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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造终极过山车
●● 重力势能
●● 发射弹射器
●● G

力
●● 向心力
●● 别太狼狈

在一秒多一点的时间里，就从零加速到时速 100 公里，上下颠倒，以 5 倍于地球
重力的力量翻转，然后再从 100 米高空降落，这种感觉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消受得了
的。不过对于过山车的狂热爱好者来说，这就是天堂的感觉。终极过山车将在确保安
全与吓破胆子之间寻找精准的平衡。

1.1

重力势能

经过长时间的排队，你终于坐进过山车，扣上安全带，然后不安地等
待出发。你以前没坐过这个，尽管刚从车上蹒跚走下的那些脸都绿了的游
客给了你一个大体印象，你仍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还在想怎么
坐舒服点的时候，控制员已经在广播里喊道：“冲啊！冲啊！”过山车俯冲
并开始加速。
大多数过山车本身不带内置电源。事实上，在它们的旅程中大多数时
候都不需要推动力。它们首先会被牵引到一个最高处，然后释放。正是这
最初下落中获得的速度，为过山车提供了跑完余下轨道的能量。过山车大
多数时间其实是在“滑翔”，这个过程反映了物理学的一个核心原理——
“能量守恒”。这个原理是指把一个孤立的物理系统中所有形式的能量加起
来，得到的数值即系统总能量不随时间变化。在这个系统中能量可以从一
种形式转化到另一种形式，但是总和永远守恒。

“我们遇到的限
制不是来自工程技术，
而是来自人体所能承
受的不适感的极限。
”
——过山车设计师
艾伦·哈里斯

对于过山车来说，主要的能量形式是机械能，这种能量分两部分，一
部分是与过山车运动有关的动能，另一部分是过山车在地球重力场中的高
度所决定的重力势能，所谓势能大体和拉伸了的弹簧里蕴含的能量是一回
事。过山车处在起点，即峰顶时，它的速度和动能都是零，所有的能量都
以重力势能这种形式呈现。当它被释放并开始下落，速度逐步加快，重力
势能就逐渐转化为动能；当它再爬升时，能量转化又反向进行。现实情况
里，这种能量守恒并不完美，因为能量会因车轮和轨道或别的什么摩擦而
损失。只要相接触的两个表面有些微凹凸不平，相互摩擦就会造成能量损
失。过山车和空气也会有摩擦。损失的能量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热量和
声音的形式被带走了。存在摩擦能损意味着在过山车的轨道上，所有其他
峰顶的高度都要一个比一个低，而且都必须比起点低。如果有哪个峰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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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峰一样高（甚至更高），过山车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冲过去了。相反，它可
能会倒退回前一个低谷，来回晃荡直到摩擦把剩余的能量都带走，才最终
停下来。大多数过山车上装有阻尼器，这是因为在你最后想停车离开的时
候，摩擦就变得至关重要。过山车转轴上特意加装了摩擦片，以尽快将动
能转化为热能，这就是大多数过山车刹车的原理。
能量守恒是贯穿整个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它是波动理论、热力学、量
子力学和相对论中的重要原理。1918 年，德国科学家埃米 ·诺特证明了能
量守恒是物理学法则的“时间不变性”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时间不变性大
致是说，今天我往卧室窗外丢块石头，石头会掉到地上；假如明天我做同
样的实验，将得到同样的结果。

1.2

发射弹射器

当然，不是所有的过山车都依赖于重力。有些新近设计的过山车运用
发射器提供最初的推进力。发射器可以采用机械弹射式、电磁式或水压式
（利用压缩液体推动过山车沿轨道前进）。例如，英国索普公园的一个叫作
随着过山车下滑，由于能 “Stealth”的过山车采用水压式发射器，可以在两秒内使过山车从静止加速
量守恒，重力势能逐渐转
到 130 公里 / 小时。这意味着平均加速度达到 18 米 / 秒 2，大约是自由落体
化为动能，或者说速度。
加速度的两倍。物理学家把这个加速度记为 2 G。它会让你体验到两倍于正
当它爬坡时，恰恰相反。
在阅读本书的你臀部受到
速度 = 0 米 / 秒
的 压 力， 将 你 的 背 紧 紧 地
“按”到座位上。这种 G 力
是过山车刺激体验的重要组
速度 = 4.4 米 / 秒
成部分，在过山车向前加速
（发射过山车的情况下）、向
4米
后加速（例如刹车的时候，
3米
速度 = 6 米 / 秒
当然这通常只在旅程的终点
才会发生）或者改变方向的
0米
2.2 米
时候你都能感受得到。
速度 = 11 米 /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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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时刻会让你比现在分泌的肾上腺素更多：你的身体
上下翻滚，头朝下冲着地面以每小时 100 公里的速度直坠。”
——迈克尔·布鲁克斯

