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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一件开拓知识疆域的利器

钮卫星4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上海! $%%%"%）

摘要! ! 文章探讨了望远镜作为一件科学仪器，从其在 5%% 年前被发明以来，在扩展人类的宇宙视野、开拓人类的知

识疆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文章首先论述了伽利略利用其亲手改进的望远镜作出了全新的天文发现，对哥

白尼学说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其次阐述了随着望远镜的不断改进，人类获得越来越多的关于天空的新奇知识，这些

知识帮助和推动人类掌握最基本的自然规律；最后论述了望远镜在帮助人类探索宇宙尺度之大小的过程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并进而让人类认识到其自身在宇宙中的真实位置-
关键词! ! 望远镜，科学仪器，知识疆域，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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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而言，现代科学产生于 ’R，’# 世纪的近代

科学革命-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场近代科学革命，原

因是多方面的，而各种科学仪器的使用在其中起到

了必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 科学仪器的功能各不相

同，它们能使观察者们的感官得到延伸，让他们发觉

本来发觉不到的现象；还能对各种现象作更精密的

测量，得到更精确的规律- 科学革命时期发明和使用

的科学仪器主要有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气压计、

抽气机和摆钟等，而望远镜的发明和使用，无疑对近

代科学革命起到了最重要、最直接的推动作用- 即使

在以后的岁月里，望远镜继续作为扩大人类的宇宙

视野、开拓人类知识疆域的一件利器，发挥着无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 当望远镜遇到伽利略：哥白尼主义

者的好消息

当 ’R%U 年 底 伽 利 略（ I1/0/:A I1/0/:0，’VR5—

’R5$）把他亲手制作的望远镜首次指向天空的时

候，就注定了这是一次革命性的事件- 虽然望远镜的

最早发明者还留有争议，但一般都认为是在 ’R%& 年

的荷兰被发明出来的- 最有可能的发明者是一位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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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眼 镜 制 造 商 汉 斯 · 利 佩 希（ 4*,5 6)##785!79，

3:/1—3;3<），但也有人提出了其他人选［3］& 这些荷

兰人也确实都制造过望远镜，然而去争执他们谁在

时间上领先了一步，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他们仅仅把

望远镜当作一种令人好奇的玩具来制造& 只有到了

伽利略手里，望远镜才变成了一件科学仪器&
伽利略在 3;1< 年夏天听到了荷兰人的发明，他

马上利用他精湛的光学知识和灵巧的动手能力，亲

手制造出了能把远处物体“ 拉近”.1 多倍的望远

镜［0］& 虽然刚开始伽利略想到望远镜可以用于军事

目的［.］，但是他马上发现了它的更重要用途———观

测天空&
当用望远镜观看恒星时，伽利略看到了许多肉

眼无法看到的恒星& 他发现神秘的银河实际上是由

无数恒星所组成的，在这一点上，伽利略证实了将近

两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8)5">"(7，.2?
@A—.00 @A）的推测［?］& 然而伽利略还发现，尽管行

星的视圆面可以按望远镜放大倍数而扩大，但是恒

星在望远镜视场里只是变得更加清晰、明锐，但不会

随着望远镜的放大倍数而变大& 在 3:?. 年出版的

《天体运行论》一书中，为了应对地动说无法解释观

测不到恒星周年视差这一矛盾，哥白尼（B)+>(*’5
A>#78,)+’5，3?/.—3:?.）强调，地球到宇宙中心的距

离相 比 于 恒 星 天 球 的 半 径 来 说“ 是 微 不 足 道

的”［:］，后来第谷（C9+!> @8*!7，3:?;—3;13）根据他

自己的测量精度做过估计，为了解释测量恒星周年

视差的失败，哥白尼主义者将不得不把恒星放置到

比土星还要远 /11 倍以外的地方，这样一个“ 畸形”

