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地球内部到外层空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康拉德和马歇尔·斯伦贝谢兄弟开始研制

仪器和传感器进而对地球内部进行探测。75年之后，类似的探测仪

器正帮助科学家对外层空间天体的基本属性和起源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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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一艘

太空飞船在位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

的小行星爱神星（433 Eros）上着陆。这

艘太空飞船完成了五年的航行，开始

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近地天体的属性

和起源等基本问题的研究。

NEAR- 舒梅克号飞船执行近地小

行星探测任务所需技术非常广泛。为

此，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
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多学科小组利

用了诸多科研和工业领域的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主要以地球内部为研究对象

的石油天然气工业技术。

将为油气勘探而开发的技术应用到

科学研究领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油田

技术经常被用于科学研究的目的。例

如，在陆地和主要大洋上进行的深井钻

探项目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地球的过去和

将来都做出了贡献。

参与国际资助的海洋钻探项目的工

程师和科学家们于 1961 年开始了海底

钻井作业，对地壳的坚硬外壳（或岩石

圈）进行了探测。科学家们使用了为油

气勘探研发的仪器和技术来分析和记录

大陆漂移情况，并得到了大量的与板块

构造论有关的数据 [1]。

> 遥远的旋涡星系。哈勃（Hubble）太空望远镜拍摄到的距我们大约 6900万光年的棒旋星系NGC1300
图片。和正常旋涡星系不同，棒旋星系的旋臂连接贯穿星系核的棒状结构两端，而不直接从星系中心

螺旋张开。在哈勃太空望远镜的高分辨率下，从该星系的旋臂，星系盘和凸出的星系核中我们可以看
到无数前所未见的细节。星系核显示出自身明显的旋涡结构，旋涡结构的跨度大约为 3300 光年。这
幅图片由哈勃太空望远镜上的高级巡天照相仪在 2004年9月份用不同滤光镜曝光合成。（图片使用得

到 NASA 的同意）。



452006 年春季刊

2004年，在北冰洋海域Lomonosov海
脊顶部进行钻探的工程师们提供了初步

证据，证明在 5600万年前，北冰洋没有

冰并且气候温暖 [2]。科学家们对钻井收获

的岩心进行了分析，以确定北冰洋的温

度从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

改变的。他们还对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

趋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3]。

理解发生在地壳深处的基本过程有

助于认识地球内部的多种运动，如火山

活动、板块构造运动、气候波动以及导

致矿物沉积的化学和热动力过程。

石油天然气一般都是在恶劣的环境

中被发现的。随着钻进深度的增加，温

度和压力增高，震动变得频繁，地应力

和震动力达到了重力加速度（gn）的数千

倍 [4]，因此各种仪器和传感器承受的压力

达到了极限。这些设备还必须能够承受

极大的冷热变化，即从寒冷的北冰洋洋

面到超过 204˚C（400˚F）的井下环境。经

过不断改进，钻井、测井和测量仪器都

能应对这些挑战。如今，针对这些恶劣

环境应用而设计的各种油气勘探与生产

工具和仪器都经过全面的测试。

与此相似，在航天器发射和加速过

程中，也会承受各种力，这些力能对航

天器的部件造成伤害。例如，点火阶段

分离时造成的冲击力可达到4000多个重

力加速度，对航天器及其有效载荷都产

生了压力。当航天器进入太空后，随着

它与太阳的相对方位的变化，温度变化

极大，从超过 100˚C（212˚F）到低于零下

200˚C（零下328˚F）。因为需要在恶劣环境

中进行操作，所以为深井钻探而研制的

各种工具和仪器的品质必须能够满足像

在太空这样的挑战性环境下使用的要求。

不论是为科学目的而进行的地球内

部探测还是寻找油气，或是探测广袤的

外层空间，不断探索的精神都推动了现

代文明的发展。这种精神至少部分促成

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类对月球的征服，

这标志着太空探索和旅行新时代的到来。

最近，像哈勃太空望远镜（HST）这样的

航天器正借助油气勘探技术，从绕地轨

道上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和深度对太阳

系之外的太空进行观测（前一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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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勃太空望远镜( HST)。“发现”号航天飞机执行 STS-82 任务，在完成第二

次哈勃维修服务任务之后将哈勃望远镜从“发现”号服务舱放出。哈勃望远
镜的发射重量为 11340 公斤( 25000 磅 )，主体结构长 13 米( 42.6 英尺)、宽 4.27
米(14英尺)。它的双太阳能电池组安装好后长度为13.7米(45英尺）。望远镜本

身是一个称作卡塞格林的反射式望远镜，由一块直径2.4米(94.5英寸）的主镜
和一块 30 厘米(12.2 英寸）的副镜组成。(图片使用经 NASA 同意。)

随着探测对象从地球内部转向外层

空间，那些为探测地下深处而研制和开

发的仪器和技术正帮助我们揭开太阳系

和遥远太空的奥秘。本文介绍了最近石

油行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太空探索所

作贡献的一些实例。尽管NEAR飞船的

探测任务已经完成，但在哈勃太空望远

镜和卡西尼 -惠更斯土星探测器上使用

的油田技术还继续在人类拓展和规划探

求知识的前进道路上发挥着作用。

帮助哈勃太空望远镜锁定目标

在历史上，人类的视觉能力限制了

对宇宙的了解。望远镜的发明让我们看

得更远，在16和17世纪成就了哥白尼、

开普勒和伽利略的观测，他们通过观测

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5]。到了18
世纪，望远镜的发展帮助科学家研究宇

宙。望远镜的倍数越来越大、成像质量

也越来越高，肉眼看不见的行星、恒星

和星云不断被发现并被记录下来。

到20世纪初，大部分天文学家仍然

相信宇宙只是由银河系这一个星系构成

的－银河系是广袤太空中的恒星、星际

尘埃和气体星云的集合体。但是，我们

对宇宙的认识在1924年发生了转变，当

时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文·哈勃使用 2.54
米（100英寸）的Hooker望远镜在洛杉

矶附近的 Wilson 山上观测到在银河系

外还有无数的其它星系[6]。

对埃德文·哈勃这样的天文学家来

说，想要获得清晰的宇宙图像总是存在

一个极大的障碍－地球的大气层。大气

层中的气体和微粒使可见光变得模糊，

使恒星发出的光闪烁不定，减弱或完全

吸收了红外光、紫外光、伽马射线和X

射线。

为了减少大气扰动，科学家们将观

测台建造在山顶，这样就远离了灯光明

亮的大城市，但即使这样也并不能确保

总会获得成功。今天，自适应光学和其

它图像处理技术降低了大气的影响，但

却不能完全消除大气的影响 [7]。

1946年，普林斯顿的空间物理学家

Lyman Spitzer撰写文章，阐述了在太空

中，即远在地球大气层以上，放置望远

镜的潜在优势。1957 年，苏联发射了

Sputnik人造地球卫星，随后，NASA将

两个轨道天文观测站（OAO）送入了环

地轨道。这两个轨道天文观测站进行了

大量紫外线观测，为未来的空间观测器

的设计、制造和发射奠定了基础 [8]。

科学界、政府和工业团体通过制定

下一步项目计划，准备超越现有的轨道

天文观测站，继续朝宇宙探索方向迈

进。Spitzer争取到其他天文学家对大型

轨道望远镜的支持，这个望远镜后来被

称作哈勃太空望远镜。1969年，美国国

家科学院批准了这一项目 [9]。

位于美国马里兰州 Greenbelt 的
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负责了这一

太空观测站的科学仪器设计和地面控制

工作。1983年，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

（STScI）在马里兰州Johns Hopkins大学

成立。这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负责管理

望远镜的观测时间和数据整理。NASA
选择了美国阿拉巴马州 Huntsvil le 的

Marshall太空飞行中心作为 NASA 的主

要地面设计、开发和建造基地。Perkin-
Elmer 公司，即现在的 Hughes Danbery
光学系统公司，研制了光学望远镜装置

和精确导向传感器（FGS）系统。

1990年4月24日，在项目延期很长

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号”航天飞机离

开了地球，并在货舱里携带着哈勃太空

望远镜。第二天，这个校车大小的太空

望远镜被安放在近地轨道上（左上图）。

没有了大气的扰动，这个巨大的望远镜

开始了收集来自遥远的宇宙边缘的光子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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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勃望远镜导星原理。从哈勃望远镜光学系统（OTA）射出的光线被一个位于哈勃望远镜焦平面前

方的传感器镜接收，并直接传到精确导向系统（FGS）（左）。光线经过调校，转成平行光，然后由一
个非球面准直光镜进行压缩后导入恒星选择器的光学元件。恒星选择器A和B转动很小的角度，就能
改变观测目标的调校光束方向，由此改变入射光波前相对于Koesters棱镜的倾斜角度（右）。当波前

旋转到 B 点，透射光和反射光的相对相位的变化是阿尔法角的函数。当波前与介质分光镜表面平行
时，由光电倍增管检测出来的两束出射光线的相对强度就应该相等。当阿尔法角不为零时，左、右两
条出射光线的强度就不相等，并且光电倍增管会将光子数的差别记录下来，然后将数据提供给望远镜

导向控制系统，进行方向修正。（图片的使用得到了 NASA 和 Johns Hopkins 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
（JHUAPL）的同意。）