1.3

G力

方向的改变可以分为两种，垂直方向的（翻过高峰或穿过低谷）或水
平方向的（拐弯）。在这两种情况下你体验的 G 力不一样，这和人体的安全
限度有关。在穿过低谷的时候你可以承受的将你“按”回座位的压力，最
大能达到 6 G。可以和宇航员做个比较，宇航员乘太空飞船时也很少受到 3 G
以上的压力。（只不过宇航员进入轨道前需要承受数分钟的高 G 力，而在过
山车上这样高的 G 力不过只有电光火石的一秒间。）而你在翻越高峰时所能
承受的使你离开座位的力，即相反方向的力，通常就要低很多，约为 2 G。
最不善承受压力的时刻是水平拐弯的时候，极限是 1.8 G。这是因为人颈侧
部肌肉很薄弱。大多数过山车会通过让轨道在拐弯处倾斜的方式尽量缓解
这样的侧向力，这样拐弯处的力的一部分就会沿身体方向把你压入座椅，
而不是都用于将你的脖子拉向一侧。
你在拐弯时体验到的力可以通过牛顿运动定律计算出来。它包括三条
定律，由英国物理学家兼数学家牛顿于 1687 年发表在他的著作《自然哲学
的数学原理》上。第一运动定律是说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物体会保
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这条定律也被称做“惯性”定律。这意味着
在平直轨道上，过山车将永远运动下去（假如没有摩擦力的话）。但是当轨
道拐弯，过山车也会随之拐弯。乘客的运动同样适用牛顿定律，他们有自
己的惯性，以及保持直线运动状态的自然趋势，但过山车转弯时来自车厢
侧面的压力迫使他们跟着转，并感受到这个力。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解释了力究竟是如何使乘客转弯的。它指出力与加
速度的区别，并揭示力作用在物体上会导致物体沿力的方向加速。如果推
桌上的玩具车，我就对玩具车施力了，这导致它加速。类似地，在过山车
拐弯的时候乘客感受到过山车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力，结果导致他们有了侧
向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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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测天气

1987 年 10 月 15 日晚上，284 年来最恶劣的暴风雨横扫英格兰南部，摧毁了许
多房屋与资产，造成的损失共计 20 亿英镑。风力达到了飓风级，推倒了约 1500 万棵
树。而就在灾难发生前 24 小时，天气预报员还对“我们可能要经历一个暴风雨的夜
晚”这种说法付之一笑。他们预测暴风雨不会登陆，只会在英吉利海峡发出对人无害
的咆哮。这种错得太离谱的天气预报对我们来说也许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为什么准
确预报就那么难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进呢？

2.1

观察天气

人类总是对天气着迷。它是我们闲谈的主题，它会在冬天让我们无法
上班，在夏天毁掉我们的假日。所以一点也不用奇怪，千百年来最聪明的
人一直在探索那些阴霾的周末与和煦的晴天的形成过程有何不同。

“预测天气和准
确预测天气完全是两
码事。”

1835 年，美国科学家约瑟夫 ·亨利利用刚发明的长距离电子电报系统 ——伊恩·斯图尔特教授
设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天气监测站网络，各监测站的报告都会即时发给首
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中央办公室。天气监测站利用各种工具收集温度、
气压、风速、湿度和降雨量等数据。如今，除了地面观测站，还会有观测
船来补充测量数据，再结合大量天空中的“眼睛”，如气象气球、飞艇和卫
星等，全方位扫描地球大气状态，我们就可以了解此刻的天气情况及其未
来的走势。

2.2

如何看气象图

有些时候，天气变化的基本情况会很容易预测。例如，当佛罗里达的
地面观测站测量到低气压信息，而亚特兰大海岸边的观测船测量到高气压
信息，就可以预测佛罗里达将有强风，因为空气会从气压高的地方向气压
低的地方流动。（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风还会受到科里奥利效应的影响而
发生偏移，该效应是由行星自转造成的。参见第 4 问。）
气象图上表示同一气压的线叫等压线。它们就和三维地貌图的等高线
类似，只不过这里画的是地球表面每一点的气压。有时候气压的差别可以
通过热效应来预测。热的空气会上升，上升气流在温暖区域形成低气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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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蝴蝶在巴
西扇动翅膀，会在得
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
吗？”
——爱德华·洛伦兹