的宇宙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但伽利略的

望远镜观测证明，恒星即使被拉近 .1 倍，仍旧看不

出其被放大的效果，说明恒星的真实距离确实无比

遥远，从而支持了哥白尼关于恒星距离无比遥远的

推测&
当伽利略在 3;31 年 3 月 / 日第一次观测木星

时，他发现木星位于 . 颗小星的中间，而这 . 颗小星

令人惊奇地排成一条直线& 木星那时正向西（逆行）

运动，因此，伽利略希望在这之后的夜里，木星将运

动到这些小星的西面& 但事实上它却出现在东面& 到

了 3 月 31 日，他发现木星到了 0 颗小星的西面，而

第 . 颗小星不见了& 到 3 月 3. 日，小星变成了 ? 颗&
到 3 月 3: 日，伽利略终于意识到那些小星实际上是

绕木星旋转的卫星，象被太阳带动的行星一样，它们

是被木星带动的月亮［;］&
木卫的发现再次给予哥白尼学说以有力的支

持& 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第一卷给出的日心体系

模型中其实有一个严重的不规则现象，即地球一方

面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另一方面它是所有行星当中

唯一的一颗带有一个卫星而绕太阳旋转的行星& 现

在，望远镜揭示了还有另外的带着至少 ? 个卫星的

行星———木星& 地球不再特殊，哥白尼提出的宇宙中

不存在唯一的绕转中心的推测也得到证实&
月亮被亚里斯多德列入在天界之中，并且同属

于完美的天体& 然而当伽利略把望远镜指向月亮时，

他发现月亮的表面是不规则的，和地球一样也有高

低起伏的山峰& 高耸的山峰在太阳光照射下投射出

长长的阴影，伽利略根据阴影长度的变化估算了这

些山峰的高度& 伽利略还冒着损害视力的危险，把望

远镜指向太阳（ 伽利略晚年双目失明，可能与此有

关），他发现在传统宇宙理论中作为完美象征的太

阳，其表面实际上也是斑斑点点、不洁净的& 这些观

测结果大大冲击了亚里斯多德的完美天界的思想&
伽利略的望远镜观测成果最重要的莫过于金星

位相变化的发现& 伽利略在望远镜中看到金星有着

与月相一样的位相变化，有时呈现满月那样的圆面，

有时则如一弯新月那样（ 如图 3（ *）所示）& 这个观

测结果完全不能与托勒密学说中关于金星的本轮 D
均轮运动（ 如图 3（E）所示）理论相容& 伽利略的这

一观测事实实际上宣判了被纳入基督教神学体系的

托勒密（ F">(7G9，约 2:—约 3;:）地 心 学 说 的“ 死

刑”&

图 3- （*）- 哥白尼日心说预言的金星运动和位相变化；（E）托

勒密地心说预言的金星运动和位相变化

在伽利略的这些望远镜观测成果的支持下，哥

白尼日心学说的真实性前所未有地摆在了当时的保

守学者们面前& 罗马教廷终于作出了反应，宣布出版

了 /1 多年的哥白尼《 天体运行论》是违背《 圣经》

的，在作出修正之前不得发行，伽利略不得再为哥白

尼学说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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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 天体运行论》一书中，无论从写作

动机还是写作方法来讲，哥白尼都是一个传统主义

者- 但是把地球处理成是一颗行星，这毫无疑问是埋

下了一颗革命的“ 种子”- 在伽利略的辛勤“ 浇灌”

下，这颗“种子”终于发芽了- 于是，近代科学革命率

先从天文学这个前哨阵地上取得了突破，宗教法庭

的裁决也无法遏制革命的势头- 在这场对后来欧洲

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革命中，伽利略用望远镜做出

的一系列天文发现，无疑是其中的关键性战役-

$! 更多的星光：更多的惊奇

由荷兰眼镜商发明、经由伽利略改进的这种望

远镜，后来就被叫做伽利略望远镜- 它由一块凸透镜

作为 物 镜、一 块 凹 透 镜 作 为 目 镜 组 成- 开 普 勒

（45(13367 86*/69，’:#’—’;"%）很快就在他的《 屈光

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望远镜设计，物镜和目

镜都用凸透镜- 这种望远镜视场大，成倒像，用于天

文观测更为方便- 尽管这种望远镜后来被叫做“ 开

普勒望远镜”，但开普勒本人看来并没有亲手制造

过这样一架望远镜-
当时的这些折射望远镜都还存在着像差’）和色

差$）的缺陷，’# 世纪的研磨和抛光技术无法消除透

镜的这两种差- 但是为了抑制球面像差和色差，当时

的天文学家还是想尽了各种办法，譬如采用小曲率、

长焦距的望远镜等，有的望远镜长达数十米乃至上

百米- 惠更斯（<(907)0113 =.>?637，’;$@—’;@:）干脆

设计了一架目镜和物镜之间只有一根绳子连接的望

远镜- 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收集到更多的星光，

形成更清晰的像，而天文学家们得到的回报则是更

多的惊奇-

’）! 透镜的球形曲率使得平行光不能被聚焦，因此不能形成清晰的

像，这就是像差-

$）! 即使透镜能使单色光聚焦，但白光是合成光，不同颜色的光有

不同的折射率（将由半个多世纪后的牛顿指出这一点），因此还

是无法聚焦于一点，形成清晰的像，这就是色差-

"）! 不过惠更斯真的发现了一颗土星卫星，后被命名为提坦（ A0B

)13），这是迄今所知所有土星卫星中最大的一颗-

实际上伽利略用望远镜仔细观测过的天体还有

土星- 他看到土星不象一个单独的发光体，它的形状

犹如三联星，紧靠着大星的两侧附有两颗小星与中

心联成一条直线- 伽利略连续观测了 " 年，发现土星

的这种形状没有什么变化，于是断言土星有两颗卫

星，不过这两颗卫星丝毫不动地固定在土星两端- 但

是接着观测下去却发现这两颗卫星竟然完全消失

了，过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而且看到了更多离奇古怪

的土星形状- 对此伽利略百思不得其解-
问题的答案是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给出的- 惠

