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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综述了利用微引力透镜效应来搜寻银河系内重子暗物质的原理、观测方法和结果以及当

前国际上几个小组的工作和主要进展。简要回顾了对重子暗物质的认识过程，其中广泛分布于星

系之中的暗天体被称为晕族大质量致密天体（ＭＡＣＨＯ）。综述了一些关于引力透镜的一些基本概
念和基本公式，其中简单讨论了强引力透镜、弱引力透镜和微引力透镜的区别，并列出微引力透镜

的两个重要参数光深和光变时标的定义及表达式。详细阐述了对于ＭＡＣＨＯ探测的方法和一些观
测效应细节。综述了目前几个小组的工作，包括ＭＡＣＨＯ小组和ＥＲＯＳ小组等，其中 ＭＡＣＨＯ小组
近来的工作得出ＭＡＣＨＯ为银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比例约为２０％；而ＥＲＯＳ最近工作得出的
质量比例上限为７％。

主题词：微引力透镜 — 暗物质 — ＭＡＣＨＯ— 麦哲伦星系 — 银晕
分类号：Ｐ１４５．９，Ｐ１５６

１　引　　言

由星系质光比及盘星系转动曲线等证据，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星系中绝大部分质量是由不

可见的暗物质所组成的。其中对于类似银河系的盘星系来说，暗物质主要分布在星系晕中。

暗物质的本质是什么？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所谓的“弱相互作用重粒

子”，简称ＷＩＭＰ。它们是那些不参加电磁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除了中微子外，
其它粒子还只存在于理论预言中，尚没有任何实验或观测证据。另一类则是重子暗物质。人

们一般认为，重子物质除了能构成直接可观测到的天体（包括恒星、星际气体、星际尘埃等）之

外，还形成了大量致密暗天体，它们广泛分布于星系之中。根据原初核合成理论并结合一些观

测数据表明，重子物质应该超过现在可见物质总量的１０倍［１］。这些重子物质可能以冷气体或

暗天体的形式存在，其中暗天体被称为晕族大质量致密天体（ｍａｓｓｉｖｅ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ｈａｌｏ
ｏｂｊｅｃｔ），简称为ＭＡＣＨＯ［２］。ＭＡＣＨＯ可能的候选者包括：褐矮星（未达到恒星点火质量
０．０８Ｍ⊙ 的天体）、“自由漂浮”行星（Ｆｒｅ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ｅｔ，具有行星质量但不围绕任何恒星转
动的天体）、雪球（Ｓｎｏｗｂａｌｌ，类似于彗核，但比彗核大很多的天体）、死亡恒星的残骸（包括冷却
的白矮星、停止脉冲辐射的中子星、无吸积过程的黑洞）等。

寻找和探测ＭＡＣＨＯ对于研究星系的形成和演化是十分重要的。虽然ＭＡＣＨＯ有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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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微弱的电磁辐射，但人们无法在星系尺度上直接观测到如此微弱的辐射。因此需要用其它

方法来探测ＭＡＣＨＯ，其中最有效可行的手段是引力透镜效应。Ｐａｃｚｙńｓｋｉ［３］首次提出，当人们
观测远处恒星时，如果视线上有暗天体（质量介于１０－６Ｍ⊙ 到１００Ｍ⊙ 之间）经过的话，由于微
引力透镜（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ｓｉｎｇ）效应，恒星的亮度将在一定时间间隔内有所增大。通过观测银河系周
围星系中恒星，从中探寻由微引力透镜效应导致的光变，并根据此类事件的发生几率，原则上

可以估算出银河系内ＭＡＣＨＯ的总质量。自从１９９３年开始至今，有多个小组开展了利用微引
力透镜效应搜寻银河系内ＭＡＣＨＯ的项目，目前已取得一些重要结果。

本文将具体介绍利用微引力透镜来搜寻和估算银河系内的ＭＡＣＨＯ的有关情况。下面先
介绍微引力透镜效应的理论及一些相关概念；第二部分为探测 ＭＡＣＨＯ的方法以及一些观测
效应的细节；第三部分为目前几个小组的工作进展以及一些结果。

先来推导一些引力透镜效应的基本公式，并介绍一些相关的基本概念［４］。

图１是一个典型的引力透镜系统。由图中可以看出α与 α^之间的关系为：

α＝
Ｄｄｓ
Ｄｓ
α^ （１）

还有θＤｓ＝βＤｓ＋α^Ｄｄｓ，再由（１）式可得
β＝θ－α （２）

（２）式又叫做透镜方程。由广义相对论可得出偏折角
α^＝４ＧＭ／ｃ２ξ （３）

图 １　引力透镜系统示意图［４］

　　Ｓ和Ｉ分别是源和像，Ｏ是观测者，α^是真实的偏折角，α是由观测还原的偏折角，观测者与透镜天体的连

线为光轴，β是源与光轴之间的夹角，θ是像与光轴的夹角。Ｄｄｓ，Ｄｄ和Ｄｓ分别是透镜与源、观测者与透镜、观

测者与源之间的距离。ξ为光线偏折点到透镜中心的距离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ｎｓ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ｒａｙ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ｎｓａｔ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ξ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ａｘｉｓｔｏ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Ｏ．