反之，冷的气流则会下降，产生高气压区。温暖的上升气流带着水蒸气爬
升到高海拔位置，凝聚成云。温度的差别在气象图上有时候会用暖锋表示，
用一串红色半圆标记；有时候则用冷锋表示，用蓝色三角标记。冷锋过境
就会导致下雨——或者用气象学家的词来说是“降水”。温暖潮湿的空气爬
升到推进的冷锋上面，凝结成云转化为雨落回地面。当周围环境特别冷的
时候，水会以雪或冰雹的形式落下。

2.3

预测天气

以上介绍的只是一种粗浅的分析，是相当简单的，只能让天气预报员
给观众提供笼统的天气信息，像是说“明天将会有风”。但假如我们需要
更多细节（例如各区域的阵风风速到底有多快，它们将在一天中的什么时
间变得最猛烈，或者飓风只会在英吉利海峡翻江倒海，还是会转向内陆肆
虐），这时又该怎么办呢？要在如此细致的程度上预测天气，就意味着要
精确求解描述地球大气物理现象的数理方程。这些方程极为复杂，不同物
理过程都搅在一起，其中涉及描述空气与海洋的流体力学、热传导、大气
化学以及描述太阳辐射的物理学等。事实上，它们实在太难了，几乎不可
能求解——至少无法通过我们在学校数学课所学的解方程常规方法解出来。
更糟的是，这些方程都是高度非线性的，这意味着，当输入参数发生微小
偏移时，输出参数就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得近似求解都变得很
困难。

2.4

数值运算

物理学家攻克这类数学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蛮力硬算。换句话说，就
是用“数值计算”方法求解这些方程。采用这个方法，首先要猜一组合适
的参数，然后填到方程里，通过微调这些参数，反复试验，直至方程两边
凑到相等。第一个建议在预测天气上用这种方法的人，是英国物理学家兼
数学家刘易斯 ·弗莱 ·理查德森。1922 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利用数值
过程预测天气》（Weather Prediction by Numerical Process）的书。书中，他
想象了一个挤满“人力计算机”的大厅：人们都手持纸笔忙着凑出描述天
气的方程的数值解。一位中央“指挥员”将校验他们的结果，并发出进一
步指示。但这个方法要想实现还有一个障碍，理查德森计算出要想实时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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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方格代表计算
机模拟中的一个点

进天气情况，大约需要 64 000 个如前文所述
的机械人——这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帕洛阿尔托市的总人口。看起来，实现
理查德森这一愿景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明
一种可以自动进行计算的机器。因此，数
值天气预报被搁置了 20 年，直至电子计
算机诞生。

2.5

气象建模

第 一 次 基 于 计 算 机 的 气 象 模 拟， 是
在 1950 年 利 用 一 台 名 为 埃 尼 亚 克（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电子
数字积分器与计算机）的计算机进行的，它位于马
里兰州美国陆军弹道研究实验室，最初是用来计算炮
弹轨迹的。用埃尼亚克得到的早期气象模型，只使用了
一张极其简化的大气图片，仅仅通过空气密度来计算某
地的大气压。渐渐地，气象学家们把更多复杂的因素加
进他们的模型，来计算真实世界中主要由加热过程和大
气环流引起的复杂天气现象。
计算机气象模型在建模时将大气层划分成三维网格。
英国数学家伊恩 ·斯图尔特在他的著作《上帝掷骰子吗？》
（Does God Play Dice ？）一书中将之比作一个三维的国际象棋
棋盘。每个精确时刻的气象情况都是由每个方格中设定的一组参数来决定
的，这组参数定义了该方格内的温度、压强、湿度等。这些参数就好比国
际象棋的棋子。计算机根据游戏规则推演棋局，这里的游戏规则是指已被
编写为程序的描述气象的物理方程。推演效果就相当于在棋局中移动棋子。
在每个方格里，计算机把所有气象参数代入方程组，计算出该时刻
每个参数的瞬时变化率。根据变化率再把参数向前推演一小段时间，这
一小段时间被称做“时间步长”。然后再把推演变化后的新参数反代入
方程组，并利用它们计算出一组新的变化率，推演系统在下一个时间步
长里的变化情况，如此往复。这个过程不断重复，一直推演到计划预报
2

数值气象预测将地球的
大气层分成三维网格，计
算每个单元里气象参数
的值，如温度、湿度和风
速，然后把所有单元组合
在一起，构成地球气象系
统活生生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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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地震逃生

地震是自然界最具破坏性的力量之一，威力等同于原子弹。2010 年海地遭遇地
震，死难者超过了 20 万。而随着位处地震多发地带的城市繁荣扩大，未来的地震恐
怕将不仅仅夺去数万人生命，而是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果真如此吗？从摩天大楼内的
巨大摆锤到建筑底部的弹性橡胶垫，这些新技术能用来减轻地震的破坏力，并最终驯
服这种可怕的自然之力吗？

