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_StellarEvolution    Alan Chu           1 of 24 

 
星的演化 

 
概論 
 

星體通常在以分子氫為主的氣雲內誕生，氣雲內密度變

動較大的區域最易發生重力塌縮，塌縮使核心氣體的壓力

和溫度越 來越高， 到了一千 萬度左右 便觸發核 聚 變 

(nuclear fusion)，氫燃燒為氦，同時發出光和熱，但在核

心以外的氫，由於沒有足夠溫度，不會燃燒。 
 

原始星 (protostar) 指在氣雲裡的星胎，這時它已是一個

熱體，但未到氫燃燒階段，因此輻射以紅外居多。右圖是

哈勃太空望遠鏡在金牛座捕獲的 HH 30 實例 (前講義說

的 Herbig-Haro object)，在 HH 30 中間是一顆塌縮中的原

始星，它正在吸積周邊物質形成一個轉動塵氣盤，因此原

始星被掩蔽不在照片顯現，不過原始星和轉盤的磁場會彼

此交互，結果一些轉盤物質沿着原始星的磁極外洩，形成

兩束反向的小噴流 (圖解見本篇  Q&A No. 21)。噴流是短

暫的，當更多轉盤物質被原始星吸納而縮細後，噴流便會

停止，原始星繼續塌縮直至平衡為有氫燃燒的球體，剩餘 
塵氣則被原始星的星風驅散或進一步演化為原始行星盤 (protoplanetary disk)。 接近成熟的低質量原

始星具有金牛座 T 變星的觀測特性，因此又歸類為前講義提及的金牛 T 型星 (T Tauri star)。大質量

星的誕生過程比低質量星較為凌亂，不過最終會穩定為高溫的 O 或 B 譜型星。 
 

“主序” (main sequence) 指星核心徹底進行氫燃燒的階段，在主序的星叫

主序星，它的光度、直徑和質量大致穩定。核心的氫燒完後，星脫離主序

步入老星階段，這時核心會累積不同元素的燃燒層，最外燃燒層必定是氫，

下一層是氦，再下層是碳、氧和更重的元素，總層數視乎星的質量而定。 
 

由於質量主宰着星的演化過程，我們就把星分為低質量與大質量兩級來

論述，一般定低質量 < 4 M⊙ (不足四倍太陽質量)，大質量 > 8 M⊙ (超過八

倍太陽質量)，4 M⊙ 至 8 M⊙ 的星沒有明確的質量級別。要留意的是：  

 主序階段約佔星壽命的九成；燃燒層只佔星體積的小部分。 
 星在演化途中一定有質量流失，特別是晚年，星的狀態不穩，質量 

流失更多，到核能盡失時便壽終，其遺體質量可以比主序時小幾倍。 
 有少數星的前身是低質量雙星，後來兩者併合才變成一顆大質量星。 

 
星的質量和壽命 
 

粗略估計，銀河系有 2 到 4 千億顆星，星的質量越大，數目越少，質量不足 0.1 M⊙ 的星沒有能

力把核心的氫徹底燃燒，可見光甚弱不易被發現，但邏輯上佔數最多，大過 100 M⊙ 的星極少。天

體物理學指出，星質量大到若干程度，它的向心重力就不敵外向輻射壓力而瓦解，因此星質量不會

無限地增加。已知最大質量的星約有 200 M⊙，光度比太陽大 6 百萬倍，位於劍魚座 R136 星群內。 

星的一生主要由它的質量決定，質量越大，燒氫越急速，壽命亦以幾何級數劇減，自轉快的星也

比較短壽一點。大致上，星的壽命 (主序壽命) 與其質量的 2 到 2.5 次方成反比。太陽的壽命約有 110 

億年，現在是中年，再過 60 億年太陽會脫離主序；10 M⊙ 的星，壽命會劇減至幾千萬年；25 M⊙ 

的星，壽命只有幾百萬年，至於 0.5 M⊙ 的星，壽命將長達幾百億年，比已知宇宙歲數還要持久。 

第 11 篇 

老星結構

氫 H
氦 He
碳 C

外圍氫 
(沒有燃燒)

燃燒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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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星雲中的產星區   1. 在巨蛇座的鷹星雲 (Eagle Nebula)，亮度 6 等，離地球約 7 千光年。星雲內有大群

年輕且熾熱的星，編號 Messier 16 / NGC 6611，視場左邊有一條橫向像教堂塔頂的塵氣柱，星雲中心也有三

條塵氣柱，別名 “創生之柱” (Pillars of Creation)，最長的一條約 5 光年。照片由歐洲南天文台 2.2 米鏡拍攝。 
2. 韋伯太空望遠鏡以近紅外拍攝的創生之柱。 創生之柱由高密度氫氣和氦氣混合塵埃構成，因為密度高

而重力塌縮，並且開始孕育原始星 (位置 A)，有些隱閉在柱邊的原始星已經成熟為年輕亮星 (位置 B)，它們

及附近亮星發出強烈紫外輻射把氣柱內較低密度的物質電離，同時也把氣柱逐漸蒸發，因此氣柱內露出一

些 “蒸發中的氣態雲球”，或稱 “星蛋” (evaporating gaseous globules / EGGs，位置 C)。在氣柱之間彌漫的假色

藍氣都是蒸發後物質，天文學家相信這些氣柱和蒸發中的星蛋都是過渡性產物，當更多原始星演化為新生

亮星時，它們的星風會把殘留氣柱物質完全吹散。 
參考: https://www.nasa.gov/feature/goddard/2022/nasa-s-webb-takes-star-filled-portrait-of-pillars-of-creation 
 

圍繞年輕星的原始行星盤 
 
 
 
 
 
 
 
 
 
 
 

背景是哈勃太空望遠鏡拍攝 HL Tau 的光學照片。

HL Tau 是一顆十分年輕的金牛 T 型星，距離地球 

450 光年。小圖是 ALMA 毫米/亞毫米波陣列取得

的一幅高清影像，證實  HL Tau 有一個原始行星

盤，最外直徑 230 AU。經過多次碰撞，盤內暗位

的帶塵物質會粘在一起成為沙粒，繼而增長為微行

星 (planetesimals)，最終形成小行星、彗星或行星。 
參考: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1436/  

A 

B

B 

C

D

歐洲南天文台利用調適光學在半人馬座的金牛  T
型星 PDS 70 (儀器黑罩位置) 找到一原始行星盤，一

顆行星 (光點) 正在盤中形成。由於母星光芒被行星

反射後會變成偏振光，測量光偏振便能把行星分辨

出來。PDS 70 盤徑有 280 AU，距離地球 370 光年。

參考:  https://www.mpia.de/5356226/2018-06-PDS70 

https://www.nasa.gov/feature/goddard/2022/nasa-s-webb-takes-star-filled-portrait-of-pillars-of-creation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1436
https://www.mpia.de/5356226/2018-06-PDS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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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質量星 ------- 
 
 
 
 
 
 
 
 
 
 
 

如果主序星在 1.5 M⊙ 以下，氫燃燒由質子 - 質子反應鏈主導，產物是氦，如果質量超過 ~1.5 M⊙，

氫也可以經 CNO 程序燃燒，產物是氦、碳、氮、氧 (見前篇《太陽》)。核心的氫燒成氦之後未夠

溫度再變，於是開始塌縮，核心因而逐漸升溫直至上層的氫燃點起來，對流作用把氫燃燒的熱力帶

進非燃燒的外圍氫，結果星體大幅膨脹如下圖，稱 巨星 (giant)，但膨脹會令星面降溫，在 5500 K 時

呈黃色，4500 K 是橙色，3500 K 是紅色，橙至紅色的巨星又稱為 紅巨星 (red giant)，例如橙黃色

的大角 (Arcturus / 牧夫 α ) 和橙紅色的畢宿五 (Aldebaran / 金牛 α)，將來太陽也會變成紅巨星。 
 
  
 
 
 
 
 
 

另一方面，在氦核外邊的氫不斷燃燒成氦，氦核的總質量越來越大，中心溫度越來越高，到了一

億度左右 (~ 108 K) 便觸發第二次核聚變，氦燃燒成碳和氧 (3 4He → 12C， 12C + 4He → 16O)。如果

星的質量偏低，氦燃燒來得很突然，我們稱之 “氦閃” (helium flash)，它有點像在星核內引發的小爆

炸，但不會使整個星體瓦解，只有 ~ 2 M☉ 以下的星才有氦閃，質量偏高的星因為核心壓力較大，

氦燃燒是漸進的，因此沒有氦閃。氦燃燒可以令星體升溫，這時期的巨星正位於赫羅圖上的 “水平

分支” (赫羅圖稍後再述)，因此天體物理學家給它一個專名：horizontal branch star，簡稱 HB 星。 
  

氦燃燒數億年後，巨星演化到了後期，基本上在核心的氦已變成碳、氧和小部分氖、鎂等，但質

量不夠大，核心不能升溫到六億度，所以碳氧沒有繼續燃燒，在核心外圍的氦層和氫層則繼續燃燒

令光度增大，體積更加膨脹，顏色更紅。這時期的巨星正位於赫羅圖上的 “漸近巨星分支” (asymptotic 
giant branch)，稱 asymptotic giant branch star，簡稱 AGB 星。 
 
 
 
 
 
 
 
 
 
 
 

許多長週期變星都是 AGB 星，它們的狀態不穩定，光度和體

積不斷脈動，例子有前講義說的 Mira。還有一種 “碳星” (carbon 
star)，本質也是 AGB 星，對流作用把體內的碳氧帶上星面形成

塵氣，但氧與碳容易結合為一氧化碳，結果星面的碳比氧多。

碳與碳化合物會吸收藍光，所以一般的碳星都呈現深紅色。 

太陽直徑  0.01 AU 

(大小比較) 

氫正在燃燒成氦 

氦核 (未到燃燒溫度)

巨星在初期的結構

無燃燒的外圍氫，直徑比主序時期脹大了幾十倍。

He
Hydrogen 
envelope

氫燃燒層

氦燃燒層

巨星在後期的結構  (AGB 星)

無燃燒的外圍氫，比初期膨脹更甚，

直徑可達 3 AU (大小如火星軌道)。

碳氧為主

(無燃燒)

 
 

C,O

Hydrogen envelope

碳星  U Antliae 位於唧筒座，距離  9
百光年，亮度 5 - 6 等。A 是它的光

學影像，B 是疊加的 1.3 mm 毫米波

影像。大約 2700 年前，這碳星經歷

短暫的快速質量流失，結果形成一

個直徑 1/3 光年的塵氣殼 (即 B 像)。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1730/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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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及星的質量流失，太陽和所有主序星都有星風吹走外層物質，但流失不算嚴重，AGB 星

