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太平洋中央的夏威夷群島不只是風光明媚的旅遊勝地，也是天
文觀測與研究的重要基地。夏威夷的大島上有著海拔超過四千公尺的休眠
火山—毛納基峰(Mauna Kea)，山頂上空氣稀薄、缺乏水氣，沒有綠色的
植被，只有滿山的塵土與碎石，如此的氣候環境正適合天文觀測。山頂上
座落著超過十座天文望遠鏡，包括昴宿（Subaru）、凱克（Keck）、雙子
（Gemini）等鏡面直徑超過八公尺的光學與紅外望遠鏡，由我國中央研究
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與美國史密松天文臺（Smithsonian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合作興建的次毫米波陣列（Submillimeter Array，簡稱SMA）也
位於此處（圖一）。因為山頂的氣候不適合人類長期生活，因此各望遠鏡
的工作人員平時都在半山腰的Hale Pohaku支援中心休息和日常起居，工作
時才開車到山頂，而這些望遠鏡的總部和辦公室則是設立在島上的市區。

文/

SMA

Submillimeter Array

次毫米波陣列望遠鏡
中

顏士韋

研院天文所參與興建的SMA屬於干涉式望遠鏡（interferometer），是
全世界第一座可觀測次毫米波的望遠鏡陣列，後續有歐洲的P l a t e a u

圖一
座落於毛納基峰的次毫
米波陣列（SMA），
照片拍攝時，天線的擺
放是較密集的陣型，也
是比較適合觀光客的陣
型，可以一口氣將天線
們盡收眼底。

de Bure Interferometer以及位於智利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
（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Array）。因為不可能直接建造數百
公尺大的單一鏡面望遠鏡，所以這類型的望遠鏡陣列，是利用數個小型望遠
鏡，透過干涉的技術，將個別望遠鏡接收到的訊號合併處理，來達到近似一
座巨大望遠鏡的效能。
SMA由八座天線所組成，天線的鏡面直徑達六公尺，加上鏡面下方的機
房，每座天線約有三層樓高，這些天線可依據天文觀測的需求而改變擺放位
置。每兩座天線會形成一條基線（baseline），基線是陣列式望遠鏡收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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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單位，基線的數量越多，可獲得的觀測資

