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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晚成，问鼎射电望远镜之巅
“中国天眼”的灵敏度达到世界第二大

射电望远镜的 2.5 倍以上，可有效探索的
空间范围体积扩大 4 倍，使科学家有能力
发现更多未知星体、未知宇宙现象、未知
宇宙规律……

验收会上，中科院院士武向平等 6 位
专家分别宣读工艺验收、电波环境保护等
验收意见，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司长沈
竹林宣布“中国天眼”各项指标均达到或
优于批复的验收指标，主要性能指标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具备了开放运行条件。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天眼”总工
程师姜鹏认为，通过国家验收意味着“中
国天眼”完成了工程师和科学家之间的交
接棒，“火力全开”投入科学观测，接下来
两三年内将有一系列重要科学产出，同时
进一步稳定望远镜的性能。

古人感叹，天边眼力破万里；而今，
“天眼”的眼力破亿光年。它静若处子，除
了反射面变形时上千个液压促动器一齐
低吼，几乎不会动。它又迅若奔雷，每秒
最高传输基带数据 38G，每小时接收的平
均有效科学数据约 3.6T。

从宇宙星辰，到基本粒子，人类的科学
发现与技术创新越来越离不开强大的科
研仪器，特别是大科学装置，与创新思维
共同构成了现代科学技术突破的必要条
件。

中科院院士、天体物理学家方成认为，
中国曾是世界上天文记录最久远、最完整
的国家。在超过 3000年的时间里，连续不
断地记录着各种天文现象，包括日食和月
食、太阳黑子、彗星和流星、客星（新星和
超新星）等。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编制了
100 多种天文历法，也发明了大量的天文
仪器。

“但近代以来，中国天文学跟其他科学
技术一样，大大落后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
的西方国家，很多先进的仪器见都没见
过。”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林说，即便在
上世纪，老一辈天文学家也只能寻求与国
外合作，相当于借用别人的望远镜，大多
只能做一些边缘课题。

以王绶琯、南仁东等为代表的中国第
一代、第二代天文学家，努力缩小中国与
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担起“赶潮儿”的责
任。

1993年，包括中国在内的 10个国家的
天文学家，提出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
镜”的倡议，渴望回溯原初宇宙，解答天文
学难题。

当时，怀着回报民族的赤诚和描绘宇
宙的初心，活跃在国际天文界的南仁东毅
然回国，力主中国独立建造射电“大望远
镜”。

从 1994 年 开 始 选 址 和 预 研 究 ，到
2016 年 9 月 25 日“中国天眼”落成启用，
南仁东率团队用 20 多年帮助中国实现了
追赶——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目光如炬，摘星于百亿光年之外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中国天眼”3 年

前落成启用了，为什么今天才验收呢？实
际上，要实现科学家的各种观测意图，达
成稳定可靠的灵敏度，对望远镜来说并非

易事。
从世界最大到世界最灵敏，正是“中国

天眼”3 年来一刻不停调试和试观测的目
标和成果。它的观测范围能企及河外星
系甚至百亿光年之外的宇宙边缘。

灵敏度和分辨率是射电望远镜的两大
核心指标。由于星体距离地球十分遥远，
到达地球时能量微弱，灵敏度是科学家发
现暗弱天体的能力，而要想进一步看清遥
远天体的真实面貌，就要依靠分辨率。

“灵敏度是最‘硬’的指标，基本由望
远镜的口径限定死了。相比之下，分辨率
则可以通过多台相对小的望远镜协同配
合来提高。”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钱磊介
绍。

“开创了建造巨型射电望远镜的新模
式，突破了传统望远镜的工程极限，采用
全新设计方案、口径更大的‘中国天眼’，
比国外同类望远镜的调试期更短，远超国
际惯例和同行预期。”姜鹏说。

从下面的几组数据，我们可以窥见“中
国天眼”的身形：

大——反射面由 4450 个反射单元构
成，总面积为 25 万平方米，相当于 30 个标
准足球场那么大。如果把它看成是一口
盛满水的锅，容量够全世界每个人分到 4
瓶水。

巧——30吨的馈源舱通过 6根钢索控
制，可以在 140 米高空、206 米的尺度范围
内实时定位。

强——能看见更遥远暗弱的天体，它
1 分钟就能发现的星体，即使把坐标提供
给百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对方也要 9 分
钟才能看见。

精——500 米的尺度上测量角度精确
到 8 角秒，10 毫米的定位精度要求最高做
到了 3.8毫米。

“但这些设计、性能和精度不是理所当
然的。”姜鹏说，“天眼”的索网结构，是世
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工作方式最特
殊的。要实现反射面变形，对抗疲劳性能
的要求极高，现成的钢索实验中都断了。
如果这个材料和工艺层面的问题不解决，
整个项目就要停滞。

回忆 10年前的“索网攻关”，姜鹏记忆
犹新：“我们进行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系
统、最大规模的索疲劳试验，经过近百次
失败，终于研制出超高耐疲劳钢索，在 200
万次循环加载条件下可达 500MPa应力幅，
国际上尚无先例。”

