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N2008D_Swift.doc       Alan Chu            1 of 3                         2008/6, update 2010/11 

SN 2008D 超新星和 Swift 太空望遠鏡 
 
 
美國太空總處的 Swift 太空望遠鏡，主要任務是揭開 γ 射線暴 (GRB) 之謎，但在偶然的

機會下卻捕捉到 SN 2008D 超新星爆炸的瞬間，這次發現見台灣國立清華大學新聞稿

http://www.nthu.edu.tw/newsphoto/97news/hotnews-970522.php ，順此謹向研究小組 (Dr. Alicia 
Soderberg、江國興博士等人) 致賀。 
 
Swift 取名自一種飛翔敏捷的同名鳥叫「雨燕」。顧名思義，它裝了三支配合得宜，行動迅

速的望遠鏡，可以在短時間內探測 GRB 及隨後的 X-ray，UV 和可見光餘暉。這三支鏡

分別簡稱為 BAT、XRT 和 UVOT，見插圖一。 
 
 
 
 
 
 
 
 
 
 
 
 
 
 
 
 
 
 
 
 
 
 
 
 
 
 
 
 
BAT (Burst Alert Telescope) 是一台廣角爆炸預警器，視場 1000 x 600，台底是一大塊由半導

體組成的感應板，用來接收能量 15 ~ 150 kev 的 γ-ray / hard X-ray，台頂是 “編碼孔遮

罩”，罩面排列五萬個互相交織，能夠阻隔輻射的鉛粒，故此某些感應板角度可以接收到輻

射源的訊號，而另一些則無訊號，從無訊號處的角度便可推算出輻射源的方向，全部定向

過程在 10 秒內完成。在偵測到爆炸後，BAT 立即發警報至地面，Swift 也會更準確地轉

向目標，讓所載的另外兩支望遠鏡：XRT (X-ray Telescope) 與 UVOT (Ultraviolet / Optical 
Telescope) 繼續跟進，前後 5 分鐘就有初步的觀測結果了，在地面的天文台也可以同時進

行觀測。 
 
SN 2008D 始于 Swift 在 2008 年 1 月 9 日發現的 X 射線暴，它並非由 BAT 捕獲，

http://www.nthu.edu.tw/newsphoto/97news/hotnews-97052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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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 Swift 依照預定程序指向天貓座 Lynx 330 N 的天區，無意中就從 XRT 圖像發現該

射線暴了。它爆發時十分凌厲，70 秒內 X-ray 強度已升至頂點，持續了 400 秒才消失，

見圖二，期內釋放能量 2 x 1039 J，相當于 2005 年全球能源消耗的四百億億倍 ! 爆發後一

天半左右，在夏威夷的八米雙子北望遠鏡即進行分光監察，初時的光譜還算平靜 (圖三頂

部曲線)，幾天後就漸露頭緒，頻段出現明顯的 He I (中性氦) 和數種特定元素吸收線，形

勢似是超新星爆發，加上 Chandra X-ray、哈勃、幾個地面光學望遠鏡和射電的同步觀測，

天文學家証實這次爆炸不存在相對論性噴流 (近似光速的噴流)，況且在 Swift BAT 身上也

找不到任何 γ-ray 對應，所以肯定爆炸源和 GRB 無關，它的確是一顆超新星，位于天貓

座一個旋渦星系 NGC 2770 裡，距離九千萬光年，現時編號 SN 2008D。它是首次被及時

捕獲的超新星，從誕生瞬間至餘暉的數據也有，無疑對日後研究有積極的鼓舞意義。理論

上，超新星初爆時除了輻射高能射線外，也會隨伴大量中微子 (neutrinos) 和微弱的引力波 
(gravitational waves)，雖然過去和今次都缺乏這方面的直接証據，只要將來有更多像 Swift 
的廣角搜索和快速預警，從超新星找到中微子和引力波是可以期待的，詳情可參考學術報

告 “An extremely luminous X-ray outburst at the birth of a supernova”， 
http://arxiv.org/PS_cache/arxiv/pdf/0802/0802.1712v2.pdf 
 
 
 
 
 
 
 
 
 
 
 
 
 
 
 
 
 
 
 
 
 