Ｉｔｉｓｄ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ｎａｎｇｌｅα^．Ｔｈｅａｎｇｕｌａｒ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Ｉ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ａｘｉｓａｓｓｅｅｎｂｙｔｈｅｏｂ

ｓｅｒｖｅｒａｒｅβａｎｄθ，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ｎｓ，ａｎｄｔｈｅ

ｌｅ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ｒｅＤｓ，Ｄｄｓ，ａｎｄＤ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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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折角是由半径ξ内的质量所造成的。偏折发生的尺度相对于整个光程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
的，因此可以定义透镜平面，认为透镜天体的质量分布在这样一个平面内。假定透镜的质量面

密度Σ为常数，即Ｍ ＝Σπξ２，再由（１）式，可以得到

α＝
Ｄｄｓ
Ｄｓ
４Ｇ
ｃ２ξ
（Σπξ２）＝４πＧΣ

ｃ２
ＤｄＤｄｓ
Ｄｓ
θ （４）

其中ξ＝Ｄｄθ。再定义一临界面密度

Σｃｒ＝
ｃ２
４πＧ

Ｄｓ
ＤｄＤｄｓ

＝０．３５Ｄ－１ （５）

其中Ｄ＝
ＤｄＤｄｓ
Ｄｓ
，以Ｇｐｃ为单位，Σｃｒ的单位为ｇ·ｃｍ

－２。对于一个具有临界密度的透镜来说，

偏折角α＝θ，所以β＝０。由（１）式和（３）式，透镜方程可以写为

β＝θ－
Ｄｄｓ
ＤｄＤｓ

４ＧＭ
ｃ２θ

（６）

当β＝０时，可以得到

θＥ ＝
４ＧＭ
ｃ２

Ｄｄｓ
ＤｄＤ

[ ]
ｓ

１／２

（７）

θＥ为爱因斯坦半径。透镜方程可以用爱因斯坦半径改写为

β＝θ－
θ２Ｅ
θ

（８）

解这个方程得到两个解：

θ±＝
１
２（β± β２＋４θ２槡 Ｅ） （９）

也就是说，任一个源会被一个点质量的透镜折射出两个像，一个在爱因斯坦半径以内，一个在

爱因斯坦半径以外。对位于银晕中的ＭＡＣＨＯ来说，爱因斯坦半径非常小，大约只有１毫角秒
的量级。所以一般称之为微引力透镜。地面上的望远镜一般分辨率只有１″，哈勃空间望远镜
的分辨率只有０″．１。所以人们一般看不到两个独立的像，而是看到整体光度的变化。引力使
光线偏折，虽没有改变本征亮度，但是改变了接收的立体角，所以接收到的像的总流量是改变

的，所以放大率：

μ＝
ｄΩＩ
ｄΩＳ

＝ｄ（πθ
２）

ｄ（πβ２）
＝θ
β
ｄθ
ｄβ

（１０）

其中ΩＩ表示像到光轴之间所张的立体角，ΩＳ表示源到光轴之间所张的立体角。再由（８）式可
得

μ±＝ １－ θＥ
θ( )
±

[ ]
４ －１

＝ ｕ２＋２
２ｕ ｕ２＋槡 ４

±１２ （１１）

其中ｕ＝βθ－１Ｅ 。总的放大率应当是两个绝对值相加。

μ＝｜μ＋｜＋｜μ－｜＝
ｕ２＋２
ｕ ｕ２＋槡 ４

（１２）

当β＝θＥ（即ｕ＝１）时，μ＝３／槡５＝１．３４１６，换成视亮度Δｍ＝０．３１９７ｍａｇ。这样的亮度变
化还是很容易观测到的。

再来简单看一下强引力透镜、弱引力透镜与微引力透镜的区别。强引力透镜产生多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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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被强烈地扭曲。主要由以下两种情况产生：源和观测者连线位于星系团的中心区域，或位于

星系的核心区域，而且强引力透镜放大率很大，其较强的增亮效应可用于研究较远、较暗的背

景星系。弱引力透镜也会产生多重像，但是扭曲程度非常小，通常星系通过弱透镜的作用扭曲

形成椭圆的图像。而微引力透镜是由前景运动的天体产生的透镜现象，光度放大率不是很大，

观测光度的变化可以得到透镜天体的性质。图２是一个微引力透镜成像的示意图。

图 ２　微引力透镜示意图［５］

　　虚线的圆代表爱因斯坦环，中心的黑点是透镜天体。一排的小圆圈远处移动的恒星，它逐渐落入爱因斯

坦环中。黑的椭圆代表所成的两个像。图中直线表示在任何时候两个像、透镜、与源都在一条直线上。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ｎｓｉｎｇ
　　Ｔｈｅｌ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ｓｓ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ｄｏｔａ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ｒ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ａｒｋｅｄｗｉｔｈａ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