5. NASA － Hubble’s Conception：http://hubble.nasa.
gov/overview/conception-part1.php（2006年4月18
日浏览）。

6. NASA，参考文献 5。

7. 自适应光学是一项用于提高光学性能的技术，
一般由于大气条件改变会引起快速光学变形，
该技术可降低这种变形的影响。自适应光学

的工作原理是：测量变形，并通过使用可变
形反射镜或使用由不同折射率材料快速补偿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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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mith，参考文献 8。

10. 有关光电倍增管更多的信息，请参见：Adolph
B，Stoller C，Brady J，Flaum C，Melcher C，
Roscoe B，Vittachi A 和 Schnorr D：“Saturation

Monitoring With the RST Reservoir Saturation Tool”，
Oilfield Review，6 卷，第 1 期（1994 年 1 月）：

29-39。

11. 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 FGS 历史：http://
www.stsci.edu/hst/fgs/design/history（2006年3月
14 日浏览）。

12. 空间测量学是天文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恒

星与其它天体之间的位置、距离和相对运动。

13. 一秒经过的角度，或称作角秒，是一种角度
测量单位，是六十分之一角分，或 1/3600度，

或 1/1,296,000 ≈ 7.7 × 10-7 周。它是位于 360
× 60 × 60/(2 π) ≈ 206,265 个单位远处的直径
为 1个单位的物体的角直径，类似（近似）2.1
公里远处的 1厘米长。

14. 干涉仪首先由Michaelson使用，他利用一台光
学干涉仪精确测量出了光速，为此在 1907 年
获得了诺贝尔奖。

目标锁定时间的长短对哈勃望远镜

的性能至关重要。遥远天体发出的电磁

波通常非常微弱，因此哈勃望远镜必须

能够精确定位，以保证采集到足够量的

光子后对遥远天体成像。为了做到这一

点，工程师们采用了斯伦贝谢公司油田

上使用的光电倍增管技术来设计精确导

向传感器（FGS）系统 [10]。

精确导向传感器系统基本上是一架

寻找目标的照相机，它能够进行天空测

量、锁定导向星、并提供望远镜操纵数

据 [11]。哈勃望远镜利用两个精确导向传

感器来协助望远镜指向目标天体，并使

目标天体处于望远镜的视场之内，然后

用第三个精确导向传感器对天体进行测

量 [12]。

精确导向传感器系统能使指向精度

保持在 0 . 0 0 7 角秒，使指向控制系统

（PCS）长时间将哈勃望远镜对准目标天

体，可以进行 10个小时以上的曝光 [13]。

指向控制系统由一些不同的传感器子系

统组成，指向精度达到毫角秒。这种准

确性和精度水平类似将一束激光对准

442公里（275英里）外的一个指甲盖大

小的目标。

在每个精确导向传感器的外壳内有

两个相互垂直的白光切变干涉仪，还有

与这两个干涉仪相连的光学和机械元

件，以及四个斯伦贝谢S-20光电倍增管

（PMT）（右上图） [14]。这些光电倍增管

采用了与测井仪器相同的强化结构。光

电阴极的制造技术与在油田技术服务中

使用的阴极管相同。由于要用在哈勃望

远镜上，光电倍增管的设计光谱敏感范

围为 400到 700纳米（nm），敏感范围大

约是从电磁波波谱蓝端的18%到波谱红

端的 2% 左右。

每个精确导向传感器的干涉仪都是

由一个偏振光束分光器及后面接的两个

Koester棱镜组成。为了测量导向星发出

的光线的方向，这对Koester棱镜被调成

相互垂直的角度。根据 X和 Y平面的波

前角度，可得到导向星相对于哈勃望远

镜光路的精确角度。将这些数据输入指

向控制系统，就可以控制望远镜与导向

星的相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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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双星。两颗星构成的真双星系统中每一颗星
都围绕着系统的质心旋转。这种围绕系统质心的

运动遵循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在两星的远点
（A），两颗星相距最远。在近点（C），两颗星相距
最短。

> 主要小行星带。小行星带是太阳系的一个区域，它大致位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那里的小行星最
为稠密。主要小行星带包括了大约有记录的小行星的93.4%。特洛伊小行星占据了木星前后60°角的
两个区域。还有几百颗特洛伊小行星尚未计入小行星总数，在所有小行星中估计有 2300 颗直径大于

15公里（9英里）的小行星，大多数小行星比较小；大多数小行星不在行星轨道平面内运动，而是在
与行星轨道平面成 40°角的轨道平面内运动。

除了为哈勃望远镜导向外，精确导

向系统传感器的精度对高精度空间测量

也是有价值的。这些测量数据可以帮助

科学家们确定恒星的精确位置及其运动

情况。由精确导向系统传感器得到的恒

星位置精度比地面望远镜测量到的位置

精度要高出10倍。科学家们还可以使用

空间测量数据确定恒星运动中的摆动情

况，这种摆动可能说明行星的存在与否

（左下图）。根据恒星的运动情况还能确

定一对恒星是否是真正的双星系统，还

是只是光学重影 [15]。

直到今天，哈勃望远镜还在油田

用元件的帮助下继续工作。科学家们

正在使用类似哈勃望远镜的仪器探索

宇宙的奥妙，揭开过去的秘密，进入未

来的探索。

小行星

油田技术正在帮助科学家们探索离

我们的家园近一些的天体—太阳系内部

的小行星。这些大块的岩石是太阳系形

成时留下的原始物质。一些科学家认

为，小行星是原行星在大碰撞后留下的

残余物。但盛行的观点是小行星是未聚

结成行星的剩余岩石物质。

科学家提出理论，太阳系的行星是

由气体星云和尘埃形成的，这些气体星

云和尘埃聚结成尘埃颗粒盘，盘中心形

成了太阳。在尘埃盘的内部，细小的尘

埃颗粒聚结成越来越大的物体，称作星

子，其中很多星子聚结起来最终在超过

1亿年的时间里形成了行星。但是，在

火星轨道之外，木星的重力干扰阻止这

些原行星体的直径增大到 1 0 0 0 公里

（620 英里）以上[16]。

大多数小行星都集中在火星和木星

轨道之间的轨道带上（下图）。这些太

空中的石块像行星一样围绕着太阳旋

转，但是他们没有大气层，重力非常小。

轨道带中的小行星包含了大量的物质—

如果把所有这些小行星加在一起，形成

的天体的直径大约有 1500公里（930英
里），将近有地球卫星月球的一半 [17]。

并非所有的小行星都在遥远的小行

星带内，一些小行星被称作近地小行星

（NEA），它们的轨道可以让它们接近地

球。天文学家相信近地小行星是从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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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地球。一个小行星在大约 49000年前撞击了地球，留下了这个直径1.2公里（0.7英里）的坑。这

张从航天飞机上拍摄的图片显示了美国亚立桑那州干旱土地上的很形象的大坑。（图片的使用获得
NASA 约翰逊航天中心地球科学和图形分析实验室的同意，图片号 STS040_ STS040-614-58）。

>一个大体积小行星。爱神星的轮廓线（红色）叠
加在纽约市曼哈顿岛上，以说明这颗小行星的相
对大小。

15. 双星是指双星系统，或者是两颗星按万有引
力定律结合成一个系统。任何两颗空间距离

近的恒星从地球上看起来都可能是一对双星，
实际上，它们有可能相距遥远，而只是在视
场上一个位于前景，一个位于背景。这样的

系统一般称作视觉双星。

16. NASA-Eros or Bust：http://science.nasa.gov/
headlines/y2000/ast08feb_1.htm（2006 年 4 月 14
日浏览）。

17. NASA，参考文献 16。

18.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小行星4179 Toutatis：
http://echo.jpl.nasa.gov/asteroids/4179_Toutatis/
toutatis.html（2006 年 4 月 14 日浏览）。

一个天文单位是指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

近似等于 1.49 亿公里（9250 万英里）。

19. 近地小行星探测器后来更名为NEAR－舒梅克
号，以纪念行星地质学家尤金·舒梅克

（1928-1997 年）。

20. Farquhar RW:“NEAR Shoemaker at Eros: Mission
Director’s Introduction”，Johns Hopkins APL Technical
Digest，23 卷，第 1 期（2002 年）：3-5。