根據這篇報告，SN 2008D 的前身是一顆 Wolf-Rayet star，
這是一種大質量 (超過 20 倍太陽質量)，演化到了晚期，光

譜屬 O 型的恆星，已知數目只有幾百顆。它的表面溫度超

過 25000 K，但其質量不斷被猛烈的恆星風扔走，基本上已

失去氫外層 (圖四)，隨後內部中心停止核子反應，導致恆星

進行重力塌縮，此時中心已被壓成一個以中子為主且密度極

大的硬體，當密度達到飽和 (~1015 g/cc) 時，受壓的硬體便

依 “不相容原理” 立即向周圍的內塌物質反彈，產生震波迅

速向外傳播而爆炸。爆炸的外展速度高達每秒一萬公里，大

部份的星體物質都被震波驅走，現場只留下一個細小的硬

體，爆炸也將一些飛離物質蛻變成比鐵更重的元素，例如

鋅、銀、錫、金、水銀、鉛、鈾等等。超新星往往被分類為 

http://arxiv.org/PS_cache/arxiv/pdf/0802/0802.1712v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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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c、Ibc 或 II 型，視乎它的譜線 (前身的元素含量) 而定，此外，超新星也有另類的 Ia 
型，它由激烈的碳氧反應引起，不是由重力塌縮致爆的，超新星的分類在尾頁的「天文小

知識」另述。今次的 SN 2008D 前身是 Wolf-Rayet star，爆炸前質量流失率為每年 ~10-5 太

陽質量，直徑比太陽大倍半左右，含氦量多且缺氫，屬 Ibc 型超新星。爆炸後，它的剩餘

體逐漸冷卻，估計會變成一顆小如香港島，但密度比鉛大幾億萬倍的中子星。 [註：有些

甚大質量的恆星，如果爆炸後的剩餘體仍然有太陽質量的 ~5 倍或以上，就會釀成黑洞。] 
 
回頭再說 Swift 太空望遠鏡，那支 XRT 結構比較特別，聚焦不用反射玻璃鏡，因為 X-ray
的能量頗高，直射可以穿透鏡面的鋁膜，故此設計採用如圖五的 “掠射” 模式，入射 X-ray
以少于 20  低角掠過多層反射面再聚焦。XRT 能夠收集能量 0.2 ~ 10 kev 的 X-ray，至于

在 XRT 旁邊的 UVOT 望遠鏡，它是前歐洲 XMM-Newton 任務的剩餘物資，口徑 30 
cm，採用 Ritchey-Chrétien 光學系統，工作波段 170 ~ 650 nm。 
 
 
 
 
 
 
 
 
 
 

更多參考 http://www.swift.ac.uk/grb.shtml (GRB 簡介和 Swift 上的望遠鏡) 
http://swift.gsfc.nasa.gov/docs/swift/about_swift/bat_desc.html (Burst Alert Telescope) 
http://imagine.gsfc.nasa.gov/docs/science/how_l2/xtelescopes_systems.html (X-ray 望遠鏡原理) 
http://apod.nasa.gov/apod/ap030219.html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不相容原理) 

 
 

                            [天文小知識]：超新星的分類 
 

超新星 前身 爆炸成因 爆炸時的光譜特徵 最大光度 

Ia 型 在近距雙星系統內的白矮星。  

 

白矮星向對方搶掠物質

過度，引致體內壓力和

溫度增加，終於產生激

烈的碳氧燃燒而爆炸。

無氫，有明顯電離

矽吸收線 (Si II)，
矽線是碳氧反應的

固有特徵。 

約相當於  −19.6 
絕對星等，可作

為 “量天尺”。 

Ib 型 超巨星，已流失氫外層。   無氫，有明顯中性

氦 (He I)。 
Ic 型 超巨星，已流失氫和氦外層。 無氫、無氦 

II 型 超巨星，所有外層保持完整。

超巨星核能殆盡，核心

首先重力塌縮成為超密

度的硬體，外層物質也

跟隨塌縮直至被核心的

硬體反彈，反彈的震波

高速向外伸展令整個星

體爆炸。 

有明顯 hydrogen-α
發射線 

比 Ia 型暗。 

Ib、Ic 和 II 型都有次型號，依光譜或光變的細節而定，例如 SN 2008D 屬 Ibc 型，SN 1993J 屬 IIb 型。

動畫：因激烈核子反應致爆的白矮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_-nkS3MdXI&amp;feature=related 
因重力塌縮致爆的大質量恆星  http://hk.youtube.com/watch?v=K0n__aPsr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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