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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文文文摘摘摘要要要

论论论宇宇宇宙宙宙中中中水水水之之之发发发射射射谱谱谱线线线特特特性性性

星星星系系系不不不仅仅仅仅仅仅是是是由由由星星星球球球组组组成成成，，，更更更包包包含含含了了了大大大量量量的的的气气气体体体及及及新新新生生生星星星球球球的的的诞诞诞生生生所所所在在在：：：星星星

尘尘尘云云云。。。这这这些些些星星星际际际介介介质质质的的的成成成份份份主主主要要要是是是中中中性性性原原原子子子（（（如如如氢氢氢原原原子子子及及及氦氦氦原原原子子子等等等）））；；；分分分子子子

（（（如如如氢氢氢分分分子子子、、、一一一氧氧氧化化化碳碳碳、、、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及及及带带带电电电粒粒粒子子子（（（譬譬譬如如如电电电子子子与与与离离离子子子）））。。。这这这些些些多多多

样样样化化化的的的成成成份份份并并并不不不是是是在在在宇宇宇宙宙宙初初初形形形成成成时时时就就就存存存在在在。。。事事事实实实上上上，，，构构构成成成太太太阳阳阳、、、行行行星星星以以以至至至我我我

们们们身身身体体体的的的“新新新“化化化学学学元元元素素素，，，都都都是是是经经经由由由在在在恒恒恒星星星内内内部部部的的的核核核融融融合合合反反反应应应或或或是是是在在在大大大质质质量量量星星星

球球球寿寿寿命命命晚晚晚期期期超超超新新新星星星爆爆爆发发发的的的过过过程程程中中中才才才产产产生生生的的的。。。经经经由由由恒恒恒星星星演演演化化化的的的过过过程程程，，，碳碳碳，，，氮氮氮、、、

氧氧氧这这这些些些由由由氢氢氢元元元素素素持持持续续续地地地丰丰丰富富富化化化而而而成成成的的的重重重元元元素素素得得得以以以从从从恒恒恒星星星内内内部部部散散散播播播至至至宇宇宇宙宙宙间间间。。。

截截截至至至目目目前前前，，，天天天文文文学学学家家家已已已在在在太太太空空空中中中侦侦侦测测测到到到如如如甲甲甲醇醇醇(CH3OH)、、、甲甲甲胺胺胺(HCONH2)、、、

丙丙丙醛醛醛(CH2CHCHO)等等等等等等约约约一一一百百百三三三十十十种种种不不不同同同的的的分分分子子子，，，还还还有有有更更更多多多不不不同同同分分分子子子等等等待待待着着着

被被被发发发觉觉觉。。。

我我我们们们可可可以以以透透透过过过对对对物物物体体体所所所发发发出出出的的的电电电磁磁磁辐辐辐射射射的的的分分分析析析，，，去去去了了了解解解宇宇宇宙宙宙中中中物物物体体体的的的性性性

质质质。。。一一一个个个发发发射射射源源源能能能将将将它它它的的的能能能量量量辐辐辐射射射于于于不不不同同同的的的电电电磁磁磁波波波段段段：：：譬譬譬如如如，，，波波波长长长介介介于于于十十十公公公

分分分到到到一一一百百百公公公里里里的的的无无无线线线电电电波波波或或或是是是波波波长长长介介介于于于百百百万万万分分分之之之一一一至至至百百百分分分之之之一一一奈奈奈米米米的的的伽伽伽玛玛玛射射射

线线线。。。一一一个个个物物物体体体在在在哪哪哪个个个波波波段段段，，，发发发出出出多多多少少少能能能量量量的的的现现现象象象，，，可可可以以以提提提供供供给给给我我我们们们关关关于于于这这这些些些

物物物体体体性性性质质质的的的讯讯讯息息息。。。譬譬譬如如如说说说，，，一一一个个个温温温度度度较较较高高高的的的物物物体体体会会会将将将大大大部部部分分分的的的能能能量量量以以以波波波长长长较较较