更斯亲自磨制了更大的透镜，制成倍数更高的望远

镜观测土星后，确认伽利略所描述的土星附属物决

不会是两颗卫星"）- ’;:; 年 " 月 : 日，惠更斯公布了

他对土星形状之谜的解答- 答案是一句话，但是他故

意把这句话的字母打乱了：111111122222C66666?(0000B
000////DD3333333335555**E997))))).....，据 说 惠 更 斯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他人继续独立探索土星形

状之谜- 后来在一位知名人物的请求下，他把这些字

母复原 成 了 一 句 拉 丁 文：F33. /5 203?0).9，)63.0，
*/135，3.7E.1D 25G16963)6，1C 62/0*)021D 032 /031)5，

译成中文为：有环围绕，环薄而平，到处不相接触，与

黄道斜交［#］- 由于土星光环与黄道斜交，当土星处

在黄道上的不同位置时，从地球望去，土星光环的视

形状就会发生变化-

图 $! 惠更斯手绘的土星光环视形状变化图

’;@@ 年，著名天文学家卡西尼（ 4- H- <177030，
’;$:—’#’$）受聘为巴黎天文台台长，他为该天文台

定制了一台很好的望远镜- ’;#’ 年，卡西尼用这台

望远镜发现了土星的第二颗卫星，此后数年间又发

现了另外 " 颗土星卫星- ’;#: 年，卡西尼观测到惠

更斯的土星光环实际上是双重的，内外两重环之间

被一条黑暗的缝隙分隔，此缝现在被命名为卡西尼

缝- 卡西尼猜测土星光环可能由无数小颗粒组成，但

当时及以后 $%% 年里的大部分天文学家们都认为土

星光环是固态的，卡西尼缝只是固态环上的一个暗

黑的标记- 直到 ’&:; 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

韦（ 41D67 <·I1J,6/，’&"’—’&#@）用力学理论证

明，土星光环如果是固体的或液体的，那么它在转动

时万有引力将会把它撕裂，它如果是由无数小的固

定颗粒构成，在力学上就是稳定的- 后来通过更高倍

率的望远镜观测和行星际探测器的近距离观测，获

得了更多的土星光环的细节，当然也证实了卡西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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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猜测和麦克斯韦的理论预言是正确的&
这里麦克斯韦的引力理论毫无疑问来自牛顿

（ 45**+ 67%"8,，39:0—3/0/），而牛顿是在哈雷（;&
<*((7=，39>9—3/:0）的激励下撰写《 自然哲学的数

学原理》一书时，才真正形成“万有”引力的概念的，

其中重要的触动因素就是伽利略发现的木星系统和

惠更斯、卡西尼发现的土星系统& 牛顿先证明了跟距

离平方成反比的引力与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之间

的充要关系，然后证明了开普勒第三定律也适用于

木星和土星的卫星& 这些卫星显然也受到了它们所

围绕的行星的平方反比引力的作用& 如果土星吸引

土卫六，它为什么不吸引太阳呢？天体的确相互吸

引& 这一认识使牛顿走上了通向万有引力之路&

图 .- 卡西尼绘制的土星光环缝隙示意图

而至于开普勒三定律，固然是牛顿推导万有引

力定律的重要基础，而其重要性却已经在它们被提

出之后不久由一次天文观测得到了强调& 实际上，由

于开普勒物理思想中包含的某种从中世纪到近代的

过渡色彩，以及行星运动定律推导过程中存在的各

种随意和不严密的步骤，所以开普勒三定律刚被发

表之时，并没有引起重视，譬如伽利略尽管与开普勒

同样是支持哥白尼学说的志同道合者，但伽利略的

书中并没有提到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
39.3 年 33 月 / 日，距开普勒去世已有一年，这

天一 早，法 国 天 文 学 家 皮 埃 尔 · 伽 桑 迪（ ?)7@@7
A*557,B)，3>C0—39>>）就把架设好的望远镜对准了

太阳，然后把太阳的像投射到一张白纸上& 尽管经常

有云挡住太阳，但是他还是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小黑

点出现在太阳圆面上，并随着时间的流逝移动着位

置［2］& 全欧洲的天文学家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太阳

观测，因为这是根据开普勒三定律于 390/ 年编算完

成的《 鲁道夫星表》中预言的水星凌日发生的日

子:）& 观测证明开普勒星表的预言很成功，误差仅仅

只有太阳半径的
3
. ，而被该表取代的哥白尼星表对

此次水星凌日预言的误差是开普勒星表误差的 .1

倍［C］& 这样一来，尽管开普勒行星定律的推导过程

令人很不放心，但是根据它们编算的星表却是非常

精确的，因此这些定律本身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此为止，无论是伽利略和伽桑迪，还是惠更斯