星带中弹射出来的小行星碎片，要么是

因为小行星之间发生碰撞，要么是木星

重力扰动的结果。一些近地小行星也有

可能是已经喷发完毕的短命的彗核。

由于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些小行星撞

击过地球和月球，了解小行星的成分和

起源对于我们的有关过去和未来的研究

至关重要。科学家们相信构成地球生命

的化学物质和大部分地球上的水都可能

来自在地球形成的早期撞击地球的小行

星或彗星（左上图）。一个广为接受的

理论认为，有一颗直径至少 10公里（6
英里）的小行星在大约6500万年前撞击

了地球，导致了包括恐龙在内的许多生

命的大灭绝。

天文学家认为，迄今发现的将近

800 个近地小行星可能仅为近地小行星

总数的一小部分。目前知道的最大的近

地小行星是 1036 Ganymede，它的直径

约为41公里（25.5英里）。我们知道，直

径大于1公里（0.6英里）的近地小行星

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它们可能会撞上地

球，威胁生命。

在700多个已知的有潜在危险的小

行星中，最大的之一是 Toutatis，它大

约有 1.6公里（1英里）长，它环绕太阳

的轨道与地球的轨道平面成 1.5 度角。

在1992年 12月，Toutatis相距地球 0.024
个天文单位（AU），即地球与月球距离

的 9.4倍 [18]。2004年 9月 29日，Toutatis
与地球相距不到0.01个天文单位，这是

上个世纪以来，大体积小行星与地球

距离最近的一次。

尽管天文学家在200年前就已经知

道小行星的存在，但直到现在，它们的

基本属性、它们与地球上发现的陨星之

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起源还是一个

谜。NASA和科学界希望了解小行星以

及直径大于1公里的近地小行星是否对

地球存在威胁，受这两方面需求的驱

动，他们制定了近地小行星研究计划。

有多个“第一次”的任务

1990年，NASA推出了一个称作“发

现”计划的新行星研究项目。到1991年，

选定了第一个目标，一个包含近地小

行星 433 Eros（爱神星）在内的小行星

聚集区。Johns Hopkins大学应用物理实

验室（JHUAPL）被选中负责该项目，

1995年，近地小行星探测器被运送到佛

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19]。

近地小行星爱神星于1898年被发现，

是最大、最容易观测的小行星之一[20]。爱

神星的大小为33 x 13 x 13公里（21 x 8 x 8英
里），约相当于美国纽约曼哈顿区（右上

图）的大小。它大约占到了所有近地小行

星总体积的一半。这个土豆状S类小行星

是在形状上最长的小行星之一。它围绕

太阳运行，5.27小时自转一周、轨道近日

点为1.13个天文单位，远日点为1.78个天

文单位（下一页，上图） [21]。



50 油田新技术

>   靠近爱神星。该图是爱神星的南半球，爱神星呈长条形，表面多坑。（图片使用获得NASA/JHUAPL
的同意。）

>   小行星特写。图示为在近地小行星探测器到达爱神星之前拍摄的 3 个近距离图像。Mathilde（左）

的图像是近地小行星探测器于 1997年 6月 27日拍摄的。小行星Gaspra（中）和 Ida（右）的图象是伽
利略探测器分别于 1991 年和 1993 年拍摄的。这三颗小行星图片比例尺相同。Mathilde可见部分有 59
公里宽、47 公里长（37 x 29 英里）。（图片使用获得 NASA/JHUAPL 的同意。）

近地小行星探测器搭载在 Delta-II
运载火箭的顶部，于 1996 年 2 月 17 日
离开地球奔向小行星爱神星。一年以

后，即1997年2月18日，探测器到达爱

神星轨道远日点（距太阳2.18个天文单

位），刷新了探测器靠太阳能电池供电

的飞行距离记录。

到该探测器为期 5 年的任务结束

时，探测器将会创下一系列给人以深刻

印象的诸多第一：第一个在火星轨道以

外还靠太阳能电池供电进行仪器操作；

第一次遇到C类小行星；第一次遇到一

个近地小行星；第一次环绕一个小型天

体飞行；第一个在小型天体上着陆。

近地小行星探测－科学任务

在近地行星探测器执行任务之前，

我们对于小行星的了解主要有三个来

源：地球上的远程传感器、来自伽利略

探测器飞越位于主要小行星聚集带的两

个S类小行星951 Gaspra和243 Ida时获

得的数据、以及对撞击地球的陨石进行

实验室分析。

尽管天文学家提出理论认为，大部

分陨石都是由小行星相互碰撞产生的，

但是这些陨石可能也无法完全代表组成

小行星的所有物质 [22]。事实证明，陨石

类型和小行星类型之间很难建立清晰的

联系 [23]。

一些S类小行星看起来像是一些经

历过物质熔融的天体的碎片，而另一些

S类小行星却与此不同，看起来是由没

有熔融的原始物质组成的，如球粒状陨

石[24]。科学家们相信，未发生熔融的 S
类小行星可能保留了行星内核的固体物

质的特征。

伽利略号的飞越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初第一次提供了高分辨率的小行星图

片。这些图片向人类展示了复杂的小行

星表面特征，上面布满了撞击坑、裂缝、

沟壑和轻微的颜色差异（左下图） [25]。但

是，伽利略号的仪器不能够对小行星的

基本组成进行测量，因此，在近地小行

星探测器任务开始之前，科学家们还是

不能肯定普通的球粒状陨石与S类小行

星之间的关系。

工程师们相信，将近地小行星探测

器的数据与伽利略飞越探测器的数据结

合起来，就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S类小

行星和其它太阳系中的小型天体之间的

关系。近地小行星探测器的任务主要就

是到达小行星聚集带，围绕一颗小行星

运行并首次对其进行科学探测。

近地小行星探测器

工程师们将近地小行星探测器系统

设计成依靠太阳能供电，既简单又能保

证电力充足 [26]。在探测器上面安装了 5
台专门设计的精细科学观测仪器，它们

的任务是观测小行星爱神星的总体物理

属性、表面组成和形态。这 5个仪器包

括：多光谱成像仪（MSI）、近红外线分

光计（NIS）、磁力计（MAG）、近地小

行星探测器激光测距仪（NLR）和 X 射

线伽马射线综合分光计（XGRS）（下一

页图）。

多光谱成像仪可为爱神星表面形态

成像，空间分辨率达到 5米（16.4英尺），

同时，科学家使用近红外线分光计在数

量级为300米（984英尺）的空间分辨率下

测量矿物的丰度。磁力计可用于确定爱

神星的内磁场的大小并将其绘制成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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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地小行星探测器系统。图示为近地小行星探测器的基本设计和主要系统。（图片使用获得NASA/
JHUAPL 的同意。）

科学家们使用激光测距仪提高照相

机拍摄到的小行星表面图像的清晰度。

激光测距仪是测量从探测器到小行星表

面距离的高度计，它通过发射激光短脉

冲并记录信号从小行星返回所用的时间

来进行测量。距离数据用来创建小行星

爱神星的球面模型和球面形态图，空间

分辨率达到 5 米。

X射线－伽马射线能谱仪主要用于

对爱神星的表面和表面以下浅层的成分

进行分析。科学家们将X射线－伽马射

线能谱仪、多光谱成像仪、近红外线分

光计数据综合起来，得到了爱神星表面

组分的球面模型。

复杂的X射线－伽马射线能谱仪的

研制工作大约是在发射前三年开始的。

设计该仪器的目的是从 35 － 100 公里

（22－ 62英里）的高度上检测和分析小

行星表面发出的X射线和伽马射线。尽

管探测器在远距离飞越小行星时也可以

使用分光计，但在探测器环绕小行星飞

行时进行测量可使测量时间更长、光谱

数据质量更高。

从太阳发射出来的X射线照射在爱

神星上，使小行星表面 1毫米（0.04 英
寸）内的一些元素发出X射线荧光。由

于没有大气吸收X射线，不同元素所发

出的荧光的能量水平由发光元素的特性

决定。科学家们使用检测到的从1－10
千电子伏特的X射线荧光能量来推断表

面元素组成。

其中的 X 射线能谱仪部件包括三

个相似的充气正比计数器，它们的有

效表面积很大，因此能满足远距离传

感所要求的灵敏度。在执行绕月球飞

行任务时以及阿波罗计划都使用了类

似的检测仪器。

X射线气体管对温度变化不是特别

敏感，因为放大倍数取决于气体分子的

数目而不是气体压力。但是，气体管对

电压变化敏感。

伽马射线光谱可为小行星表面元素

组成的测量起补充作用。伽马射线能谱

仪（GRS）能够检测出能量在0.1－10百
万电子伏特范围内的不连续伽马射线。

在这个能量范围内，由于连续的宇宙射

线，氧（O）、硅（Si）、铁（Fe）和氢（H）
都变得很活跃，或者具有放射性。伽马

射线能谱仪还检测到具有自然放射性的

元素，如钾（K）、钍（Th）和铀（U）。
多年以来，这种测量方法一直在油气井

测井中使用，以确定储层岩石的物理性

质和组成元素。

21. 小行星是根据它的反射光谱和光反射性质
（或反照率）进行分类的，光反射性质是小行

星表面物质成分的指标。S类（硅质）小行星
主要集中在小行星聚集带的内部，而 C 类
（碳质）小行星主要在小行星聚集带的中外

部。这两类小行星约占小行星总数的 90%。

近日点和远日点是轨道离引力中心（如太阳）
的最近和最远的点。

22. 陨石是陨星落向地球时剩余下来的固体部分。
陨星分为石陨星、铁陨星和石铁陨星，并可

根据它们的矿物成分做进一步分类。它们的
体积变化范围很大，小的需要用显微镜观察，
大的直径为数米。每天都有数十吨宇宙物质

进入地球大气层，但仅有一吨左右的物质能
够到达地面。

23. Cheng AF，Farquhar RW 和 Santo AG：“NEAR
Overview”，Johns Hopkins APL Technical Digest，
19 卷，第 2 期（1998 年）：95-106。

与低能量的X射线不同，伽马射线

不那么容易被吸收，因此它可以从表面

以下的区域逃逸出来，使用伽马射线能

谱仪可以发现表面以下10厘米（4英寸）

深处的元素组成。通过对比X射线能谱

仪和伽马射线能谱仪的元素分析数据，

科学家们可以得出爱神星表面尘埃层

（或风化层）覆盖的厚度和范围 [27]。

24. 球粒状陨石是石质陨星的一种，主要成分是
铁镁质硅岩矿物，是最常见的陨星类型，约

占落入地球的陨石的 86%。它们来自从未熔
融或从未经历变化的小行星，因此，基本元
素组成与最初的太阳系星云相同。球粒状陨

石的名字得自于它们含有陨石球粒－一种橄
榄石和辉石小圆粒，它们在太阳系星云中发
生聚集和结晶，然后与其它物质聚并起来形

成小行星混合物。

25. Cheng 等，参考文献 23。

26. Cheng 等，参考文献 23。

27. 风化层是一层疏松物质，包括土壤、下土层
和破碎的岩石，风化层覆盖在基岩之上。在

月球和许多其它太阳系星体上，风化层还包
括陨星撞击后散落在大部分表面的陨星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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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射线 - 伽马射线成像系统。图示为安装在近地小行星探测器上（左上）的 X 射线 - 伽马射线综合