短短短的的的电电电磁磁磁波波波辐辐辐射射射出出出：：：譬譬譬如如如表表表面面面温温温度度度为为为六六六千千千绝绝绝对对对温温温度度度的的的太太太阳阳阳将将将大大大部部部分分分的的的能能能量量量以以以

可可可见见见光光光的的的形形形式式式放放放出出出；；；而而而一一一个个个温温温度度度较较较低低低的的的物物物体体体，，，则则则更更更多多多地地地以以以波波波长长长较较较长长长的的的电电电磁磁磁波波波

辐辐辐射射射能能能量量量：：：譬譬譬如如如地地地球球球吸吸吸收收收了了了太太太阳阳阳的的的辐辐辐射射射而而而维维维持持持绝绝绝对对对温温温度度度三三三百百百的的的表表表面面面温温温度度度，，，地地地

球球球再再再将将将这这这些些些能能能量量量以以以红红红外外外线线线的的的形形形式式式放放放出出出。。。原原原子子子与与与分分分子子子也也也是是是按按按照照照同同同样样样的的的规规规则则则去去去辐辐辐

射射射或或或吸吸吸收收收能能能量量量，，，譬譬譬如如如每每每种种种化化化学学学元元元素素素在在在高高高温温温的的的状状状态态态下下下在在在特特特定定定波波波长长长辐辐辐射射射能能能量量量；；；而而而

低低低温温温时时时在在在特特特定定定波波波长长长吸吸吸收收收能能能量量量。。。原原原子子子和和和分分分子子子根根根据据据所所所在在在环环环境境境的的的不不不同同同而而而辐辐辐射射射或或或吸吸吸收收收

特特特定定定波波波长长长的的的电电电磁磁磁波波波，，，这这这一一一系系系列列列的的的吸吸吸收收收与与与发发发射射射线线线就就就造造造成成成了了了电电电磁磁磁波波波谱谱谱上上上种种种类类类不不不同同同

且且且独独独特特特的的的模模模型型型。。。由由由于于于宇宇宇宙宙宙中中中物物物质质质（（（原原原子子子与与与分分分子子子）））以以以各各各种种种不不不同同同的的的形形形式式式存存存在在在于于于不不不

同同同的的的环环环境境境（（（譬譬譬如如如温温温度度度的的的高高高低低低或或或且且且致致致密密密的的的差差差异异异））），，，这这这使使使得得得经经经由由由分分分析析析电电电磁磁磁波波波谱谱谱去去去

研研研究究究与与与理理理解解解气气气体体体、、、尘尘尘埃埃埃间间间的的的化化化学学学作作作用用用成成成为为为一一一门门门复复复杂杂杂的的的学学学问问问。。。

在在在本本本论论论文文文中中中，，，我我我们们们探探探讨讨讨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在在在电电电磁磁磁波波波谱谱谱的的的发发发射射射特特特性性性。。。接接接下下下来来来，，，我我我将将将强强强

调调调了了了解解解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行行行为为为的的的重重重要要要。。。

关关关于于于宇宇宇宙宙宙中中中水水水的的的研研研究究究的的的重重重要要要性性性是是是不不不能能能被被被低低低估估估的的的。。。这这这是是是由由由于于于：：：第第第一一一，，，我我我们们们

能能能在在在宇宇宇宙宙宙中中中许许许多多多不不不同同同的的的地地地点点点发发发现现现水水水的的的存存存在在在，，，譬譬譬如如如分分分子子子云云云、、、恒恒恒星星星形形形成成成区区区，，，行行行星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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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状状星星星云云云及及及彗彗彗星星星等等等等等等。。。除除除此此此之之之外外外，，，由由由于于于其其其内内内部部部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特特特性性性，，，水水水能能能在在在低低低温温温区区区域域域

（（（< 100 K）））或或或高高高温温温区区区域域域（（（> 100 K – 1000 K)吸吸吸收收收或或或且且且辐辐辐射射射能能能量量量，，，这这这项项项特特特性性性使使使