和卡西尼，他们使用的望远镜虽然都还存在着前面

提到的两种缺陷，但已经带来了足够多的惊奇& 为了

消除这两种或者哪怕一种缺陷，人们做了各种努力&
牛顿在发现了白光的合成性质之后，以为折射望远

镜的色差无法消除，因此他在 3992 年提出了一种反

射望远镜设计并亲手制造了一架>）& 39/3 年他又造

了一架送给皇家学会（图 :）&

:）- 伽桑迪是第一个观测到水星凌日的人&

>）- 苏格兰数学家格里高利（D*E75 A@7F8@=）在 399. 年、法国人卡塞

格林（G*557F@*),）于 39/0 年也都曾提出过一种类似的反射望远

镜设计，但牛顿的设计成为后来大型望远镜的主流&

图 :- 皇家学会秘书给巴黎的惠更斯画的反射望远镜草图

由于反射望远镜制造（ 如反射镜抛光等）方面

的困难，又加上 3/.. 年切斯特·霍尔（G!75"7@ H88@
<*((，3/1.—3//3）成功地制造出了消色差透镜，所

以折射望远镜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折射望远

镜的 这 种 优 势 终 于 在 威 廉 · 赫 歇 耳（ I)(()*E
<7@5+!7(，3/.2—3200）手中被超越了&

赫歇耳于 3/.2 年出生在德国汉诺威的一个军

乐师的家庭，由于厌倦这种军旅生涯，他于 3/>/ 年

偷渡到英国& 在以音乐谋生之余，自学了拉丁语、意

大利语，探究音乐理论并接触了数学、光学和牛顿的

书& 赫歇耳很想亲眼看看天体的样子，但买不起好的

望远镜，于是自己动手研磨透镜，制造望远镜& 3//0
年，他把妹妹卡罗琳 · 赫歇尔（G*@8(),7 <7@5+!7(，
3/>1—32:2）接到身边& 卡罗琳像他哥哥一样迷恋透

镜的磨制& 兄妹俩合作制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

望远镜，使反射望远镜在性能上首次超过了折射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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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镜-
有了性能卓越的望远镜，赫歇耳心目中的研究

目标是恒星系统，但他在 ’#&’ 年“ 顺便”发现了一

颗新的行星天王星，这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 天文学

家曾经以为在牛顿之后天空不会再出现让人惊奇的

东西了，因为行星的运行、彗星的回归、潮水的涨落，

一切都在“算计”之中了- 天王星的发现无疑是一股

吹向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新鲜空气，它告诉人们天空

中总有让人惊奇的东西在等着我们去发现-
以后的历史表明，随着望远镜性能越来越强，人

们感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天空的惊奇- 随着照相术的

发明和与望远镜相结合使用，天文学家能够收集到

来自越来越遥远的微弱星光- 分光术的发明使得恒

星的 化 学 组 成 不 再 是 像 哲 学 家 孔 德（ 4.5.6)7
89:)7，’#;&—’&<#）所说的“ 决不能得到的知识”-
测光术的使用则揭示了恒星隐藏的更多秘密，尤其

通过对造父变星光变周期的测定并以此作为“ 量天

尺”，把人类的宇宙视野扩大到了河外星系的尺度-
至于哈勃太空望远镜带来的绚烂天体图片，仅从美

学的角度，就足够让人们惊叹宇宙的神奇了-

"! 探索宇宙的边缘：确定人类自身的

位置

人类思索日月远近和宇宙大小的历史已经很

长，但在实测证据基础上探索宇宙的边缘以及确定

人类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这要等到高精度的望远

镜发明之后-
在前望远镜时代，人们已经在思考人类生存于

其中的宇宙的尺度问题了- 希腊化时期的阿里斯塔

克（4=06)1=2(.6，约 "’% >8—约 $"% >8）在《 论日月

的大小和距离》一文中，从 ? 个假设前提出发，用严

格的几何法证明了：（’）太阳和地球间的距离大于

地球到月球距离的 ’& 倍，但小于其 $% 倍；（$）太阳

与月球的直径比大于 ’&，但小于 $%；（"）太阳与地

球的直径之比大于 ’; 比 "，但小于 @" 比 ?［’%］- 虽然

阿里斯塔克的前提条件中有关数据有较大偏差，但

得出的结论已经大大超越我们的感官，是向真理迈

出的一大步-
托勒密根据他的地心体系，假定天空依次被诸

行星占满：每颗行星占据从近地距离到远地距离之

间的宽度带，这些宽度带相互之间既不重叠，也没有

缝隙- 托勒密从月亮的远地距离 ?@ 个地球半径出

发，推算 出 整 个 宇 宙 的 半 径 是 地 球 半 径 的 ’;&?<
倍［’’］，或者说 ’$%#%%%%% 公里-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

