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元素是如何产生的？
恒星 是所 有天 然存 在的 化学 元素 的熔 炉。匈牙
利天 文和 地球 科学 研究 中心 KO NK OLY天 文台
的M AR IA LU GA RO 博士 正在 破解 恒星 熔炉 的
配方 以及 我们 太阳 系诞 生时 的一 些信 息。

核天体物理学家的术语

原子核 – 原子的核心，由亚原子粒子
通过核力等相互作用组成
核物理 – 研究原子核及其相互作用
的一门学科
中子 – 不带电的一种亚原子粒子

质子 – 带正电的一种亚原子粒子

核聚变 – 由一个或多个原子核结合
成更重原子核的一种核反应

很久很久以前，宇宙大爆炸刚刚结束，此
时元素周期表中的大多数元素并不存
在。宇宙中只有氢和氦，这些轻元素在恒
星中通过核过程产生了更重的元素最终
形成了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各种各样的化
学元素。我们的太阳以及太阳系，包括我
们的地球，都是由包含所有这些元素的
稠密气体和尘埃云所形成的。

留下的线索。

中子俘获 – 通过核力等相互作用将
中子与原子核结合在一起，形成更重
的原子核
放射性核 – 不稳定的原子核，将以特
定时间衰变为另一个原子核

陨石 – 在穿过大气层的燃烧中幸存
下来，并降落到地球上的小行星碎片
超新星 – 由于引力塌缩或失控核聚
变导致的恒星爆炸

作为一名核天体物理学家，匈牙利天
文和地球科学研究中心Konkoly天问题
的Maria Lugaro博士 一直致力于揭示从
宇宙大爆炸到形成现今太阳系背后复
杂物理机制的奥秘。作为由Konkoly天
文台牵头的一个国际跨学科科学家团
队的一员，她从事的RADIOSTAR项目
正在研究放射性核素及其在陨石中所

“通过RADIOSTAR项目，我们想准确
了解哪些宇宙事件将放射性核素带到
了太阳诞生时的位置，以及这些事件发
生的具体时间，”Maria解释道。
“这是我
们能够了解现今在太阳系中所发现物
质的历史，以及我们太阳诞生时确切环
境的最好方式。”

恒星反应堆
恒星是一个由等离子体（电离气体）组
成的燃烧火球它们如此耀眼的原因是
由于发生在它们核心的核聚变，在那里
它们将氢聚变成氦。这一核过程之所以
能够在恒星中发生，原因在于其内部极
端的条件。在宇宙中，甚至是我们的太
阳也是一颗相对比较小的恒星，其核心
温度为一千五百万摄氏度。作为对比，
地球上用于熔化金属和炼钢的高温炉
中的温度最高也不过一千五百摄氏度
左右。
氢是恒星的主要燃料，当恒星消耗完这
个燃料后，它开始通过核反应合成重元
素。已耗尽氢的大质量、垂死的恒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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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膨胀，不断产生新元素，并将所有这
些元素抛洒到太空。最终爆炸成一颗非
常明亮的超新星。

“稳定和长寿命的化学元素共83个，
其中比铁重的占到了80%左右，”Maria
说道。
“这些都是不常见的元素，它们中
的大多数具有奇怪或神奇的名字，从
铈到铱，从镝到钷。”RADIOSTAR项目
旨在理解这些重元素是如何在宇宙中
产生的。
重元素
生成最重的元素并非易事。
“大自然是
如何将非常轻的粒子，像具有2个质子
和2个中子的氦原子核，组合成像具有
82个质子和126个中子这样重的铅核的
呢？
“，Maria问道。

答案就藏于一个称为中子俘获的过程
中。人们早就知道恒星中较重的元素必
须由原子核捕获中子产生，但这一过
程是如何运作的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
个谜。这是因为电中性的中子会迅速
衰变成带正电的质子，半衰期约为10分