3.1

地震是什么

当构成地球地壳的地质板块在移动中相互摩擦和挤压时，地震
就会发生。地质板块就是互相咬合的巨大岩石板，漂浮在由地下金
属与岩石熔融而成的液态地层上。当这些液体受地球内部的热量搅
动而沸腾翻滚时，它们就会拖动上面的地质板块，带着它们四处漂
移。地球由七大板块及很多小板块构成，七大板块包括非洲板块、
南极洲板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南
美板块。板块的交界处叫“断层带”，由于相邻两个板块的相对运动
存在不同情况，断层带有不同的形式。

断层

当两个板块彼此水平擦过时，形成的交界被地质学家称做“转
换断层”。当板块挤压在一起，断层处的摩擦使它们不但没法顺畅
滑过，而且还会发生摇晃、颤动，这种运动被称为“粘滑运动”。
首先，断层处的岩石由于摩擦而黏着在一起。当板块运动时，岩石
就会形变，仿佛是橡胶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断层处的压力逐渐
变强，直至最终克服了摩擦力，岩石突然恢复原形，板块彼此迅速
滑移。

这是地质断层带的俯视
图。多年来，板块运动使
断层处的地貌发生变形。
当岩石上累积的弹性势
能足够大时，它会突然滑
移。这就是地震。

当数百万吨的岩石以这种方式弹回原形时，会释放出强烈的机械波并
沿陆地传导，好比你向池塘丢一块很大的石头激起的阵阵涟漪一般。这时
地震就发生了。释放的机械波称为“地震波”，它有着摧毁桥梁建筑的力
量，会造成山体滑坡，并诱发“土壤液化”——受影响的土壤变得像黏稠
的液体一样，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都会陷入其中。真正有破坏力的地震通常
都发生在转换断层附近，例如 1906 年把旧金山变为废墟的大地震。旧金山
紧邻圣安地列斯断层，该断层处在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板块的交界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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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波是从地震
处沿地面传播
的压缩波。

P波

3.2

震级

地震产生的地震波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即所谓的 P 波和 S 波。P 波是
压缩波，就像拉伸弹簧得到的波，其振动方向与波的运动方向一致。而另
一种波，即 S 波则更像是水波，其振动方向垂直于波的运动方向，当波传
递时会产生 S 形的峰谷模式。P 波的传播速度大约是 S 波的 1.7 倍，科学家
可以利用这个现象来判断所谓“震源”的距离。简单讲，用 8 乘以 P 波与
S 波先后到达的时间差（以秒为单位），即可得到震源的距离（以千米为单
位）。通过在几个观测站做三角测量，就可以准确定出震源位置。大多数地
震都发生在距地表数十公里的范围内，但最深的地震也可达地下数百公里。
地表位于震源正上方的点被称为“震中”。
地震学家用“力矩震级”表示地震的威力，这是对地震所释放的能量
的度量。它是里氏震级的升级版，由美国物理学家查尔斯 ·里克特于 1935
年提出。震级每提高一级对应地震释放的能量乘以 101.5（约 31.6）倍。换
句 话 说， 力 矩 震 级 6 级 地 震 比 4 级 地 震 的 威 力 要 强 上 1000（31.62） 倍。
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达到力矩震级 7.8 级，而海地 2010 年的地震则达到 7
级。有史以来的最大地震是 1960 年智利大地震，震级高达 9.5 级。作为对
比，有史以来最大的核爆——1961 年前苏联“沙皇”原子弹爆炸，释放的
能量也仅相当于 8 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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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波看起来
更像水波。

S波

3.3

海啸

“我以前喜欢裸
睡——直到遇上地震。
”

地震不仅仅发生在陆地上。除了转换断层，地质板块边界还有另外两种
形式，分别是“辐合断层”和“汇聚断层”
。这两种断层分别表现为板块间彼
此分离和某一板块滑到另一板块下方。辐合断层通常和海床区域扩张联系在
一起，该处海底正在生成新地壳。而汇聚断层则要危险得多，通常也在海床
上，但该处的地壳正处在一个被称做“潜没”的过程中，向地球内部沉陷。

——艾丽莎·米兰诺

类似于转换断层处板块摩擦造成的地震，潜没下沉的板块也会有相同
的“粘滑”行为——由于运动板块的力量而形变的大质量岩石忽然弹回原
形。当此过程发生在水下的时候，地震的部分能量传递给水，就会引起冲
击内陆的巨浪——海啸。这一现象被称为“逆冲型”地震。水因为密度大
（1 吨每立方米）而格外具有破坏力。2004 年，印度尼西亚海岸边发生力矩
震级 9.2 级逆冲型地震（有史以来的第二大地震），引起海啸席卷海岸，夺
去了 23 万人的生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线也笼罩在类似灾难的恐惧之
下，那里的胡安 ·德福卡（Juan de Fuca）板块正在北美板块之下潜沉。