吹的風卻猛烈得多，經過大量物質流失後，高溫的碳氧核心便顯露出來，外流物質則被核心的紫外

輻射電離，發光形成氣殼，稱 行星狀星雲 (見前講義)，過後氣殼失散為星際塵氣，留下的中心部分

稱為 “白矮星” (white dwarf)。白表示它的溫度仍然很高，矮表示它小如地球，整體結構見下圖。基

本上，白矮星是沒有核能的，它需要百億年以上才冷卻至無光。初成的白矮星溫度超過 105 K，因

此釋放紫外輻射。天狼 B (Sirius B) 白矮星有 25 000 K，質量 1.0 M⊙；南河三 B (Procyon B) 白矮

星有 7700 K，質量 0.6 M⊙，兩者皆在雙星系統內，在球狀星團內也找到白矮星。 由於體積小，所

有白矮星都很暗淡，較易見的單獨白矮星位於雙魚座，稱 范馬南星 (van Maanen’s Star)，距離 14 光

年，亮度 12.4 等，質量 0.7 M⊙。 
 

行星狀星雲 NGC 7662 

又稱藍雪球星雲，位於

仙女座，中心白點的溫

度約有 8 萬度，將來會

變成白矮星。 
 

紅矮星 (red dwarf) 指質量約在 0.08 到 0.4 M⊙，溫度不足 
4000 K 的主序星，由於質量和溫度俱低，體內都有充分的對

流讓氦元素均勻分佈而不會在核心累積，因此紅矮星不會膨

脹成紅巨星，只會平靜地燃燒直至大部分的氫變成氦，隨後

緩慢冷卻為毫無核能的星骸，紅矮星例子有  19 光年外的 

Gliese 229A、6 光年外的巴納德星和 4.2 光年外的比鄰星。  

棕矮星 (brown dwarf) 的質量小於 0.08 M⊙ (約 13 到 80 

個木星質量)，體內沒有足夠能力讓氫燃燒但容許溫度較低的

氘燃燒 (deuterium burning)，例子有 Teide 1 和 Gliese 229B，

參考:  https://forum.hkas.org.hk/Web/BrownDwarf_Deuterium.jpg 
 

白矮星的特性 

理論證明，正常發展的白矮星質量不會大過 1.4 M⊙ (錢德拉塞

卡極限 Chandrasekhar limit)，體積像地球，平均密度 106 g/cc ! 這

樣大的密度如何達成呢 ? 我們不妨再看巨星的後期結構，這時核

心已累積大量碳氧離子和電子了，但碳氧未達足夠溫度燃燒，因

此重力勝過熱張力令離子和電子擠壓更密，電子被迫要逐步提高

速度才能在越趨狹窄的空間移動。電子的高速移動等同一種外張

壓力，稱 電子簡併壓力 (electron degeneracy pressure)，它會抗衡

重力塌縮，不讓電子擠壓於相容的量子態 (量子力學稱的 包立不

相容原理)，並且不再遵從氣體的常規，即是 電子 簡併壓力不會

跟隨溫度而改變，即使將來核心變成單獨的白矮星，只要質量不

超過 1.4 M⊙，電子簡併壓力仍然足夠抗衡外來重力。兩者抗衡

還導致特別的效應，就是白矮星的質量越大，體積越受壓縮，半 
徑就越小，見右圖。白矮星的質量多介於 0.5 到 0.8 M⊙，有極少數接近

質量上限 (例如 ZTF J1901+1458、WD 1832+089、RE J0317-853)；也有

極少數質量低至 ~ 0.3 M⊙，見 https://forum.hkas.org.hk/Web/WhiteDwarf_ELM.pdf 。 

觀察過的白矮星，磁場都比太陽強得多，星齡越老，表面磁場越強，

不過原因仍未明朗 ( https://forum.hkas.org.hk/Web/WD_magnetic.pdf )。在長期高壓

下，星核中的碳有可能晶化為鑽石，例子有半人馬座的 BPM 37093，它

是一顆會脈動的白矮星，從脈動波的形態可推論星核內存在鑽石。  

白矮星結構 (設質量 ≈ 0.8 M⊙) 

(比較)

氫表層 (無燃燒*) 
 

薄氦層 (無燃燒) 
 

碳氧主體 (無燃燒)

* 有少數白矮星的氫表層會繼續燃燒直至殘餘的氫耗盡

Carbon
& 

Oxygen

https://forum.hkas.org.hk/Web/BrownDwarf_Deuterium.jpg
https://forum.hkas.org.hk/Web/WhiteDwarf_ELM.pdf
https://forum.hkas.org.hk/Web/WD_magnet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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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Ia 型超新星   
 

有一種密近雙星由白矮星和紅巨星組成，見下圖。如果紅巨星膨脹過大，表面的氫氣便流向白矮

星並且累積在其表面上，當氫累積至燃燒的溫度時，熱力使氫急速外展形成氣殼，氣殼被熱爆衝擊

發出強光，稱為 “新星” (nova)，氫燒完後亮度下降，數十天後回復舊觀。由於白矮星內的電子簡併

壓力不受表面氫燃燒的溫度影響，原有結構不致嚴重受損，將來白矮星也可重演新星現象，例如蛇

夫座的 RS Ophiuchi，過去有多次新星記錄；羅盤座的 T Pyxidis 也爆發過六次，靜止時 15 等，爆

發時約 7 等。1975 年在天鵝座出現明亮的新星，有六天肉眼可見，不過此後未見復發。天文學家

也曾遇見少數強磁場的白矮星，因吸取物質過速而釀成小爆炸 (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2207/ )。 
 
 
 
 
 
 
 
 
 

Cygni 1975 新星爆發的光曲線 

如果上圖白矮星吸積物質過度令其質量超過 1.4 M⊙ (錢德拉塞卡極限) 的話，體內的電子簡併壓

力就不敵外來重力了，於是體內的碳氧受壓升溫，到了六億度，碳聚變開始，同在的氧也緊隨聚變，

鏈式的熱核反應非常猛烈，終於能量釋放失控令整體爆炸為 “Ia 型超新星” (Type Ia supernova，簡寫  
SN Ia)，Ia 是超新星分類中的專用型號，也是分類中最光亮的。由於白矮星在爆炸前的碳氧結構、

核心壓力和溫度都差不多，所有 Ia 型超新星的最大光度幾乎

一樣，約在藍光絕對星等 –19.3 附近上落，可以作為距離指

標 (量天尺)，它的光度比造父變星大得多，因此量天範圍遠

至數十億光年。右圖是判斷 Ia 型超新星光度的一種方法。 

右圖: 每顆 Ia 型超新星的光度都略有差異。大致上，爆炸時

越光亮，其後的光跌幅越慢，我們可利用 Ia 型超新星的 ΔM15 
(最亮後 15 天的藍光視星等跌幅) 來判斷它的真正光度。例如 

ΔM15 = 1.1，該顆超新星最亮時的藍光絕對星等便是 –19.3。從

絕對星等與最亮時視星等之差便可以算出超新星的距離，例

子見本篇 Q&A No. 8。參考: https://astronomy.swin.edu.au/cosmos/T/Type+Ia+supernova+light+curves  
 

上述爆炸由單一白矮星吸積紅巨星的物質引起，我

們稱之為 單蛻化模型 (single-degenerate model)。另一種

爆炸機制稱為 雙蛻化模型 (double-degenerate model)，
即兩顆在雙星系統的白矮星旋近而碰撞，併合體的質

量超過錢德拉塞卡極限而爆炸。由於兩顆白矮星在併

合前的總質量已經超過 1.4 M⊙，雙蛻化 Ia 型超新星的

光度都比單蛻化大一點，因此被質疑它作為距離指標

的適用性。 此外還有研究認為，自轉較快和磁場特強

的白矮星亦可突破錢德拉塞卡極限而爆炸，參考 : 
https://forum.hkas.org.hk/Web/Super_ChandraLimit.pdf 。 

Ia 型超新星也有可能不像這樣發展，爆炸不能完全

摧毀白矮星，因此光度比普通 Ia 型低，爆炸後的殘骸

猶如一顆 “彊屍星”，天文學家把這種爆發失敗的超新

星歸類為 Iax 型，已知數量超過 50 顆，例子: SN 2012Z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ombie_star 。 

新星爆發時會拋出氣殼，氣殼

也被熱爆衝擊而生強光。 
T Pyxidis 新星在爆發期間拋出的

氣殼狀物質 (哈勃太空望遠鏡合成圖片)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2207
https://astronomy.swin.edu.au/cosmos/T/Type+Ia+supernova+light+curves
https://forum.hkas.org.hk/Web/Super_ChandraLimit.pd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ombie_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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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光現象 
 

2002 年初，在麒麟座的 V838 變星 (V838 Monocerotis) 突然從 15 等增光至 6 等，乍看之下好像

是新星，隨後帕洛瑪天文台測得 V838 的直徑竟然比太陽大千五倍，色溫又低，種種證據指出 V838 

不會是典型的新星。從哈勃太空望遠鏡所見，光變中的 V838 好像被一團氣殼包圍 (下圖左)，起初

以為是星的外拋物質，分析後發覺氣殼是罕見的回光 (light echo) 現象，原來 V838 被多層結構複雜

的塵埃包圍，回光則是星光被多層的塵埃反射所致 (下圖右)。至今 V838 的異常表現還未明白，有

猜說它是兩顆星的併合體，在演化途中星體極度膨脹；也有說它是大質量星，內部氦層產生爆炸使

外層氫迅速膨脹及增光。 
 
                             

 
 
 
 
 
 
 
 
 
 

包圍麒麟 V838 的不是氣殼而是回光 (哈勃太空望遠鏡攝， 
可見光 + IR)  
 
另一個有回光的變星是船尾座的 RS Puppis，它也是 
一個造父變星，見 https://esahubble.org/videos/heic1323b/  
 
 

【小 結】       

星的演化流程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把低質量星 

(< 4 M⊙) 的演化編成流程圖，大質 

量星 (> 8 M⊙) 的演化流程也展示在

圖上，後者將在下一節論述，現在

先重溫這些要點： 
 

 銀河系的星分佈像金字塔，質量 
越大，數目越少，星的壽命也急 

劇縮減。 

 星在演化途中一定有質量流失， 
最終質量可以比主序時小幾倍。 

 
 最終質量決定了星的命運。  

(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 

 白矮星的質量不會大過 1.4 M⊙。 
(錢德拉塞卡極限) 

 4 至 8 M⊙ 主序星在流程圖上的 

灰色地帶，演化不明確，最終可 
能變成白矮星或中子星。 

https://esahubble.org/videos/heic13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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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質量星 ------- 
 

在主序的大質量星不多，例子有龍蝦星雲內的 Pismis  24  星群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GC_6357 )，

不過大質量星的壽命很短，當它們離開主序後，演化的步伐不一。像獵戶座的參宿四和參宿七，兩

者都超過十倍太陽質量，但參宿四已相當年老，因此體積膨脹到低溫的紅色，光度變化亦不規則；

參宿七的前身可能是藍色 O 型主序星，現在還未衰老到紅色低溫的階段。  

 

 

 

 

 

 

 

 