一宇宙图像错得很离谱，托勒密的宇宙尺度甚至还

小于今天我们知道的日地距离-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

看，也可以说正是托勒密首次把宇宙尺度变得如此

巨大-
在哥白尼日心系和第谷修正了的地心系中的宇

宙继续跟托勒密的宇宙一样是有限的- 伽利略和开

普勒在这一点上没有多少推进- 直到笛卡尔（A73B
C7621=)76，’<;?—’?<%）在《 方法论》一书（’?"# 年）

中才打破了禁锢在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脑

袋里的有限宇宙概念，提出了无限宇宙思想- 笛卡尔

认为宇宙是一个充满物质的空间，这些充满空间的

物质的运动形成无数的旋涡- 太阳系就处于这样一

个旋涡中，这个旋涡如此之巨大，以至于整个土星轨

道相对于整个旋涡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点- 宇宙由无

数的这种旋涡组成，每颗恒星就是一个旋涡的中心-
笛卡尔试图用旋涡学说解释行星的轨道运动和彗星

的形成等，这些具体的理论最后都被牛顿的万有引

力理论取代了，但是无限宇宙的概念已经在人们头

脑中扎下了根-
每一颗恒星都是一个太阳，那么这些恒星离我

们有多遥远呢？惠更斯也主张恒星是遥远的太阳，

并假设：（’）恒星与太阳一样在真实亮度上没有差

别；（$）光线在空间没有衰减，光线只是按照距离的

平方减弱- 惠更斯通过比较天狼星与太阳的光度，得

出天狼星距离地球至少达 $#??@ 倍日地距离- 英国

的格里高利（ D1:76 E=759=F，’?"&—’?#<）利用行星

反射的太阳光来估算天狼星与太阳的光度比，得到

天狼星距离为 &"’;% 倍日地距离［’$］- 牛顿用同样的

方法，采用修正后的太阳系尺度数值，得到天狼星在

’%%%%%% 倍日地距离之外?）-

?）! 由于天狼星真实亮度是太阳的 ’? 倍，所以牛顿的估算也有偏

差，天狼星距离地球的真实距离是 <<%%%% 倍日地距离-

如果上面的这些恒星距离估算让人觉得有点不

可靠的话，那么 ’& 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布拉德雷（ D-
>=1G/7F，’?;"—’#?$）用精密仪器进行测量而作出

的一次“偶然”发现，让人们对恒星距离的远近有了

一次更为真切的感受-
当时开普勒定律和牛顿引力理论已经成功地运

用于日心体系了，但是地球绕日运动的实测证据

———恒星周年视差仍旧没有被观测到- 布拉德雷立

志寻找恒星的周年视差，他得知居住在伦敦附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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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观测者莫利纽克斯（ 4*5’6( 78(9,6’:，3;2<—