钟，这也就意味着很难制造自由中子。
Maria特别着迷于恒星中的中子俘获过
程，它们的放射性产物可以告诉我们关
于太阳系的历史。她特别想通过中子俘
获产生并由陨石带到地球的放射性核
素来了解我们太阳的诞生。来自陨石
的信息告诉我们太阳诞生时的特定时
空条件是如何形成我们今天的太阳系
的。Maria说：
“一定有一些宇宙事件发
生的既不太早也不太晚，既不太远不也
太近，才能产生太阳诞生时的那种放射
性混合物。
RADIOSTAR研究团队可以将这些放射
性核素用做时钟，追溯并确定在我们太
阳系诞生时太阳的原生家庭 的 样子。
根据质谱等 获得 技术对陨石中的放射
性元素分析的数据，研究团队可以对不
同原子核的比例进行比较，结合每个放
射性核素半衰期的知识，就可以计算出
这些元素是何时在恒星或超新星内部
产生的。
主要成果
到目前为止，Maria的研究结果“强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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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阳诞生于一个巨大的、长寿命的恒
星 群体 里。我们的太阳有很多兄弟姐
妹，不同代的恒星出生于不同时期，它
们共同存在于这个 群体 中。尽管很久
以前太阳就离开了这一出生环境，但是
该环境曾经强烈地塑造了太阳的形成
及其早期的演化。”

RADIOSTAR的工作还揭示了：当大质
量恒星存在于伴星轨道上时，它们可以
相互作用，从而喷射出比孤星更多的放
射性铝，当大质量恒星塌缩并爆炸成
超新星时，所产生的尘埃中富含重核素
铬。现在，Maria和RADIOSTAR团队将把
所有这些拼图拼凑在一起，以确定这些
核素是如何穿越茫茫银河系的，以及它
们在塑造我们今天的地球方面扮演着
什么样的角色。

关于天体物理学

当你在夜晚仰望星空,你是否对天上的这
些星星和银河感到好奇？
天体物理学是关于理解宇宙万物，从行星
到恒星、陨石以及星系的学科。包括了解它
们如何发光和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形
成 等有关的物理学知识。
天体物理学是一个具有许多不同分支学科
的广阔领域。一些天体物理学家创建了理
论模型，而另一些却在天文台捕捉那些遥
远的星星转瞬即逝的踪迹。
其中一个分支学科是核天体物理学，该跨
学科领域将核物理的理论应用于空间环境
中的各种核过程。核天体物理学家对核过
程在恒星生命周期和新元素形成中所扮演
的角色十分感兴趣。这项工作的许多内容
都集中在原子核物理上。
Maria是一位研究恒星中核反应的核天体
物理学家。她解释说：
“我倾向于在工作中
结合多方面的物理，在处理陨石数据时会
结合恒星和星系的性质、恒星内部原子核
的核物理、恒星光谱中的原子物理，甚至

实验室化学分析。”在这种广阔的知识体系
中，总有新的东西要去学习和发现。
“尽管
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30多年，但我从未停
止学习，”Maria说。
“总是有新的观点需要
考虑，总有新的方法用来解决问题，这让我
远离了我的舒适区，使得我的工作极具挑
战性和冒险性。”

虽然Maria基于匈牙利的Konkoly天文
台，但RADIOSTAR项目背后的国际团队
和她的工作性质意味着Maria需要与各领
域的科学家进行合作。
“我通常与核物理学家一起工作，”她说。
其中一个合作项目（称为LUNA）涉及在意
大利深山下的实验室中测量核反应。该实
验室修建在地下1公里多的地方，实验室上
面厚厚的岩石层可以防止宇宙线干扰正在
收集的极其敏感的核数据。Maria说：
“我
还与分析陨石的同事以及观测恒星光谱的
天文学家一块工作。”
美国哲学家Nicholas Butler曾经说过：
“
所谓专家，就是那种在越来越窄的领域知

道越来越多的人，直到他们在空无中洞悉
一切。”Maria是不同意的。
“这是个有趣的
笑话，”她说，
“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是不可
能的。随着我在恒星中子俘获这一特定领
域越来越多的发现，我还必须去理解并将
这些知识与它在其他领域的诸多影响联系
起来。因此，我也必须学习有关化学、宇宙
尘埃、陨石、核反应、核结构等知识。”
随着天体物理学家发现越来越多的太阳系
外行星, 一个重要目标是了解我们的太阳
系相对于银河系中其他行星系统的位置。
这将需要对我们太阳系的组成有更深入的
了解，需要对化学元素、放射性核素，以及
我们太阳系的形成和如何演化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Maria说：
“我们越是尝试探索这
些问题，就越需要在不同领域之间进行交
流合作。天体物理学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
一是将自己的研究结果与其他科学领域联
系起来，下一代科学家要为此做好准备。”