大質量星的核心承受了上層的巨大重力，其體積必然小如地球，溫度卻超過 109
 K，所以近核心

區域的溫差非常大，能量靠更有效的對流方式外輸，但星外層的溫差沒有核心區域那般大，能量改

為輻射方式外輸。相比之下，太陽 (和 2 M⊙ 以下的星) 結構由內到外卻是: 核心、輻射區、對流區。 

大質量星的核聚變比低質量星更多樣化，如表一，不過核聚變一定由主序 (氫燃燒) 開始，產物

是氦，氫燒完後出現短暫的核心塌縮令溫度提升到 ~ 108
 K，於是氦燃燒開始，氦燒完後，核心又

短暫塌縮令溫度提升到 ~ 6 x 108
 K，於是碳燃燒開始，每次燃燒都是利用上次產物在更高溫度下進

行。大質量星的質量都超過 8 M⊙，所以碳燃燒之後仍然繼續有氖燃燒、氧燃燒，甚至到最高溫的

矽燃燒而出現鐵，但鐵再變需要吸收外來力量，本身不會釋放核能，故此鐵之後便停止核聚變了。 

表一  星體內部的主要核聚變階段               表二  20 M⊙ 超巨星在臨終前的燃燒層 

燃燒的條件 Ref: The evolution and explosion of massive stars, 
Woosley, Heger, Weaver et al, 2002. 核聚變 

次序 
主要產物 

最小的星質量 最小所需溫度  次序 平均密度 燃燒持續時間

氫燃燒 氦 ~ 0.1 M⊙ ~ 1 x 107 K  氫層 5 g / cc 約 8 百萬年

氦燃燒 碳、氧 ~ 0.4 M⊙  ~ 1 x 108 K  氦層 1 x 103 g / cc 約 1 百萬年

碳燃燒 氧、氖、鈉、鎂 ~ 4 M⊙  ~ 6 x 108 K  碳層 2 x 105 g / cc 約 1 千年

氖燃燒 氧、鎂 ~ 8 M⊙  ~ 1.2 x 109 K  氖層 3 x 106 g / cc 約 1 年

氧燃燒 鎂、矽、磷、硫 ~ 10 M⊙  ~ 1.5 x 109 K  氧層 6 x 106 g / cc 約半年

矽燃燒 鐵 > 10 M⊙ ~ 2.7 x 109 K  矽層 4 x 107 g / cc 約 1 天

 

超巨星 (supergiant) 指光度比太陽大一萬倍以上，質量大十倍以上的星。由於核聚變的先後次序，

超巨星核心都會累積像洋葱的多層結構，年齡越老，層數就越多。以下圖的 20 M⊙ 超巨星為例，

臨終前核心由外到內的主要燃燒層有氫 H、氦 He、碳 C、氖 Ne、氧 O、矽 Si，每層的燃燒時間不

等，見表二。主序階段的氫燃燒約持續 8 百萬年，氦燃燒會持續 1 百萬年，碳燃燒會持續 1 千年 …，

矽燃燒只需 1 天，其產物是不再聚變的鐵，這

時超巨星沒有核能補充了，等到剩餘的核能不

能平衡上層重力的時候，核心便會塌縮變成超

密體，在核心外的大量氣態物質也迅速跟隨塌

縮，到臨界點時衝擊波已經非常強烈 ，足把

星體爆開成為超新星 (supernova / SN )。重力塌

縮及爆炸產生的超高溫使物質蛻變成比鐵更重

的元素，包括鎳、銅、鋅、鍺等，爆炸令它們

擴散到星際空間，所以下一代的星都含有這些

重元素。爆炸本身也會把一部分拋離物質 (主要

是氫核、小量氦核和微量重元素) 加速到極近光

速，是宇宙射線 (cosmic rays) 的來源之一。 

大質量星的內部結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GC_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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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擊波示意圖 】 
 
 
 
 
 
 
 
 
 
 
 
 

1. 當飛機快過聲音的傳播速度，在前緣的聲波會被

擠壓為強烈的反向衝擊波，也稱震波或激波。如果

衝擊波掃過觀測者，他就會聽到震耳欲聾的聲爆。  

    參考:  A Dying Massive Star Before Going Explosion  https://www.keckobservatory.org/dying-star/ 
 

大質量星的質量流失 

在核聚變過程中，大質量星內的對流作用把多種元素熱氣帶到星面，強烈的星風又把熱氣吹走，

結果星物質不斷流失。WR 型星 (Wolf-Rayet star) 就是指那些高溫 (25000 K 以上) 兼且流失多 (每年

減少 10–5
 M⊙ 以上) 的大質量星。WR 型星欠缺氫譜線，表示氫耗盡，但常現展寬的電離氦-氮-碳

等發射線，譜線越被展寬，表示星風越猛烈。所有 WR 型星都是演化到晚期的超巨星，有編號的

約二百個，夀命很短，大概數十萬年內便會爆發為超新星。下圖展示一些明顯的 WR 型星及一大

光度藍變星，稱 AG Carinae，它正處於自 O 型藍超巨星轉變為 WR 型星的階段。  
 

 
 
 
 
 
 
 

(左) WR 7 位於大犬座，溫度約 105 K，質量 13 M⊙，每年流失 7 x 10–5 M⊙，

外流物質與受壓的周圍物質形成發射星雲  NGC 2359，別名  頭盔星雲 

Thor’s Helmet，闊約 30 光年。 (中) WR 124 位於天箭座，溫度 4 x 104 K，

質量 20 M⊙，每年流失 10−4 M☉，紅色發射星雲是外流物質，稱 M1-67，

直徑 6 光年。 (右) WR 104 是位於人馬座的三合星，其中之一是 WR 型星，

它與另一 OB 型星互繞，兩者的外流物質交互，形成了一團風車狀的塵氣。 
 

← 海山二 (Eta Carinae) 位於船底星雲內，距離 7500 光年，以

前可能是三合星，現在是雙星 (其中之一是 WR 型星)，總質量 

150 ±50 M⊙，每年流失 10–3
 M⊙ !  兩星的星風和外流物質交互

催生了兩瓣小氣雲，稱 侏儒星雲 Homunculus Nebula，長度約 0.6 

光年。海山二曾在 1843 年爆發到 –1 等，1930 年跌到 8 等，目

前回升到 5 等，將來它會否再爆發，無法預料。海山二爆發理

論:  https://forum.hkas.org.hk/Web/Eta_Carinae_model.jpg  
 

多流失不限於高溫的 WR 型星，低溫的紅超巨星也如是。例如大犬座 

VY CMa，本質是紅超巨星，質量 17±8 M⊙，溫度 3500 K，由於直徑比

太陽大千倍，表面引力低讓物質更易外流，至今形成一團不對稱的反射

星雲圍着星體 (右圖)。目前 VY CMa 的流失率約為每年 6 x 10−4 M☉。 

2. 超巨星爆炸也是衝擊波作用。如果星物質

下塌快過聲波在體內的傳播速度，反向衝擊

波的能量會迅速增大，甚至把星體震碎。 

Wolf‐Rayet stars

位於船底座的  AG Carinae 是

銀河系中最大光度的藍變星

之一，亮度 6 到 9 等，溫度 8000
到 26000 K，殼狀雲是過去一

萬年被星風吹離的物質，至今

AG Carinae 已流失了 15 M⊙。

https://www.keckobservatory.org/dying-star
https://forum.hkas.org.hk/Web/Eta_Carinae_mode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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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新星的特徵和分類 
 

根據統計，4 M⊙ 以下的低質量星在核能耗盡後不會爆炸，通常變成白矮星，由白矮星演變而來

的 I a 型超新星是少數例外。4 到 8 M⊙ 星的終結不明朗，如果在臨終時星體的塌縮速度未達爆炸

臨界點，它們就不會爆炸。更大質量的超巨星好可能在核能不足時開始塌縮，不久因塌縮過急而爆

炸為超新星。從爆炸時的光譜，我們可以判斷超新星的前身結構和所屬類型，見下表。留意 I a 型

是由熱核爆炸引起的；I b、I c 和 II 型是由核塌縮引起的，其前身都是大質量超巨星，分別在於塌

縮前有無流失氫外層和氦外層 。已發現的超新星以 II 型居多，它可以再分為 II-L 及 II-P 型，前

者的光曲線呈線性衰減，後者的光曲線有滯留區，因為爆炸衝擊波把外圍的氫電離，電離氫並不完

全透明，它妨礙下層光子外逃，結果 II-P 的光度短暫滯留，直至氫冷卻失去電離才繼續減光。 
 

超新星的主要分類  

超新星 前身 爆炸成因 爆炸時的光譜 光度 

I a 型 

 

白矮星吸取對方物質過

度引致體內壓力和溫度

俱升，終於觸發激烈的碳

聚變和氧聚變而爆炸。 

無氫，有明顯的

電 離 矽 吸 收 線 
Si II，矽線是碳

聚變固有特徵。 

約在藍光絕對星等 

−19.3 附近上落，可

作為宇宙中的距離

指標 (量天尺)。  

I b 型 超巨星，已流失氫外層。   無氫，有明顯 
中性氦 He I。 

I c 型 超巨星，已流失氫、氦外層。 無氫，無氦。 

II 型  超巨星，氫外層和氦外層保

持完整。 

超巨星缺乏核能平衡上

層重力，核心首先進行重

力塌縮變成緻密體，上層

物質也跟隨塌縮直至被

反向的衝擊波爆開。 
有明顯 H-alpha 

氫發射線。 

光度比 Ia 型低。 
 

 
 
 
 
 
 
 
 
 
 
 
 
 
 
 
 

1. 在 M51 星系爆發的 II 型超新星 SN 2011dh 
2. 在 NGC 7814 星系爆發的 Ia 型超新星 SN 2021rhu 
3. 在 M82 星系爆發的 Ia 型超新星 SN 2014J 
4. 在 Arp 148 星系爆發的超新星 (圈內)，Spitzer 紅外 
  太空望遠鏡透過塵氣觀測時才見到這個超新星。 

 
已確認的超新星以發現年份和 26 進字母命名 (參考:  https://forum.hkas.org.hk/Web/SN2020uxv.pdf )，例如 

SN 1987A 是該年發現的首個超新星，SN 2021rhu 是該年第 12397 個。利用自動巡天，每年發現的

超新星數以千計，不過全部在銀河外，一些超新星可能被銀河的塵氣或銀盤背面遮掩而被忽略了。  
 
-------------------------------------------------------------------------------------------------------------------------------------------  

 典型例子有 SN 2013ge，爆發前已失去氫外層:  https://forum.hkas.org.hk/Web/SN2013ge_evolution.jpg 

 未包括在表內的罕見超新星異類:  https://forum.hkas.org.hk/Web/Uncommon_Supernovae.pdf  

超新星爆發時的光譜  
(星體爆炸使氣體極速散開，因此所有譜線都被展寬。)

https://forum.hkas.org.hk/Web/SN2020uxv.pdf
https://forum.hkas.org.hk/Web/SN2013ge_evolution.jpg
https://forum.hkas.org.hk/Web/Uncommon_Supernova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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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新星殘骸 
 