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ｗｉｔｈ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ｏｐ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ｉｍａｇｅｓ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ｗｉｔｈ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ｄａｒｋ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Ａｔａｎｙｉｎｓｔａｎｔｔｈｅｔｗｏｉｍａｇｅｓ，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ｎｓａｒｅａｌｌｏｎａｓｉｎｇｌｅｌｉｎｅ，

ａ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ｆｏｒｏｎ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ｎｓｔａｎｔ．

考虑一个点质量的透镜天体和远处的源天体形成的微引力透镜系统，透镜天体在运

动，当远处的源进入爱因斯坦半径时，光度逐渐变大，当透镜天体远离时，光度又逐渐变

小，光变时标为

ｔ^＝
ＤｄθＥ
ν
＝０．２１４ａ Ｍ

Ｍ( )
⊙

１／２ Ｄｄ( )１０ｋｐｃ

１／２ Ｄｄｓ
Ｄ( )
ｓ

１／２ ２００ｋｍ·ｓ－１( )ν
（１３）

其中ν表示透镜天体的横向速度，对麦哲伦星系中几百万颗亮星进行监测，如果观测到光变时
标在２ｈ到２ａ之间，就可以推算出银晕中质量介于１０－６～１０１２Ｍ⊙ 之间的ＭＡＣＨＯ。

看到一个微引力透镜事件的机率通常用光深 来表示，也就是对于一个给定的源天体在任

意时刻落在爱因斯坦半径以内的概率叫做光深。所以光深的表达式可以写成这样一个积分

τ＝１δω∫ｄＶｎ（Ｄｄ）πθ２Ｅ （１４）

其中ｄＶ＝δωＤ２ｄｄＤｄ，是半径为Ｄｄ、立体角为δω的无穷小球壳的体积。ｎ是透镜天体的数密
度。将爱因斯坦半径的表达式代入，光深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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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０
Ｄｓ４πＧρ
ｃ２
ＤｄＤｄｓ
Ｄｓ
ｄＤｄ ＝

４πＧ
ｃ２
Ｄ２ｓ∫０

１

ρ（ｘ）·ｘ（１－ｘ）ｄｘ （１５）

其中ｘ＝ＤｄｓＤ
－１
ｓ，ρ是透镜天体的质量密度。如果ρ沿着视线方向是一个常数。那么光深可以

简化为

τ＝２π３
Ｇρ
ｃ２
Ｄ２ｓ （１６）

可以简单估计一下银晕中ＭＡＣＨＯ的光深，假定 Ｄｓ为整个银河系的尺度，根据维力定理可以
得到［５］：

ＧＭｔｏｔ
Ｄｓ
≈
ＧρＤ３ｓ
Ｄｓ
≈Ｖ２ （１７）

取Ｖｒｏｔ～２１０ｋｍ／ｓ，这是银河系中恒星的平均转速。那么光深大约为

τ≈
Ｖ２ｒｏｔ
ｃ２
≈５×１０－７ （１８）

在实际测量时，把光深写为

τ＝ｆ
Ｖ２ｒｏｔ
ｃ２

（１９）

ｆ代表透镜天体总质量占银晕质量的比例。

２　ＭＡＣＨＯ的探测

从１９９３年至今，有多个小组开展了利用微引力透镜效应搜寻银河系ＭＡＣＨＯ的项目。它
们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ＭＡＣＨＯ（ｍ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ｃｔｈａｌｏｏｂｊｅｃｔ）小组［６］，法国及一些其他欧洲

国家的 ＥＲＯＳ（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ｄｅ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ｄＯｂｊｅｔｓＳｏｍｂｒｅｓ）［７］，波兰和美国的 ＯＧＬＥ（Ｏｐ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ｎｓ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８］等。其中 ＭＡＣＨＯ小组观测的观测时间最长，观测数据和
探测到的引力透镜事件最多。另外，哈勃空间望远镜（ＨＳＴ）也不定期地执行利用微引力透镜
效应搜寻ＭＡＣＨＯ的观测任务。
２．１探测方法

要通过微引力透镜效应探测银河系晕中 ＭＡＣＨＯ，观测的光源本身就要位于银河系晕之
外，并且要选择光源天体分布较密的区域，这样探测到微引力透镜事件的几率较大。因此银河

系附近星系中的明亮恒星可以作为探测银河系晕中 ＭＡＣＨＯ的理想光源。目前，几个小组一
般都以大小麦哲伦云（ＬＭＣ，ＳＭＣ）中的恒星作为光源［９］。另外，ＭＡＣＨＯ小组和ＥＲＯＳ也同时
在探测银河系核球部分的ＭＡＣＨＯ（ＭＡＣＨＯ的意义现在已扩大，不只局限于星系晕中，位于星
系其他部分的暗天体也被统称为ＭＡＣＨＯ），他们这时就采用人马座矮星系（Ｓｇｒｄｗａｒｆ）以及银
河系自身中心部分的恒星作为光源天体［１０，１１］。

由（１９）式的估算表明，探测到ＭＡＣＨＯ微引力透镜效应事件的概率极低（光深τ～１０－７），
即要长期观测几百万到上千万颗恒星的亮度变化才可能看到一次 ＭＡＣＨＯ微引力透镜事
件［２］。因此必需利用自动跟踪望远镜来监测这些光源恒星的光变。