得得得水水水在在在观观观测测测上上上成成成为为为一一一项项项特特特殊殊殊的的的工工工具具具。。。第第第二二二，，，若若若要要要了了了解解解基基基本本本的的的化化化学学学反反反应应应，，，我我我们们们

必必必须须须了了了解解解水水水（（（气气气态态态和和和固固固态态态）））在在在化化化学学学上上上的的的角角角色色色。。。由由由于于于水水水是是是宇宇宇宙宙宙间间间数数数量量量仅仅仅次次次于于于一一一

氧氧氧化化化碳碳碳的的的含含含氧氧氧分分分子子子，，，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在在在星星星际际际云云云气气气尤尤尤其其其是是是恒恒恒星星星形形形成成成区区区域域域的的的化化化学学学反反反应应应中中中扮扮扮

演演演着着着主主主要要要的的的角角角色色色。。。水水水在在在譬譬譬如如如年年年轻轻轻星星星球球球之之之类类类的的的温温温热热热发发发射射射源源源周周周边边边以以以气气气态态态的的的状状状态态态大大大

量量量存存存在在在。。。在在在大大大于于于绝绝绝对对对温温温度度度二二二百百百三三三十十十度度度的的的较较较高高高温温温环环环境境境下下下，，，高高高温温温引引引发发发一一一连连连串串串氧氧氧和和和

氢氢氢的的的化化化学学学反反反应应应，，，这这这导导导致致致水水水的的的数数数量量量提提提高高高到到到氢氢氢分分分子子子的的的万万万分分分之之之二二二。。。这这这对对对比比比于于于在在在温温温度度度

小小小于于于绝绝绝对对对温温温度度度一一一百百百度度度低低低温温温环环环境境境下下下，，，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的的的数数数量量量则则则大大大幅幅幅降降降低低低至至至氢氢氢分分分子子子的的的千千千万万万

分分分之之之一一一到到到亿亿亿万万万分分分之之之一一一。。。这这这是是是因因因为为为在在在低低低温温温的的的状状状态态态下下下，，，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不不不再再再以以以气气气态态态方方方式式式存存存

在在在而而而是是是冰冰冰冻冻冻于于于尘尘尘埃埃埃颗颗颗粒粒粒的的的表表表面面面。。。正正正因因因为为为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的的的丰丰丰度度度与与与环环环境境境温温温度度度关关关系系系的的的特特特

性性性，，，使使使得得得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非非非常常常适适适合合合用用用来来来判判判定定定星星星际际际云云云气气气的的的能能能量量量挹挹挹注注注。。。第第第三三三，，，水水水对对对于于于介介介质质质

的的的冷冷冷却却却也也也扮扮扮演演演着着着重重重要要要的的的角角角色色色。。。冷冷冷却却却作作作用用用主主主要要要发发发生生生在在在恒恒恒星星星形形形成成成区区区，，，那那那里里里的的的高高高温温温

度度度和和和高高高密密密度度度使使使得得得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能能能将将将能能能量量量以以以辐辐辐射射射的的的形形形式式式放放放出出出，，，因因因而而而使使使得得得重重重力力力（（（大大大于于于云云云

气气气的的的气气气体体体压压压力力力）））导导导致致致云云云气气气团团团持持持续续续收收收缩缩缩直直直到到到在在在中中中心心心形形形成成成新新新的的的恒恒恒星星星。。。

观观观测测测宇宇宇宙宙宙间间间不不不同同同的的的辐辐辐射射射的的的工工工作作作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观观观测测测资资资料料料是是是截截截然然然不不不同同同的的的。。。我我我们们们经经经由由由

对对对于于于辐辐辐射射射转转转移移移机机机制制制的的的认认认识识识去去去分分分析析析观观观测测测资资资料料料。。。在在在本本本论论论文文文中中中，，，我我我们们们展展展示示示一一一个个个能能能对对对

辐辐辐射射射转转转移移移机机机制制制求求求解解解的的的新新新数数数值值值模模模型型型。。。我我我们们们接接接下下下来来来将将将讨讨讨论论论关关关于于于这这这个个个数数数值值值模模模型型型的的的具具具

