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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恒星的演化

§3.1 主序星的演化

§3.2 恒星主序后的演化

§3.3 恒星演化的观测证据

§3.4 密近双星的演化



§3.1 主序星的演化

(20.1)

1. 恒星演化的基本原理

恒星在一生的演化中总是试图处于稳定状

态（流体静力学平衡和热平衡）。当恒星无法
产生足够多的能量时，它们就无法维持热平衡
和流体静力学平衡，于是开始演化。

恒星的一生就是一部
和引力斗争的历史！



Russell-Vogt 原理

如果恒星处于流体静力学平衡和热平衡，而

且它的能量来自内部的核反应，它们的结构和演
化就完全唯一地由初始质量和化学丰度决定。



恒星演化时标

(1) 核时标 (nuclear timescale) 

恒星通过核心区（约占恒星质量1/10）核反应的

产能时间。

tn ＝ E/L ＝η∆Mc2/L

≈ 0.7% 0.1Mc2/L

≈ (1010 yr) (M/M⊙) (L/L⊙)-1



(2) 热时标 (thermal timescale) 

恒星辐射自身热能的时间，或光子从恒星内部到
达表面的时间。

tth ＝ (0.5GM2/R)/L

≈ (2×107 yr) (M/M⊙)2 (R/R⊙)−1 (L/L⊙)−1

(3) 动力学时标 (dynamical timescale) 

如果恒星的内部压力突然消失，在引力作用下恒
星坍缩的时间。

td ＝ R/V  ≈ (R3/GM)1/2 

≈ (27 min) (R/R⊙)3/2(M/M⊙)−1/2



恒星统计与演化

如果相同质量的恒星的演化过程基本相
同，在H-R图上恒星的不同类型反映它们处
于不同的演化阶段。

如果恒星的诞生率和死亡率一致，在H-R图

上某一类恒星数目的多少就反映了恒星在
该演化阶段所停留时间的长短。



2. 主序星的演化

主序星的性质

均匀的化学组成

核心H燃烧

质量范围: 0.08 M⊙ < M < ~100 M⊙

质光关系和质量-半径关系

L ~ M 2.5−4,  R ~ M 0.5−1



主序星的演化

(1) 零龄主序 (Zero Age Main-Sequence, ZAMS) 

刚刚开始核心H燃烧的恒星，在H-R图上占据主序

带的最左侧。

(2) 演化时标 ——核反应 (4 1H→4He + γ) 时标

tn＝η∆Mc2/L

≈(1010 yr) (M/M⊙) (L/L⊙)−1

≈(1010 yr) (M/M⊙)−2.5 for M > M⊙

or (1010 yr) (M/M⊙)−2 for M < M⊙



不同质量主序星的演化时标

6×101010101072×106tn (yr)

0.51.01530M (M⊙)



主序星的内部化学
组成的变化

随着核反应的进行，核
心区的H元素丰度逐渐

减小，直至枯竭，全部
转变成He。



主序带：主序星从核心H
燃烧开始到结束在H-R图

上占据的带状区域

演化路径
(Evolutionary Track)

核反应4 H → 4He

→核心区粒子数n↓→Pc↓

→核心收缩R c↓

→ 核心区温度Tc↑，核反应
产能率ε↑

→光度L↑

→包层压力P↑

→恒星半径R↑



§3.2 恒星主序后的演化
(20.1-20.3, 21.2-21.4)

当恒星核心区的氢完全
耗尽，恒星开始脱离主
序。



1. 类太阳 (M ~1M⊙) 恒星的演化
(20.2-20.3)

(1) 脱离主序——亚巨星支

(Subgiant Branch)

核心H枯竭， He
核收缩，壳层H
燃烧，体积膨
胀，表面温度降

低。

内部
过程

恒星逐渐向右脱
离主序。

H-R图

yr 108≈τ



(2) 红巨星支 (Red Giant 
Branch) 

He核进一步收缩Rc↓
→ Tc↑，核区电子简并
→壳层H 燃烧 L↑
→R↑→T↓
→恒星包层产生对流
→Hayashi Track

内部

过程

恒星向右上方攀升成为
红巨星。

H-R图

yr 105≈τ



Structure of A Red Giant



(3) He闪 (Helium Flash) 

核心He开始燃烧(Tc～108 

K)                 

→Tc↑（简并→Rc不变）

→ ε↑→ Tc↑→...