然而，探测到了恒星光变还不意味着探测到了 ＭＡＣＨＯ的微引力透镜事件。因为有很多
原因会引起源恒星产生光变，比如源恒星是食变双星或者变星。但这些因素产生的光变很容

易与引力透镜产生的光变区分开来。对于食变星，观测到的恒星的光变是周期性的，而 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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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从恒星前经过产生的光变是一次性的。至于由于恒星内部各种原因而产生的光变（比如
变星），则会在不同波段表现出不同的亮度变化。而引力透镜则不会，因为根据等效原理，引

力场对不同波长的光产生的偏折角是相同的，故微引力透镜使星光各个波段产生的放大倍率

完全相同（即引力透镜无色散）。因此为了区分恒星自身光变和引力透镜引起的光变，望远镜

实际都是从红蓝两个波段监测恒星光变的，如果两波段光变不同，则说明是恒星自身所引起

的，作为微引力透镜寻找ＭＡＣＨＯ的副产品，ＭＡＣＨＯ小组在积累了多年观测资料后编制了一
个很完整的ＬＭＣ变星表［１２］。如果两个波段的光变曲线完全相同，并且不是周期性的，则被认

为是ＭＡＣＨＯ引起的微引力透镜放大效应所导致的（透镜天体不可能是恒星，因为恒星会把自
身的光度叠加在源恒星的光变曲线上，从而在各波段产生不同的光变曲线）。

２．２普通引力透镜事件及透镜天体参数的估算
从１９９３年至今，通过几个小组对无数恒星光度变化进行长时间的监测之后，发现了很多

由ＭＡＣＨＯ微引力透镜效应引起的恒星光度增亮事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普通的微引力透镜，
其光变曲线大都如图３所表现得那样，是左右对称的。

图 ３　一次微引力透镜事件的光变曲线［１３］

上下图分别为红蓝波段的观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ｓｉｎｇ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ｏｎｅｉｓｉｎｒｅｄｂ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ｏｎｅｉｓｉｎｂｌｕｅｂａｎｄ

发现了微引力透镜事件，人们最想知道的当然是透镜天体质量Ｍ以及透镜到观测者的距

离Ｄｄ。但是实际上只能从光变曲线上得到光变时标 ｔ^以及放大倍率μ这两个量，而且μ的实
际意义并不简单，因为在ＬＭＣ、ＳＭＣ以及银心中的恒星分布都比较密集而无法把它们单独区
分开来，所以人们看到的光源亮度往往来自多颗恒星的叠加，但其中只有一颗恒星的亮度真正

被引力透镜放大了，因此往往难以得到实际的放大倍率。若想准确测量放大倍率，一种方法是

寻找那些由ＨＲ图水平支上的恒星作为光源天体而产生的引力透镜事件，因为水平支上的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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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亮度高，体积大，从而易于与周围恒星区分开，并确定实际放大倍率μ［１１］。但水平支上的恒
星与主序星相比十分稀少，因此大部分 ＭＡＣＨＯ产生的微引力透镜事件的光源恒星还是主序

星。如此一来，对于大部分微引力透镜事件来说，往往只有光变时标 ｔ^这一个可观测量。由
（７）和（１３）式可得：

Ｍ ＝ｃ
２

４Ｇｔ^
２ν２

Ｄｓ
（Ｄｓ－Ｄｄ）Ｄｄ

（２０）

其中的 ｔ^可通过光变曲线测出，光源天体距离Ｄｓ也可以通过其他测定恒星距离的方法大致测
出。但是透镜天体质量Ｍ、透镜距离Ｄｄ和横向速度ν这三个量是相互简并的，人们无法单独
确定这些量。一般只能采用估算值，即把银河晕中 ＭＡＣＨＯ的距离 Ｄｄ取平均而看作一个常
数，相应的速度ν也近似等于Ｄｄ处恒星或者星团的运动速度

［３，１４，２］；对于核球部分的 ＭＡＣＨＯ
也采用类似方法进行估算。显而易见，这样估算会造成很大的误差，因此在实际观测中除了结

合水平支恒星源的事件之外，还寄希望于能找到一些特殊的微引力透镜，以消除参量简并所带

来的不确定性［９］。

２．３特殊效应
下面介绍一下近年来几个小组所探测到的几类特殊微引力透镜效应：

（１）视差效应（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Ｅｆｆｅｃｔ）和双目视差效应（ＸａｌｌａｒａｐＥｆｆｅｃｔ）
由于地球绕太阳公转，因而观测者与透镜天体和源恒星之间存在相对速度，这会使ＭＡＣＨＯ

微引力透镜所导致的恒星光变曲线产生微小的不对称，这被称为视差效应（图４）。如果一个微
引力透镜放大事件持续的时标小于一年，并且透镜投影速度不比地球公转的速度大很多时，视差

效应就可能被观测到［１５，１６］。图５为视差效应的光变曲线示意图，其中虚线为没有视差效应时的
光变曲线，实线为实际存在视差效应时的实测拟合曲线，后者峰值两侧存在的微小的不对称。