3.4

防震建筑

面对地震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时，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
呢？早在 600 年前，秘鲁的印加文明就留下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点子。他们
的许多建筑，如马丘比丘的复合建筑，尽管建在地震频发的地方，直至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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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阻止飓风

飓风是地球上最具破坏性的天气现象。这种猛烈的雷暴天气有时能横跨 2000 公
里。飓风的风速能达到每小时 280 公里。而且当飓风由海上登陆时还会伴随高达 10
米的巨浪，席卷海岸。飓风能量的平均产生频率相当于每 20 分钟发生一次 10 兆吨级
核爆。我们能指望有一天掌控这种力量吗？有些科学家觉得可以。

4.1

飓风卡特丽娜

2005 年 8 月 23 日，一个听上去没什么威胁的气象现象“12 号热带低
气压”在巴哈马形成。在向美国东海岸缓缓移动的过程中，它逐渐变强，
在 8 月 24 日早上达到“热带风暴”级别。此时它被赋予了一个名字：卡特
丽娜。该风暴持续积聚动量，在穿越佛罗里达州并进入墨西哥湾前的数小
时便达到了飓风级别。到 8 月 28 日，它已经变强至 5 级，这是飓风强度分
类的最高级。它于 8 月 29 日早晨 6 点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带来了灾难性
的后果。至少 1800 人丧生，另有 50 万人无家可归。然而，卡特丽娜还不
是史上造成破坏最严重的飓风。这一不光彩的荣誉要授予 1970 年 11 月袭
击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波拉龙卷风。随之而来的巨浪犹如一堵水墙，带走了
50 万人的生命。
龙卷风和飓风本质上是一回事。最基本的自然现象是旋状暴风——但
是，形成于世界不同地方的龙卷风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名字。形成于大西洋
上的龙卷风，例如卡特丽娜，或者形成于东太平洋的，都被叫作飓风。而
形成于西太平洋的龙卷风则被叫作台风。

4.2

科里奥利效应

当温暖的海水导致潮湿的空气上升到 15 公里的高空时，龙卷风便开始
形成。在这个海拔高度上空气会冷却，释放热量，并导致水蒸气凝结成雨
云。然后干冷空气又会降回海平面，如此循环往复。相应的物理过程被称
做对流。它基于气体加热会膨胀的现象。这一现象会使气体密度降低，从
而上浮——这和密度小于水的物体会漂浮于海面是一回事。对流同样是热
气球能飞的原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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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形成自热带风暴：暖
空气上升，凝结成云，化
雨而落。整个过程在地球
自转影响下加速旋转，形
成翻腾的旋风，其风速可
达每小时 280 公里。

③当空气温度上升，风暴团簇形成

①温暖的水蒸气上升形成
暴风雨云团

②通过对流，上升的水蒸气冷却
并降回海平面

④风暴融合，科里奥利效应促使它
们旋转

⑤随着风暴融合，压力下降，风速
提高，热带风暴形成

风眼墙：风眼周围的圆柱形
云，这里的风最为暴戾

螺 旋 带： 雨 云 和
空气的交错带

⑥随着暴风内部气
压持续下降，风
速达到每小时
119 公里，风暴
演变为飓风

海平面：来自海面
的暖空气是飓风的
能量来源，一旦飓
风抵达陆地，就会
迅速消散

22

4

如何阻止飓风

旋转：地球自转造
成的科里奥利效
应，使飓风旋转
风眼：位于飓风中心的平静的低
气压带

如果只有对流参与其中，飓风还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紧接着有另一
“在过去的五十
个物理过程会使事情恶化，实实在在地恶化。那就是科里奥利效应，以 19 年间，全球范围内飓
世纪法国科学家古斯塔夫·科里奥利的名字命名。这位科学家是第一个以 风夺去的生命比其他
数学语言描述科里奥利效应的人。该效应使地球北半球的空气逆时针旋转，
任何一种自然灾害都
而南半球的空气则顺时针旋转。
多。”
科里奥利效应是由行星自转造成的。想象一下从北极到赤道把地球横
——凯利·厄玛努尔教授
切成一组水平切片。地球所有的水平切片保持步调一致旋转，每一片都在
一天内转完一周。但是越往南切片的直径越大，所以切片外边缘的线速度
也在增加。例如，位于纽约纬度（北纬 40.74°
）的地球表面以每小时 1260
公里的速度向东运动，而赤道处则转得快多了，速度达每小时 1670 公里。
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例如古巴岛（北纬 21.5 °
）则以每小时 1554 公里的
速度向东运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以这个岛上的居民自己的视角来看，
赤道相对于他们以每小时 116 公里的速度向东运动，但纽约看起来则是以
每小时 294 公里的速度向西运动的。整体看来就产生了旋转的效果，使对
流呈涡旋状，也使北半球其他云层沿逆时针方向旋转。这就是飓风或其他
龙卷风自旋的原因。科里奥利效应倾向于把正在上升的暖空气塑造成一个
圆柱，在高海拔处空气冷却后又会落回海平面，此时气流会被向外甩出，
靠近洋面时又被再次加热并吸回圆柱中心，再次上升。空气在上升冷却的
过程中释放热能，为飓风提供能量。