超新星殘骸 (supernova remnant) 包括超新星爆炸的遺物及被衝擊波擠壓而生光的星際氣體，簡稱 

SNR，它們的大小不一，呈雲狀或球狀，球狀的 SNR 看似行星狀星雲，要小心分析其光譜及擴散

速度才不會混淆。已知銀河內約有三百個 SNR，在鄰近星系也有，大部分都很暗淡要靠大鏡觀測。

SNR 存在放射性物質和被磁場加速的電子，因此釋放或多或少的 X 射線和伽傌射線，亦會釋放帶

電的宇宙射線 ( Cosmic  Rays https://svs.gsfc.nasa.gov/cgi-bin/details.cgi?aid=11209 )。 宇宙射線主要由 107 到 

1020 eV 甚高能量的質子組成，其他原子核和電子佔少數，這些粒子以極近光速穿越星際間，當闖

進地球大氣層時就會衍生亞粒子和切倫科夫輻射 ( https://forum.hkas.org.hk/Web/Cerenkov_radiation.jpg )。 
 

SNR 例子 (Image 1, 3, 8 are optical + X-ray composite. Image 2 is infrared) 
 
 
 
 
 
 
 
 
 
 
 
 
 
 
 
 
 
 
 
1. Messier 1 蟹狀星雲 (金牛座)   2. Tycho’s SNR (仙后座)   3. IC 443 水母星雲 (雙子座)    4. Vela SNR (船帆座) 

5. Cassiopeia A (仙后座)   6. Cygnus Loop 天鵝圈 (天鵝座)    7. Barnard’s Loop 巴納德環 (獵戶座) 
8. SNR 0519-69.0 (位於銀河系外的大麥哲倫雲內， https://chandra.si.edu/photo/2022/snr0519/ ) 
 

中國曾在 1054 年記述了一次 “天關客星” 的超新星，歐洲的第谷和開普勒分別在 1572、1604 年

見過超新星，此後數百年找不到相關的目視記錄，直至 1987 年 2 月我們才再目睹 SN 1987A，這是

一顆 II 型超新星，位於大麥哲倫雲的蜘蛛星雲 (Tarantula Nebula) 側邊，距離地球 16 萬光年，爆發

時最亮 2.9 等 (絕對星等 –15.6)，現在已暗至 23 等以下。1994 年哈勃太空望遠鏡首先攝得其殘骸 

SNR 1987A，從下圖所見，它好像側看的古代沙漏時鐘 (hourglass)。分析結果認為 SNR 1987A 最初

是一對密近雙星，後來兩星併合為藍超巨星，這星爆炸後再擴散為沙漏時鐘的樣子，見下頁圖解。 
 
 
 
 
 
 
 
 
 
 
 
 
 
 
 

https://svs.gsfc.nasa.gov/cgi-bin/details.cgi?aid=11209
https://forum.hkas.org.hk/Web/Cerenkov_radiation.jpg
https://chandra.si.edu/photo/2022/snr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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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on Core of primary 

 
 
 
 
 
 
 
 
 
 
 
 
 
 
 
 
 
 
 
 
 
 

SN 1987A (SNR 1987A) 的演化過程:   1. SN 1987A 的前身是密近雙星  2. 質量較大的主星最先演化為

巨星，主伴兩星越來越靠近。  3. 主星 (巨星) 的外圍氣體不斷被旋近的伴星攪拌，結果形成氣盤。最後伴

星併入主星核心，合併後核心質量增大，因此雙星變成有一個有氣盤圍繞的藍超巨星。  4. 藍超巨星的快

速星風經由氣盤的上下空間散出，同時把氣盤擠壓成更緻密的氣環。  5. 藍超巨星爆發為超新星，爆炸的

衝擊波令氣環內緣發光。  6 - 7. 爆炸的噴出物開始擴散迫近氣環內緣  8. 噴出物撞擊氣環內緣激發許多亮

點，即是後來哈勃太空望遠鏡見到的沙漏時鐘模樣。  9. 哈勃鏡在 1994 和 2016 年拍攝 SNR 1987A 氣環內

亮點的影像。 資料來源:  https://www.spacetelescope.org/news/heic0704/ 

超新星爆發會產生比鐵重的元素。以 SN 1987A 為例，光曲線 (右圖) 

前段的光輝先由鎳-56 (56Ni) 和鈷-56 (56Co) 的放射性衰變引起，之後才

到鐵-56 (56Fe)，過程中也釋放伽傌射線 (γ) 和正電子 (e+)： 

  56Ni  →  
56Co + γ  →  

56Fe + γ + e+ 
 
 
中子星、磁星、脈衝星、快速射電暴 
 

超新星殘骸除了擴散氣雲之外，在爆源附近還可能遺下一個緻密的星骸，它可以是 “中子星” 

(neutron star)，也可能是後述的 “星黑洞”。白矮星的熱核爆炸會完全摧自身，所以不遺下星骸。 

中子星的前身都是大質量超巨星，一旦核能不足，星體便進行重力塌縮，鐵核心的壓力越來越

大，結果電子被壓進質子內，形成一團極度擠迫的簡併中子 (degenerate neutrons)，核心再被擠迫，

中子的簡併壓力 (反抗塌縮之力) 急升，下塌物質終於被衝擊波急速反彈而爆炸。在爆炸前，質子

和電子的結合會釋放大量中微子 (neutrinos https://forum.hkas.org.hk/Web/SN_neutrino.gif )，中微子沒有電

荷，所以不與質子和電子交互，它們以極近光速穿過塌縮體而外奔，超巨星在爆炸前和爆炸時釋放

的能量幾乎全部來自中微子，遠比同期釋放的電磁波能量大。超巨星爆炸後，遺骸內便存在一顆中

子星 (或星黑洞，視乎質量而定)。根據模型，中子星的表層由中子

衰變而來的金屬離子及電子組成，中層是以簡併中子為主的流體，

内層是毫無黏性的超流體，其本質仍未明瞭。中子星源自受極壓的

星核心，因此密度與原子核相當， 約 1014 g/cc。已觀測過的中子星

質量介於 1.1 到 2.35 M⊙，典型直徑 20 到 30 公里，光度極低，溫

度卻高達 106
 K，自轉週期以毫秒計，因為星塌縮把原有角動量濃

縮到細小的中子星身上，原理見本篇 Q&A No. 14。 中子星的磁場

中子星結構 (直徑 20 - 30 km)

薄表層 (金屬

離子、電子) 

中層流體  

(簡併中子)  

超流體 Superfluid

https://www.spacetelescope.org/news/heic0704
https://forum.hkas.org.hk/Web/SN_neutrino.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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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強勁，這可能與中子衰變和內層存在電流有關，真正成因仍在探究中。表面磁場強達 109
 到 

1011 tesla 的中子星專稱為磁星 (magnetar)，這磁場比吸起小汽車的電磁鐵強十億倍以上，可以拖曳

磁星的自轉週期到數秒甚至更慢，撕裂它的表層並且產生強大的高能閃耀。 
 

1967 年，劍橋女生喬瑟琳•貝爾 (Jocelyn Bell) 從 81 MHz 射電發現脈衝星 (pulsar / PSR)，後來證實

脈衝原來是中子星的射電噴流。中子星有強大磁場，當它自轉時，一部分角動量會驅策星面的電子

沿着磁場的磁軸外洩，形成兩束反向噴流，如果其中一束掃過地球視線，接收器便出現單脈衝，如

果兩束都在視線內，出現是一強一弱的雙脈衝。到了 2010 年代，我們更發現中子星磁區會釋放伽

傌射線，無論射電噴流是否指向地球，當磁區跟隨中子星轉動時，我們同樣地觀測到中子星的伽傌

射線變化 (動畫:  https://svs.gsfc.nasa.gov/10361 )，有些中子星被外物撞擊令星面出現 X 射線熱點，也見

過一些發出伽傌射線的脈衝星正在摧毀在旁的伴星 (A “Black Widow” Pulsar  https://svs.gsfc.nasa.gov/11215 )。 
 
 
 
 
 
 
 
 
 
 
 

圖 1. 中子星 / 脈衝星有射電噴流，還有從磁區釋放的伽傌

射線。  2.  脈衝星的脈衝圖樣: CRAB 是在蟹狀星雲中心的脈

衝星，它釋放射電、光波、X 和 γ 射線的雙脈衝，週期 33 ms 
(每秒自轉 30 次)；VELA 是船帆超新星殘骸中的脈衝星。  
 

已知中子星約有三千顆，多數是銀河內脈衝

星，自轉很快。一些脈衝星的自轉特別快，例

如右圖的 PSR J1748-2446ad，簡稱 J1748，位

於人馬座，2004 年發現時每秒自轉 716 次 (相
當於赤道上轉速 = 1/4 光速)，不過隨着噴流、

引力波等把角動量帶走，將來自轉會變慢。 
 
相關發現   2014 年發現一種稱 Thorne-Żytkow object / TZO 的罕見天體，外觀酷似紅巨星 (或超巨

星) 但其核心卻是中子星。研究者認為 TZO 原是紅巨星與中子星互繞的雙星，後來中子星旋入巨

星體內結合為 TZO，參考: https://aasnova.org/2021/08/24/red-giants-and-neutron-stars-and-gravitational-waves-oh-my/ 
 

2017 年找到一 X 射線雙星 IGR J17329-2731，由紅巨星和中子星構成，兩者互相依賴而共生。在

事件中，紅巨星的星風吹向中子星而激發 X 射線閃耀。這顆中子星的前身是白矮星，紅巨星的星

風也不急速，當吹來的星風物質在白矮星面累積時，一種稱  “吸積導致塌縮” (accretion-induced 
collapse) 的機制令白矮星不作熱核爆炸，只會慢慢塌縮，終於變成更高密度但相對慢旋的中子星，

參考: http://www.esa.int/Science_Exploration/Space_Science/Donor_star_breathes_life_into_zombie_companion 
 

2007 年開始發現 “ 快速射電暴” FRB (fast radio burst)，每次出現只持續幾毫秒，期間釋放的能量

比太陽多百萬倍，有些 FRB 會重複出現。 初期發現全部來自銀河外，到了 2020 年，首個銀河內

的快速射電暴 FRB 200428 才被發現，從它的頻散估計 (頻散見前篇《星光的本質》)，它來自狐狸

座一顆 3 萬光年外的磁星，這磁星亦是軟伽傌射線復發源 SGR 1935+2154，事件說明這次 FRB 源

於小尺度但磁場超勁的磁星環境，詳見下頁圖 1 和圖 2，不過亦有不少謎團尚待查究，包括涉及偏

振問題的 FRB 181112 ( https://aasnova.org/2020/04/14/how-its-made-fast-radio-burst-edition/ )、涉及頻散問題的 

FRB 190520 ( https://phys.org/news/2022-06-strange-radio.html )、快速射電暴與中子星碰合的可能關係。 