图 ４　视差效应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Ａ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ｅｆｆｅｃｔ

利用视差效应，可以部分消除透镜天体质量Ｍ、透镜距离Ｄｄ和横向速度ν三个参数之间
的简并［９］。对视差效应光变曲线进行拟合之后，可以得到ν以及光源相对于观测者的横向速
度 ν～，其中ν与 ν～之间的关系满足：

ν～ ＝ν
Ｄｓ

Ｄｓ－Ｄｄ
（２１）

把ν＝ν～
Ｄｓ－Ｄｄ
Ｄｓ

代入（２０）式可得，

Ｍ ＝ｃ
２

４Ｇｔ^
２ν～２
Ｄｓ－Ｄｄ
ＤｓＤｄ

＝ｃ
２

４Ｇｔ^
２ν～ νＤｄ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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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视差效应光变曲线示意图［１６］

上下分别为红蓝波段的光变曲线。虚线为没有视差效应时的光变曲线，实线为实际存在视差效应时的实测拟合曲线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ｎ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ｅｆｆｅｃｔ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ｏｎｅａ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ｂａｎｄ．Ｉｆ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ｅｆｆｅｃｔｄｉｄｎｔｅｘｉｓｔ，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ｗｉｔｈ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ｅｆｆｅｃｔａｒｅ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ｃｕｒｖｅｓ

通过测量可得 ｔ^，并结合所得的ν和ν～，确定透镜天体质量的不确定因素就只剩下透镜距离Ｄｄ了。
与视差效应正好相反的是双目视差效应（ｘａｌｌａｒａｐｅｆｆｅｃｔ）。如图６所示，若源恒星是双星，

由于它绕公共质心旋转，也会使观测者与透镜天体和源恒星之间存在相对速度，从而使引力透

镜光变曲线发生偏差。与视差效应类似，双目视差效应也能部分消除参量间的简并。

图 ６　双目视差效应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Ａ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ｘａｌｌａｒａｐｅｆｆｅｃｔ

（２）双透镜效应（Ｂｉｎａｒｙｌｅｎｓ）
大约５０％的恒星是处于双星系统中的，因此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相当比例的 ＭＡＣＨＯ

也是成对的（比如白矮星、中子星、黑洞、褐矮星相互结对，或行星围绕较大质量 ＭＡＣＨＯ天体
旋转等）。事实证明，这种猜想是正确的，几个观测小组的确观测到了一定数量双 ＭＡＣＨＯ天
体所造成的微引力透镜事件，简称双透镜效应（ｂｉｎａｒｙｌ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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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对双ＭＡＣＨＯ天体经过源恒星前时，会产生两次微引力透镜效应，因而源恒星的光变
曲线会出现双峰（如图７所示）。通过双峰放大倍率的比值，人们可以确定两透镜天体的质量
比。更重要的是，利用双引力透镜效应也可以部分消除透镜天体三个参量间的简并。

图 ７　双透镜事件９８ＳＭＣ１的光变曲线［１９］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ｂｉｎａｒｙｌｅｎｓｅｖｅｎｔ，９８ＳＭＣ１

由于光源恒星并非一完全点源，在理论上，其光变曲线与点光源的光变曲线存在一定差

别，但单引力透镜时，这种差别太小而无法测量。而双引力透镜效应则会使这种差别变得更加

显著，通过对这种有限尺度效应的测量，人们就有可能获知透镜天体的本动速度ｒ· ＝ν／Ｄｄ，从
而消除ν与Ｄｄ间的简并

［１７，１８］。

除此之外，还观测到了一些其它特殊效应，比如扩展源效应（ｅｘｔｅ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ｅｆｆｅｃｔ），它是由
于源恒星自身因素所造成的，对确定透镜天体参数没有多大关系。

在积累了多年ＭＡＣＨＯ引力透镜事件的观测数据之后，可以统计出其发生概率，并结合推
算出的ＭＡＣＨＯ天体的质量，从而估算出光深τ并得出ＭＡＣＨＯ总质量所占比例ｆ。

３　最 新 进 展

３．１几个小组的工作情况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多个小组从事了利用微引力透镜搜寻 ＭＡＣＨＯ的工作。这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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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首先通过观测ＳＭＣ和ＬＭＣ中的上百万颗恒星作为光源来寻找微引力透镜事件。然后用一
定模型来估算出银河系 ＭＡＣＨＯ的光深 ，并定出透镜质量占银晕部分的比例 ｆ。根据（１９）
式，τ的数量级是

τ＝ｆ
Ｖ２ｒｏｔ
ｃ２
～ｆ×１０－６ （２３）

其中Ｖｒｏｔ～２１０ｋｍ／ｓ是银河系旋转速度，比例因子ｆ的大小取决于晕的结构。
ＭＡＣＨＯ小组使用的模型是基准值通常对于等温球晕模型的核球半径为５ｋｐｃ，也被称为