能谱系统（XRGS）。它的右部分为伽马射线能谱仪。该装置安装在近地小行星探测器的后甲板上（右
上）。传感器装置（左下）包括碘化钠（TI）探测器，它安装在锗酸铋杯罩的中间，杯罩可将背景噪
声信号减少几乎三个数量级。位于两端的斯伦贝谢公司的光电倍增管（PMT）将闪烁探测器的光输出

转换成电信号。（图片使用获得 NASA/JHUAPL 的同意。）

伽马射线能谱仪中心检测装置的

设计基础是斯伦贝谢公司设计并制造

的测井用耐震铊活性碘化钠（NaI）闪

烁计（下图）。碘化钠闪烁计广泛用于

井下密度、自然放射性和元素能谱测

量仪器之中。例如，EcoScope多功能随

钻测井仪使用了碘化钠闪烁计进行随

钻能谱测量 [28]。其它测井仪器使用不同

材料。

伽马射线和固体物质的相互作用

取决于伽马射线的能量和密度以及被

测物质的原子数目。这些相互作用可

以按基质对能量吸收的水平进行分级。

能量水平比较低时，光电效应或

康普顿散射起主导作用。在这种情况

下，只有一部分伽马射线被吸收，其余

则转变成为低能光子脱离基质。当能

量水平比较高时（高于3兆电子伏特），

产生电子偶就占据主导作用 [29]。

元素组成的识别主要靠测量单个原

子核被外部放射源（如太阳风或其它宇

宙射线）激活而发生变化时出现的光电

能量情况。当能量水平比较高时，电子

偶形成机理产生了清晰的光谱。同样

地，在太阳耀斑活动高发期伽马射线能

量达到了最高水平，伽马射线能谱仪的

测量也达到了最精确的水平。

为了提高伽马射线能谱仪的元素识

别能力，近地小行星探测器上特地被设

计安装上了一个活动探测器杯罩。这个

杯罩由一个锗酸铋（BGO）单晶体制成。

当需要为本地伽马射线环境提供直接、

被动的遮挡并减少背景噪音时，致密的

锗酸铋杯就能够用作活动闪烁器。

新设计替换掉了昂贵且可靠性低的

长吊杆，在其它太空任务中，这种长吊

杆用于减少由于宇宙射线对航天器本身

的激活作用而产生的噪音信号。伽马射

线能谱仪还对伽马射线源的方向敏感。

迂回接近C类小行星

1993 年 12 月初，Johns Hopkins 大
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专家检查了可能靠

近近地小行星探测器的飞行路线的一系

列小行星（下一页，上图）。结果发现

253 号小行星 Mathilde 距离探测器的计

划轨道不到 0.015天文单位，或大约225
万公里（140万英里）。工程师通过计算

发现，只要对探测器的计划轨道稍作改

动，它就将与 253号小行星Mathilde相
遇，探测器的速度变化仅为57米/秒（187
英尺 / 秒），远远小于太空船的速度极

限[30]。

尽管Mathilde这颗黑暗的小行星在

1985年就被发现了，但人们对它仍不甚

了解。地面望远镜的最新天文观测表

明，它属于C类小行星，有不同寻常的

15天自转周期，比其它已知小行星的自

转周期长了大约一个数量级。

经过 5次机动轨道修改，近地小行

星探测器在前往爱神星的途中，在距离

太阳 2个天文单位的地方，与 Mathilde
相遇[31]。在到达这个距离时，探测器从

太阳能动力系统中获得的有效能量下降

了近 75%。由于受到能量限制，天文学

家只能用 MSI 来对小行星的表面进行

探测，并在与Mathilde相遇前后用无线

电跟踪数据帮助确定小行星的质量。

在探测器飞越Mathilde小行星的过

程中，小行星会给探测器施加一个轻微

的万有引力。探测器的无线电跟踪数据

可以探测到Mathilde的质量引力对探测

器的飞行路线的影响。

利用无线电跟踪数据得出的小行星

质量估计值与体积估计值，科学家们计

算出小行星的密度近似为 1.3 ± 0.3 克 /
厘米 3（81.16 ± 18.73 磅 / 英尺 3）。根据

小行星的能谱数据，科学家们相信

Mathilde 的组成类似于碳质球粒状陨

石。然而，Mathilde的密度仅为预期值

的一半，这意味着该小行星的内部要么

孔隙度很高，要么存在大的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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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行星 Mathilde 的快照。这幅图片是在近地小行星探测器与 253 号小行星

Mathilde距离最小时拍摄的，拍摄高度大约为1200公里。图片显示Mathilde上
有很多撞击陨石坑，陨石坑直径从不到0.5公里（0.3英里）到超过 30公里（18
英里）。陨石坑边缘凸起说明一些物质从陨石坑中喷射出来，仅移动很短的距

离就落回了小行星的表面。一些陨石坑边缘的直壁表明了大的断层或裂缝对
陨石坑形成的影响。Mathilde 有至少 5 个直径大于 20 公里（12 英里）的陨石
坑，大约占探测器飞越小行星时观测到的小行星体积的 60%。（图片使用获得

NASA/JHUAPL 的同意。）

28. 有关随钻能谱测量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Adolph B，Stoller C，Archer M，Codazzi D，el-
Halawani T，Perciot P，Weller G，Evans M，Grant
J，Griffiths R，Hartman D，Sirkin G，Ichikawa M，
Scott G，Tribe I 和 White D：“随钻地层评价新
进展”，《油田新技术》，17 卷，第 3 期（2005
年秋季刊）：4-21。

29. 电子偶产生是在致密物质中观测到伽马射线
能量的主要方法。假设有足够的能量产生电
子偶，高能光子与原子核发生反应，产生一

对电子和反电子微粒。

30. Dunham DW，McAdams JV和 Farquhar RW:“NEAR
Mission Design”，Johns Hopkins APL Technical
Digest，23 卷，第 1 期（2002 年），18-33。

31. Cheng 等，参考文献 23。

32. Domingue DL 和 Cheng AF:“Near Earth Asteroid
Rendezvous: The Science of Discovery”，Johns
Hopkins APL Technical Digest，23 卷，第 1 期
（2002 年 1-3 月）：6-17。

33. Johns Hopkins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近地小行
星探测器意外得到神秘的伽马射线爆发图像：
http://www.jhuapl.edu/newscenter/pressreleases/
1998/gamma.htm（2006 年 4 月 5 日浏览）。

34. NASA －原子近地小行星探测器 X 射线 - 伽马
射线能谱仪数据处理系统利用行星间网络快
速、准确地找到伽马射线爆发位置：http://gcn.
gsfc.nasa.gov/gcn/near.html（2006 年 4 月 5 日浏
览）。