3/02 年）决定测量天龙座 ! 星的周年视差，他前去

帮忙& 他们从著名的仪器制造商格雷厄姆（=68>?6
=>*!*5，3;/@—3/A3）那里定做了一架专门用来测

量头顶正上方恒星位置的望远镜&
3/0A 年这架“天顶测量仪”被安装在莫利纽克

斯家中房子的烟囱上& 莫利纽克斯和布拉德雷仅仅

测量天龙座 ! 星沿南北方向的一维坐标& 简单的计

算表明，周年视差会导致这颗恒星在 30 月 32 日达

到其最南位置& 但是布拉德雷于 30 月 03 日发现它

走到比几天前更靠南的位置，在随后的几周里继续

向南，直到次年 . 月，它走到了比其 30 月时的位置

更靠南约 01B时才停止& 此后这颗恒星开始转向北

移动，到 ; 月回到它在头年 30 月时的位置，< 月达

到其最北端［3.］&
莫利纽克斯和布拉德雷对上述现象做了各种可

能的解释& 甚至考虑到是否地球的大气层没有形成

真正的球形环层，以至于当恒星即使在天顶时也会

受到折射的影响？布拉德雷认为，应该对更多的恒

星进行测量& 为此，他委托格雷厄姆制作了另一架视

场更大的天顶仪&
更多观测证明，恒星的这种运动模式确切无误，

但布拉德雷却迟迟找不到对其合理的物理解释& 据

一个可信的传说，直到有一天，当他在泰晤士河上泛

舟游玩时，突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 他注意到当

船转向时，船上的风向标也随之转向，这当然不是由

于风向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风向标的指向不仅取

决于风的速度，也取决于船的速度& 3;/0 年，丹麦人

罗默（C& DE56>，3;@@—3/31）在巴黎天文台通过对

木星卫星系统的观测，证明光速是有限的& 所以星光

的方向不仅取决于该恒星所发出的光的速度，也取

决于地球的运动速度&
布拉德雷一直在寻找的恒星周年视差是地球轨

道的几何投影，而他发现的这种恒星周年差（ 后被

命名为光行差）是由地球本身的速度所造成的，沿

地球轨道的切线方向& 半径与切线相互垂直，因此光

行差与周年视差之间有 . 个月的位相差&
尽管光行差的发现是以全然未曾预料到的形式

出现的，但它为地球环绕太阳的运动提供了确切的

证据& 从光行差可以推得光速是大自然的一个常数，

这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主要实验基础之一& 布

拉德雷在探寻周年视差上的失败则表明，这种视差

太小了，所以即使用他的那种高精度的仪器也探测

不到& 最近恒星的周年视差也一定小于 3B，因此恒

星距离地球至少为日地距离的 @11111 倍& 这一估算

表明，测量恒星周年视差是对极端精密技术的巨大

挑战& 事实上，要等到新一代仪器制造家出世、天文

仪器的精度得到很大改进之后的 3< 世纪早期，天文

学家才又开始来挑战这个难题&
但这个难题总象是一个未了的夙愿，常常萦绕

在天文学家们的心头& 只要有哪怕一丁点的希望，人

们都会努力去寻找恒星周年视差& 上文提到赫歇耳

发现了天王星，其实这是赫歇耳研究恒星问题的副

产品& 赫歇耳心目中的大问题是：恒星的周年视差和

恒星的空间结构&
赫歇耳企图用他性能优良的望远镜测出恒星周

年视差& 他设想：如果在某一方向上存在着靠得很近

而实际上离我们的距离相差很悬殊的两颗星（ 光学

双星），那么由于地球的周年运动，近星会相对于远

星有周期性的位移，由此可以定出近星的视差& 因

此，赫歇耳尽量搜索双星，3/20 年和 3/2@ 年，他两

次发表双星和聚星表，其中 A33 对双星是他的新发

现［3@］&
问题是，双星数目如此之多，以至于远远超出了

两颗恒星由于透视效应偶然接近的概率& 这说明，大

部分双星必定有物理上的联系———物理双星& 到

3210—321@ 年间，赫歇耳发现好几对双星存在一个

子星绕另一个子星的轨道运动& 这表明它们被某种

引力束缚在一起，但这种力是否就是牛顿的引力呢？

320/ 年，巴黎的天文学家菲利克斯·萨瓦里（FG():
4*H*>9，3/</—32@3）证实大熊座 " 的双星在围绕其

引力中心的椭圆轨道上运动［3A］，与牛顿理论所要求

的一样，从而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同样适用于远离

太阳系的恒星系统& 赫歇耳尽管没有能够测量出恒

星周年视差/），却为万有引力定律的普适性提供了

证据&

/）- 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F& I& J6KK6(，3/2@—32@;）于 32.2 年公布

了天鹅 ;3 的周年视差大约为 3 L . 角秒，了却了天文家 .11 年来

的宿愿& 贝塞尔拥有一架德国著名光学仪器制造者夫琅和费

（M& F>*’,!8N6>，3/2/—320;）制造的 3;+5 孔径“ 太阳仪”，这是

一架测量小角度的理想仪器& 威廉·赫歇耳的儿子约翰·赫歇

尔以皇家天文学会的身份对此表示祝贺，说他们终于活着看到

了探测恒星宇宙的测深索终于测到了它的底部&

赫歇耳相信存在更大的恒星空间结构& 他用自

制的 @;+5 口径、;5 焦距的反射望远镜，选定他所

在地理纬度所见的天空中 ;2. 个取样天区，通过

312. 次观测，数了 33/;11 颗恒星，确定了各天区亮

星与暗星的比例& 在一定的工作假设基础上，赫歇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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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他的观测资料- 赫歇耳的工作假设是：（’）宇