ＳＭｏｄｅｌ［１３］。对于ＬＭＣ，这个模型给出τｌｍｃ＝５．１ｆ×１０
－７，也可以写成ｆ＝τｌｍｃ／５．１×１０

－７。对

于ＳＭＣ，ＳＭｏｄｅｌ给出τｓｍｃ≈１．４τｌｍｃ。若对于一个扁平的晕，这个值会稍小一些，τｓｍｃ～τｌｍｃ之
间［２０］。

微引力透镜事件同时可以以光变时标 ｔ^描述，ｔ^光变时标是透镜天体在爱因斯坦半径内运
动的时间。我们可以把（１３）式写成

ｔ^＝ｒＥ／νｔ （２４）

νｔ是透镜天体相对于偏折光线的横向运动速度。对于高放大率事件，２ｔ^时间内放大率μ＞１．３４。

由（７）式可知 ｔ^正比于Ｍ１／２。在ＳＭｏｄｅｌ中取ＭＡＣＨＯ的三维速度弥散值为２７０ｋｍ·ｓ－１，给出
光变时标

〈ｔ^〉～７０ Ｍ
Ｍ( )
⊙

１／２
ｄａｙｓ （２５）

在ＭＡＣＨＯ小组的前几年工作中，对于ＬＭＣ的微引力透镜事件率的观测得出银晕的大部分重
要组成是ＭＡＣＨＯ。Ａｌｃｏｃｋ等人［１３］的工作是利用１７例观测事件（其中１３例观测事件满足他
们的Ａ－标准高信号噪音，另外４例满足 Ｂ标准低信号噪音）确定了光深 τ＝１．２＋０．４－０．３×１０

－７

（２０％～３０％的系统误差）。与其对应，ＭＡＣＨＯ占银晕的比例 ｆ在０．０８～０．５０之间。相应的
观测事件平均光变时标 ｔ^为４０ｄ，对应的ＭＡＣＨＯ质量范围在０．１５Ｍ⊙ ～０．９Ｍ⊙ 之间。而在
同一时期ＥＲＯＳ小组的数据［２０］对于同样的质量范围给出了一个上限ｆ＜０．２。显然ＥＲＯＳ小
组的工作否定了ＭＡＣＨＯ小组提出的 ｆ存在很大区间的结果。一开始人们倾向于假定 ＭＡ
ＣＨＯ是银晕的主要组成部分，但随着ＭＡＣＨＯ小组的观测工作不断进行，发现ｆ越来越小。

银河系中核球的微引力透镜事件要比在其它部分多很多，这是因为核球部分的恒星密度

更高，因此和透镜天体在一起形成微引力透镜事件的概率也更大。近来的工作集中在对核球

部分的微引力透镜事件的观测，最近的观测主要集中在对核球区域光深的观测上。考虑到

ＭＡＣＨＯ小组的观测时间最长，观测数据和探测到的微引力透镜事件最多，下面首先来介绍
ＭＡＣＨＯ小组近来的工作［１１］。

先介绍ＭＡＣＨＯ小组利用七年的巡天数据对核球区域的观测分析工作。我们知道光深 τ
是对于一个给定的天体源在任意时刻落在爱因斯坦环内的概率，是微引力透镜事件的重要参

数。ＭＡＣＨＯ小组给出了对于银河系核球微引力透镜光深的一个新的测定。在这个新的测定
中选取了５００多个红团簇巨星源（即水平支上的光源恒星）中的６２个微引力透镜样本（其中
６０个是独立的）给出了详细有效的分析。利用４２个样本考察在４．５平方度内的７３９００个红
团簇巨星源，得出在（ｌ，ｂ）＝（１°．５０，－２°．６８）处，光深τ＝２．１７＋０．４７－０．３８×１０

－６，这与星系模型的

理论期望值符合得很好。

作为与先前ＭＡＣＨＯ小组工作的对比，利用以前的场分析，此次测定是使用红团簇巨星样
本进行分析的。例如对于Ａｌｃｏｃｋ等人（１９９７）所用的２４个区域，发现３７个红团簇巨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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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τ＝１．３６＋０．３５－０．２８×１０
－６，而更早的结果是τ＝３．９＋１．８－１．２×１０

－６。Ａｌｃｏｃｋ等人（２０００）通过对在
以（ｌ，ｂ）＝（２°．６８，－３°．３５）为中心的８个不同区域进行分析［１３］，几乎全部独立的样本给出

τ＝２．２０＋０．６７－０．５２×１０
－６，这与先前的τ＝２．４３＋０．３８－０．３８×１０

－６基本相符。

ＭＡＣＨＯ小组的新光深值τ＝２．１７＋０．４７－０．３８×１０
－６和先前同样以核球为观测源的ＥＲＯＳ小组的

观测工作相符。ＥＲＯＳ小组通过对１６个红团簇巨星事件进行有效的计算后得出在 （ｌ，ｂ）＝
（２°．５，－４°．０）处τ＝０．９４＋０．２９－０．２９×１０

－６。具体的光深值有一些差异是因为测量的天区不同。

而最新星系核球的光深理论预言值是τ＝１．６３×１０－６［２２］，可见ＭＡＣＨＯ小组对光深测定的值
与理论值符合得非常好。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测定光深的事件中有４１％的光变时标 ｔ^超
过１００天，６３％的超过５０天，这和一些星系结构和星系动力学理论是有矛盾的，但是却与其它
包含沿着星系棒有流注运动的理论模型相符合。Ｅｖａｎｓ＆Ｂｅｌｏｋｕｒｏｖ（２００２）发现平均变化时标
区间为从有星系棒流注运动的１００天到没有星系棒流注运动的３０天［２３］。现在的光深和光变