>爱神星目标。利用在每7年发生一次的地球与爱神星的独特排列，近地小行
星探测器于 1996年 2月成功发射。装载有近地小行星探测器的Delta-II型火箭

进入周期为两年的地球重力辅助轨道。在将倾角从0˚增加到10˚时，重力辅助
操纵缩短了远日点距离。

在探测器到达距 Mathilde 小行星

1200 公里（746 英里）的位置并且速度

为 9.93公里 /秒（22213英里 /小时）时，

科学家们对它进行了 25 分钟以上的拍

摄，总共获得了 534张照片，分辨率为

200－500米（656－1640英尺）（上图）。

在探测器飞越Mathilde期间拍摄的

图片显示，该小行星表面有很多撞击

坑。至少有四个大坑的直径与该小行星

的平均半径26.5公里（16.5英里）相当。

造成这样大的坑的冲击力巨大。科学家

们推测Mathilde在遭受这些撞击时并未

发生碎裂解体，可能是因为这个小行星

的孔隙度很高。实验室数据表明，在高

孔隙度天体上形成的陨石坑主要受到压

实作用的影响，而不是碎裂或挖掘作用

的影响[32]。受到小行星的结构性质（如

孔隙度）因素控制的陨石坑会形成陡峭

的壁，边缘清晰，喷出物较少，与

Mathilde 图片中的陨石坑相似。

这些图片还显示 Mathilde 非常均

匀。近地小行星探测器的观测显示该小

行星没有区域性的反照率异常，或光谱

变化现象，这意味着该小行星的表面组

成均一。此外，探测器测量的反照率数

据与地面望远镜观测到的一致。

尽管在探测器飞越小行星Mathilde
的过程中收集到了大量数据，但是还有

许多关于C类小行星的问题仍没有得到

解答。Mathilde的密度与在地球上发现

的普通的碳质球粒状陨石差异很大，并

且该小行星的表面物质组成均匀。所

以，问题仍然存在：如果太阳系中黑暗

的小行星和流星之间存在联系的话，那

么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样的呢？

观测伽马射线爆发

从三十多年前首次发现伽马射线的

爆发（GRB）以来，这一现象就是天体

物理学中的一大谜团。1997年 2月意大

利的卫星BeppoSAX观测到的一次伽马

射线爆发，NASA的哈勃太空望远镜也

首次观测到了与这次伽马射线爆发相关

的天体 [33]。

科学家们相信伽马射线爆发是由宇

宙深处的大爆炸释放出的高能光子波引

起的。伽马射线爆发似乎天天发生，而

且可能来自宇宙的任何部位。伽马射线

爆发代表了在宇宙中发生的已知的最剧

烈的事件，在一秒钟内释放出相当于太

阳在其整个寿命期内所能释放的能量。

通过分光镜分析，伽马射线爆发后能维

持很长时间的微弱余光，多数情况显示

出存在多普勒红移，这可以说明伽马射

线爆发的宇宙源[34]。能够进行跟踪观测

的关键是及时定位，由于伽马射线爆发

的残余电磁波以及可见光衰减很快，天

文学家很难找到它的发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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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爱神星陨石坑壁。图片中心的陨石坑内壁
上的物质比周围风化层明亮，人们认为这是因为

较暗的区域上面覆盖的风化层发生滑坡后，底层
物质暴露出来。图片为方圆1.2公里（0.7英里）的
区域，拍摄高度为38公里（24英里）。（图片使用

获得 NASA/JHUAPL 的同意。）

自1993年以来，天文学家一直使用

带有特殊仪器的宇宙飞船帮助识别伽马

射线爆发源。其中包括 Ulysses 号宇宙

飞船和几艘靠近地球的宇宙飞船：

BeppoSAX 号、Wind 观测站、Compton
伽马射线观测站（CGRO）和Rossi X-Ray
Timing Explorer 等。不幸的是，这些在

近地轨道上飞行的宇宙飞船相互之间靠

得太近，不能形成一定的三角形布局，

以测量伽马射线的爆发。

在 90 年代早期失去了先驱号金星

环绕器和火星观测器，于是天文学家就

缺少能够精确测量深空伽马射线爆发源

的三角形测量所需的第三个测量点。近

地小行星探测器加入到这一行星间网络

后，由于它配备了光学和射电望远镜，

就大大提高了找到伽马射线爆发与某个

源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

近地小行星探测器上安装的伽马射

线能谱仪并非设计为在任务初期就投入

工作，而是探测器到达爱神星时才开始

工作。然而，在探测器向爱神星飞行的

途中，一个简单的软件改变了 X 射线 -
伽马射线能谱仪系统，使科学家可以将

能谱仪用于探测伽马射线的爆发。通过

让近地小行星探测器加入伽马射线爆发

行星间网络（IPN），再加上远程测量速

度和计算能力的显著提高，在近地小行

星探测器的帮助下，对伽马射线爆发的

探测时间以及三角测量的时间从几个月

降到几秒。

在 2000 年 3月 1日，近地小行星探

测器和 Ulysses 号宇宙飞船上的伽马射

线探测器首次记录了伽马射线的爆发，

编号为GRB000301C[35]。开始时，此次爆

发的空间坐标没有被确定下来，但是根

据近地小行星探测器和 Ulysses 号宇宙

飞船记录的数据，科学家们认为一个4.2
角秒宽 180 度长的空间区域可能是伽马

射线爆发源。Rossi X-Ray Timing Explorer
得到了第二个位置，将误差范围缩小到

4.2 度长和 8.7 角秒宽。三个数据点形成

的三角测量进一步将伽马射线的发射源

缩小到50角秒见方的一个区域。这样就

能使哈勃太空望远镜和地面望远镜进行

快速搜索。

从 1999 年 12 月到 2001 年 2 月的 15

个月内，包括近地小行星探测器在内的

行星间网络探测到了100多次伽马射线

爆发[36]。其中34次爆发的定位速度和精

度都相当高，足以使光学和射电望远镜

进行跟踪观测。被认为可能是伽马射线

爆发源定位精度达到了几个角秒的数量

级。一个最有意思的结果是，一次伽马

射线爆发源竟然在南天的船底座。光学

上观测到的极大红移说明这个伽马射线

爆发源距地球大约 125亿光年，是地球

上迄今观测到的最远的天体。

揭开爱神星的奥秘

近地小行星探测器于2000年2月14
日进入环爱神星轨道，开始了它为期一

年的爱神星探测任务。绕爱神星的轨道

从椭圆形过渡到圆形，将探测器带到距

爱神星表面不到35公里（22英里）的高

度。在距发射日期将近 6 年的时候，

JHUAPL 的工程师们对这项太空任务的

研究工作终于到达了巅峰－成功控制探

测器在爱神星上着陆。

尽管近地小行星探测器的最初使命

只是研究爱神星上的矿物、化学元素组

成、磁场、地质情况和起源，但探测器

在与爱神星相遇的轨道飞行中获得了大

量的详细信息。

图片、激光测距和无线电科学测量

数据都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爱神

星是一个有裂缝的固体小行星，其表面

覆盖的一层风化物的厚度变化很大，一

些地区几乎为 0，而另一些地区厚度达

到 100 米（328 英尺）[37]。科学家们相信

相互连接并且清晰的陨石坑表明该小行

星的内聚强度很高。图像展现了小行星

表面的沟槽和切痕之间的关系，意味着

爱神星的岩石很坚固，并不是许多小块

岩石的松散聚合。

爱神星的重力场与一个形状相同、

密度均匀的物体的重力场一致。爱神星

的测量密度说明它的体积孔隙度为 21
－ 33%，这意味着尽管该小行星的质量

分布是均匀的，但是它的孔隙度较高，

容易产生裂缝，但程度比Mathilde要轻。

分辨率达到每像素几厘米的高清晰

图像显示，复杂、活跃的风化层在重力

作用下沿斜坡滑动，从而发生了明显的

改变，并进行了重新分布。图像中，在

坡度超过 25°的陨石坑壁上的反照率

通常比周围高 1.5 倍，说明近期由于风

化层发生滑坡而引起了表面的变化（上

图）[38]。

用近红外光谱仪进行了硅酸盐矿

物分析，结果显示与普通的球粒状陨

石相符。该小行星表面的空间分辨测

量数据没有提供矿物成分差异方面的

证据。科学家们认为爱神星光谱的均

匀性可能是由于微陨石撞击而导致普

遍高的风化程度。

近地小行星探测器上的摄谱仪、X
射线能谱仪、伽马射线能谱仪和近红外

光谱仪对爱神星的元素和矿物组成进行

了测量。X射线能谱仪在环绕爱神星飞

行的轨道上获得的数据显示，钙、铝、

镁、铁和硅的丰富度与普通球粒陨石和

某类不含球粒原始陨石一致。但是，球

粒陨石一般含有一定量的硫元素，而爱

神星缺少或没有硫元素。

尽管爱神星的表面元素组成看似均

匀，但是X射线能谱仪测量的仅为它的

表面组成，因此不能断定只是表面缺乏

硫元素整个还是小行星内部的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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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缺乏硫元素。如果整个小行星都缺乏

硫元素，这可能意味着，爱神星与原始

的不含球粒陨石存在着某种关系。

伽马射线能谱仪在轨道上测得的信

号强度比预想的低，因此最高精度的元

素比例是在着陆后测量到的。伽马射线

能谱仪数据显示，镁硅比和硅氧比与钾

的丰度与球粒陨石的值相一致，但是铁

硅比和铁氧比的水平低于球粒陨石的应

有水平。探测器在着陆后进行了上述测

量，由于伽马射线能谱仪的探测深度能

够达到表面以下几十厘米，因此这些测

量数据能够反应探测器周围大约 1 米 3

（35.3 英尺 3）的小行星体积。科学家仅

靠伽马射线能谱仪数据还不能确定是整

个小行星都缺乏铁元素，还是只在着陆

区域缺乏铁元素。

尽管X射线伽马射线能谱仪系统在

环绕爱神星一年的时间中对其进行了观

测，但有效的数据采集时间却相当短。

限制工程师们观测的因素有三个，一是

太阳能电池板与太阳的相对角度要求，

二是遥测时间，三是爱神星表面被太阳

照亮的时间。最后，科学家们发现质量

最高的成份测量数据都是在低轨道和着

陆后获得的（右图）。探测器一到达爱

神星表面，伽马射线能谱仪就开始了为

期 14 天左右的风化层的实地测量 [39]。

爱神星的表面组成说明它在体积组

成上与一些陨星相似，这些陨星与太阳

系同时形成，自从形成以来它们几乎没

有经历过热变化。科学家们认为爱神星

的化学组成还处于原始状态，并且没有

分化成核、幔和壳。X射线能谱仪和伽

马射线能谱仪分别测得的铁硅比存在差

异，这种差异以及表面明显缺乏硫元素

的现象可能反映了爱神星在最后的数百

万年到几十亿年的风化中发生了变化，

或者在太阳系形成的最初的一千万年中

>登陆爱神星。拼接图片显示近地小行星探测器舒梅克的计划着陆点（右上图黄圈），该图是 2000年
12月 3日从 200公里（124英里）高的轨道上拍摄的。探测器的成像系统记录了（下面 4张图片）探测
器在爱神星表面进行受控着陆的过程。在 1150 米高度时，探测器拍摄了一张图像，它覆盖了爱神星
表面 54 米（177 英尺）宽的范围（1）。在图片左下角的最大的岩石有 7.4 米（24 英尺）宽。然后，探