→核心He爆燃 (∆t ~ min, 
L ~ 1011L⊙)

→电子简并解除

内部

过程

恒星攀升到红巨星支的顶
点。

H-R图



(4) 水平支 (Horizontal Branch) 

H-R图：恒星向左下方移动至水平支

内部过程：

核心He （+壳层H）燃烧

→Rc↑→Tc↓→R↓→T↑

yr 105 7×≈τ



(5) 渐进巨星支 (Asymptotic 
Giant Branch, AGB)

内部过程：

核心He枯竭（CO核）
→R c↓
→Tc↑
→壳层He和H燃烧
→L↑ R↑ T↓

H-R图：恒星向右上方再次

攀升成为红超巨星

yr 104≈τ



热脉冲 (Thermal Pulses)

H-R图：恒星移至渐进巨星

支顶点。

内部过程：

壳层He闪（不稳定燃烧）

→恒星脉动（热脉冲）

→抛射红巨星的包层
（25%-60%恒星质量）

→行星状星云 + 高温简并
CO核心



(6) CO核坍缩成白矮星

(7) 白矮星冷却

H-R图：恒星向左方移动。

内部过程：

核心收缩→T↑

行星状星云向外弥散

H-R图：恒星向右下方移

动。内部过程：

白矮星冷却→黑矮星。

yr 105≈τ



行星状星云 (Planetary Nebulae)
低质量恒星在死亡时抛出的气体包层，受到中
心高温白矮星的辐射电离而发光。

通常为环形，年龄不超过~5×104 yr。

螺旋星云 Helix Nebula



Ring Nebula 哑铃星云Dumbbell Nebula

沙漏星云

蝴蝶星云Butterfly Nebula

Planetary Nebula Gallery

Cat's Eye Nebula

The Eskimo Nebula



2．较高质量 (M > ~2M⊙) 恒星的演化
(20.4, 21.2-21.3)

(1) 与低质量恒星演化的主要区别

恒星内部的H燃烧通过CNO循环进行，内部温

度更高，辐射压对维持恒星的力学平衡起更大
的作用，主序寿命更短。Live fast, die young.
He核不再是简并的，C和更重元素的燃烧可以
平稳进行。

核心区核反应产生的能量主要以对流的方式向

外传递。



(2) 中等质量（M ~ 5M⊙）恒星的演化



4. 恒星向左方移动，然后折
向右下方(?) （红超巨星→行
星状星云 + 高温简并CO核

CO核坍缩→高温白矮星

白矮星冷却→黑矮星）

3. 恒星向右上方攀升至红超
巨星。（核心He枯竭

→壳层He和H燃烧）

2. 恒星向左方移动。

（核心He平稳燃烧）

1. 恒星向右方移动成为红超
巨星。（核心H枯竭→壳层H
燃烧）

演化轨迹与物理过程

5M⊙恒星的演化



(3) 高质量(M > ~10M⊙)恒星的演化

观测表现 ：

O型星→蓝超巨星→黄超巨星→红超巨星→超新星



恒星内部物理过程 ：

核心H枯竭→壳层H燃烧

→核心He燃烧→核心He
枯竭

→壳层He和H燃烧

→核心C燃烧→核心C枯
竭

→壳层C、He和H燃烧

→O, Ne, Si燃烧 …

→Fe核



Sequence of Events in a Supernova Explosion

核反应停止，核坍缩
R c↓Tc↑

Fe核光致离解
4He光致离解

e− + p → n + νe

电子数目、能量损失
→ Pe↓

R c↓→Tc↑, 星核坍缩

当ρc = ρnu，中子简并

→核坍缩停止，中子星

外部下落物质激波反弹

→壳层抛射

→II型超新星爆发





Three Dimensional Simulation of a Core 
Collapse Supernova

Prior to SN

Implosion

Middle of SN

Bounce

End of SN

Explosion

50 milliseconds
Photos by Michael S. Warren,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Evolutionary Stages of a 25 M⊙ Star