宙空间是完全透明的；他的望远镜能看到银河系的

最外沿；（$）恒星的空间分布是均匀的，某一天区的

恒星密集就表明这个方向上恒星延伸得越远；（"）

所有恒星的亮度是一样的，恒星视亮度的不同只是

由于距离远近造成- 赫歇耳关于银河系的结论是：

（’）存在更大的天体系统银河系；（$）银河系直径大

约是其厚度的 4 倍；（"）以一等星的平均距离为单

位，银河系的直径约 54% 单位，厚约 ’4% 单位；（6）

太阳位于银河系的中心-

图 4! 赫歇耳获得的第一幅银河系结构图

尽管赫歇耳拥有当时最好的望远镜，但其功能

仍不足以看到银河系的最外沿- 加上空间也不是完

全透明的，所有的恒星也不是一样亮的- 因此赫歇耳

的工作假设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他关于银河系

的结论也有一定偏差- 但是，作为第一个在恒星计数

基础上探讨银河系结构的天文学家，赫歇耳开创的

工作方法至今仍有意义- 他的工作还激励了人们去

认真探索银河系乃至河外星系这样的大恒星系统的

存在- 至于得出太阳居于银河系中心的错误结果，一

定程度是受到了人类中心论的影响，客观上也受限

于当时的观测手段和理论水平- 确定人类在宇宙中

的真实位置，要靠更精密的观测仪器-
$% 世纪早期，美国连续建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望远镜，为解决许多宇宙学问题提供了坚实的观测

基础- 首先是沙普利（718/9, :(1*/;<，’&&4—’5#$）

改变了从威廉·赫歇耳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太阳在银

河系中心的观念［’=］，为建立正确的银河系图像跨出

了重要的一步-
沙普利在 ’5’4 年利用 ’’ 个造父变星的自行和

视向速度资料求出了它们的距离，并用统计方法定

出了勒维特（7- :- >;1?0))，’&=&—’5$’）［’#］提出的

周光关系&）的零点5），确立了利用“ 造父视差”测量

天体距离的方法- 沙普利假定单颗的造父变星与小

麦哲伦星云中的以及球状星团中的造父变星在物理

上是类似的，然后寻找球状星团中的造父变星-
沙普利利用威尔逊山天文台 ’- 4@ 反射望远镜

研究当时已知的 ’%% 个左右的球状星团- ’5’# 年，

沙普利得到最远的球状星团的距离大约为 $%%，%%%
光年，这是所公认的整个银河系直径的好几倍- 沙普

利测得了这些球状星团的造父视差，并对它们的空

间分布进行统计，发现：其中有
’
" 数目的球状星团位

于占天空面积只有 $A 的人马座内；5%A 的球状星

团位于以人马座为中心的半个天球上- 沙普利猜测，

球状星团在银河系内是均匀分布的，由于太阳不在

银河系中心，造成了这种视觉上的不对称- 沙普利从

球状星团的距离统计估算银河系中心在人马座方

向，太阳离它约 4 万光年，银河直径为 "% 万光年’%）-

&）! ’5%& 年，勒维特（7- :- >;1?0))，’&=$—’5$’）把小麦哲伦云中周

期长于 ’- $ 天的变星按照亮度排列起来，发现它们的周期也按

照数值大小排列，周期越长的恒星也越亮- ’5’$ 年她发表了小

麦哲伦云内 $4 个周期从 $ 天到 ’$% 天、视星等从 ’$- 4 等到

’4- 4 等的变星资料，正式提出这些变星的视星等与光变周期

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关系，即周光关系-

5）! 赫茨普龙（BC0318 7;8)DE*8.3F，’&#"—’5=#）看到勒维特的周光

关系之后指出，小麦哲伦星云中的变星都是造父变星- 这样，就

只需要测出银河系内一颗造父变星的距离并测定它的视星等

和光变周期，就能把勒维特发表的周光关系图中的纵坐标改为

绝对星等- 这就是所谓的周光关系零点的测定-

’%）! 由于沙普利忽略了星际消光，所以他的银河系偏大-

在沙普利看来，银河系就是宇宙- 但是也有天文

学家同意赫歇耳的猜测，漩涡星云是像银河系那样

的星系（当时称之为“岛宇宙”）- ’5$% 年 6 月 $= 日，

威尔逊 山 天 文 台 台 长 海 耳（ G- B- 71/;，’&=&—

’5"&）发起了一次著名的关于“ 宇宙的尺度”辩论

会，由沙普利与柯提斯（7- H- I.8)0E，’&#$—’56$）

分别代表对立双方，论题就是银河系的大小、结构和

旋涡星云的真相- 虽然这场辩论胜负未分，但是不久

之后，河外星系的真相便由哈勃（BJ,03 K- 7.LL/;，

’&&5—’54"）揭示给了世人-
’5$" 年，哈勃在威尔逊天文台用当时最大的

’%% 英寸反射望远镜（胡克望远镜）通过照相观测将

仙女座大星云的外围分解成单个恒星，从中证认出

第一颗造父变星，确认了这颗变星的光变曲线的特

征形状和 "’ 天多的光变周期- 造父变星的光变周期

越长，它的光度就越大，而这颗星最亮时看起来只有

’& 等- 它是这样亮，而看起来又是这样暗，它的距离

必定非常遥远- 计算表明，仙女星云的距离有一百万

光年- 即使按照沙普利对银河系大小的估计，这个星

云也远远位于银河系之外- ’5$4 年 ’ 月 ’ 日，在美

国天文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哈勃的重要发现得

到宣布’’）- 哈勃与沙普利使用了同样的“ 尺子”-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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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尽管沙普利持有大银河系概念，但也立即承认了