這是脈衝星 J0030+0451  的表面圖，根據 NICER 
探測結果而繪製，黃色是跟隨星自轉而出沒的

X  射線熱點。  此星的超強引力使背面光線大幅

彎向正面，因此我們可以同時看見星正面 A  和

部分背面 B。  J0030+0451 位於雙魚座，直徑 26
公里，質量 1.4 M⊙，每秒自轉 205 次，詳情:

https://forum.hkas.org.hk/Web/Neutron_Star_J0030.pdf 

https://svs.gsfc.nasa.gov/10361
https://svs.gsfc.nasa.gov/11215
https://forum.hkas.org.hk/Web/Neutron_Star_J0030.pdf
https://aasnova.org/2021/08/24/red-giants-and-neutron-stars-and-gravitational-waves-oh-my
http://www.esa.int/Science_Exploration/Space_Science/Donor_star_breathes_life_into_zombie_companion
https://aasnova.org/2020/04/14/how-its-made-fast-radio-burst-edition
https://phys.org/news/2022-06-strange-radi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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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上) 加拿大的 CHIME 天線陣列，可作多項觀測包括快速射電暴。  

(下) CHIME 的一次觀測記錄，FRB 200428 以雙脈衝瞬間出現，前後相

隔約 30 ms，橫紋顯示 FRB 的頻散 (frequency dispersion)，即低頻電波

比高頻遲一點才到達地球，從頻散可以估計 FRB 源頭的距離。 
 

 
 
 
 
 
 
 
 
 
 

 圖 2: 快速射電暴 FRB 200428 源於小尺度但磁場超勁的磁星環境 
 

黑洞 

再說星塌縮。如果下塌前的星質量足夠大，例如 25 M⊙ 以上，在星核心的中子簡拼壓力亦不敵

重力塌縮，結果塌縮繼續下去令核心更緻密，星體爆炸後便會遺下一個有強大引力場的黑洞 (black 
hole)。黑洞沒有可見形狀，我們常以視界 (event horizon) 把黑洞形象化，在視界面上， 
逃逸速度剛好等於光速 c，任何物體走進視界之內就被強大的引力場拖進黑洞裡，

就連光線也無法逃脫出來，沒有光輻射的黑洞只有質量、角動量 (旋轉) 和帶電量

這三個基本性質。如果黑洞不旋轉和不帶電荷，視界的半徑 RS = 2 G M / c2
，這公式

由上世紀初德國物理學家史瓦西 (Karl Schwarzschild) 提出，因此 RS 又稱為史瓦西

半徑，一個 10 倍太陽質量的黑洞，RS 只有 30 公里。其實 RS 的公式與星體表面

的逃逸速度 vesc = √ (2 G M / r ) 同出一轍，當 vesc 等於光速時，r 即是史瓦西半徑。 

關於天文的黑洞概念： 

 除了視界，黑洞還有一個所謂 “光子球層” 

(photon sphere) 包圍着黑洞的假想表面，其

半徑為史瓦西半徑的 1.5 倍，見右圖。如

果有外來光子 (光線) 擦過光子球層，那裡

的引力便剛好能把光子俘虜，讓光子沿着

光子球層繞黑洞轉，直至光子找到機會外

逃或不幸掉進黑洞裡。如果從箭向觀測，

我們會看到一個光環包圍着黑洞的黑影。 
 

 不旋轉的黑洞只有一個視界，旋轉黑洞卻有內外兩個視界之

分，其中的空間稱為 “能層” (ergosphere)，黑洞旋轉越快，能層

越闊大，任何物體進入能層就被黑洞的角動量牽制着一直旋

轉。如果這物體有辨法逃離能層，它會帶走一些黑洞的能量作

為己用 (能層之名因此而來)，如果不能逃脫，它很可能被捲進

內視界而消失，這點正好說明為什麼旋轉黑洞更容易吸積鄰近

物質。旋轉黑洞又稱為 “克爾黑洞” (Kerr black hole)。 
 

 由超巨星塌縮而來的黑洞稱為 “星黑洞” (stellar black hole)，質量下限約 3 M⊙。另一方面，星系

核心內的大量物質集積到若干密度也會形成 “特大質量黑洞” (supermassive black hole)，其質量往

往比太陽大百萬倍甚至億倍，所以 不要把特大質量黑洞與星黑洞混淆。為什麼兩者的質量這樣

懸殊呢 ?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設一球體質量 M，半徑 r 被壓縮至密度 ρ = M / (4/3˙π r3
 )，如果 r 

是史瓦西半徑，即是說球體變成一個黑洞，那麼， 

動畫: https://forum.hkas.org.hk/Web/BH_photonsphere.mp4

內視界
Inner event horizon

外視界 
Outer event horizon

能層
Ergosphere

旋轉 

黑洞中心 
Singularity 

Rs 

https://forum.hkas.org.hk/Web/BH_photonsphere.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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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 M 星系核內 109 M⊙ 星系核內 108 M⊙ 星體 10 M⊙

視界 Rs 3 x 109 km (20 AU) 3 x 108 km (2 AU) 30 km 

密度 ρ 0.02 g / cc 2 g / cc 2 x 1014 g / cc

 
上式的 ρ 就是物質變成黑洞所需的臨界密度。根據計算，如果質量為 108

 M⊙，ρ 只需 2 g / cc，

由此可見，在星系核心產生一個特大質量黑洞並非難事，只要讓該處的大量物質集積再塌縮至

兩倍水密度便成。如果質量是 109
 M⊙，ρ 更小至 0.02 g / cc。反觀一顆 10 M☉ 星體，它要塌縮

至 2 x 1014
 g / cc 以上才能成為星黑洞，比較之下，特大質量黑洞不需要這樣極端的密度。要留意

的是，雖然特大質量黑洞的密度不是極端，它的引潮力依然能夠瓦解太接近視界的天體，例題

見《開普勒-牛頓引力定律》篇 Q&A No. 13，動畫: https://apod.nasa.gov/apod/ap210427.html 。 
 

 天體會自轉，所以任何黑洞都有可能自轉。由於黑洞的史瓦西半徑遠小於同質量的輻射體，黑

洞的自轉會極快，例如在這個星系核心的特大質量黑洞，其視界面上的轉速竟達  0.5 光速 

( https://chandra.harvard.edu/photo/2014/rxj1131/ )。與此同時，貼近黑洞的引力場就像一個超級引力旋渦 

(gravitational vortex)，能夠彎曲時空和拖曳時空以高速進動 (時空彎曲將在《相對論》篇再述)。 
 

 有一種密近雙星，主伴都是中子星，當兩星旋近而碰合，併合

體可以是質量增大的中子星。若併合質量超過 3 M⊙，它會進一

步塌縮成為黑洞。另一模擬展示超大質量星碰合也會催生星黑

洞 ( https://phys.org/news/2022-04-simulation-star-collisions-fuel-massive.html )。 
 

 根據英國物理學家霍金的 “黑洞蒸發” (black hole evaporation) 理論，宇宙中隨時會出現一對對的

正、反粒子 (虛子對)，平時一對正反粒子出現後，它們會立即結合而湮滅，但如果其中一粒剛

巧在黑洞視界之內而另一粒在視界之外，兩者便不能結合，在視

界之外的一粒帶走了黑洞付與的能量成為獨立的真粒子，隨着更

多真粒子在視界外產生，最後所有黑洞質量被外逃的真粒子抽

盡，黑洞好像 “蒸發” 了。設黑洞質量為 M，它的蒸發時間 tevap ≈ 
2 x 1067

 (M / M⊙)3
 年，以一個 8 M⊙ 的星黑洞為例，tevap 要長達 

1070
 年，遠遠超過宇宙的年齡 ! 從這點考慮，現時宇宙應有相

當數量的星黑洞存在。  
 

但怎樣去尋找星黑洞呢 ? 目前還是倚重雙星觀測，從主 / 伴星的軌道抖動和光譜可以推斷對方是

否像一個星黑洞，例子: https://www.esa.int/ESA_Multimedia/Images/2023/03/Gaia_s_black_holes 。另一方面是觀

測雙星內有沒有黑洞活動，如果有，黑洞會吸納對方物質形成一個像下圖左的轉動吸積盤，盤內邊

物質的高速磨擦會觸發 X 射線閃耀 (FX)，初時可能每十秒閃耀一次，之後頻率不斷加快到每秒數

次，到物質旋進黑洞時，閃耀便突然終止了，這現象稱為 擬似週期振盪 (quasi-periodic oscillations / 

QPO)。依附在黑洞周圍的時空也被黑洞的引力旋渦拖曳着而不斷改變方位，由 a 到 b 到 c，方位

的改變稱為 冷澤 - 提爾苓進動 (Lense-Thirring precession)，FX 越接近黑洞，從 a 到 b 到 c 的進動就

越快，即是 QPO 現象。與此同時，閃耀的高能輻射會被吸積盤面反射，也會激發附近物質的鐵原

子產生能量集中在 6.4 keV 的鐵發射線，鐵發射線亦因 冷澤 - 提爾苓進動而呈現多普勒效應的譜線

展寬現象 (展寬原理見《星光的本質》篇)。下圖右示意吸積盤的 X 射線反射譜，尖角位 Fe 就是展

寬了的鐵發射線，紅區表示引力紅移部分，這點在《相對論》篇再述。觀測 QPO 及 X 射線反射譜

可以導出黑洞的質量和轉速，例子: http://sci.esa.int/xmm-newton/58072 。 
  
 
 
 
 
 
 

ρ = M / [4/3˙π (2 G M / c2)3] 
= 3 c6

 / (32 π G3
 M 

2) 
如果密度以 g / cc 計，M 以太陽

質量的倍數計，ρ ≈ 2 x 1016
 / M 

2 

https://apod.nasa.gov/apod/ap210427.html
https://chandra.harvard.edu/photo/2014/rxj1131
https://phys.org/news/2022-04-simulation-star-collisions-fuel-massive.html
https://www.esa.int/ESA_Multimedia/Images/2023/03/Gaia_s_black_holes
http://sci.esa.int/xmm-newton/58072


AC_StellarEvolution    Alan Chu           15 of 24 

已入選的星黑洞不足一百個，絕大多數位於銀河系的雙星系統中，包

括 Cygnus X-1 (星黑洞有 21 M⊙，與一藍超巨星互繞如右圖)、V723 Mon 
(星黑洞只有 3 M⊙)；在球狀星團 NGC 3201 中心藏着一些可疑的星黑

洞；在鄰近的三角星系找到一星黑洞 (M33-X7)；從引力波探測也發現到

星黑洞的併合。參考: 星黑洞的比較  https://svs.gsfc.nasa.gov/14149 
 

所有星黑洞的視角都十分細小，即使有吸積盤出現，視面必然太小難辨，目前世界僅獲得很少數

特大質量黑洞的活動影像，星黑洞影像尚未有，不過用電腦可模擬多輯有指導性的視像化圖:  如果

向黑洞吸積盤面正望，它會像下圖 d；側望會像 e  或  f，當中包括從背面偏折到前面的光；如果特

大質量黑洞的引力足夠大，它會令背景星光彎曲，甚至繞着黑洞轉幾圈，再偏折到觀測者形成多重

鬼影，如圖 g。 歐洲的 X 射線望遠鏡曾遇見一個由特大質量黑洞造成的回光鬼影:  

https://www.esa.int/ESA_Multimedia/Images/2021/07/XMM-Newton_sees_light_echo_from_behind_a_black_hole 
 