实际上，整个团队各个子系统的研制
过程，几乎都是如履薄冰。从 26年前以南
仁东为代表的几位科学家，发展到今天
100人左右、平均年龄 35岁、能独立自主设
计建造大型射电望远镜和同类天线的队
伍，前后 4代科研工作者前赴后继、扎根深
山，不负当代天文学“弄潮儿”。

一眼当先，大装置牵引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过去以万年、

千年、百年为尺度，已经变成现在的十年、
一年，甚至日新月异。但对物理学、天文
学来说，似乎还在啃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
老本。

重大突破，科研仪器先行。北京大学
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
柯伽认为，天文学乃至物理学都是实验科

学，前人的理论研究走在了前面，后人的
实验验证是关键，这就必须用到大科学装
置。

“处在发展上升阶段的学科，谁先提出
问题，谁就掌握发展动向，如果没有大装
置做实验，就提不出问题，只能跟在别人
后面解决问题。”李柯伽说，边界尚未知晓
的天文学，无疑是发展中的学科。

“天天摸着望远镜做观测的人，才能发
现前沿的问题。”韩金林说，过去中国缺少
大望远镜设备，天文学家只能在某些领域
从理论方面深挖，而现在则可以从观测角
度做出更多原创的、世界领先的成果。

从开工建设到国家验收的短短 9 年
间，收获满满：

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80
篇，EI收录 76篇。获得第一专利权人的授
权专利 69 项，其中发明专利 39 项，实用新
型专利 30项；

发现脉冲星优质候选体 146 颗，已证
实发现的脉冲星 102颗。与上海天文台天
马望远镜成功实现联合观测，在国际甚长
基线干涉测量中发挥重要作用；

……
据国家天文台原台长、“中国天眼”工

程经理严俊介绍，在建设阶段，“中国天
眼”获得了钢结构、自动化产业、机械工
业、创新设计、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电磁兼
容研发、建设工程等 10余个领域的国家大
奖。

目前，“中国天眼”已成立科学委员会
和时间分配委员会，将统筹望远镜运行相
关战略规划、凝练科学方向、项目遴选、数
据公开等工作，更好地发挥其科学效能，
促进重大科学成果产出。将来围绕“中国
天眼”建设的引力波探测研究、射电天文
大数据等科技中心，还将发挥辐射、引领
及推动作用，成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火眼金睛，向宇宙未知地带探索
“目前通常认为，宇宙中大约 70％是

暗能量，26％是暗物质，不到 4％是重子物

质，只有不到 1％是人类能看见的发光物
质。”李柯伽说，密度极高的脉冲星属于重
子物质，而发光物质只相当于“一瓶可乐
中的一滴水”。

多位天文学家都认为，至少在分米波
波段射电天文学、脉冲星观测研究领域，

“中国天眼”很快就能世界领先。除了天
文学观测以及建造望远镜带动的技术创
新，它还将成为最精确的物理规律验证实
验平台。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伯克利大学射
电实验室主任卡尔·海尔斯教授认为，“中
国天眼”比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更加灵
敏，覆盖更大天区，且拥有 19 波束的接收
机，在脉冲星搜寻、观测星际云等天文学
领域拥有革命的机遇。

韩金林认为，“中国天眼”目前发现这
么多脉冲星不值得惊讶，它至少再新发现
千余颗脉冲星，把人类能看见的脉冲星库
规模拓展 50％，才算小有成就。

在调试期间，“中国天眼”已经发现了
从 未 被 其 他 望 远 镜 观 测 到 的 脉 冲 星 现
象。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菂领衔的一个
脉冲星研究结果，对经典的“旋转木马”辐
射模型提出了挑战。再如费米高能射电
源，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搜索无果，而“中
国天眼”一次探测成功。

姜鹏说，借助“中国天眼”超高的灵敏
度，国家天文台已经将脉冲星的计时精度
提升至世界原有水平的 50倍左右，这将有
可能使人类首次具备极低频的纳赫兹引
力波的探测能力。

正因为已知太少，才点燃了人类向宇
宙未知地带探索的梦想。

敢当“梦潮儿”的中国科学家希望，借
助“中国天眼”进行银河系及周边的星际
介质巡天，全面更新脉冲星和近邻宇宙的
气体分布图像。一旦它发现重要特殊意
义的天体，意味着发现全新的未知世界，
系统地拓展人类的宇宙视野。

星辰大海，才是它的征途。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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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力决定眼界。1 月 11 日，当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成为全球最

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也意味着人类向宇宙未知地带探索

的眼力更加深邃，眼界更加开阔。

2 颗，11 颗，43 颗，93 颗，102 颗……从 2017 年 10 月“中国天

眼”首次发现 2 颗脉冲星，到 11 日召开的国家验收会上公布已

发现 102 颗脉冲星，它两年多来发现的脉冲星超过同期欧美多

个脉冲星搜索团队发现数量的总和。

1月11日，专家学者对“中国天眼”进行考察（检修期间拍摄）。 新华社发

11月月1111日拍摄的日拍摄的““中国天眼中国天眼””全景全景
（（检修期间拍摄检修期间拍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