找一份天体物理学工作
•

•
•
•

查询皇家天文学会网站（Royal Astronomic
Society）上的工作机会。他们会面试这个领域
的人员，甚至会举办一些你可以参加的比赛和
活动：
ras.ac.uk/education-and-careers/careers
在太空工作网站（Space Carrers）可以找到像
暑期学校和天体物理学活动的好机会：
spacecareers.uk/?p=summer_schools

试着联系当地的大学，或者天文台，看看他们是
否有工作机会。
Konkoly天文台有一个专门的你可以参观的
访客中心 (www.svabhegyicsillagvizsgalo.
hu/)，并帮忙组织过国际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
奥林匹克竞赛(ioaa2019.hu)。Maria的团队也
吸纳高中生参加工作并获得工作经验，其中一
些高中生还与该团队共同撰写了科学出版物！

从学校到天体物理学的路径

你需要物理或相关学科，诸如数学、化学或自然科学的学士学位。
一些大学，如英国萨里大学，专门开设了天体物理学和核天体物
理学课程。你可以在这里查阅更多内容：www.surrey.ac.uk/
undergraduate/physics-nuclear-astrophysics
专业宽泛的本科学位几乎适用于所有科学领域，而专业化训练通
常需要通过硕士和博士课程来完成。

MARIA是如何成长为一名
天体物理学家的？

我小的时候一直对舞蹈感兴趣，特别是古
典芭蕾，但也对弗拉门戈舞(一种西班牙
舞蹈)感兴趣，我从3岁学到了16岁。我原
想成为一名舞蹈家或舞蹈老师，但后来事
情起了变化。大约10年前，我发现成年后
我仍然可以跳芭蕾来保持健康，所以我现
在每周都有舞蹈课！

我在高中时学习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以
及历史、哲学、数学和物理。在大学里，我
什么都想学，从历史到政治，再到物理和
数学。我妈妈 研究 物理，她建议我试试。
因为缺少基础,一开始的确很难，不过后
来我考试得了高分，我开始意识到我非常
喜欢物理，尤其是从量子力学到相对论的
理论科目。在我的毕业论文中，我选择了
核天体物理学题目，因为我家乡都灵大学
的Roberto Gallino教授向我们学生介

绍说，在恒星和恒星爆炸中，有一个完整
的关于核反应的微观世界，它不仅为星光
提供能量，还创造了所有的化学元素！他
还向我介绍了陨石，以及我们如何利用这
些陨石来了解恒星和太阳，我发现这实在
太有趣了。

我一直是个勤奋的学生：努力工作是所有
成就的基础。对我帮助很大的一个特点是
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当你工作时，事情会
变得越来越复杂，记住你和其他科学家做
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真的有助于你
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顺着一条有意义的道
路前进，而不是去兜圈子。
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我认为谦逊就像一
种超能力；它会帮你严格地检查自己的工
作，接受新想法以及前进道路上不可避

免的错误、失败和批评。正如芭蕾舞演员

Margot Fonteyn所说，
“这些年来我学到
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工作为重还是
以自己为重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必须的，
后者却是灾难性的。”

我每天练习两次正念，尽量避免在工作时

间之外来工作和思考问题，大脑需要休息
才能高效率工作。然而要关掉大脑却并不
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我试图通过正念练

习来更好地控制我在想什么。幸运的是，

我有一个大家庭，可以帮助分散我的注意
力。每年夏天我都会安排一个三周的连续
假期，期间我甚至都不查收邮件。当假期

结束后，我总觉得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
又可以重新开始享受科学的乐趣了！

MARIA的秘诀

01 毅力是一项需要培养的关键技
能。用更艰巨的任务去挑战自
己并愿意坚持下去，是一种提
高毅力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更
加享受学习和工作。

02 多读书，训练自己的记忆力。科

学家需要不断阅读以了解他们
所在领域的最新动态，而良好
的记忆力可以帮助你不会迷失
在新旧思想的迷宫中。

03 不要害怕犯错。在科学研究中
挑战自己，学会接受自己的错
误和失败并坚持下去。

匈牙利艺术家Boglárka Mészáros创作的图像。它代表了恒星并合后的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