 
 
 
 
 
 
 
 

視像化細節:  https://www.nasa.gov/feature/goddard/2019/nasa-visualization-shows-a-black-hole-s-warped-world 
 

現今找到的黑洞，幾乎傾向兩極端，一類是由星體塌縮或併合而成，質量低於 100 M⊙ 的星黑洞，

另一類是在星系核內，質量比太陽大百萬倍甚至億倍的特大質量黑洞，至於 102
 到 105 M⊙ 級的  

“中等質量黑洞” (intermediate-mass black hole  http://chandra.si.edu/xray_sources/bh_midmass.html)，認識不

多，它們可能存在於細小的矮星系或球狀星團內 (例如在仙女星系的 B023-G078 球狀星團內)。 
 

極超新星 (塌縮星)、伽傌射線暴、千新星 

上文提及臨終星體的塌縮: 如果它的開始質量足夠大，例如 10 M⊙ 

以上，大多數會被塌縮的衝擊波急速反彈為超新星。不過如果塌縮前

的質量特別大，例如 30 M⊙ 以上，重力塌縮便會直接把星核心壓成一

個有旋轉氣盤的黑洞，轉盤的磁場強勁，可以驅策帶電粒子以近光速

沿磁軸噴出，見右圖。在塌縮過程中，噴流不斷撞開前方障礙物，快

速的星自轉和星風亦把碎物驅散，全程只需瞬間，釋放能量猶勝超新

星十倍以上，因此這種爆發模式稱為極超新星 (hypernova)，亦稱塌縮

星 (collapsar https://forum.hkas.org.hk/Web/Collapsar_illustrated_s.jpg )。由噴流產生

的強烈衝擊波會擠壓沿途的物質而釋放伽傌射線，如果它掃過地球視

向，這就是我們觀測到的伽傌射線暴 GRB (gamma ray burst)，GRB 過

後還有一段寬頻的餘輝，持續幾小時到幾個月不等。 
 

極超新星 (塌縮星) 的噴流成分 
一顆特大質量星 (左) 的核心已經塌縮，

形成了一個黑洞，該黑洞將粒子噴流以

近光速穿過星體並進入太空。整個光譜

的輻射來自新生黑洞附近的熱電離氣體 

(等離子體)、噴流內快速移動氣體殼之

間的碰撞 (內部衝擊 internal shock)，以

及噴流擠壓周圍環境時的相互作用  (外
部衝擊 external shock)。 

極超新星 (塌縮星) 模型 
1. 塌縮中的特大質量星 
2. 有轉盤圍繞的中心黑洞 
3. 衝出星體外的近光速噴流

4. 繭狀障物  (cocoon)

https://svs.gsfc.nasa.gov/14149
https://www.esa.int/ESA_Multimedia/Images/2021/07/XMM-Newton_sees_light_echo_from_behind_a_black_hole
https://www.nasa.gov/feature/goddard/2019/nasa-visualization-shows-a-black-hole-s-warped-world
http://chandra.si.edu/xray_sources/bh_midmass.html
https://forum.hkas.org.hk/Web/Collapsar_illustrated_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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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康普頓伽傌射線天文台 (CGRO) 的全天觀測，伽傌射線暴

的持續性傾向兩類，見右圖: 長暴 (long GRB) 的持續時間由兩秒

到數分鐘，短暴 (short GRB) 少過兩秒。分析後科學家認為長暴

多數來自極超新星的噴流，例如 GRB 980425，持續了 30 秒。

不過 GRB 的起源應是多方面的，有少數持續過千秒的長暴，例

如 GRB 110328A，我們懷疑它並非來自極超新星而是潮汐破壞

事件 (TDE https://forum.hkas.org.hk/Web/TDE_s.jpg )，比如一個特大質量

黑洞把接近的星體拉扯至瓦解，隨後的餘輝也特別長和強烈。 
 

除了極超新星，還有一種十分罕見的所謂 “不穩定對超新星” (pair-instability supernova)，例子有 

SN 2016iet，其前身是一顆大約 120 到 260 M⊙ 兼金屬度低的超巨星，這質量比一般塌縮星更大，

足令在星核心的高能伽傌射線與原子核碰撞，繼而産生電子 - 正電子對，削弱了星核內的熱壓力，

星體在自身重力下塌縮和加速燃燒，終於導致熱失控而爆炸，將星體完全摧毁而無需留下黑洞的殘

骸。圖解: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ir-instability_supernova 
 

至於少過兩秒的伽傌射線短暴，科學家認為多數來自中子

星碰合。在密近雙星中，如果雙方都是中子星，兩者旋近時

便會攪拌引力場而觸發引力波，碰撞時會激發伽傌射線短

暴，併合時更拋出熾熱的放射性物質和金、鉑等重元素，外

拋物像一團有噴流的火球，其光度不及超新星但仍然比普通

新星強千倍，稱 千新星 (kilonova)。由於放射性元素的自然

衰變，千新星會逐漸減光。2017 年，美國 LIGO 天文台就首

次捕獲來自中子星碰合的引力波，約兩秒後歐美的太空望遠

鏡各自錄得一次伽傌射線短暴 GRB 170817A，不久地面天文

台在長蛇座 NGC 4993 星系也找到對應的千新星及觀測到 
其餘輝。後續研究: https://news.ku.dk/all_news/2023/02/astrophysicists-discover-the-perfect-explosion-in-space/ 
 

磁星 (即中子星) 的磁場衰變時會激發巨型閃耀，繼而

出現伽傌射線短暴。天文學家在近距星系 NGC 253 曾遇

見這樣的事件，短暴稱 GRB 200415A，持續了 150 ms，

乍看似中子星碰撞，後來察覺短暴衰減時拖着一道尖刺的

尾巴 (尖刺反映磁星的自轉)，餘輝表現也不似一般的中子

星碰合，因此認為這次伽傌射線短暴是由磁星的巨型閃耀

引起的，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YvhYXBeP0  

 

例外發現 GRB 200826A (1‐second dur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kJUy-jLe78 
GRB 211211A (50‐second duration)    https://svs.gsfc.nasa.gov/14255 
AT2018cow, a “Fast Blue Optical Transient”  https://public.nrao.edu/news/new-class-cosmic-explosions/ 

 

星爆對地球的影響 

超新星和極超新星都是激烈的星體爆炸事件，為此科學家辯論星爆對地球的影響，大致想法是: 
超新星在瞬間釋放的能量達 1044 ~ 46 joules，在距離安全線 (約 60 光年) 以上的超新星不會嚴重影響

地球大氣層及生命圈。極超新星具有方向性的伽傌射線噴流，不過具有極超新星傾向的天體 (例如 

前述的 WR 104 和 Eta Carinae) 皆在數千光年外，預料地球被潛在 GRB 擊中的機會甚微。 

未來潛在星爆有 600 光年外的參宿四和心宿二，將來可能以 II 型超新星爆發，其輻射會對地球

臭氧層及生物產生一些作用，但兩者離地球是安全線的十倍，接收輻射弱一百倍，影響不會嚴重。 

較為心安的理據來自望遠鏡的巡天結果，在距離地球 75 光年內都沒有發現大質量星、中子星或

星黑洞。在此距離內有 4 光年遠的南門二 α Centauri，它是低質量三合星，推算百萬年後三合星軌

道還未有條件觸發 Ia 型超新星，因此在可見將來出現威脅性星爆的機會不大。 

GRB 170817A 及其千新星模型，動畫: 
https://forum.hkas.org.hk/Web/GRB170817A.gif 

https://forum.hkas.org.hk/Web/TDE_s.jp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ir-instability_supernova
https://news.ku.dk/all_news/2023/02/astrophysicists-discover-the-perfect-explosion-in-spa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YvhYXBeP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kJUy-jLe78
https://svs.gsfc.nasa.gov/14255
https://public.nrao.edu/news/new-class-cosmic-explosions
https://forum.hkas.org.hk/Web/GRB170817A.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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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羅圖 ---------- 
 

在前篇《星光的本質》有提及赫羅圖，現在續談它的來歷和用

途。1910 年代初，丹麥的赫茨普龍 (Hertzsprung) 和美國的羅素 

(Russell) 都不約而同選擇了星的顏色和絕對星等為其主要特徵，

並且把這些數據統計在平面圖上，稱 colour-magnitude diagram，

不過星的顏色可以從譜型或表面溫度反映出來，絕對星等又可以

換算為光度，因此後來各式各樣的 colour-magnitude diagram 通稱

為赫羅圖 (Hertzsprung - Russell diagram / HR diagram)。 
 

赫羅圖 Hertzsprung ‐ Russell diagram 
 
 
 
 
 
 
 
 
 
 
 
 
 
 
 
 
 
 
 
 
 
 
 
 
 
 
 
 
 
 
 
 
 
 
 

赫羅圖上有幾條以光度分級的星列，包括最大光度的超巨星 Supergiants (代號 Ia 和 Ib)、次級光

度的亮巨星 Bright giants (II)、巨星 Giants (III)、次巨星 Subgiants (IV)、在主序 Main sequence (V) 的
星和低光度的白矮星 White dwarfs，每條星列代表不同的演化階段，其中以主序列最長，由大光度

高溫的 O 型星到低光度低溫的 M 型星都有，有時圖中也展示一道由主序 A - F 型星向上右傾斜的 

“不穩定帶” (Instability strip)，在帶內的星都不穩定，包括前講義說的造父變星和天琴 RR 型變星。

白矮星是沒有核能的星骸，它的譜型分類不跟隨 O-B-A-F-G-K-M 而是另類的。中子星的特性遠離

譜型的規範，光度極低，通常用射電和其他可見光外望遠鏡觀測，因此沒有必要放在赫羅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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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羅圖的用途甚廣，舉例： 

例 1   星的一生可以用右圖說明。一顆與太陽質量相若

的星先由氣雲塌縮而成，再過渡為不穩定的金牛  T 型

星，氫燃燒趨向穩定時進入主序列左邊緣的  1 M⊙ 位

置，這邊緣稱為 “零齡主序” (zero-age main sequence)，表

示星的主序年齡初始。核心的氫繼續燃燒，於是光度慢

慢增加 (現在太陽光度比零齡時約多三成)，整體演化仍

算穩定。當核心的氫耗盡，星離開主序，核外的氫開始

燃燒令星體膨脹為溫度較低的紅巨星，但脹大的體積令

光度提升，此後星的狀態最不穩定  (經過氦閃、HB 及 

AGB 階段)，它會拋出氣殼成為行星狀星雲，然後迅速沿

着圖中的左曲線演化，最終變成高溫但低光度的白矮星。 

1 M⊙ 星在主序停留約 110 億年，由離開主序到 AGB 約數億年，由 AGB 到白矮星只需一百萬年。 

其他星的演化過程如下圖: 紅線代表在赫羅圖上的零齡主序，M⊙ 是星在主序時的初始質量，虛

線表示星核的氫燃燒完畢，星脫離主序往右上方位移直至核心的氦燃燒開始，* 表示 1 - 2 M⊙ 星的

氦燃燒是由氦閃 (helium flash) 觸發，2 M⊙ 以上的星沒有氦閃，氦燃燒是漸進的。氦燃燒促使星體

溫度回升一段時期才停止，但光度變化不大，再演化下去便成巨星 (giants) 或超巨星 (supergiants)。  
 
 
 