Stage Temperature (K) Density (g/cm3) Duration of stage

Hydrogen burning 4 × 107 5 7 × 106 years

Helium burning 2 × 108 700 5 × 105years

Carbon burning 6 × 108 2 × 105 600 years

Neon burning 1.2 × 109 4 × 106 1 year

Oxygen burning 1.5 × 109 107 6 months

Silicon burning 2.7 × 109 3 × 107 1 day

Core collapse 5.4 × 109 3 × 109 1/4 second

Core bounce 2.3 × 1010 4 × 1014 milliseconds

Explosion about 109 varies 10 seconds



(4) 特大质量恒星的演化

星风引起的质量损失

高光度恒星通常有很强的星
风～10−6−10−4 M⊙yr−1

如沃尔夫-拉叶(WR)星。

演化过程

O型星→蓝超巨星→（红超巨
星）→WR星→Ib/Ic型超新星
→中子星/黑洞

Nebula M1-67 
around star WR124



超新星→黑洞M > 25 (?)
超新星→中子星12 < M < 25 (?)
ONeMg白矮星8 < M < 12 (?)
CO白矮星0.25 < M < 8
He白矮星0.08 < M < 0.25
褐矮星0.01 < M < 0.08
行星M < 0.01
演化结局恒星初始质量 (M⊙)

小结
不同初始质量恒星的演化结局





3. 超新星 (Supernovae) 和超新星遗迹
(Supernova Remnants)

II/Ib/Ic型超新星—高质量恒星在演化末态发生的

剧烈爆炸。

星系M 51中的SN 1991T



特征：

光度L～107-1010 L⊙，

Lf /Li ～ 108

爆发能E～1047-1052 ergs（其
中中微子占99% ，动能占
1% ，可见光辐射占0.01%）

膨胀速度v～103-104 kms-1

产物：

膨胀气壳（超新星遗迹）+ 
致密天体（中子星或黑洞） SN 1998aq in the galaxy NGC 3982



历史超新星

SN 1987AIan Shelton+2.91987
Cas AJohn lamsteed5 ?1680
KeplerKepler－31604
TychoTycho Brahe－41572
3C 58中/日天文学家－11181
Crab Nebula中/日天文学家－51054
SN 1006中/阿天文学家－101006
IC 443中国天文学家－8 ?837 ?

中国天文学家－1393
RCW 86中国天文学家－8185 ?
遗迹发现者光度极大星等爆发时间 (AD)



Crab Nebula and Crab Pulsar



观测分类： I型与II型超新星

谱线特征：I型(Ia, Ib/Ic)无H线，II型有H线

光变曲线不同



Two Types of Supernovae

All kinds of elementsMostly ironDebris

Neutron starNothingLeft behind

Rebound shock from 
neutron star surface: 
neutrino pressure

Thermonuclear 
explosion of C/O core 

iron

Explosion mechanism

Collapse of iron coreMass transfer from 
companion

Trigger mechanism

Massive star White dwarf in binary 
system

Parent Star

Hydrogen linesNo H lines. Lines of 
many heavy elements

Spectrum

3 x 108 L⊙3 x 109 L⊙Maximum Luminosity
Type IIType IaSupernova Type



Optical Spectra and Light Curves of 
Supernovae



爆发机制：

Ia超新星爆发：双星系统中吸积白矮星的C爆轰。

Ib/Ic, II型超新星爆发：大质量恒星的核坍缩。



Classification of SNe
Spectral TypeSpectral Type IbIb IcIc IIIIIaIa

No HeliumNo HeliumHeliumHelium

No SiliconNo SiliconSiliconSilicon

No HydrogenNo Hydrogen HydrogenHydrogen

SpectrumSpectrum

PhysicalPhysical
MechanismMechanism

NuclearNuclear
explosion ofexplosion of

WD starWD star

Core collapse of evolved massive starCore collapse of evolved massive star
(may have lost its hydrogen or even helium(may have lost its hydrogen or even helium

envelope during redenvelope during red--giant evolution)giant evolution)

