 main sequence stars



5. 赫罗图 (H-R diagram)

由丹麦天文学家E. Hertzsprung
和美国天文学家H. R. Russell创
制的恒星的光度 – 表面温度分

布图。

L

T

E. Hertzsprung

H. R. Russell



Hipparcos卫星测

量的恒星的赫罗图



天空100颗最亮的恒星

在赫罗图上的分布。



太阳附近5 pc范围

内的恒星在赫罗图
上的分布。



Sample Star Distribution



恒星在赫罗图上的分布特征

主序星

白矮星

红巨星

蓝超巨星



恒星在赫罗图上的分布特征

赫罗图的横坐标也可
用恒星的光谱型、色
指数，纵坐标也可用
恒星的绝对星等表
示。



赫罗图上的等半径线

M－M⊙＝－2.5 log (L/L⊙) ＝－5 log (R/R⊙)－10 log (T/T⊙)

即 log (R/R⊙) ＝ 8.47－0.2 M－2 log T

超巨星

巨星 半径R

主序星

白矮星



6. Yerkes光谱分类

恒星的光度级分类

Harvard光谱分类并不能唯一确定恒星的光谱

性质（和在赫罗图上的位置）。

3颗A型星的
Balmer线比较



等值宽度 (Equivalent Width)



1943年，Yerkes天
文台的天文学家根据
特征谱线宽度的变
化，对恒星进行分
类。

在Harvard光谱型后
加罗马数字I – V
数字值越高，谱线越
宽。



Yerkes光谱分类实际上反映了恒星光度的高低

原因：谱线的压力（碰撞）致宽

恒星大气的密度和压力越高、原子碰撞越频

繁，产生的谱线越宽。

气体压力的大小取决于表面重力。

L R g P ∆λ



根据恒星光度的高低，
将恒星分为I –VII七个
光度级。

光度级数值越小，表明
恒星的光度越高。

Ia—最亮超巨星

Ib—次亮超巨星

II—亮巨星

III—巨星

IV—亚巨星

V—矮星

VI—亚矮星

VII—白矮星



(2) 恒星的二元光谱分类

在Harvard光谱分类的基础上，结合恒星的光
度级分类得到恒星的二元光谱分类 。如太阳的
光谱型为G2V。
由恒星的光谱型可以确定恒星的表面温度和光
度，即恒星在赫罗图上的位置。



Application

分光视差 (spectroscopic parallax) —利用恒星
的光谱特征测定恒星的距离。

光谱→绝对星等→距离模数→距离



§1.5 双星和恒星的质量
(17.9) 

1. 双星 (binary stars)
由在彼此引力作用下以椭圆轨道互相绕转的
两颗恒星组成的双星系统。

大部分的恒星位于双星和聚星系统中。



研究双星的意义

→验证万有引力定律

→测量恒星质量

→研究恒星结构（形状、大小、大气）

→研究恒星演化

→研究物质交流和吸积过程



2.目视双星和恒星质量的测定

(1)目视双星 (visual binaries)
在望远镜内能够分辨出两颗
子星的双星系统。

Krueger 60



双星的轨道运动

两颗子星围绕公共质心作椭
圆运动，半长径分别为a1和
a2. 公共质心位于椭圆的焦
点上，子星在运动时与公共
质心始终位于一条直线上。

椭圆轨道的大小与子星的质
量有关，

M1a1＝M2a2
如果以一颗子星以参照点，
另一颗子星的相对运动也是
一个椭圆，其半长径为

a＝a1 + a2 a

a1 a2

CM



Removing the tilt from a visual 
binary's orbit



目视双星质量的测定

利用Kepler第三定律和Newton万有引力定
律得到：

以太阳－地球系统为参照

其中a, P为双星的轨道半长径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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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体测量双星 (astrometric 
binaries)

某些双星的一颗子星较
暗，很难观测到，但通
过较亮子星的自行轨迹
的变化推测其伴星的存
在。

双星系统的质心以直线
运动，但每一颗子星的
运动轨迹是波浪形的，

如天狼星（Sirius）。



The Motion of Sirius A and B



3. 分光双星 (spectroscopic binaries)

通过子星轨道运动引起的谱线的Doppler位移确

定其双星性质。

双线、单线分光双星。

谱线位移量也与双星
轨道倾角的大小有
关。



视向速度曲线 (radial velocity curve)
由子星谱线的Doppler位移得到的子星的视向速度随时间

的变化曲线。

如子星1的轨道运动速度为V1,0，双星轨道平面的法线与视
线的夹角为i, 它的视向速度为

由于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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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轨道倾角未知，由恒星的质量函数不能确
定恒星的质量，但可用于恒星质量的统计分
析。

质量函数 (mass function)

利用Kepler第三定律消去上式中的a得到双星的

质量函数为



4. 食双星 (eclipsing binaries)

子星相互交食造成亮度
变化的双星。

光变曲线 (light curve)：
子星间的相互交食造成
双星亮度的变化曲线。



由光变曲线可以得到：

两颗子星的温度比、轨道倾角（→恒星质

量）和恒星的大小。



Algol (Beta Persei), the Prototype 
Eclipsing Binary

Dips from magnitude 2.1 
to 3.4 every 2.87 days. 
Each eclipse, including 
the partial phases, takes 
nearly 10 hours.



Measure Mass of a Single Star

Astronomers have directly measured the mass of a 
single star — the first time for any solitary star other 
than our own Sun. 
The measurement has been done on a small red star 
located some 1,800 light-years from Earth, by use of 
the effect of microlensing.



5. 主序星的质光关系和质量－半径关系

恒星的质量和密度分布：

~<0.1 ~>100

10−6 1.4  106

褐矮星

超巨星 太阳 白矮星

M (M⊙)

ρ (gcm-3 )



The Most and Least Massive Star

LBV 1806–20 with a diameter 
of at least 200 times the Sun's 
and a mass of roughly 150 
solar masses.Luminosity 2x10-6 L⊙, Temperature 700 K

Mass 20 - 50 MJ, Separation 44 AU.



主序星的质光关系(mass-
luminosity relation)：
L ~ M 2−4

主序星的质量－半径关系
(mass-radius relation)：
R ~ M 0.5−1



不同质量的恒星在H−R图上的分布

恒星的质量决定
了恒星在H−R图上

的位置。

高质量的恒星明
亮且高温，位于
主序带的上部。

低质量的恒星黯
淡且低温，位于
主序带的下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