 
 
 
 
 
 
 
 
 
 
 
 
 

* 近年發現紅巨星在氦閃時 (稱 Tip of the red-giant branch / TRGB) 的光度相當穩定，用近紅外測定的絕對

星等為 –4.0，可以當作一種距離指標 (量天尺)，參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p_of_the_red-giant_branch 
 
例 2   波江 40 (40 Eridani) 是一個 16 光年外的三星系統，主星

稱 A，伴星分別稱 B 和 C。三者的特性完全不同 (下表)，如果把 

A、B、C 放在赫羅圖上比較，我們會更容易看出它們的分別。 

40 Eri A (主星)  40 Eri B (伴星)  40 Eri C (伴星) 
質量       0.84 M⊙          0.50 M⊙           0.20 M⊙ 
譜型       K1V             (另類)           M4.5V 
表面溫度   5300 K         16500 K 3100 K 
光度       0.46 L⊙          0.013 L⊙           0.008 L⊙ 

這三顆星的光度都比太陽低，A 是黃色 K 型主序星，C 也是主

序星，但光譜屬紅色的 M 型 (紅矮星)，B 則是藍白色的白矮星。 

最先觀測波江 40 系統是發現天王星的赫歇爾，後來的天文學家發覺伴星 B 的光譜異常 (遠離主

序)，於是展開探究。到了 1915 年，亞當斯 (W. Adams) 指出天狼伴星也有同樣性質的 “異常光譜”。
1922 年魯伊登 (W. J. Luyten) 稱有這種光譜的星為白矮星，從此確立了白矮星在赫羅圖上的位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p_of_the_red-giant_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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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同一星團內的星各有不同的質量，但都是同時誕生。當

我們把星團的成員展示在赫羅圖上，低質量星由於演化速度慢仍

然留在主序，大質量星由於演化速度快便從折離點 (turnoff point) 

離開主序了，在折離點的星年齡，亦即是星團的年齡。 
 
 
 
 
 
 
 
 
 
 
 
 

更多參考：  Stellar Age Estim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llar_age_estimation 
 

例 4   在赫羅圖上，大多數球狀星團的成員都是從折離點趨向右方紅巨星演化的，但少數成員卻

從折離點向主序左上方散開，它們的顏色偏藍，因此稱為 藍散離星 (blue stragglers)。為什麼藍散離

星不跟隨大隊走呢 ? 目前理論認為: 球狀星團的密度頗大，過於靠近的星可能互相碰撞而併合為質

量更大的星，光度和溫度因而提升，顏色也偏藍，在赫羅圖上的位置會異於其他成員而散離到主序

的左上方。 更多參考: Dynamical Age of Globular Clusters    http://www.cosmic-lab.eu/Cosmic-Lab/dynamical_clock.html 
 
 
 
 
 
 
 
 
 
 
 
 
 
 
 

(左)  NGC 6397 內的藍散離星。NGC 6397 位於天壇座，距離 7800 光年，是最近地球的球狀星團 
之一。 (右) NGC 6397 的赫羅圖。由於星團內的星到地球距離均等，它們的光度可用視星等標示。 

 

例 5   天文學上有一種叫 “分光視差法” (spectroscopic parallax)，可以從

星的色指數及譜型估計絕對星等從而計算其距離。以英仙座的天船三 

(Mirfak / α Persei) 為例，它是一顆黃白色的超巨星，譜型為 F5 Ib，B – V 
色指數是 0.48，視星等 m 是 1.8，用前兩頁的赫羅圖做對照，天船三的

絕對星等 M 估計為 –4.3。 

設 d = 天船三到地球的距離，根據絕對星等公式 M = m + 5 – 5 log ( d )，  
–4.3 = 1.8 + 5 – 5 log ( d )，結果 d = 166 pc，相當於視差 0.006 角秒，這

是通過統計求得的距離，所以有一定的誤差。一般而言，若星視差少於 

0.01 角秒，三角視差法的準確性會越來越低，分光視差法可補充這方面

的不足。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llar_age_estimation
http://www.cosmic-lab.eu/Cosmic-Lab/dynamical_cloc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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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在赫羅圖上，溫度相同的星，光度可以相差極大，例如

在鹿豹座的  HR 1040 和在天琴座的織女星，兩者的溫度都是 

10000 K 左右，光譜也是相同的 A0 型，但前者的光度比後者大 

一千倍以上。用史提芬 - 波茲曼定律可以理解光度懸殊的原因：  
HR 1040 是超巨星，半徑是太陽的 90 倍。 
織女星是主序星，半徑是太陽的 2.3 倍。 

根據史提芬 - 波茲曼定律，光度 L = 4 π σ R2
 T4 (R、T 分別是 

星的半徑和溫度)。在相同溫度下，L 與 R 的平方成正比，因此 
HR 1040 的光度比織女星大 (90 / 2.3)2 ≈ 1500 倍。 
 

例 7   如果把已知主序星的質量標示在赫羅圖上再轉化為質量 - 光度關係 (下圖)，我們可以見到

從 0.5 到 20 M⊙ 的主序星，光度 L 大約與其質量 M 的 3.5 次方成正比，一顆 10 M⊙ 主序星的光

度竟然比太陽大  103.5
 ≈ 3000 倍  !  這表明  主序星的光度隨質量以幾何級數激增  (詳細的關係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s%E2%80%93luminosity_rel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itial_mass_function )。如果

光度 (外釋輻射) 勝過星質量的重力，星體便會失衡而瓦解，因此星質量是有上限的，它不會無限

地增加。  
 
 
 
 
 
 
 
 
 
 
 
 
 
 
 
 
 
 

例 8   上圖主序的線性部分顯示 L ∝ T7 (光度與表面溫度的七次方成正比)，同時史提芬 - 波茲曼

定律又指出 L = 4 π σ R2
 T4

，因此 R2 ∝ T3
 或 R ∝ T1.5

，這說明 主序星的表面溫度越高，它的半徑就

越大，就以最高溫的 O 型主序星為例，它的半徑可以比太陽大 10 倍以上。 
更多參考:   Comparing Supergiants, Giants and Main Sequence Stars  https://forum.hkas.org.hk/Web/Stellar_data.jpg 
 
 
 
 
 
 
 
 
 
 
 
 
 

O8 B2 A2     F2    G2    K2   M2 
(Sun) 

主序星的比較 

星 
的
大
小 

譜型 O5 

表面溫度  42 000 K               35 000 K         20 000 K    9000 K     5800 K     3500 K
半徑比較    13                         10               4          2.0         1.0       0.5 
質量比較    60                         23               8         2.5         1.0        0.4 

低質量星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s%E2%80%93luminosity_rel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itial_mass_function
https://forum.hkas.org.hk/Web/Stellar_dat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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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天體物理學家之爭  英國的愛丁頓 (Arthur Eddington 1882-1944) 與美藉印度裔的錢德拉 (S. Chandrasekhar 
1910-1995) 都是聞名的天體物理學家。前者提出的主序星質量 - 光度關係 (mass-luminosity relation) 與觀測結

果大致一樣，他又從 1919 年日全食證實相對論預測的星光偏折現象，因此當代的人都待愛丁頓如權威。 

在 1935 年英國皇家天文學會的會議上，年輕的錢德拉終於得到宣讀自己論文的機會，他指出白矮星 (white 
dwarf) 不是一切星體演化過程的最終階段，如果這時的星體大過 1.4 倍太陽質量，它會繼續塌縮至極小的體

積。但是，當錢德拉表達過後，愛丁頓立即公開批評錢德拉全盤皆錯，並且當衆把錢德拉的講稿撕開兩半，

原因是它得出了一個 "非常古怪的結論" (那年代還未發展出更高密度的中子星和星黑洞理論)，脅於愛丁頓的

權威，會議主席甚至沒有給這位年輕人答辯的機會，以後幾年，錢德拉與愛丁頓持續爭論，但沒有其他科學

家願意站出來支持錢德拉。最後，錢德拉只好放棄這個課題而轉研其他領域。諷刺的是，三十年後，錢德拉

的研究得到了天體物理學界的公認，1983 年更分享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然而這時的錢德拉已垂垂老矣。 
 

 
 
 
 
 
 
 
 
 
 
 
 

超新星觀測小史  在美國的瑞士天文學家兹威基 (Fritz Zwicky) 首先提出超新星 (supernova) 這個名詞，1936 

年他開始用帕洛瑪天文台的十八吋施密特望遠鏡作巡天搜索，五個月後才發現首顆 SN 1937A 超新星。1938 

年，在美國的德國天文學家巴德 (Walter Baade) 留意到 1a 型超新星可作為一種測距指標，他亦留意到蟹狀星

雲的擴散速度 (> 1000 km/s) 比行星狀星雲 (< 100 km/s) 快得多，所以認定蟹狀星雲不是行星狀星雲而是超新

星殘骸。同期的閔可夫斯基 (R. Minkowski) 也對超新星進行研究，並且把超新星光譜分為無氫線的 I 型及有

氫線的 II 型。隨着觀測新發現，1980 年代再分 I 型為 Ia、Ib、Ic 型。 
 

中子星研究簡史  1932 年英國物理學家凱德維克 (James Chadwick) 在實驗室發現了中子。1934 年，在美國的

兹威基和巴德提出了超新星爆發會釋放宇宙射線及形成中子星的推論。1939 年，奥本海默 (J. R. Oppenheimer) 

和沃爾科夫 (G. M. Volkoff) 首先塑造了中子星的模型，但和錢德拉的白矮星理論一樣，在當時並未引起重視，

因為那時的觀測極限只到 23 等星，也沒有射電望遠鏡，天文學家們拿不出觀測證據來認同宇宙中存在這種

密度驚人和極低光度的中子星。到了 1960 年代隨着 X 射線源和脈衝星的發現，中子星的研究才得到進展。 

巴德認定蟹狀星雲是超新星

殘骸，不是行星狀星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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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衛星監察核試的期間，船帆號亦發

現來自太陽系以外的伽傌射線暴，不

過由於保密原因，首批宇宙的伽傌射

線暴觀測資料直到  1973 年才發表。

上圖是 Vela 5B 衛星首次發現的宇宙

伽瑪射線暴，持續時間約 80 秒。 

 
 
 
 
 
 
 
 
 
 
 