Light CurveLight Curve ReproducibleReproducible Large variationsLarge variations

CompactCompact
RemnantRemnant NoneNone Neutron star (typically appears as pulsar)Neutron star (typically appears as pulsar)

Sometimes black hole ?Sometimes black hole ?

Rate / hRate / h22 SNuSNu 0.36 0.36 ±± 0.110.11 0.71 0.71 ±± 0.340.340.14 0.14 ±± 0.070.07

ObservedObserved Total  Total  ∼∼ 2000 as of today (nowadays 2000 as of today (nowadays ∼∼200/year)200/year)

NeutrinosNeutrinos ∼∼ 100 100 ×× Visible energyVisible energyInsignificantInsignificant



专题：超新星1987A

1987.2.23爆发于LMC (d = 
170,000 ly)，是人类自望远

镜发明以来第一颗凭肉眼
发现的超新星。

前身星： Sanduleak-
69º202，B3 I型蓝超巨星(L
~ 105 L⊙，T ~ 16,000 K，M
~ 20 M⊙，R ~ 40R⊙ )



超新星1987A的光变曲线



在爆发前1.8-3小
时，日本Kamioka和
美国IMB的的探测
仪测量到19个中微

子

超新星1987A的中微子探测

超新星爆发的大部分能量被中微子带走

→中微子辐射能5×1053 ergs

→辐射5×1058个中微子

→爆发前20小时中微子流量5×1014 m－2



超新星1987A的遗

留物：环状星云

SN 1987A in X-ray



环状星云的结构



Interaction of the Supernova Ejecta with 
the Inner Ring

Optical, Feb. 
2000 Radio, Sep. 1999

X-ray, Oct. 
1999

X-ray, Jan. 
2000



Collision of the Debris with the Gas Ring



超新星遗迹 (Supernova Remnants)

超新星爆发抛出的大量物质在向外膨胀过程中
与星际物质和磁场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气体星
云。

强射电辐射和高能辐射源（同步加速辐射，激
波加热）。

年龄 ≤ ~105 yr

形态分类：

壳层型（辐射主要来自纤维状的球形壳层和星
际气体的相互作用）。

混合型（辐射来自遗迹整个区域，并且由中心
的致密星提供能源）。



Crab Nebula - Optical and X-ray

典型的超新星遗迹



Tycho Nebula

天鹅圈 Cygnus Loop

Puppies A

典型的超新星遗迹

Cas A



A Shock Wave Coming and Going

光学

射电

X射线

SNR E0102-72.3



3. 恒星演化与元素合成

宇宙元素丰度

0.000000001重元素（>100个核子）

0.00000001中等质量元素（63个核

子）

0.01Fe族（50.2个核子）

0.01Si族（23.8个核子）

0.2C族（12个核子）

0.000001Li族（7.1个核子）

9He（4个核子）

90H（1个核子）

粒子数相对丰度（%）元素



宇宙中的各种元素
是如何形成的？

宇宙元素丰度
(Cosmic Abundance)



~203.0×109Fe峰元素Si燃烧

~102.0×109Mg-SO燃烧

~51.5×109O, MgNe燃烧

~1.48×108O, Ne, Na,MgC燃烧

~12×108C, OHe燃烧

~0.12×107HeH燃烧

最小质量 (M⊙ )温度 (K)产物燃烧过程

恒星演化与元素合成

原初元素(Primordial Elements)—大部分的H, He和少量
的Li, B, Be形成于宇宙大爆炸初期

其他元素来源于恒星内部的核合成 (Nuclear Synthesis)





eν

比Fe峰元素更重元素的形成—中子俘获反应
(Neutron Capture Reaction) 