体体体应应应用用用以以以及及及此此此模模模型型型在在在分分分析析析未未未来来来Herschel卫卫卫星星星所所所取取取得得得的的的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资资资料料料所所所扮扮扮演演演的的的角角角

色色色。。。

光光光子子子显显显著著著区区区

光光光子子子显显显著著著区区区(Photon dominated regions, PDR)是是是星星星际际际介介介质质质在在在介介介于于于对对对紫紫紫外外外线线线光光光

子子子光光光深深深(optical depth) 较较较短短短的的的游游游离离离气气气态态态原原原子子子区区区与与与对对对紫紫紫外外外线线线光光光子子子光光光深深深较较较长长长的的的高高高

密密密度度度分分分子子子气气气体体体与与与尘尘尘埃埃埃区区区的的的过过过渡渡渡区区区域域域。。。原原原则则则上上上，，，每每每个个个在在在本本本银银银河河河系系系与与与其其其他他他星星星系系系中中中

的的的分分分子子子云云云的的的边边边界界界部部部份份份，，，都都都代代代表表表着着着一一一个个个光光光子子子显显显著著著区区区，，，因因因此此此光光光子子子显显显著著著区区区的的的化化化学学学和和和

温温温度度度结结结构构构都都都是是是被被被来来来自自自附附附近近近恒恒恒星星星或或或是是是星星星系系系所所所辐辐辐射射射的的的紫紫紫外外外线线线光光光子子子决决决定定定。。。对对对于于于光光光子子子

显显显著著著区区区的的的研研研究究究是是是非非非常常常重重重要要要的的的，，，因因因为为为这这这些些些系系系统统统显显显示示示分分分子子子物物物质质质与与与恒恒恒星星星形形形成成成区区区的的的交交交

互互互作作作用用用。。。因因因此此此对对对于于于这这这个个个区区区域域域的的的观观观测测测与与与理理理论论论假假假设设设，，，能能能使使使我我我们们们对对对恒恒恒星星星形形形成成成、、、恒恒恒星星星

辐辐辐射射射与与与分分分子子子气气气体体体间间间的的的作作作用用用有有有更更更近近近一一一步步步的的的了了了解解解。。。在在在本本本论论论文文文的的的第第第三三三章章章，，，我我我们们们着着着重重重

研研研究究究编编编号号号S140的的的光光光子子子显显显著著著区区区。。。为为为了了了因因因应应应在在在这这这个个个区区区域域域物物物质质质分分分布布布的的的不不不均均均匀匀匀性性性，，，在在在

我我我们们们所所所建建建立立立的的的三三三维维维的的的立立立体体体模模模型型型中中中，，，我我我们们们假假假设设设高高高密密密度度度团团团块块块随随随机机机分分分布布布于于于（（（均均均匀匀匀分分分

布布布的的的）））低低低密密密度度度区区区域域域。。。利利利用用用这这这个个个方方方法法法，，，我我我们们们得得得到到到与与与假假假设设设光光光子子子显显显著著著区区区为为为均均均匀匀匀的的的理理理

论论论模模模型型型不不不同同同的的的结结结果果果：：：由由由于于于物物物质质质分分分布布布的的的不不不均均均匀匀匀性性性，，，使使使得得得来来来自自自邻邻邻近近近恒恒恒星星星的的的紫紫紫外外外线线线

光光光子子子得得得以以以穿穿穿透透透到到到低低低密密密度度度星星星际际际介介介质质质的的的更更更深深深处处处，，，导导导致致致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的的的数数数量量量降降降低低低以以以及及及温温温热热热

区区区域域域范范范围围围更更更广广广。。。我我我们们们的的的研研研究究究显显显示示示在在在模模模型型型中中中对对对于于于光光光子子子显显显著著著区区区为为为不不不均均均匀匀匀区区区域域域的的的假假假

设设设是是是必必必需需需的的的，，，因因因为为为这这这样样样的的的模模模型型型能能能解解解释释释其其其他他他假假假设设设光光光子子子显显显著著著区区区为为为均均均匀匀匀的的的模模模型型型所所所无无无