脈衝星的發現   左: 1967 年，英國劍橋大學研究生喬瑟琳•貝爾 (Jocelyn Bell) 從射電發現脈衝星，但 1974 年

的諾貝爾獎卻頒給她的導師休依什 (Antony Hewish) 和天線設計師賴爾 (Martin Ryle)。 中: 由休依什設計，

貝爾和五位學生動手合建的四畝陣列 (4-acre array)，共用了 2048 根偶極天線連成一個相控干涉系統，工作頻

率 81.5 MHz。四畝陣列原意用來觀測類星體射電穿過太陽風而產生的閃爍現象，但卻意外地發現了脈衝星。 

右: 首次錄得的微弱脈衝 CP1919，穩定的週期 (1.337 s) 使貝爾懷疑這是天外 “小綠人” 發出的訊號。接下來數

月，貝爾在不同天區陸續發現三個同樣脈衝，分析後認為它們並非外星人訊號而是源自一類新的天體，傳媒

稱之為脈衝星。1969 年天體物理學家歌耳德 (Thomas Gold) 指出脈衝星即是射電波束掃向地球的中子星，確

認了中子星的存在。 參考: A story by Jocelyn Bell   https://academic.oup.com/astrogeo/article/45/1/1.7/229920 
 

 

黑洞概念   現代傳媒把英國理論物理學家  霍金 

(Stephen Hawking 1942 - 2018) 捧為發掘黑洞的先驅

者，實際上不然。1783 年，英國學者米契爾  (John 
Michell) 首先構想，如果一顆星的質量足夠大，光線

就沒有可能逃離星的引力而釋放出來，他稱這樣的

天體為黑星 (dark star)。數年後，法國數學家拉普拉

斯 (Pierre-Simon Laplace) 在其著作《宇宙體系統》

System du Monde 也提出同樣意念，並且用數學說明

黑星的密度與其半徑的關係。黑洞一詞則由美國物

理學家惠勒 (John Wheeler) 在 1967 年定名。 
 

 
 
 
 
 
 
 
 
 
 
 
 
 
 
 
 

伽傌射線暴的發現   1963 至 1970 年間美國發射了一系列名為

船帆號 (Vela) 的人造衛星，上面安裝偵察伽瑪射線的儀器，原意

是監察共產國家進行核試驗時產生的大量伽瑪射線。船帆號衛星

以兩個為一對，分別位於地球的白天和黑天半球上空，這樣就可

以每天 24 小時進行監察。  
參考:  伽傌射線暴觀測小史 https://astronomy.swin.edu.au/cosmos/G/Gamma+Ray+Burst+History 

大些圖 

https://academic.oup.com/astrogeo/article/45/1/1.7/229920
https://astronomy.swin.edu.au/cosmos/G/Gamma+Ray+Burst+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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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1.  請把以下星體顏色依溫度的高低排列：  橙、藍、白、藍白、紅、黃。 
2.  為什麼主序星的外層氫不會燃燒 ?  
3.  設星的壽命與其質量的 2.5 次方成反比，16 M⊙ 的星比太陽短壽多少 ?  有 500 M⊙ 的星嗎 ?    
4.  何謂巨星 ?   有藍、白色的巨星嗎 ?   藍、白巨星和紅巨星有何分別 ?   
5.  何謂 AGB 星 ?    紅矮星與棕矮星有何分別 ?    
6.  白矮星基本由那種元素組成 ?  白矮星有無核動力 ?   

為什麼它的密度高達 1 公噸 / cc ?   
7.  新星和 Ia 型超新星有什麼重要的分別 ?   
8.  右圖是 Ia 型超新星 SN 2011fe 在 M 101 星系內爆發的藍光曲線， 

設超新星的藍光絕對星等 = –19.2，求 M 101 的距離。  
9.  有沒有藍超巨星，它體內的核聚變可以持續到那種元素才停止 ? 
10. 講義曾提及 WR 124 星和 M1-67 星雲，現時星雲以 45 km/s 膨脹，直徑約 6 光年，請估計它的年齡。 
11. 為什麼超新星爆發前會釋放大量中微子 ?  
12. 中子星的密度比白矮星大多少倍 ?  這些中子是怎樣產生的 ? 

13. 中子星 J0030 (全名 PSR J0030+0451) 的半徑為 13 km，質量 1.4 M⊙ (= 2.8 x 1030 kg)，自轉週期 5 ms， 
若牛頓力學仍然適用於中子星身上，請估計它的自轉速度和星面上的逃逸速度。 

14. 某星在塌縮前的自轉週期 = 30 天，塌縮後的半徑比原來小 40000 倍，求塌縮後的自轉週期。  
15. 求右圖單獨中子星的半徑，設星的光度為 0.05 L⊙，表面溫度 600 000 K。 
16. 脈衝星與中子星有何關係 ?  試舉出一顆脈衝星的實例。 
17. 怎樣尋找星黑洞 ?  它與星系中心的特大質量黑洞有何區別 ? 
18. 極超新星 (hypernova) 與超新星有何區別 ?  GRB 和極超新星有關係嗎 ? 
19. 怎樣從赫羅圖鑑別星團的年齡 ? 
20. 設星的光度與其質量的 3.5 次方成正比，請估計 4 M⊙ 主序星的光度。 
21. 為什麼原始星有過渡性的噴流現象 ? 
 
答案： 

1.  以最高溫排先： 藍、藍白、白、黃、橙、紅 
2.  氫燃燒要一千萬度或以上，外層氫沒有這個溫度支持燃燒。 

3.  比太陽短壽約 162.5 = 1000 倍。 至今仍未發現 500 M⊙ 的星。 
4.  參考右圖：  巨星指赫羅圖上第 III 級光度的星，顏色有藍、 

白、黃、橙、紅，不過以紅巨星 (偏紅的巨星) 居多，短壽的 
藍、白巨星佔的比例很少。在演化途中的藍、白巨星都會沿 
着圖中的 a 方向降溫成為紅巨星，像太陽的低質量星則沿着   

b 方向演化為更低溫的紅巨星。  
5.  AGB 星指演化到後期的巨星，這時星核心的氦已全部變成 

碳 + 氧，但溫度不足六億度，碳氧沒有繼續燃燒，在中心 
外圍的氦層和氫層則繼續燃燒令體積更加膨脹，顏色更紅。 
紅矮星仍然有氫燃燒，最終變成白矮星；  
棕矮星的質量比紅矮星更低，在核心的氫沒有徹底燃燒。 

6.  a. 碳和氧   b. 無核動力    
c. 白矮星內的碳氧離子被重力擠壓，電子簡併壓力則抗衡重力塌縮直至適當的密度 (約 1 公噸 / cc)。 

7.  同一白矮星可以爆發多次新星現象，Ia 型超新星爆發後就瓦解了。 
8.  根據公式 M = m + 5 – 5 log (d)。M = –19.2，m = 9.9 (最亮時)，因此 d = 6.6 Mpc (2150 萬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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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藍超巨星。 核聚變會持續到鐵才停止。 
10.  M1-67 星雲的膨脹速度 v = 45 km/s = 0.00015 光速，若膨脹率不變，星雲年齡 = 星雲半徑 / v  

= 3 光年 / 0.00015 光速 = 2 萬年 (初時的膨脹更快，因此星雲應在少於 2 萬年前開始形成。) 
11. 超新星爆發前，星體正在進行重力塌縮，在核心的電子與質子被壓合成中子，同時釋放中微子。 

12. 約大一億倍。重力塌縮把大量電子與質子壓合成中子，這些中子亦即是後來中子星的主要成分。 

13. 在中子星赤道位置的自轉速度 = 2 π r / 自轉週期 = 2 π (13) / 0.005 = 16300 km/s ≈ 0.054 光速 ! 

逃逸速度 vesc = √(2 G M / r) = √[2 (6.67 x 10–11)(2.8 x 1030) / (13 x 103)] = 1.69 x 108 m/s ≈ 0.56 光速 ! 

14. 先作簡單估計： 星體塌縮前的質量是 M，半徑是 r1，塌縮後半徑是 r2， 

星體塌縮前的角動量 = k (質量)(半徑
2 )(角速度) = k M r1

2 ω1   【k 是與星體結構有關的系數】 
如果星體沒有質量流失，塌縮後的角動量 = k (質量)(半徑

2 )(角速度) = k M r2
2

 ω2     
根據角動量守恆原理，星體塌縮前的角動量 = 塌縮後的角動量 

k M r1
2 ω1 = k M r2

2
 ω2 

 ω2 / ω1 = (r1 / r2)2 = 400002 = 1.6 x 109 
即是塌縮後的角速度快了 1.6 x 109

 倍 
塌縮後的自轉週期 = 30 天 / (1.6 x 109) = 0.0016 秒 

     

 

 

 

 

實際上，在塌縮中的星有不少質量流失，角動量也會相應流失，塌縮後的星自轉會比簡單計算的 
0.0016 秒慢幾倍甚至十倍以上，但轉速仍然快。隨後中子星逐漸冷卻，自轉將會越來越慢。 

15. 設中子星的半徑為 R， 
已知中子星的溫度 T = 600 000 K，光度 L = 0.05 L⊙ = 0.05 (3.84 x 1026 W) = 1.92 x 1025 W 
根據史提芬 - 波玆曼定律 L = 4 π σ R2

 T4 
1.92 x 1025 = 4 π (5.67 x 10–8) R2 (6 x 105)4 ，簡化後得 R = 14 km。  

16. 脈衝星即是中子星，當中子星的射電束掃過地球視線時，中子星才叫脈衝星。 
在蟹狀星雲的中子星也是脈衝星。 

17. 觀測雙星內的 X 射線閃耀是否與預料中的星黑洞特性一致。  

星黑洞的質量只得 10 M⊙ 級，在星系核的特大質量黑洞有 106 M⊙ 以上。 
18. 理論上極超新星的前身是特大質量星，自轉快，重力塌縮時把核心直接壓成黑洞並且產生噴流。 

超新星是觀測到的實物，但見不到噴流，爆發後會留下殘骸，包括中子星或黑洞。  
持續 2 秒以上的 GRB 被認為是從地球探測到的極超新星噴流。 

19. 把星團的星畫在赫羅圖上，在折離點的星年齡 = 星團的年齡。  

20. 設 L ∝ M3.5
，4 M⊙ 主序星的光度 = 43.5 = 130 L⊙。 

21. 右圖說明噴流的成因： 1. 旋轉氣雲都是原  
子、離子和電子的混合體，離子和電子的運

動使氣雲產生磁場 (磁力線)。 2. 氣雲塌縮時

形成原始星，並且把磁力線向內彎曲成樽頸

狀。 3. 原始星在轉動中也把磁力線扭曲成螺

旋狀，一些被離心力拋出的電離物質沿着扭

曲的磁力線從樽頸兩端外洩為噴流。 
參考: https://forum.hkas.org.hk/Web/Secret_Lives_of_Stars.pdf  pag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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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動量守恆原理： 溜冰員張開身體，

自轉變慢；收縮身體，自轉加快。 

 

塌縮前

的星體 

自轉週期 30 天 

自轉週期

0.0016 秒

星半徑塌縮 400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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