4.3

飓风热区

要产生足以能形成龙卷风的上升热流，大洋温度就必须超过 26℃。一
般来说只有热带地区的洋面能达到这个温度，这就是龙卷风有时被称为
“热带龙卷风”的原因。龙卷风可以在全世界的赤道洋盆产生。每个区域都
有各自的飓风季，时间由一年中海平面位置到高海拔位置温差最大的日期
决定的——最大的温差可以产生最强的对流涡旋。对于北大西洋地区，飓
风季在 6 月至 11 月，其中大多数飓风都发生在 8 月和 9 月。印度洋南部地
区，飓风季从 12 月持续到来年 4 月。飓风一旦成型，就倾向于向西迁移，
这是由自东向西吹的赤道信风驱使的。和飓风一样，信风也是由对流和科
里奥利效应联合产生的。赤道处的热空气由于对流效应上升、冷却并向外
迁移到正负 30°的纬度范围内，降回海平面。对流造成的低气压又会把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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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冷空气吸回赤道，如此往复。如果地球
不自转，这股气流便只会在垂直于赤道线
的直线方向来回移动，但科里奥利效应改
变了它。

赤道

科里奥利效应对信风的影响和飓风的
情形十分相似，这里再解释一下。在信风
龙 卷 风 始 于 热 带， 在 距 的情形里，低气压带把气流沿径向拉向赤道。但科里奥利效应使气流逆时
赤道 500 公里的范围内。 针旋转——换句话说，每个向赤道运动的气流都会向右偏转。事实上，使
信风把它们向西吹。
气流向右转是科里奥利效应在北半球的一般趋势；而在南半球，科里奥利
效应会使气流向左转。正因如此，南北半球向着赤道的冷气流都被偏转向
西，形成赤道附近的信风。这些信风把龙卷风带向西方。
飓风热区

4.4
“我们的研究显
示，总有一天我们可
以改造飓风。”
——气象学家及飓风专家
罗斯·霍夫曼

萨菲尔 - 辛普森飓风量级表

科学家们利用萨菲尔 - 辛普森飓风量级表（The Safﬁr-Simpson scale）
给飓风的强度分级，该量级表由美国工程师赫伯特 · 萨菲尔和美国气象学
家鲍勃 · 辛普森在 1969 年提出。最弱的飓风被定为 1 级，指的是风速在每
小时 119 公里到 153 公里之间的飓风；最强的飓风为 5 级，指的是风速超
过每小时 250 公里的飓风。飓风的中心有一个平静区域，称为“风眼”，直
径通常有 50 公里。这里的气压很低，因为它的对流最强，像个真空吸尘器
一样把海平面的热空气吸走。上升热气流旋转上升到风眼边缘，形成快速
旋转的厚厚云堆，这被称为“风眼墙”。这里有最强的风和最急的雨。

4.5

雷霆风暴计划

一旦登陆，飓风的威力就会迅速衰减，因为它的能量来源——温暖的
海洋——从它下面消失了。这意味着虽然沿海区域格外容易受飓风灾害影
响，但向内陆迁移 10 ～ 20 公里就足以躲避最恶劣的情况了。逃跑可以保
住生命，但财产损失怎么办？毕竟，没办法连根拔起整座城市，一起搬到
安全地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动摇飓风所依赖的物理基础，改变
它的走向，甚至阻止它前进？美国的雷霆风暴计划是最早试图改变飓风的
尝试之一，它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主要设想是通过播云技术在飓风内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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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撞向地球的小行星偏离轨道

6500 万年前，恐龙经历了万劫不复的一天。一颗直径 10 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
产生了相当于 20 万亿吨 TNT 炸药的力量——比现存最大的核弹的破坏力还要强上
400 万倍。撞击造成了一个直径 180 公里的坑，引发了全球烈焰风暴，这场大火最终
靠着席卷全球的巨浪才得以熄灭。绝大多数动物都灭绝了，包括恐龙，只有极少数的
物种存活了下来。每 1000 万年就会有一次直径超过 5 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小行
星的下一次造访会不会意味着人类灭绝呢？不太可能。