法法法解解解释释释的的的观观观测测测现现现象象象。。。我我我们们们也也也发发发现现现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辐辐辐射射射，，，主主主要要要是是是由由由绝绝绝对对对温温温度度度约约约五五五十十十度度度的的的

温温温热热热团团团块块块的的的边边边界界界在在在能能能量量量较较较低低低的的的（（（能能能阶阶阶）））转转转换换换所所所产产产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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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质质质量量量恒恒恒星星星

虽虽虽然然然大大大质质质量量量恒恒恒星星星的的的数数数量量量不不不多多多，，，但但但它它它们们们却却却是是是星星星系系系中中中主主主要要要能能能量量量与与与化化化学学学丰丰丰度度度的的的挹挹挹注注注

来来来源源源。。。由由由于于于他他他们们们的的的距距距离离离远远远、、、寿寿寿命命命短短短再再再加加加上上上周周周围围围包包包覆覆覆着着着厚厚厚层层层的的的尘尘尘埃埃埃，，，关关关于于于这这这些些些

大大大质质质量量量恒恒恒星星星的的的形形形成成成机机机制制制，，，我我我们们们所所所知知知不不不多多多。。。大大大质质质量量量恒恒恒星星星周周周边边边区区区域域域的的的水水水在在在不不不同同同温温温

度度度（（（可可可以以以介介介于于于绝绝绝对对对温温温度度度十十十度度度至至至两两两千千千度度度间间间）））和和和密密密度度度（（（可可可介介介于于于每每每立立立方方方公公公分分分一一一万万万至至至

一一一亿亿亿个个个）））环环环境境境下下下以以以各各各自自自的的的化化化学学学特特特性性性存存存在在在。。。在在在这这这样样样的的的情情情况况况下下下，，，水水水形形形成成成于于于外外外层层层区区区

域域域的的的尘尘尘埃埃埃颗颗颗粒粒粒表表表面面面。。。随随随著著著深深深入入入云云云气气气内内内部部部同同同时时时也也也接接接近近近中中中心心心星星星球球球，，，水水水的的的数数数量量量经经经由由由

两两两种种种化化化学学学反反反应应应增增增加加加了了了好好好几几几个个个数数数量量量级级级。。。第第第一一一种种种反反反应应应是是是氧氧氧分分分子子子和和和氢氢氢分分分子子子在在在气气气态态态下下下

生生生成成成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的的的吸吸吸热热热反反反应应应。。。这这这个个个反反反应应应的的的反反反应应应速速速率率率必必必须须须在在在温温温度度度超超超过过过绝绝绝对对对温温温度度度两两两百百百

三三三十十十度度度才才才会会会显显显著著著。。。第第第二二二种种种是是是水水水冰冰冰从从从温温温度度度高高高于于于绝绝绝对对对温温温度度度一一一百百百度度度尘尘尘埃埃埃颗颗颗粒粒粒的的的表表表面面面

蒸蒸蒸发发发。。。但但但是是是由由由于于于我我我们们们距距距离离离那那那些些些大大大质质质量量量恒恒恒星星星形形形成成成区区区实实实在在在太太太远远远，，，所所所以以以现现现有有有的的的望望望远远远

镜镜镜还还还无无无法法法解解解析析析出出出温温温度度度不不不同同同的的的区区区域域域在在在空空空间间间上上上的的的分分分布布布，，，也也也因因因而而而无无无法法法判判判断断断出出出不不不同同同的的的

水水水合合合化化化学学学反反反应应应所所所在在在位位位置置置的的的不不不同同同。。。因因因此此此，，，我我我们们们同同同时时时需需需要要要大大大量量量的的的分分分子子子光光光谱谱谱资资资料料料以以以

及及及这这这些些些光光光谱谱谱的的的详详详细细细物物物理理理模模模型型型还还还有有有辐辐辐射射射转转转移移移的的的模模模型型型去去去进进进行行行研研研究究究。。。在在在论论论文文文第第第五五五章章章

