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宇宙年齡測定的方法 
 
 

在測定宇宙年齡的下限上所使用的主要有三種方法[15]：(1) 

放射性元素測年法；(2)星體演化測年法；(3)白矮星冷卻測年法。 

以下就這三種方法分別作介紹。 

 
 

1.4   放射性元素測年法 

要得到星球年齡最精確的方法是根據放射性元素的衰變。目前 

常用到的是鈾（U）和釷（Th）這兩種重元素，其衰變過程如下所示： 

 
                          232Th → 208Pb (半衰期140.5億年) 

235U → 207Pb (半衰期7.07億年)          (4-1) 

                            238U → 206Pb (半衰期44.7億年)              

 

然而由於缺乏放射性元素在衰變時的起始條件，所以這些半衰

期在實際的使用上會使得問題變得比較複雜。因此，在測量上是先

假設有一Ａ元素，而Ａ元素只會衰變成單一的Ｂ元素，且Ｂ元素不

會由其他種類的核反應產生。現將某一含有 A元素的樣品獨立於可

以產生重元素的核反應（如超新星爆炸）之外，則樣品內的Ａ元素

和Ｂ元素之含量關係可用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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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p()]/exp(1[ 000 −+=−−+= ττ tABtABB      (4-2) 

 

可是除非在(4-2)式中起始的Ｂ０是已知的，否則是無法直接由(4-2)

式中得到樣品的年齡。但是只要採用 B元素的同位素時，則(4-2)式

的計算方法就會變得比較容易： 

 

                  ]1)/)[exp(/(// 0 −+= τtDADBDB      (4-3) 

 

在(4-3)式中 D為 B的同位素，則樣品的年齡可由 A/D對 B/D 

圖形中的斜率： ( ) 1/exp −τt 求得。利用上述的計算方法不僅可以告 

訴我們太陽系的年齡，同時也可以知道在太陽系生成之前，235U/238U 

與 232Th/238U兩者含量的比。經由計算重元素含量比率的方程式，可 

以預測重元素相對含量，進而根據模型，可得到本銀河系的年齡為

15100 ± 億年。在其它恆星上也可以藉著Th/Nd來精密測量年齡，由

這個方法可得到本銀河系的年齡為 96億年。 

在元素週期表最後部份的元素是並不能靠恆星內部的核融合來 

製造產生的，而是得需要由超新星爆炸所產生。根據理論，超新星 

在爆炸時所產生重元素的過程可分成下列兩種：(1)快速過程（rapid  

process）；與(2)緩慢過程（slow process）。快速過程是指當超新 

星在爆炸時可以產生大量的中子，而且這些中子有部份可以被較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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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捕獲到，而形成較重的元素；而緩慢過程則是指當超新星爆 

炸時並沒有大量的中子產生，只有少數較輕的元素可在超新星爆炸 

過程中捕捉到爆炸時所產生的少量中子，其餘較輕的元素只能靠捕 

捉其他元素原子核在衰變時所產生的中子而形成重元素。利用放射 

性元素測量年齡上需靠下列兩項互相比較而得：(1)放射性原子核與 

其穩定同位素原子核的兩者含量比，與(2)在超新星爆炸時，產生的 

放射性原子核與其穩定同位素，在理論上所預測含量比。 

由於測量本銀河系中最年老的恆星的年齡，可得知本銀河系於 

何時開始形成恆星，與宇宙年齡的下限。而在測量星球的年齡上是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釷-232（232Th）（半衰期 140.5億年）。從釷-232 

的半衰期可知，這種重元素的含量從宇宙創生到現在大約減少了一 

半左右。目前，透過 R. Cayrel等人精確測量恆星 CS22892-052（為 

一顆金屬元素貧乏的恆星）上釷-232的 401.9奈米譜線的高解析度 

光譜，CS22892-052的年齡為 156±46億年[16]。 

若能同時使用釷-232與鈾-238（238U）（半衰期 44.7億年）兩種 

重元素，在恆星年齡的測量上是更為適當的。但是由於先前在檢測 

恆星 CS22892-052的光譜時，正好沒有偵測到鈾-238離子化後波長 

385.957奈米的最強譜線。但經 R. Cayrel等人觀測一顆金屬貧乏但 

重元素含量多的恆星(編號為 CS31082-001)時，發現了 385.957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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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條譜線，並得出這顆恆星的年齡為 125±30億年。所有如同 

CS31082-001一樣屬於金屬元素貧乏的恆星上之重元素，可能是本銀 

河系在早期於很短的時間間隔內形成的。   

放射性元素和其穩定元素創生經過 Ät 之後，兩者含量比 ñ， 

可用下式來表示： 

 