(Z, A) + n → (Z, A+1) +γ

β衰变：(Z, A+1) → (Z+1, A+1) + e－+

1) 慢过程 (s-process) 

中子俘获过程比β衰变慢，

发生在恒星内部，

形成→ 209Bi（铋）元素。

2) 快过程 (r-process) 

中子俘获过程比β衰变快，

发生在超新星爆发，

形成→ 251Cf（锎）元素。

e.g., 56Fe + n→57Fe+ n →58Fe + n 
→ 59Fe →59Co + n → 60Co → 60Ni



1.8 MeV 26Al Emission in the Universe
26Al are only produced during SNe.
26Al 26Mg + γ
Half-life of a million year - tracer of star 
formation.



The Cycle of Stellar Evolution

The Henize 206 nebula

N11



§3.3 恒星演化的观测证据
(17.10, 20.5)

恒星演化理论预言

热核反应是恒星的能源。

由于演化，恒星将脱离主序。

恒星的主序寿命主要取决于初始质量。

恒星在不同演化阶段可观测的数目与在该阶
段演化速度有关。

观测检验——星团与脉动变星



1. 星团(Star Clusters)及其H-R图

恒星在天空中的分布有聚集成团的现象。

A star cluster is a self-gravitating system of 
stars, all of which have about the same age. 



Simulation: A Star Cluster in Motion



年轻、中等年龄
恒星

成员星

银道面附近

Z < 200 pc
空间分布

～0.1−10 M⊙ ly-3

ρ/ρ0～10−50
恒星密度

～102−104 M⊙质量

～6−50 ly大小

不规则形态

昴星团（Pleiades）

疏散星团 (Open Clusters)



Examples

The M7 open star 
cluster in Scorpius

Open star clusters M35 and 
NGC 2158



年老的、贫金属
恒星

成员星

以银心为球心的
球状分布，
d ≤ 35 kpc

空间分布

～1−100 M⊙ ly-3 

ρ/ρ0~50−103

恒星密度

～104−107 M⊙质量

～60−300 ly大小

球形或扁球形形态

Omega Centauri 

球状星团 (Globular Clusters)



星团的H-R图

Young cluster Pleiades Globular cluster Omega Centauri



(2) 利用星团H-R图研究恒星演化

星团中的恒星具有相同的距离、年龄和初始化学
组成，但成员星的质量不同，因而演化的速度有
快有慢。

星团中的恒星按照质量大小的次序先后脱离主

序。



星团演化的模拟结果

Birth

8×106 yr

3×109 yr

256×106 yr

8×109 yr



不同星团在H-R图上的分布

赫氏空隙
(Hertzsprung gap)
星团在H-R图上脱
离主序点 (turn-off 
point) 的位置反映

了它们的年龄和距
离



2. 脉动变星 (Pulsating Variables)

星体发生有节律的、大规模运动而使亮度发生变
化的恒星。

(1) 造父变星 (Cepheid variables) 