测器在 700米（2）、250米（3）高度又拍摄了图像，并在着陆前 120米（394英尺）高处拍摄了最后一
张图像（4）。最后这张图像的视场宽 6米（20英尺），上部最大的岩石宽 4米（12英尺）。图中底部的
条状线表示在探测器着陆过程中，图像传输信号丢失。探测器一着陆，伽马射线能谱仪就开始了为期

7 天的能谱数据测量（左上曲线图）。这些科学数据是人类首次在小行星表面采集的。伽马射线能谱
仪有两个传感器（红线和蓝线），它们对爱神星表面成分中的主要元素进行测量，测量信号清晰。这
些数据在质量上超过了该系统从轨道上积累的所有数据，有助于负责近地小行星探测的科学家小组寻

找爱神星成份与落到地球上的陨星成份之间的关系。（图片使用获得 NASA/JHUAPL 的同意。）

35. NASA－业余天文爱好者捕捉到一次伽马射线
爆发：http://science.nasa.gov/headlines/2000/
ast14mar_2m.htm（2006 年 4 月 5 日浏览）。

36. Trombka JI 等：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
http://www.dtm.ciw.edu/Irn/preprints/4631trombka.
pdf（2006 年 4 月 5 日浏览）。

37. Domingue 和 Cheng，参考文献 32。

38. Domingue 和 Cheng，参考文献 32。

39. Trombka 等，参考文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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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神星呈部分熔化状态。

这些光谱测量数据给科学家们带来

了一系列新问题。虽然光谱观测结果得

出的爱神星的化学组成与普通球粒状陨

石的组成一致，但测量数据并不能清楚

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爱神星是否与任

何已知的陨星类型都没有关系，或者可

能仅是它的表面受到风化作用而改变

了，但表层下面实际上还是一个球粒陨

石类小行星，这仍然是个问题。

科学家们很惊奇地发现爱神星磁场

很小或没有磁场。大部分陨星，包括球粒

状陨石的磁场都强于爱神星，可能是爱神

星的铁含量很低并从未被加热到熔化状态

的原因。结合重力场测量数据、结构特征

和结构一致性特点，爱神星光谱的均匀性

说明它是一个更大的母体的固体碎片。

> 为卡西尼号飞行做准备。1997年7月肯尼迪航天中心有效载荷安全飞行研究室的技术人员在将卡西尼号飞行器的上半部分设备安放在推进器上之后，对

飞行器位置调换和对正（左）。图中所示为飞行器的主要系统（右）。（图片使用获得 NASA/JPL 的同意。）

>土星环成像。紫外线成像摄谱仪（UVIS）是一套用于测量土星大气、土星环

和表面发出的紫外线的望远镜。它有两个光谱摄制波段或仪器：极紫外线波段
和远紫外线波段（FUV）。每台仪器都装在一个铝盒中，每台仪器都包含一架反
射望远镜、一台凹表光栅能谱仪和一台能够成像的脉冲计数器。紫外线成像摄

谱仪还包含一个高速光度计（HSP）波段、氢 -氘吸附元件（HDAC）通道以及
一台电子控制部件。（图片使用获得 NASA/ 大气和空间物理实验室的同意。）

近地小行星探测任务创造出了

NASA发现进程中的许多个“第一”，大

大增加了我们对太阳系原始天体的认

识。尽管探测器传回的数据揭示了小行

星的许多秘密，但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

得到答案，我们会从未来的探测任务中

得到更多的信息。

气态巨星探索

卡西尼号的任务是对土星、为数众

多的已经被发现的土星卫星和那些还没有

发现的卫星进行探测。该项目由NASA喷

气推进实验室（JPL）负责，该实验室位于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Pasadena，NASA、欧洲

航天局（ESA）和意大利航天局Agenzia
Spaziale Italiana（ASI）联合开展了卡西尼

号任务。这是行星空间探测中最为艰巨的

任务之一[40]。

由于阳光到达土星的能量很低，太

阳能电池组不适合作为宇宙飞船动力源。

40.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前往土星的卡西尼号
任务：http://www.jpl.nasa.gov/news/fact_sheets/
cassini.pdf（2006 年 4 月 13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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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西尼号发射升空。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角空军基地的40号综合发射设施，一枚土卫六 IVB/Centaur
运载火箭将卡西尼号宇宙飞船及其附带的惠更斯探测器送入太空。图中可以看到在火箭顶部是 20米
（66英尺）长、5 米（17 英尺）宽的有效载荷舱，其中搭载了卡西尼号宇宙飞船。卡西尼号的预定行
星间飞行路线（插图）的起点是 1997年 10月 15日的发射点，随后在重力作用下飞越金星、地球和木
星。在重力作用下飞越不同的行星的设计是为了增加该宇宙飞船相对于太阳的速度，这样它才能到达

土星。在靠重力加速的轨道上，卡西尼号花了超过六年半的时间才到达土星。（图片使用获得 NASA
的同意。）

工程师们用一套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

机来提供动力，这种发电机类似于先前的

伽利略号和Ulysses号探测任务中使用过

的发电机。这些发电机系统利用钚238的
自然衰减产生的热能来发电，从而可对卡

西尼号进行操纵。

卡西尼太空飞船上安装了18台仪器，

12台在轨道飞行器上，其它6台在惠更斯

探测器上。惠更斯探测器的设计可使其与

主飞船分离并能穿过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

六的大气并降落。轨道飞行器上的12台仪

器目前正在对土星、土星卫星、土星环和

磁环境进行深入研究（前一页，下图）。

在卡西尼号科学探测任务中起关键

作用的是紫外线成像摄谱仪（UVIS），它以

斯伦贝谢传感器和封装技术为基础，具有

在类似油气测井作业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进

行操作的能力（前一页，上图）。目前，紫

外线成像摄谱仪正被用于确定土星和它的

卫星土卫六的大气化学成分、云和土星环

系统的性质，以及大气能量平衡。

紫外线成像摄谱仪由一套望远镜组

成，这些望远镜可测量来自土星体系中的

大气、环和表面的紫外线。该仪器有两台

摄谱仪：远紫外线波段（FUV），波长范围

从110到190纳米，和极紫外线波段（EUV），
波长范围从 56到 118纳米。

紫外线成像摄谱仪使用了两个对应

不同波段的探测器，以优化对卡西尼号任

务所要求的波长范围的敏感度。斯伦贝谢

公司与科罗拉多大学大气和空间物理实验

室（LASP）合作，设计出了满足这些要求

的探测器。

远紫外线探测器安装使用了带一块

氟化镁窗的碘酸铯光电阴极。该探测器为

真空密封，并安装了一个完整的泵，可在

飞船安装和发射过程中保持超高真空度。

在进入太空向土星飞行期间，探测器真空

度与太空相同。

极紫外线探测器使用溴化钾光电阴

极，并且没有窗，因为所有已知物质对波

长如此短的电磁波的传播能力都非常差。

幸好溴化钾光电阴极非常坚固，在测试

和安装的短时间内能够暴露在干燥空气

中。一旦处于太空中的真空环境下，该探

测器的密封装置就被打开，允许光线进

入探测器。

这两台探测器都使用了专门选择出

来的微通道板（MCP）。微通道板技术在太

空飞行成像仪器中有很长的使用历史。在

制造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工艺使微通道板的

缺陷率非常低，可安装在宇宙飞船上。微

通道板准备就绪后，大气和空间物理实验

室与斯伦贝谢公司的科学家们一起进行了

最后的安装。然后把这些部件运送到

NASA的实验室进行最后的检测。

有两台远紫外线探测器和两台极紫

外线探测器达到了严格的质量要求，可以

进行飞向土星的太空旅行，这些探测器在

新泽西州的斯伦贝谢普林斯顿技术中心

（PTC）进行了安装。一对探测器被安装在

飞船上，而另一对则被存放起来作为备

份。

紫外线成像摄谱仪还包括高速光度

计（HSP）通道、一个氢 - 氘吸附元件

（HDAC）通道以及一台电子控制部件。科

学家们使用高速光度计通道进行土星环掩

星观测，以测量土星环物质结构和密度。

1997年 10月 15日，卡西尼号搭乘一

枚土卫六 IVB/Centaur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

尼迪角被发射升空，这枚火箭是美国动力

最强的运载火箭（上图）。当卡西尼号进

入绕地轨道之后，上级火箭点火将卡西尼

号送入行星间轨道，最后到达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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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卫六的图像。图示为土卫六的红外照片，显示出土卫六大半个球面的特

征，这些特征包括明亮的、月牙形区域（Hotei Arcus）（中心偏右），研究人
员通常称之为“微笑”。这幅图像的焦点是被称作 Xanadu的明亮区域。这张
照片是卡西尼号宇宙飞船上的窄视野照相机拍摄的，拍摄使用了对中心波长