雲氣的分佈。另外，這些分子所發出的光有著特

料量也就越大。舉例來說，八座天線的陣列（有

定的頻率，運用都卜勒（Doppler）效應，比較觀

28條基線）可獲得的觀測資料約是六座天線（15

測到的頻率和其靜止頻率（rest frequency），就可

條基線）的兩倍。天線之間的距離越長，可達到

推算星際間雲氣的運動，而且這些分子所在的環

越好的角分辨率，等同於越大鏡面的望遠鏡，但

境要符合特定的物理條件，它們才會發光，因此

也需要更好更穩定的天氣，才能成功取得觀測資

從這些分子譜線的強度，可以推算雲氣的溫度、

料。反之，基線越短，角分辨率也就越差，但就

密度和化學組成。SMA的觀測可同時涵蓋8 GHz的

能更靈敏地偵測尺度較大的結構。因此，不同的

頻寬，如此寬的觀測頻寬，不但可以提高觀測塵

觀測目標需要不同的基線長度，而SMA總共有24

埃熱輻射的靈敏度，還可以同時觀測多條分子譜

個擺放天線的基座，可組成四種陣型，基線長度

線，所以SMA一次的觀測就可以提供大量的天文

可以從最短的9.5公尺調整到最長的509公尺，最高

資料，近期SMA的觀測頻寬更將升級到16 GHz。

的角分辨率約是0.3角秒。

S M A的研究主題相當廣泛，每年約有三十

SMA觀測的是人眼不可見的電波，可接收的

篇由臺灣領導或參與的SMA相關研究計畫在國際

電波頻率為186至242 GHz以及272至420 GHz，即

期刊發表， 這些研究的主題包含從太陽系內的天

波長約1.6毫米到0.7毫米，這個波段主要可用來觀

體、行星形成、恆星的演化，到星系內的塵埃與

測星際間低溫塵埃所發出的熱輻射。這些塵埃的

雲氣分佈，甚至到宇宙的大尺度結構……等等。

溫度約攝氏零下兩百多度，因為溫度太低，所以

舉例來說，運用SMA觀測恆星周圍塵埃和氣體的

在可見光波段是觀測不到它們所發出的熱輻射，

分佈與運動，可以研究恆星誕生與死亡的過程。

必須在遠紅 外、毫米或次毫米等長波長的波段才

圖二是SMA所拍攝來自原恆星IRAS 04166+2706的

可以直接偵測到這些塵埃。除此之外，在S M A

CO噴流，原恆星是正在成長的恆星寶寶，未來將

觀測的波段內，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分子譜線，

點燃核融合反應成為真正的恆星。觀測上發現在

例如宇宙中常見的一氧化碳(C O)，碳氧化合物

原恆星長大的過程中，它不只會吸積周圍的物質

+

HCO 、H2CO、 CH3OH，或是氧化矽(SiO)、氧化

來增加自身的質量，也會朝兩極方向發射高速的

硫(SO)……等等，這些分子會在毫米、次毫米等

噴流，時速可達幾十萬公里，天文學家推測噴流

波段發光，可以透過觀測這些分子來研究星際間

的產生與原恆星吸積物質息息相關，但仍不清楚

圖二
SMA所拍攝來自原恆星IRAS
04166+2706的CO噴流，左圖
是低速噴流的影像，而右圖是
高速噴流的影像。低速的部
份呈現V型的結構，主要是由
被噴流擠壓或帶動的物質所組
成，而高速的部份則結構細
長，由不連續的團塊組成，推
測是因原恆星並非持續的噴發
物質，而是在特定的情況下才
短暫的噴發，所以形成了由破
碎團塊所組成的噴流。圖片
來源：Wang et al. , 2014, ApJ,
78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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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如何形成各式各樣的行星狀星雲是天文學家正在研究的課題，此圖是SMA所拍攝一個正在形成行星狀星雲的年老
恆星。左圖的等高線是次毫米波段的影像，追蹤了周圍塵埃的分佈，十字代表了恆星的位置，紅色和藍色的箭頭
則是來自恆星的噴流噴發的方向。右圖放大了左圖中恆星周圍的影像，綠色等高線是氫離子的分佈，追蹤從恆星
吹出的高速離子風，而白色等高線是SMA拍攝的物質分佈，可以看到周圍物質的分佈限制了離子風吹的方向，這
將會影響之後形成的行星狀星雲的結構。圖片來源：Lee et al., 2013, ApJ, 770, 153。

噴流如何形成，而這樣的觀
測有助於釐清其中的物理機
制。
而圖三則是紀錄了恆星
死亡的過程，恆星演化到晚
期也會噴發物質，不過噴發
的機制和原恆星不同，圖三
是S M A所拍攝的一個年老
恆星周圍的行星狀星雲C R L
618，觀測結果顯示恆星周圍
的物質分佈會限制其噴發物
質的方向，這樣的觀測有助
於瞭解生成恆星的材 料如何
在其衰老之後，回歸到星際
間成為下一代恆星的成長所
需的物質。
除了年輕與年老的恆星
之外，S M A也對我們所在的
銀河系與系外星系取得前所

圖四
我們的銀河系中心存在
著一個擁有巨大質量的
黑洞，因此銀河系中心
一直是天文學家想要瞭
解的區域。SMA也在次
毫米波段觀測銀河系中
心周圍5秒差距（pc，
1 pc為3.26光年）內的
區域，從SMA拍攝的影
像，天文學家發現此區
域的物質分佈結構極為
複雜，有些結構並不穩
定並即將消散，但是此
區域又有許多大質量恆
星正在形成，圖中十字
和菱形的標記代表可能
正在形成大質量恆星的
位置，如何在這不穩定
結構內形成大質量恆星
仍是正在研究的課題。
圖片來源：Liu et al. ,
2013, ApJ, 770, 44。