                  )]/2[exp(ln 2/10 tt∆×= ρρ             (4-4) 

 
 

上式中的 0ρ 表示起始創生時的含量比，而 2/1t 表示放射性元素的半衰 

期。為了要測出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起始創生的含量比必須要知 

道，在理論上，而這可由宇宙大爆炸製核理論的核子豐度模型得知。 

可是，只要選定的元素原子量儘可能接近的話，在理論和觀測上的 

誤差應可縮小。所以，對於在 CS31082-001上的釷-232和鈾-238而 

言，鋨(Os)和銥(Ir)兩種元素是最穩定的參考元素。從釷-232和鈾 

-238的半衰期（分別為 140.5億年和 44.7億年）可得兩者的對數衰 

變方程式Δt（詳見附錄Ｂ）為： 

 
 

             ])/log()/[log(7.46 0 obs
rThrTht −=∆         (4-5) 

])/log()/[log(8.14 0 obs
rUrUt −=∆          (4-6) 

30 



            ])/log()/[log(8.21 0 obs
ThUThUt −=∆       (4-7) 

 

上式中Δt的單位為十億年，而 r表示鋨或銥，而像 0)/( rTh 這一類 

的項表示起始創生時的含量比。因為釷和鈾兩者的質量數相接近， 

所以原則上 0)/( ThU 起始創生時含量比，在理論上的不確定性要較任 

何的 0)/( rU 來得少。利用這種方法可測得 CS31082-001的年齡為 

30125 ± 億年。 

 
 

2.4  星體演化測年法 

將位於本銀河系銀暈上的球狀星團中的恆星（約 510 顆）依顏色 

－星等繪製成赫羅圖（Hertzsprung-Russel圖），可以清楚得到恆星的 

分布，如圖四所示。而在圖四中的恆星分布可整理並敘述如下： 

 

  ( )1 主序星（main sequence，MS）  

位在此位置的恆星其發光度（L）、溫度（T）、大小（r）與質

量（M）的關係為： 3ML ∝ ； 2/1MT ∝ ； 2/1MR ∝ 。當一顆主序

星的燃燒掉總質量大部份的燃料時，這顆主序星會很快的脫離在

赫羅圖上主序星所在的位置，而這顆主序星的生命期為： 

      
 

3/22 −∝⇒∝ LMcL τ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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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巨星支系（giant branch，GB） 

恆星核心的氫一旦燃燒耗盡之後，恆星會持續燃燒在核心 

外殼的氫氣。如同白矮星一樣，富含氦元素的核心會一直收縮 

直到與電子的簡併壓相等為止。此時，這顆星體外層部份會膨 

脹為原來體積 10倍的紅巨星。因此，從主序星到巨星支系會有 

個轉向點。起初位在轉向點上的恆星在演化為巨星支系之前為 

溫度較低的次巨星（subgiant）。 

 

    ( )3 水平支系星（horizontal branch，HB） 

           當紅巨星燃燒更多的氫之後，氦核的質量與溫度會增加到 

氦可以燃燒的溫度。這會稍微減少星體的發光度，但整個星體 

會變得較小且溫度較高。 

 

    ( )4 漸巨星支系（asymptotic giant branch，AGB） 

當核心的氦耗盡時，核心外層的氦和更外層的氫會開始燃 

燒，這時此星體會再度回到巨星支系上。 

 

( )5 恆星演化的最後階段 

 

位於漸巨星支系的恆星在末期階段有個重元素增加且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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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核心，正常的情形下，這顆恆星會失去較外層，而留下以 

輻射方式冷卻但不會進一步產生核融合反應的白矮星。這類星 

體位在主序星之下，因溫度的關係，其發光度很低。 

 

因此透過理論和觀察結果之間的比較，就能得到球狀星團的年 

齡。當恆星演化時，它們在赫羅圖上的位置也會隨之改變不同。在 

球狀星團的恆星系統裏，同時誕生的不同質量之恆星，理論上在赫 

羅圖上的位置會不相同。所以，偵測整個恆星的分佈可以提供球狀 

星團恆星系統的年齡之最佳限制。因此，主序星在耗盡氫燃料時轉 

向點的發光度對偵測恆星年齡而言，是個相當靈敏的參數。 

理論上利用恆星來定年是仰賴使用於恆星演化模型所輸入的大 

量參數。在計算恆星演化模型會使用到下列 7個參數[17]：(a)[O/Fe] 

的均值；(b)混合長度（mixing length）；(c)原始的氦含量；(d)  