为938纳米的红外线敏感的滤光镜。拍摄位置距土卫六大约130万公里（80万
英里）。（图片使用获得 NASA/JPL/ 空间科学研究所的同意。）

> 登陆土卫六。在着陆过程中，惠更斯探测器分析了土卫六上的大气，并记录
了大量的数据和图片。（图片使用获得 NASA/JPL 的同意。）

卡西尼号经过金星两次、经过地球

和木星一次。当它每次到达行星并进行

变轨时，它与太阳的相对速度都要增加，

不断给卡西尼号到达土星所需的推动力，

并使燃料消耗达到最低。在到达土星之

后，卡西尼号的主发动机点火，并保持

了大约96分钟，以降低该探测器的速度，

以便它被土星拉入环绕土星的轨道。在

2005年1月5日，卡西尼号向土卫六发射

了欧洲建造的惠更斯探测器。

遥远土星卫星之旅

卫六的直径比水星还要大，它是太

阳系中最有趣的卫星之一。它的外层是

混沌的大气，浓度高于地球大气50%，它

的表面就藏在这样的大气层下面（左图）。

土卫六的大气中充满了黄褐色的

雾，含有复杂的有机分子，像雨一样从

天空落到地面。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土

卫六的温度太低，不可能发生生命进化

过程－尽管有理论认为在液态烃类湖的

底下受到星球内部热能的作用，可能存

在某种形式的生命。

2005年1月14日，惠更斯探测器进

入土卫六的大气层，张开降落伞，在土

卫六稠密的大气中降落了将近两个半小

时，在此期间，探测器进行了科学观测

（左下图）[41]。探测器上安装的仪器检测

到着陆点的地面温度为 94K。探测器在

降落过程中拍摄的照片显示该卫星表面

有沟，看起来像是雨或流体（可能是液

态甲烷）流过的痕迹。在着陆点附近可

以看到高达 100米的山脊（下一页，上

图）。在大气层下层检测到大量的甲烷，

而上层主要是氮气。在土卫六上没有检

测到氧气，可能是因为氧气被冰束缚起

来了，这也会阻止二氧化碳的形成。

实验室通过试验再现了探测器上安

装的针入度计得到的冲击测量数据。这

些试验说明着陆区表面可能是由带一层

薄壳的细小微粒组成的。加速计测量数

据说明探测器将表面撞出了一个 10 －
15 厘米（4 － 6 英寸）深的坑。仪器发

出的热量使土壤中的液态甲烷发生了汽

化，并在探测器周围形成了甲烷气。惠

更斯探测器在着陆后 72 分钟内不断进

行探测和数据传输，直到受到能量的限

制和土卫六表面极端恶劣条件的影响使

探测器状态恶化，最后信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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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卫六的大气之下。该透视图是惠更斯探测器在土卫六表面的着陆点附近拍摄的色彩编码照片，蓝
色表示位置最低，红色表示最高。图像覆盖的区域大约是 1 x 3 公里（0.6 x 2 英里）。插入的一组照片
是由惠更斯降落成像仪 /光谱辐射计获得的。左边的图是高分辨率成像仪从土卫六表面以上14.8公里

（9英里）处拍到的，右边的图是中等分辨率的成像仪从 6.7公里（4英里）的高度处拍到的。（图片使
用获得 ESA/NASA/JPL/ 亚利桑那大学 /USGS 的同意。）

> 对土星环进行探测。卡西尼号宇宙飞船在绕土星轨道上拍摄的图片显示出土星环的组成变化情况
（上）。图片中的红色部分表示稀疏的小环，可能含有“脏”颗粒，颗粒大小可能小于青绿色冰粒环中

的冰粒。在土星环向外大约四分之三处的红色环被称作Encke缝。该图像是紫外线成像摄谱仪拍摄的，
它能够对环进行分解，显示跨度为 97 公里（60 英里）区域的特征，大约是旅行者 2 号获得的超紫外
线数据的分辨率的 100倍。土星A环的假彩色图片（左下）也是由紫外线成像摄谱仪拍摄的。这个环

处于中心位置，是最蓝的环，这里由于受重力作用，因而成团的物质团块最大。最宽的黑色环带是
Encke 缝，最窄的黑色环带在靠右的位置，叫做 Keeler 缝。右下部的插图是计算机模拟的跨度为 150
米（490英尺）的环，显示了A环中存在冰粒聚集带。（图片使用获得NASA/JPL/科罗拉多大学的同意。）

土星探索

除了土卫六外，土星还有许多其

它卫星，实际上，土星的卫星比其它任

何行星都多。到目前为止，从地球和宇

宙飞船上观测到的土星卫星的体积范

围变化很大，小的只有小行星大小，大

的有土卫六那么大。

土星是太阳系的第二大行星。与

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等其它外部气

体行星一样，它的大气层也主要是由

氢气和氦气组成，并且与它们一样，土

星也有环状结构。土星的环却与众不

同，这些环是由从砂粒大小到小房子

大小的冰和岩石块组成的。

尽管土星的表面看似平静，但它

的大气层实际上却是狂风肆虐，在那

里赤道上空形成的气流以1800公里 /小
时（1118英里 /小时）的速度横扫土星，

云端下面涡旋风暴翻滚。从 NASA 在

1979年发射的先驱11号、1980年发射的

旅行者1号和 1981年的旅行者2号完成

的早期太空探测中，发现土星有一个

巨大而又复杂的磁场环境，磁场中被

捕获的质子和电子相互作用，土星、土

星环以及许多土星卫星的表面也在相

互作用。

从地球上看，土星的环是由几条

完整无缝的带子组成，而实际上，它们

由成千上万个环以及小环组成，一些

颗粒有时候会在一些小土星卫星的重

力作用下形成复杂的轨道，而这些小

土星卫星以前是从地球上看不见的

（右图）。科学家们使用紫外线成像摄

谱仪获得了数据，并用精细计算机模

型对这些环的运动进行了模拟。

土星的体积仅次于木星，是地球

体积的 750多倍。土星的密度很低，不

到水的一半，再加上土星自转速度很

快，这使得它的赤道附近的物质向外

凸起。整个土星的形状就像是一个压

扁的球，它的两极直径只有108728公里

（67560 英里），而赤道直径则是 120536
公里（74898 英里）。

41. 欧洲航天局－卡西尼 - 惠更斯：http://huygens.
esa.int/science-e/www/object/index.cfm?
fobjectid=36396（2006 年 4 月 13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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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的南极光。卡西尼号上的紫外线成像摄谱仪拍摄的土星图像显示，在
它的两极上有类似地球北极光的极光现象。这两张超紫外线图像是卡西尼 -
惠更斯任务开始以来首次捕捉到的土星南极上的完整“椭圆形”极光。土星
北极也出现了类似的极光现象。在这两张拟色图片中，蓝色代表氢气受电子
轰击后被激活而产生的极光，桔红色代表反射的阳光。这两张图像的拍摄时

间间隔为一个小时，在这一小时内，左图中的极光最亮处变暗了，右图中的
最亮点出现在极光的中心。（图片使用获得NASA/JPL/科罗拉多大学的同意。）

> 微小卫星引起的扰动。这张图片证实了科学家的一个早期猜测，即在土星A环的狭窄的Keeler缝中
有一颗小型卫星。Keeler缝距土星A环外边界大约 250公里（155英里），它也是较明亮的主环的外边

界。这颗新发现的卫星被称作Daphnis，直径大约为 7公里，并且反射 50%的入射太阳光。科学家们
在2004年7月之后预测到了该卫星的存在以及它距土星轨道的距离，当时他们发现Keeler缝外边界处
的土星环结构有扰动。这些图像是卡西尼号上的窄视野照相机于2005年 5月 1日拍摄的，拍摄距离大