时标值对于区分开这些动力学理论和支持哪种模型还不够确定，这有待于进一步的观测工作。

下面介绍ＥＲＯＳ小组最近以麦哲伦星系为观测源的工作［２６］，其最近的结果与 ＭＡＣＨＯ小
组的结果存在巨大矛盾。ＥＲＯＳ小组得出的结果ｆ≤７％，因而否定了ＭＡＣＨＯ是银晕的重要
组成部分的说法。

在ＥＲＯＳ小组最近的工作中扩展了他们先前的分析得出结果：对于 Ｍ ～０．４Ｍ⊙ 的 ＭＡ
ＣＨＯ，光深τｌｍｃ＜０．３６×１０

－７，所对应的ｆ＜０．０７。这个结果不同于先前的ＥＲＯＳ的工作对于
ｆ的限制，ｆ＜０．０７明显与ＭＡＣＨＯ小组的结果矛盾。ＥＲＯＳ小组是基于较保守的分析，他们
在选取样本时仅仅选取麦哲伦星系中被很好测定的明亮样本恒星，这种恒星只占总数的

２０％。ＥＲＯＳ小组认为利用亮星子样本比利用暗星作为样本对于光深能给出更值得信赖的测
定。这样的选择可以追溯到对银河系核球透镜光深的测定上。对于在 Ｂａａｄｅ窗（中心位置 ｌ
＝１°，ｂ＝－３°．９）方向的核球星体，近来的计算给出的全部光深值为１×１０－６～１．６×１０－６。
如上文中提到前几年不同的小组对核球区域的光深测定存在分歧，一开始人们还认为需要修

图 ８　ＥＲＯＳ小组所得的ｆ上限和ＭＡＣＨＯ小组的ｆ区域［２６］

虚线为ＥＲＯＳ小组的计算值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ｉｔｏｆｆ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ＥＲＯＳ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ｆ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ＭＡＣＨＯ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ｃｕｒｖｅｉ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ＥＲＯＳｇｒｏｕｐ

６７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天 文 台 年 刊　　　　　　　　　　　　　２００７年



改星系模型。同样利用这些亮星，对核球区域的透镜光深的测量，三个不同的小组 ＭＡＣＨＯ，
ＥＲＯＳ和ＯＧＬＥ最近的工作［１１，２４，２５］给出了与星系模型预言一致的结果。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了采用亮星作透镜源样本的可靠性。当然 ＥＲＯＳ小组的工作中可能存在系统误差，这是因为
它假定双透镜效应对光深的影响非常小，大概只占１０％左右。

从图８我们可以看出，在１０－７Ｍ⊙ ＜Ｍ＜５Ｍ⊙区间内，可以认为ＭＡＣＨＯ并非星系暗物质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点说，质量介于１０－３Ｍ⊙ ～１０

－１Ｍ⊙ 之间ＭＡＣＨＯ的比例ｆ＜０．０４，质
量介于１０－６Ｍ⊙ ～１Ｍ⊙ 之间的ｆ＜０．１。

此外还有一些其它小组也给出了它们的结果。比如ＭＥＧＡ小组［２７］的观测结果是ｆ＜０．３，
ＡＧＡＰＥ小组［２８］的工作结果是０．２＜ｆ＜０．９。很显然ＡＧＡＰＥ小组的工作对于ＭＡＣＨＯ占银
晕的质量比例ｆ没有太大的矛盾。
３．２对ＭＡＣＨＯ小组和ＥＲＯＳ小组结果不相容的初步讨论和对ＭＡＣＨＯ组成的解释

一开始ＥＲＯＳ小组和ＭＡＣＨＯ小组的动机是搜寻Ｍ～０．０７Ｍ⊙的褐矮星，但是后来褐矮星
作为银晕重要组成部分的可能性被排除了。ＭＡＣＨＯ观测到１７例光变时标在４０ｄ左右的事
件被认为是存在ＭＡＣＨＯ的证据。这些看不见的ＭＡＣＨＯ有可能是原初黑洞或者冷却的白矮
星等，但是后续的观测工作部分地否定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同样以 ＬＭＣ为观测源，ＥＲＯＳ小
组的限制τｌｍｃ＜０．３６×１０

－７和ＭＡＣＨＯ小组的结果τｌｍｃ＜１．２
＋０．４
－０．３×１０

－７是相互冲突的。当然

对数据样本的选取不同能解释这一点，ＭＡＣＨＯ小组用稠密区的暗星（１３．４平方度内的１．１×
１０７颗），而ＥＲＯＳ小组用疏散区域的亮星（８４平方度 内的０．７×１０７颗），其中０．２×１０７颗亮
星在ＭＡＣＨＯ的样本中。