周期性脉动变星P ~ 1−50 d 

原型：造父一（仙王δ）

P = 5.4 d



造父变星的特点

质量3-10 M⊙的F-K型巨星或超巨星（核心He燃烧）。

位于H-R图上主序上方的造父不稳定带。



造父变星的光变主要来自表面温度的变化，且
与半径变化反位相（半径变化5-10%）。



分类

I型（经典）造父变星（星族I）

II型（室女W）造父变星（星族II）

天琴RR型星（星族II）

脉动原因：

恒星演化到一定阶段，内部出现不稳定性，
引力和压力失去平衡。

恒星脉动主要是包层的周期性膨胀和收缩，
不涉及恒星的核心。



在正常情况下：κ~ρT -3.5

R↓→T↑(ρ↑) →κ↓→ 释放能量 → 膨胀幅度减小

但在造父变星脉动初期，由于恒星包层中的He的部分电

离区的存在，脉动振幅随时间越来越大。

R↓→RHeII↓→[HeII→HeIII]↑→Te 基本不变

ρ↑→κ↑→吸收能量→R↓



脉动显著性（参与脉动的物质量、脉动振幅）与
HeII部分电离区位置有关。

→造父不稳定带位置 T ~ 6000-9000 K。



恒星在演化过程中可能数次穿越不稳定带，在正
常（稳定）恒星和脉动变星之间变换。

不稳定带



Period-Luminosity Relation for Cepheid 
Variables

First discovered by H. Leavitt.
Classical Cepheid variables with longer 
periods are brighter.



<Mv > = −2.78log (P/10 days) − 4.13

Why?

M↑→L↑

M↑→R↑→ρ↓

∵P～R/v～R3/2～ρ -1/2

∴ M↑→ P↑

P ~ L



Application
Cepheid Parallax

Pulsating periods P

→ Absolute magnitude Mv 

→ Distance modulus mv−Mv

→ Distance d



§3.4 密近双星的演化
(20.6)

1. 洛希瓣和双星分类

(1) Roche势和等势面

1864年，法国数学家Roche首先提出计算密近双
星系统引力势的简化模型。

方法：考虑在两个互相绕转的天体的引力势中一
个检验粒子的运动。



基本假设：

1) 每个子星的内部密度分布是球对称的，在

动力学上可以认为是质点；

2) 两子星以圆轨道绕公共质心运动（←潮汐

力）；

3) 两子星的自转和公转一致（←潮汐力）。



在以双星公共质心为原点的
共转坐标系中，任意质点的
Euler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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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势面： Φ(r) = 常数的曲面族

1) 当r >> a时，等势面是
球形，球心在公共质
心处。

2) 当r →R时，等势面是
球形，球心在子星的
质心处

3) 临界等势面：同时包
络两颗子星并且相接
于其间一点（L1）的
等势面。



(2) 洛希瓣 (Roche lobe)

洛希瓣：由临界等势面包围
的空间。

在L1（内拉格朗日）点，两

颗子星对物质产生的作用力
正好相等，Roche势达极大

值。

当子星充满洛希瓣后，在内
拉格朗日附近的物质处于不
稳定状态，受到小扰动就会
流向伴星，产生物质交流。



(3) 双星的Kopal分类

根据双星中的一颗或两颗子星是
否充满洛希瓣，可以将双星分为

不相接双星 (detached binaries)：
两颗子星均未充满洛希瓣，

半相接双星 (semidetached 
binaries)：一颗子星充满洛希

瓣，如天琴β，

相接双星 (contact binaries)：两颗
子星均充满洛希瓣，如大熊W。



2. 双星中的物质传输

(1) 星风传输（不相接、半相接双星）

大质量恒星在演化过程中通常有强烈的星
风。
(2) 洛希瓣渗溢 (Roche-lobe overflow)（半
相接、相接双星）

形成吸积盘
(Accretion Disk) 



Accretion Disk Simulation



3. 大陵佯谬 (Algol
Paradox) 
大陵五（英仙β）

轨道周期2.867天

主星：B8型主序星

M＝3.7 M⊙, R＝3 R⊙

伴星：G5型亚巨星，

M＝0.8 M⊙, R＝3.4 R⊙，已

充满洛希瓣

大陵佯谬：质量小的恒星
反而演化得快？



(3) 解释

亚巨星子星的前身星是一颗双星系统中质量较大的
主序星，它先演化充满洛希瓣。

物质传输使得两子星的质量发生逆转。

物质传输在初始阶段进行得较快，当两子星的质量
相等后进行得较慢。



Example of Binary 
Evolution

Formation of  
binary pulsar  
PSR 19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