14N+p->15O+r的反應速率；(e)氦的擴散係數；(f)顏色轉換；(g)低溫 

的不透明度（opacity）。而這些輸入的參數會受到不同的理論和實 

驗的不確性所影響。除此之外，為了配合理論上的赫羅圖，必須將 

視星等轉換成發光度，顏色轉換成溫度，在這轉換之間都會造成不 

同的不確定性。然而，為了決定球狀星團中轉向星的光度，必須決 

定出球狀星團的距離。根據 Lawrence M. Krauss等人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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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球狀星團年齡估計上造成不確定性因素的最主要來源為將 

視星等轉換成發光度時的過程。  

根據 Lawrence M. Krauss等人的研究估計，在本銀河系中最老 

的球狀星團的年齡為 124億年。另一組研究人員則測出球狀星團M5 

的最低的年齡為 120億年。 

 
 

3.4  白矮星（white dwarf）冷卻測年法 

    由於球狀星團中的星體可視為是同時期誕生且具有均勻的化學 

本質，如同利用主序星的演化測定年齡的方法一樣，白矮星成為了 

在測定年齡方法上極佳的對象。在原則上，白矮星於測定年齡時應 

是較簡單的星體，這是由於白矮星內部的簡併物質之狀態方程式與 

溫度無關。因此，這些演化到終點的星體在冷卻時並不會改變其內 

部的結構[19]。然而，因這些星體所釋放出的能量是受外層非簡併的 

大氣層之不透明度（opacity）所影響。如果假設這不透明度是由大 

氣層中的離子所決定的話，則白矮星的發光度（ luminosity）與質量、 

年齡的關係式可用下式表示： 

 

                      
5/7−∝ MtL                        (4-9) 

 

在上式(4-9)式中，這個白矮星的發光度關係式很明顯的存在著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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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而這對本銀河系中所觀察到的結果而言，是個相當令人所信 

服的。 

而從(4-9)式可知，白矮星的發光度函數可以用來測定年齡。使 

用相同的方法，可以直接比較本銀河系的球狀星團和銀盤中白矮星 

的年齡。此外，白矮星內部的物理現象與主序星是相當不一樣的。 

特別是在白矮星的高重力影響之下，所有比氦重的元素會往下沉。 

因此，金屬物質對白矮星的大氣層模型的影響就不重要了。如此一 

來，分別比較從白矮星與主序星模型所測得的年齡就能提供在系統 

模型誤差上極佳的檢驗。 

假設白矮星的核心是碳／氧組成的核心，且由於重力的沉降作 

用，會造成了外圍如同洋蔥般化學組成均勻的層狀結構，而表面氦 

層的質量
He

M ∼
wd

M210 − （
wd

M 為白矮星的質量）。在起始質量方程式 

和星球形成過程的選擇上，使得計算球狀星團與銀盤的發光度函數 

上有顯著的不同。在本銀河系銀盤上，星球形成的速率假定是常數， 

且起始質量函數的斜率α為 2.35。對球狀星團M4而言，則假定星球 

形成是單一的星爆過程，且尚未演化為白矮星時的質量函數斜率α  

為 1.05。其他潛在的明顯不確性為：以氫氣大氣層冷卻之白矮星與 

以氦氣大氣層冷卻之白矮星兩者的比值
H

f 上。   

利用觀測數據和理論的模型，可得到圍繞在本銀河系銀暈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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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狀星團 M4的年齡為 7127 ±=
gc

T  億年，且對銀暈上金屬貧乏的恆 

星而言，利用釷和鈾兩種元素衰變所測得的年齡為 30125 ± 億年也極 

符合；對於金屬貧乏的球狀星團利用主序星轉向其它支系星的年齡 

測量方法所測得的年齡則為 15132 ± 億年。 

若使用與白矮星相同的方法，可得到本銀河系圓盤年齡為 t 圓盤 

1573 ±= 億年。這結果使人聯想到本銀河系主要的銀暈形成年齡 

與太陽鄰近恆星形成的年齡有顯著差別。這差別在於球狀星團形成 

銀河系銀暈時，經過了幾十億年的時間後，原始圓盤上氣體才冷卻 

到可以形成基本的細薄圓盤，並且開始形成新的恆星。  

今將分別利用放射性元素測年法、星體演化測年法與白矮星冷 

卻測年法所測得的結果整理成表二。然而不論是利用哪一種測定年 

齡的方法，都可以提供目前宇宙年齡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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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測定年齡方法 測定的對象 

所得的年齡 

（單位：十億年） 

本銀河系(Th/U)   10±1.5 
放射性元素衰變 

CS31082-001（U/Th） 12.5±3 

本銀河系最老的球狀星團 12.4 HR圖中球狀星團的恆

星演化轉向點 M5 12 

本銀河系銀盤上的白矮星 9.3±2.0 
白矮星冷卻法 

M4的白矮星 1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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