对于ＭＡＣＨＯ小组测定光深偏高的一种解释是他们用了稠密区的样本。ＭＡＣＨＯ小组提
出光深偏高部分是由于ＬＭＣ内部的自引力透镜（这里的自引力透镜具体指源和透镜天体都在
ＬＭＣ内部），但 ＬＭＣ星系模型的理论预言，自引力透镜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仅会产生一两例
ＭＡＣＨＯ事件。这种解释显然与事实是矛盾的。如果自引力透镜发生率高于理论模型预言值
并且考虑到ＭＡＣＨＯ小组的观测源不仅限于ＬＭＣ，还有部分位于ＬＭＣ之外的区域，ＭＡＣＨＯ小
组和ＥＲＯＳ小组的观测结果也许可以相符。ＥＲＯＳ小组使用的观测源样本中的亮星仅有三分
之一在ＭＡＣＨＯ小组观测源样本中。

还有一种与自引力透镜对样本选取的影响类似的解释。这是考虑到微引力透镜事件也可

能由于星系暗物质晕中的ＭＡＣＨＯ作为透镜天体而产生。但是暗晕具有成团性，并且ＭＡＣＨＯ
小组的观测源区域前面的成团暗晕尺度小于对应ＥＲＯＳ小组的观测源区域前面的成团暗晕尺
度（ＥＲＯＳ小组的观测源样本有更大的立体角）。Ｈｏｌｏｐａｉｎｅｎ等人（２００６）讨论过这一对微引力
透镜事件有影响的成团暗晕效应，但他们没有直接指出这一效应是否可以解释 ＭＡＣＨＯ小组
和ＥＲＯＳ小组工作结果之间的差异［２９］。即使这一效应可以解释，ＥＲＯＳ小组的观测源样本有
更大的立体角因此给出的光深值更具代表性。

ＭＡＣＨＯ小组利用暗天体做样本同样可以导致光深值偏高，１７个是 ＭＡＣＨＯ候选者的观
测事件中仅有两个（ＭＡＣＨＯＬＭＣ１８和２５）对应的样本星足够亮并且同时出现在 ＥＲＯＳ的样
本中。１３个Ａ候选者中ＭＡＣＨＯＬＭＣ１８和２５的最大放大率最低，仅分别为１．５０和１．５４（选
择标准是最大放大率大于１．４９），这样的低放大率就会导致这两个观测事件作为微引力透镜
事件的证据不够强。问题是低放大率的光变曲线不是能很容易和变星区分开来。不过 ＭＡ
ＣＨＯＬＭＣ２５已被不同的观测证实不是变星，而ＥＲＯＳ小组的工作明确指出了在上述１３个 Ａ
候选者中ＭＡＣＨＯＬＭＣ２３是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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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ＨＯ的组成可能包括自由漂浮行星、褐矮星、原初黑洞、无吸积过程的黑洞和冷却的
白矮星等。观测结果表明，ＭＡＣＨＯ的组成即使有褐矮星、原初黑洞、无吸积过程的黑洞，也只
占非常低的比例。ＭＡＣＨＯ组成最大的可能是冷却的白矮星，有证据显示它们可能占银河系
暗物质的１０％～５０％［１３］。但对冷却的白矮星占的具体比例仍然有很大的争议，不同的小组在

结合微引力透镜及其它观测结果后，倾向于认为冷白矮星约占２０％。
最新的研究集中在对银晕中 ＭＡＣＨＯ具体的组成上［３０］。另一方面，ＨＳＴ（哈勃太空望远

镜）也不定期地检测ＭＡＣＨＯ的具体组成。Ｋｉｌｉｃ等人（２００５）通过对 ＨＳＴ在许多暗蓝天体中
发现的三个冷白矮星候选者运动情况的分析，得出它们应位于银晕中［３１］。如果这三个候选者

最终通过光谱分析被确认，将给出冷白矮星对于银河系暗物质的贡献上限约为１０％。这大大
低于Ａｌｃｏｃｋ等人的估计，但却与ＥＲＯＳ小组的工作基本相符。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白矮星是氮
氧白矮星，因为氮氧白矮星的冷却率要大于典型的碳氧白矮星，即更容易在短时间尺度内冷却

以至于暗到不能被观测到。ＪｕｄｉｔＣ等人（２００７）利用蒙特卡罗方法模拟来检测这一观点后发
现：尽管一些ＭＡＣＨＯ候选者的观测事件被证实透镜天体为氮氧白矮星，但是对于以 ＬＭＣ源
为样本的观测而言，氮氧白矮星不能成为微引力透镜事件的光深所对应的主要组成部分。这

一否定性的结论不依赖于模拟中对初始质量函数的选取［３０〗。

截至本文完成为止对于ＭＡＣＨＯ的具体组成仍没有达成共识，这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致谢　本文是在作者的课程调研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此要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授
星系天文学课程的王挺贵教授和董小波博士后的指导，还要感谢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张鹏

杰研究员的具体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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