未見的影像。圖四是S M A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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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系中心所拍攝的影像，
天文學家從影像中發現環
繞銀河系中心超大質量黑
洞的環核盤（circumnuclear
disk）有著複雜的結構，還
有許多旋臂狀的氣流連接著
環核盤，而且這些結構並非
都是穩定存在的，有些即將
消散而去，另外有些內部正
在形成大質量恆星。
來到銀河系之外，圖
五是S M A所拍攝一個正在
大量形成恆星的環狀星系
NGC 1097，透過觀測CO氣
體分佈，S M A成功解析了
此星系內的氣體環，這是觀
測上第一次取得此氣體環內
個別氣體團塊的數據，來研
究它們的物理特性與恆星形
成的關係。
此外，天文學家也運
用S M A觀測遙遠的高紅移
星系，天空上有很多來自宇
宙深處的次毫米波，但以前
因為沒有高角分辨率的次毫
米波望遠鏡，無法得知這些
次毫米波是由哪些星系所發
出的，現在科學家可以利用
S M A，解析這些次毫米波
光源，找到它們在可見光和
紅外波段的對應星系，研究它們的性質，瞭
解宇宙的演化與歷史。(圖六)
SMA建立至今已有十年了，在這段時間
內累積了許多天文研究的成果，近期SMA也
正在升級內部設備，以獲得更優異的性能，
來執行更進一步的天文研究。
臺灣的天文學者都可透過中研院天文所
來申請S M A的觀測時間，每年有兩次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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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上圖紅色等高線是由SMA所拍攝環狀星系NGC 1097內
CO氣體的分佈，這是此星系內的氣體環第一次被清楚
解析為大大小小的團塊，讓我們可以分析其個別的物
理特性。背景的灰階照片是哈伯太空望遠鏡（Hubble
Space Telescope）在光學波段拍攝此星系所得到的影
像，顯示出明亮恆星聚集的位置和氣體的分佈有關。
下圖比較了SMA拍攝的CO分佈（等高線）和哈伯拍攝
的Pa α分佈（顏色）。Pa α譜線可以用來追蹤恆星形
成，Pa α越明亮的地方，代表恆星形成就越活躍。透
過這樣的比較，可以研究氣體團塊的特性和恆星形成
的關係。圖片來源：Hsieh et al., 2011, ApJ, 736,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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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左邊上下的兩張圖是SMA所拍攝的影像，黑色虛線代表SMA的視野大小，影像中偵測到五個發出
明亮次毫米波的天體（由五個黑色小圓圈a至c所標示），這些天體是富含塵埃的高紅移星系。黑
色較大的兩個圓圈850-13和850-11是原本認為次毫米波光源的位置，因為早期的觀測沒有足夠的
角分辨率，無法解析光源，只能模糊看到大約的位置，有了SMA的高角分辨之後，這兩團模糊的
光源就被解析為五個天體，也才能找到它們在其他波段的對應天體。右邊四張圖是哈伯太空望遠
鏡和加法夏望遠鏡（Canada-France-Hawaii Telescope）分別對同天區所拍攝的可見光和紅外線影
像，白色的小圓圈標示出SMA偵測到的次毫米波星系的位置。圖片來源：Wang et al., 2011, ApJ,
726, L18。

際和臺灣學者共同主持的申請審查，審核通過的

山地形與夕陽外，也可以看看這些天文研究上最

觀測計畫，將有機會被執行，取得需要的觀測資

尖端的觀測設備（不過望遠鏡內部並沒有開放參

料。

觀），這可是非常著名且熱門的景點。
中研院天文所平時也會從臺灣遠距操作

SMA、支援觀測所需的人力，並且有人員常駐夏
威夷負責SMA的運作與設備維護，此外，不時會
有研究人員前往夏威夷實地操作與觀測。讀者們

顏士韋：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若有機會前往夏威夷，一定也要順道造訪夏威夷
大島上毛納基峰的山頂，除了可以欣賞壯麗的火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