中中中，，，我我我们们们建建建立立立了了了关关关于于于编编编号号号AFGL 2591这这这个个个大大大质质质量量量原原原型型型恒恒恒星星星的的的理理理论论论模模模型型型。。。这这这个个个

系系系统统统的的的结结结构构构十十十分分分复复复杂杂杂，，，它它它包包包含含含了了了一一一个个个冷冷冷的的的外外外层层层，，，一一一个个个致致致密密密的的的内内内部部部以以以及及及沿沿沿着着着中中中

心心心恒恒恒星星星极极极轴轴轴向向向外外外分分分布布布的的的高高高速速速气气气体体体。。。这这这使使使得得得我我我们们们必必必须须须使使使用用用轴轴轴对对对称称称的的的模模模型型型去去去描描描述述述

此此此系系系统统统。。。我我我们们们发发发现现现：：：一一一，，，能能能量量量较较较低低低的的的转转转移移移，，，譬譬譬如如如110-101, 212-101 以以以及及及111-000,

主主主要要要是是是受受受到到到外外外层层层区区区域域域的的的激激激发发发条条条件件件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二二二，，，能能能量量量较较较高高高的的的转转转移移移譬譬譬如如如312-303,

321-312 以以以及及及221-212, 是是是在在在内内内部部部区区区域域域产产产生生生，，，因因因此此此我我我们们们可可可以以以利利利用用用这这这些些些波波波长长长去去去研研研究究究

靠靠靠近近近恒恒恒星星星区区区域域域的的的激激激发发发条条条件件件。。。三三三，，，当当当一一一个个个大大大质质质量量量星星星形形形成成成区区区域域域的的的中中中心心心有有有着着着环环环星星星盘盘盘

时时时，，，经经经由由由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旋旋旋转转转所所所产产产生生生的的的谱谱谱线线线的的的强强强度度度和和和形形形状状状与与与无无无环环环星星星盘盘盘存存存在在在的的的状状状况况况下下下并并并

没没没有有有差差差异异异。。。

环环环星星星盘盘盘

一一一部部部份份份源源源自自自于于于原原原始始始恒恒恒星星星包包包层层层的的的气气气体体体和和和尘尘尘埃埃埃会会会形形形成成成一一一个个个环环环绕绕绕在在在前前前主主主序序序星星星周周周

围围围的的的旋旋旋转转转盘盘盘，，，也也也因因因而而而提提提供供供了了了形形形成成成行行行星星星的的的原原原料料料。。。近近近期期期的的的观观观测测测及及及理理理论论论模模模型型型都都都指指指

出出出，，，大大大部部部分分分的的的环环环星星星盘盘盘有有有着着着厚厚厚度度度在在在离离离中中中心心心恒恒恒星星星距距距离离离远远远处处处较较较厚厚厚，，，这这这样样样类类类似似似喇喇喇叭叭叭形形形

状状状(flaring) 的的的结结结构构构。。。这这这种种种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表表表层层层暴暴暴露露露在在在源源源自自自中中中心心心星星星球球球的的的强强强烈烈烈紫紫紫外外外线线线辐辐辐射射射

下下下，，，使使使得得得他他他们们们有有有著著著强强强烈烈烈的的的层层层状状状结结结构构构。。。上上上层层层为为为因因因为为为光光光分分分解解解作作作用用用而而而只只只留留留下下下少少少量量量分分分

子子子，，，温温温度度度在在在绝绝绝对对对温温温度度度一一一千千千度度度之之之上上上的的的热热热层层层。。。一一一部部部份份份的的的辐辐辐射射射会会会被被被这这这一一一热热热层层层所所所吸吸吸

收收收，，，而而而其其其他他他没没没有有有被被被吸吸吸收收收的的的辐辐辐射射射会会会形形形成成成另另另一一一温温温度度度介介介于于于一一一百百百至至至五五五百百百绝绝绝对对对温温温度度度的的的温温温

中中中间间间层层层。。。这这这个个个温温温中中中间间间层层层在在在化化化学学学上上上十十十分分分活活活跃跃跃，，，是是是大大大部部部分分分我我我们们们观观观测测测到到到的的的发发发射射射线线线的的的