哈勃的发现所预示的结论，即存在着河外星系［32］&

图 4- 哈勃手绘的仙女座星系造父变星光变曲线

33）- 由于哈勃的结果与范马宁（567)**, 8*, 9**,:,，322;—3<;4）

所谓的旋涡星系旋转的结果不相容，所以哈勃对公开发表他

的结果很犹豫& 最后他同意在他缺席 3<0= 年元旦的美国天文

学会会议的情况下宣读一篇概述他的发现的文章&

- - 然而，一个新的矛盾随之而来& 根据沙普利从球

状星团的距离统计估算银河系直径大约有 .11，111
光年，根据哈勃的仙女星系距离推出它的直径只有

银河系直径的十分之一，而体积仅有千分之一& 这个

矛盾由 于 3<.1 年 特 伦 普 勒（ >?@:7" A& B7’C#(:7，
3224—3<=4）发现的星际消光而减弱了& 这种消光消

弱远处银道面上天体的光线，让沙普利认为银河系

造父变星比它们的真实距离更远& 因此银河系的直

径减小到了 311，111 光年& 同时，增加了敏感度的照

相底片显示仙女星系的直径比以前认为的伸展得更

远& 即使这样，银河系仍旧是一个超级系统，而相比

之下仙女星系很小&
天文学发展到 01 世纪，已经让人们彻底抛弃了

人类在宇宙中处于一个特殊的优势地位的想法，以

至于许多天文学家本能地对任何使我们在宇宙中处

于优势地位的理论感到不舒服& 是德裔天文学家巴

德（D*(":7 E**6:，32<.—3<41）最终消除了这种不

舒服&
3<;. 秋天，巴德用威尔逊山 311 英寸望远镜拍

摄了仙女星系的中央核球部分［3<］，每张底片曝光约

; 个小时，照片上显现出成千上万颗恒星& 进一步证

实了旋涡星云确实是与银河系一样的恒星系统& 当

时天文学家认识到有一类变星叫天琴 >> 型变星，

这类变星在球状星团中尤其多，所以常被叫做“ 星

团变星”& 周期为半天的天琴 >> 变星比周期为 31
天的造父变星要暗大约两个星等& 在用 311 英寸反

射镜拍摄的仙女星系照片中，31 天周期的造父变星

视星等大约为 01 等，那个距离上的天琴 >> 型变星

亮度为 00 等左右，这超出了 311 英寸反射镜的分辨

率，但在正建造于帕洛玛山的 011 英寸反射镜能力

所及之内&
3<;2 年，帕洛玛山的 011 英寸反射望远镜一投

入使用，巴德就开始用它拍摄仙女星系& 但是原本应

该出现在底片上的“星团变星”却怎么也找不见& 所

以根据造父变星求得的仙女星系距离是偏小的& 巴

德通过提出星族的概念，把恒星分成星族!和星族

"，指出沙普利用来校正周光关系零点的近距离造

父变星位于银河系的旋臂中，属于星族!，这些恒星

现在被证明是比以前认为的要更亮，所以也更远& 哈

勃在仙女星系旋臂中搜寻到的造父变星也属于星族

!，它们同样要被移到更远的位置上& 但是沙普利用

来确定球状星团距离也即银河系直径的造父变星属

于星族"，它们的亮度被准确估测了& 结果就是银河

系的直径维持原状，而仙女星系的距离要加倍，所以

它的直径也要加倍［01］& 这样我们的银河系失去了

沙普利曾经赋予她的优势，而被给予了如今的地位，

某种程度上她是仙女星系的一个小妹妹&
综上所述，人类在探索宇宙的尺度，确定人类自

身在宇宙中位置的过程中，无论是布拉德雷和赫歇

耳，还是沙普利、哈勃和巴德，都离不开当时最先进

望远镜的参与& 上个世纪中叶往后，又有更精良的望

远镜被建造出来并投入使用，包括各个波段的射电

望远镜、空间望远镜等，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在细节和

精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同时人们也认识到

了，宇宙中还有更多的未知之谜等待我们去破解& 而

建造更精密的望远镜，应该还是有效的破解之法& 望

远镜这件开拓人类知识疆域的利器，在它被发明

;11 周年之后的今天，应该还能继续发挥它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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