约有 110 万公里（68 万英里）。（图片使用获得 NASA/JPL/ 空间科学研究所的同意。）

与地球这样的石质内行星不同，土

星上没有可以降落的陆地。一艘下降到

土星大气中的太空飞船只能发现周围的

气体变得更稠密了，并且温度逐渐升

高；飞船最终会碎裂并且熔化。对土星

重力场的仔细分析使天文学家们相信土

星的内核一定是呈熔融状态的岩石内

核，其大小大约与地球相当，但是更为

致密。

旅行者号探测器进行的能谱研究发

现土星由 94% 的氢和 6%的氦组成。氢

和氦是所有巨大的气体星球的主要组成

成分，如太阳和恒星。土星云层顶部的

重力与地球表面附近的重力相似。土星

云层顶部的温度大约是-139˚C（-218˚F），
向土星核的方向上由于大气压力增加，

温度升高，核的温度预计大约为

10000˚C（18000˚F）。
2005年6月21日，紫外线成像摄谱

仪检测到土星的南极和北极都出现了极

光（右上图）[42]。科学家们相信这些极光

与地球北极光类似，但肉眼看不见。超

紫外线图片捕捉到整个椭圆形的极光，

极光是由受到电子轰击而被激化的氢气

产生的。延时图像显示极光是动态的，

对太阳风的变化响应迅速。

新卫星

在 1997 年卡西尼号开始它的探测

任务之前，人们只知道有18颗卫星绕土

星转。在卡西尼号 7年的旅行中，地面

上的望远镜新发现的卫星超过13颗。当

卡西尼号刚到达土星时，研究小组就发

现了两颗很小的卫星，M e t h o n e 和

Pallene。这两颗新发现的卫星直径大约

分别是 3公里（1.8英里）和 4公里（2.5
英里）。

科学家们推测在土星环的缝隙中应

该还有更小的卫星。2005年5月1日，通

过分析卡西尼号上的照相机拍摄的延时

照片，天文学家们证实有一颗小卫星藏

在土星的环中[43]。这些图像展现了这个

在Keeler缝中心的小小天体，图像还展

现了在这颗行星的重力影响下Keeler缝
边缘发生摆动的摆动模式（上图）。

这颗新发现的卫星被称作Daphnis，
它的直径大约有 7公里（4英里），并且

将照射在它上面的一半的光反射出来，

与它附近环中颗粒的亮度相当。随着卡

西尼号对土星及其卫星探测工作的继续

进行，科学家们期望揭开这个巨大行星

系统的更多的秘密。

 大气的迹象

尽管土星卫星土卫二上面覆盖着

冰，但与其它卫星一样，它的表面显得

异常光滑，只有极少的陨石坑。土卫二

的直径只有 500公里（310英里），与亚

利桑那州的大小相当。然而尽管它很

小，它的表面是所有冰质卫星中最有意

思的一个。它将大约入射阳光的90%反

射出去，就像覆盖了一层新下的雪，这

使它成为了太阳系中反射率最高的天体

之一。尽管以前认为土卫二是一个寒

冷、死寂的岩石体，但卡西尼号的数据

显示它有冰火山，这能够解释它的表面

为什么这么光滑。

42. 大气和空间物理实验室－卡西尼 -UVIS土星和
土卫六任务：http://lasp.colorado.edu/cassini/
whats_new/（2006 年 4 月 13 日浏览）。

43.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卡西尼号发现土星卫

星土卫二是一个活跃的充满水的世界：http://
www.nasa.gov/mission_pages/cassini/media/cassini-
072905.html（2006 年 4 月 13 日浏览）。

44.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参考文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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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磁场的发生。这幅酷似艺术家概念作品的图象显示出被冰覆盖的土星
卫星土卫二上检测到的动态大气的情况。卡西尼号上的磁力计用于测量土星

及其卫星的磁场强度和方向。在卡西尼号分别于 2005 年 2 月 17 日、3 月 9 日
和7月14日三次近距离飞越土卫二时，磁力计检测到在土卫二周围的磁场发
生了弯曲现象，这种弯曲是由土卫二的大气颗粒与土星磁气圈相互作用产生

的电流引起的。这副图片显示出了卡西尼号观测到的土星磁场，还有预测的
从土卫二南极喷发出来的蒸汽云。卡西尼号的磁力计观测到的磁场弯曲与一
个导体周围有绝缘体时的情形一致。（图片使用获得 NASA/JPL 的同意。）

>大气的迹象。2005年7月 11日，当恒星参宿五经过土卫二的后方时，卡西尼号紫外线成像摄谱仪观

测到了它，就像从卡西尼号上看见的一样。当参宿五靠近土卫二时，它发出的光变得微弱，说明从土
卫二南极喷出的大气的存在（A）。根据恒星的光谱吸收特征，通过紫外线成像摄谱仪分析表明土卫
二的大气是水蒸汽。不同的颜色分别表示两种不同的信号：没有变暗的恒星光信号（蓝色）与变暗的

恒星光信号（红色）。当参宿五重新从土卫二背后出现时，没有再观测到变暗的星光。在另一次天蝎
座λ星的掩星（B）过程中，没有检测到大气存在的迹象，意味着土卫二的大气是集中在南极地区。

（图片使用获得 NASA/JPL/ 空间科学研究所的同意。）

2005年 7月，卡西尼号上的仪器检

测到在土卫二的南极上方有水蒸汽云，

并且发现了一个热裂缝，那里的冰不断

被蒸发，可能是水蒸汽云的蒸汽源[44]。

土卫二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有证据可

证明存在活火山的天体中最小的一个。

科学家提出理论，认为这颗卫星上的冰

和表面裂缝中的高温线现象是火山潮汐

能的结果，木星卫星Io上就有这样的火

山。木星卫星Io上的从地质形成上来说

较为年轻的冰层的下面是水，冰面被来

自下面的热量软化，形成了类似木星卫

星 Europa 和 Ganymede 的表面。

2005年7月14日，卡西尼号飞到了

距土卫二不到175公里（109英里）的位

置。在这次飞越过程中采集到的数据证

实这颗卫星上有大范围的、动态的大

气。这颗卫星上的大气是在2005年初的

一次远距离飞越过程中首次被卡西尼号

的磁力计检测到的（左上图）。

卡西尼号上的磁力计检测到存在由

小的电离气流引起的土星磁场的扰动，

这一电离气流来自土卫二的大气层。这

些情况可以被磁力计提前检测出来，以

便用成像仪器对这一现象进行证实。

随着卡西尼号不断接近这颗小天

体，成像设备能够对它进行气体组成的

测量，进一步证实了大气的存在。离子

分光计、质谱仪和紫外线成像摄谱仪显

示，它的南部大气中含有水蒸汽（左

图）。质谱仪发现大气中水蒸汽含量达

到了 65%，氢气含量大约是 20%。剩下

的主要是二氧化碳和一些氮气与一氧化

碳的混合物。水蒸汽的密度随高度不同

而不同，这意味着，水蒸汽可能来自一

个区域性的源，类似地热点。超紫外线

结果明显说明存在局部水蒸汽云。在这

个低重力环境下存在大气却没有立即逃

逸到太空中去的事实说明这颗卫星的地

质活动很活跃，慢速、连续地向空中释

放水蒸汽。

高分辨率图像显示土卫二的南极有

一个表层相当年轻并且有很多裂缝的区

域，与该卫星其它区域不同。该区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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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卫二图像。左上角图片是由四幅高分辨率照片合成的，这四幅照片是卡西尼号近距离飞越土星卫
星土卫二时由窄视野照相机拍摄的。该图片的跨度大约有 300公里（186英里），并显示有多种多样的

断层、裂缝、褶皱、沟槽和陨石坑。图中的图片都是靠可见光拍摄的，拍摄位置与土卫二间的距离从
26140到 17434公里（16246到 10833英里）。在广角照片中，土卫二的南极区域地形（左下）看起来是
巨大的冰块；高分辨率窄视野照片显示出了更多的细节（插图）。这两幅图片都是在大约208公里（129
英里）的高度上拍摄到的。右边的土卫二的彩色放大图片主要是它的南半球。它的南极区域布满了惊
人的“蓝色”裂缝，周围环绕着明显的连续褶皱和山脊链。这副拼图是拟色图片，图片拍摄的光波波
长范围为从超紫外线到红外线的光谱范围。（图片使用获得 NASA/JPL/ 空间科学研究所的同意。）

>热南极。这幅图表示组合红外光谱仪观测到的土卫二表面温度。观测到的

温度分布范围包括南极上出人意料的高温区域。该区域的平均温度比预计温
度高15K；在一些地区，观测到高温区域的温度超过140K。那些最热的区域与
上幅图中的蓝色裂缝带分布一致。（图片使用获得NASA/JPL/戈达德太空飞行

中心的同意。）

45. Sagan C: Cosmos，纽约市: Carl Sagan Productions
and Random House（1980 年）: 4。

大房子般大小的冰块和蓝色的长裂缝组

成（左图）。

另一台卡西尼号上的仪器，即复合

红外光谱仪（CIRS）显示土卫二的南极

比预想的温暖（左下图）。还发现赤道

附近的温度为 80K。科学家们相信两极

甚至更寒冷，因为来自太阳的能量更

低。然而，南极的平均温度达到了85K，
比预想的温暖得多。南极上集中于裂缝

附近的一些小区域甚至更温暖，某些区

域的温度高于 140K。
科学家们发现如果太阳是唯一的热

源，那么土卫二上这样的温度分布现象

很难解释。更可能的情况是，南极区域

的一部分，包括可以观测到的裂缝都受

到从卫星内部散发出来的热量加热作

用。在该区域内一些位置的“温暖”的

冰的蒸发作用能够解释卡西尼号仪器检

测到的水蒸汽云的密度变化。一个直径

为500公里（310英里）的卫星为什么能

够产生这样的内部热能，它为什么集中

在南极，这些都还是谜。

与多种测井仪器在井下共同工作一

样， 土卫二上大气的发现是一系列不同

传感器相互配合获取数据并使科学价值

最大化的结果。

来自太空的挑战

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过去 100
年间的技术进步帮助我们改变了观测地

球、太阳系和遥远的宇宙的方式。从油

气勘探开发工业形成的早期开始，工程

师、地质学家和许多有奉献精神的人在

探索地球内部空间的道路上一直是摸索

着前进的。今天，同样的创新精神和类

似的技术，带我们超越地球进入无限的

未知的外层空间。

本文所列举的例子只是油田技术服

务行业为空间探索所做出的贡献的一小

部分。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在

地球上使用的技术能够用于追求地球之

外的知识。已故空间物理学家 C a r l
Sagan 写道：“想象力常常会把我们带

到从没有到过的世界。没有想象力，我

们哪也去不了”[45]。正是这种想象力和

创造力推动油气勘探开发工业对地球深

处进行探索，而且必将在火星和更远的

星球上开始第一次钻探。            — D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