产产产生生生区区区。。。在在在这这这温温温中中中间间间层层层之之之下下下，，，是是是一一一个个个温温温度度度低低低且且且密密密度度度高高高的的的平平平面面面层层层，，，大大大部部部分分分的的的

化化化学学学分分分子子子在在在这这这一一一层层层都都都冻冻冻结结结在在在尘尘尘埃埃埃颗颗颗粒粒粒表表表面面面。。。在在在这这这些些些环环环星星星盘盘盘中中中有有有一一一个个个称称称为为为雪雪雪

线线线(snow line)的的的重重重要要要现现现象象象。。。它它它实实实际际际上上上是是是一一一条条条想想想像像像中中中的的的线线线，，，定定定义义义为为为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冻冻冻结结结

于于于（（（尘尘尘埃埃埃）））颗颗颗粒粒粒表表表面面面和和和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以以以气气气态态态形形形式式式存存存在在在的的的分分分界界界线线线。。。这这这条条条线线线位位位置置置所所所在在在的的的

重重重要要要性性性是是是不不不容容容被被被低低低估估估的的的，，，因因因为为为大大大多多多研研研究究究者者者认认认为为为这这这条条条雪雪雪线线线的的的位位位置置置在在在行行行星星星形形形成成成上上上

有有有着着着非非非常常常重重重要要要的的的角角角色色色。。。雪雪雪线线线将将将环环环星星星盘盘盘分分分隔隔隔为为为两两两个个个区区区域域域：：：雪雪雪线线线以以以内内内，，，气气气态态态水水水和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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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矽矽化化化物物物尘尘尘埃埃埃颗颗颗粒粒粒各各各自自自存存存在在在；；；而而而雪雪雪线线线以以以外外外，，，则则则是是是易易易被被被蒸蒸蒸发发发的的的水水水冰冰冰依依依附附附在在在矽矽矽化化化物物物

尘尘尘埃埃埃颗颗颗粒粒粒表表表面面面。。。由由由于于于重重重元元元素素素在在在凝凝凝结结结态态态和和和气气气态态态时时时在在在一一一般般般径径径向向向速速速度度度上上上的的的差差差别别别，，，造造造

成成成物物物质质质在在在雪雪雪线线线位位位置置置堆堆堆积积积而而而启启启动动动了了了行行行星星星的的的形形形成成成。。。不不不过过过到到到目目目前前前为为为止止止，，，在在在观观观测测测上上上尚尚尚

未未未发发发现现现雪雪雪线线线确确确实实实存存存在在在于于于环环环星星星盘盘盘的的的有有有力力力证证证据据据。。。在在在本本本论论论文文文的的的第第第六六六章章章中中中，，，我我我们们们研研研究究究

金金金牛牛牛座座座T型型型星星星(T Tauri star)周周周围围围环环环星星星盘盘盘中中中水水水的的的发发发射射射谱谱谱线线线。。。我我我们们们发发发现现现，，，若若若考考考虑虑虑

在在在小小小范范范围围围区区区域域域内内内的的的热热热力力力平平平衡衡衡(local 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 ，，，我我我们们们的的的计计计

算算算结结结果果果显显显示示示，，，水水水的的的发发发射射射谱谱谱线线线的的的强强强度度度将将将太太太微微微弱弱弱而而而无无无法法法被被被探探探测测测到到到。。。然然然而而而在在在非非非热热热力力力

平平平衡衡衡状状状态态态机机机制制制下下下产产产生生生的的的萤萤萤光光光谱谱谱线线线的的的强强强度度度，，，却却却会会会大大大幅幅幅提提提升升升到到到足足足以以以被被被SOFIA望望望远远远

镜镜镜所所所承承承载载载的的的EXES 光光光谱谱谱仪仪仪(Echelon Cross Echelle Spectrograph)探探探测测测到到到的的的程程程

度度度。。。并并并且且且我我我们们们可可可以以以借借借由由由这这这些些些萤萤萤光光光谱谱谱线线线的的的强强强度度度在在在当当当水水水开开开始始始冻冻冻结结结于于于颗颗颗粒粒粒表表表面面面也也也就就就