5.1

小行星撞击

“小行星穿过地球
小行星其实是大块大块的岩石碎片，是在太阳系形成过程中遗留下来
的。45 亿年前围绕年轻的太阳旋转的尘埃粒子相互碰撞，逐渐开始黏在一 轨道的风险近在咫尺。
”
起形成土块。最终它们变得非常大，其引力足以把不在它们轨道上的物质
——物理学家
拉过来，使自身得以继续增大。随着这些宇宙巨石的相撞，它们不断长大，
威利·本茨
其中许多变得足够大，成为了太阳系的行星和卫星。但碰撞并没有就此停
止。在大约 40 亿年前的所谓“晚期重型轰击”时期，行星形成时期遗留下
来的碎片被行星引力拉住，像霰弹一样撞向行星，因此，靠近太阳的行星
遭到了小行星的连续撞击。在地球上，我们的大气层和气候已经侵蚀掩埋
了所有的陨石坑，除了最大的那些（如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巴林杰陨石坑），
但是只要看看伤痕累累长满麻子的月球，就可以想象地球在其历史上这一
阶段曾遭受多少难以想象的粗暴攻击。
这种威胁还没有远离。2008 年 11 月 3 日晚上 10 点 30 分左右，一颗孤
独的小行星从距离我们星球 38 500 公里的地方呼啸而过。听上去离得挺远，
但在天文学上，这已是毫厘之差——只有地球到月球距离的十分之一。仅
仅在这之前一个月，另一块太空陨石确确实实击中了我们的星球，并在苏
丹上空爆炸，而它只给了我们一天的预警时间。幸运的是击中苏丹的陨石
较小，直径只有几米，但 11 月 3 日擦肩而过的那块则要大得多。这块直径
250 米以每秒 20 公里的速度（近 60 倍音速）从外太空飞驰而来的陨石差一
点就撞击地面（或由于与前端空气摩擦而受热并最终在大气层中爆炸），如
若发生，产生的力量相当于 5 亿吨级核武器——广岛原子弹威力的 30 000
多倍。
5

如何让撞向地球的小行星偏离轨道

27

“对于用核武器对付小行星这个方案，只能说人们看了太多电影了……一颗直径半英里（约为
0.8045 公里）到一英里（约为 1.609 公里）的小行星就像一座山……就算你能把它打碎，那些小碎片
也还会瞄准地球，并且这样一来它们会呈散开状。
”
——地球物理学家

5.2

杰伊·梅洛什

通古斯大冲撞

小行星威胁着地球，其撞击频率高得令人吃惊。虽然能令恐龙灭绝那
种规模的小行星撞击实属亿年一遇，但小型陨石的造访则频繁得多。1908
年，一颗直径 45 米的小行星在西伯利亚通古斯河上空爆炸。爆炸力大到足
以夷平一座现代都市——事实上，假如它在伦敦中心着陆，M 25 环路内的
一切都会被毁灭。天文学家相信，每数百年地球至少会遭受一次通古斯级
别的撞击。经过国际科学共同体的多次游说，国际政治共同体一致认为有
必要采取行动，对抗这一威胁。联合国的近地天体工作组在 2009 年 2 月召
开了第一次研讨会。他们的目标是当探测到小行星撞向地球时，统筹安排
全球应对策略。

5.3

行星防御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应对一块撞向地球的陨石需要准备几十年。这意
味着我们必须设置宇宙早期预警系统，作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已经接到国会委托，到 2020 年，对于直径超过 140
米的小行星，90% 都要跟踪记录。美国航天局打算探测并跟踪太空深处的
几十万颗流浪陨石，夜复一夜地监测它们，一旦其轨道有穿过太阳系的迹
象，我们就会立即收到报告。
仅依靠天文学家盯着他们的望远镜，这件事是不可能办到的，所以今
天大多数小行星探测是由机器人望远镜完成的。每个晚上，机器人望远镜
都会扫描天空中的预定区域，计算机软件将获得的图像与前一夜拍下的图
像做比较。所发现的在帧与帧之间存在位移的任何一个物体，只要不属于
已知的小行星或行星，就会被标记下来并作进一步监测，同时向人类天文
学家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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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数夜跟踪监测一颗新的小行星，天文学家就可以计
算出它的移动速度。他们还可以利用和轨道有关的数学定
律推测出小行星有多远，并计算出它在太阳附近的精确轨
道。再和地球轨道进行比较，他们就可以发现一切将离
地球太近的可疑天体，并发出警告。但是到底多近才算
近？天文学家利用所谓 杜林危险指数表（Torino scale）
来衡量近地小行星的危险性。这个指数表的得名于 1999
年召开的一次科学会议所在的城市，意大利的都灵。指
数表的分级从 0 到 10。0 级表示毫无威胁的小行星，而
10 级意味着可以造成全球灾难的撞击。至今为止，杜林危
险指数表评估的最高级小行星是 99942 阿波菲斯（99942
Apophis），发现于 2004 年，被评为 4 级——值得关注但
不必报警。进一步的观测让天文学家更好地了解了它的轨
道，并最终将它的危险系数降为 0 级。