是是是雪雪雪线线线位位位置置置时时时会会会大大大幅幅幅减减减弱弱弱30%– 45%的的的特特特性性性去去去判判判定定定雪雪雪线线线的的的位位位置置置。。。研研研究究究的的的结结结果果果
显显显示示示，，，随随随着着着仪仪仪器器器设设设备备备的的的进进进步步步，，，我我我们们们将将将来来来探探探测测测到到到雪雪雪线线线位位位置置置是是是有有有可可可能能能的的的。。。

卫卫卫星星星Herschel的的的目目目标标标

由由由于于于地地地球球球的的的大大大气气气层层层中中中水水水的的的存存存在在在，，，这这这使使使得得得所所所有有有在在在地地地面面面上上上进进进行行行的的的对对对太太太空空空中中中水水水

分分分子子子的的的观观观测测测都都都受受受到到到限限限制制制。。。这这这是是是由由由于于于大大大气气气中中中的的的水水水吸吸吸收收收了了了除除除了了了maser 外外外绝绝绝大大大部部部

份份份由由由太太太空空空中中中的的的水水水所所所发发发出出出的的的辐辐辐射射射。。。因因因此此此卫卫卫星星星对对对于于于寻寻寻找找找宇宇宇宙宙宙间间间来来来自自自于于于水水水的的的辐辐辐

射射射有有有著著著无无无法法法取取取代代代的的的地地地位位位。。。过过过去去去有有有ISO (Infrared Space Observatory), SWAS

(Submillimeter Wave Astronomy Satellite) 以以以及及及ODIN 等等等卫卫卫星星星，，，但但但他他他们们们在在在

空空空间间间或或或且且且光光光谱谱谱的的的解解解析析析度度度的的的不不不足足足，，，限限限制制制了了了取取取得得得谱谱谱线线线资资资料料料的的的品品品质质质，，，以以以至至至于于于天天天

文文文学学学家家家难难难以以以建建建立立立对对对于于于观观观测测测天天天体体体的的的准准准确确确概概概念念念。。。随随随著著著不不不久久久后后后Herschel 卫卫卫星星星的的的升升升

空空空，，，HIFI, PACS 以以以及及及SPIRE 这这这三三三样样样仪仪仪器器器也也也将将将被被被送送送上上上太太太空空空。。。它它它们们们将将将执执执行行行波波波长长长

介介介于于于57 – 670微微微米米米这这这段段段包包包括括括水水水发发发射射射谱谱谱线线线的的的观观观测测测。。。特特特别别别是是是HIFI这这这个个个仪仪仪器器器有有有着着着随随随

波波波长长长变变变化化化介介介于于于13 至至至39角角角秒秒秒的的的高高高解解解析析析度度度，，，这这这样样样的的的高高高解解解析析析度度度，，，使使使得得得HIFI 成成成为为为一一一

个个个可可可以以以探探探测测测到到到在在在温温温度度度较较较高高高、、、密密密度度度较较较大大大这这这样样样水水水分分分子子子得得得以以以大大大量量量辐辐辐射射射能能能量量量的的的小小小尺尺尺度度度

区区区域域域的的的理理理想想想仪仪仪器器器。。。同同同时时时，，，每每每秒秒秒介介介于于于0.2– 0.4 公公公里里里的的的速速速度度度解解解析析析度度度，，，也也也使使使得得得HIFI

能能能够够够第第第一一一次次次凭凭凭借借借对对对于于于水水水的的的观观观察察察去去去探探探讨讨讨恒恒恒星星星形形形成成成区区区域域域的的的运运运动动动状状状态态态。。。因因因此此此，，，HIFI

将将将会会会在在在宇宇宇宙宙宙中中中水水水的的的发发发射射射机机机制制制特特特性性性的的的研研研究究究中中中扮扮扮演演演重重重要要要的的的角角角色色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