5.4

毫厘之差

地球
小行星飞行
路径

核武器方案

针对自动巡天系统可能发现的杜林最高级对象，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
许多可行的应对方案。好莱坞长期以来最喜欢的方案是用核武器来消灭太
空中的灾难性陨石。然而专家们一致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核武器是最糟
的选择。主要问题是原子弹爆破十分暴戾，最可能的结果是把小行星粉碎
成许多更小的碎片，像暴风雨一样撞向地球，而不是改变小行星的轨道，
使它错开地球。其中直径超过 30 米的碎片仍有能力穿透大气层，造成灾
难，而这样的碎片很可能会有很多。

小 行 星 99942 阿 波 菲 斯
预计于 2029 年将再次靠
近地球。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计算得出，它这次将
会错过我们，但会靠得足
够近，致使其轨道受地球
引力影响可能发生巨大
改变。

这样做就像把一颗来复枪子弹变成了霰弹枪弹群，存在一个暗藏的危
险。在地球周围，空间中星罗棋布着许多被称为“引力锁眼”的点。一块
穿过了引力锁眼的陨石即使在本次靠近时错过地球，地球的引力也会将它
推向新的轨道，在一次或多次盘旋后撞到地球。随着一群陨石向地球撞来
（假使用核武器就是这个结果），很有可能至少其中之一会经过空间中的这
些引力锁眼。小行星 99942 阿波菲斯将在 2029 年再次飞近，尽管它这次不
太可能会击中地球，但令人担忧的是它可能会穿过这些引力锁眼，在 2036
年再次回到地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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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动力学冲击型武器

如果核武器不好用，那么还有什么其他选项呢？一种方法是使用所谓
动力学冲击器。这是一种不装炸药的实心武器，射向小行星，单纯靠其动
量给予一击，把它撞到新的轨道上。2005 年，美国宇航局“深度撞击”任
材料推进器通过向太空
务就做了这件事，向彗星 9P/ 坦普尔（9P/Tempel）的彗核发射了一枚固体
发 射 大 块 岩 石， 给 小 行
弹。撞击扬起了一些彗核物质，探测器上的仪器可以由此分析彗星的组成
星以相反方向的反冲力，
成分。控制一枚导弹通过撞击来偏转有威胁的彗星或小行星，其动力学过
改变其轨道。
程和“深度撞击”是一样的。目前，欧洲航天局正在计
划一个任务，测试类似的偏转技术，任务代号堂 ·吉诃德
岩石块被射
（Don Quijote），它包括一对航天器。其中一艘航天器将以
向太空
每小时 36 000 公里的速度撞向目标小行星，而另一艘航
天器则测量陨石轨道在撞击下受到的影响程度。欧洲航天
局计划在 2011 年启动这个任务。
机器人挖掘
岩石块

小行星被推向与岩
石块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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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偏转方法叫重力拖拉机，深受科学家们青
睐。由于万有引力作用，重的物体会吸引其他重的物体。
2005 年，美国两名前宇航员爱德华 ·卢和斯坦利 ·拉夫，
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制造引力拉杆，把撞向地球的
小行星拉离撞击轨道。基本构想是派一艘航天器飞到目标
小行星旁边，利用引力使小行星跟着飞行器一起飞行，然
后飞行器点燃引擎，小行星便会跟着飞离。这个主意还不
错，但你可能会反驳说，发射一艘航天器，在小行星旁边
滑翔许多年（这是在该计划中偏转小行星所需要的时间），
费这么番功夫，制订计划的人还不如干脆给小行星绑上个
火箭推进器。而这也是可行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还有个更妙的做法——材料推进器。
火箭引擎通过燃烧燃料，射出高速气流，将飞行器推向相
反方向。材料推进器也做类似工作，但是是通过向一个方
向机械弹射出材料块来推动航天器（在这里，推动的是小
行星）朝另一个方向前进的。就像射出子弹的枪有后座
力，射出材料块也会产生反冲，将小行星推向相反方向。
随着时间推移，所有推动累积起来就会改变它的路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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