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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星光偏振是研究星际介质磁场的有力工具之一. Heiles源表收集了9286颗恒星的

偏振信息, 是目前最大的光学波段星光偏振源表, 被广泛使用. 但该表中恒星的距离参数
是以前的测光距离, 很不确定. 把Heiles源表和Gaia第2次数据释放(DR2)源表进行交叉证
认, 以位置和星等作为判据, 匹配了7613颗恒星, 并获得了这些恒星的三角视差距离和误
差, 超过90%的恒星距离相对误差小于20%. 基于新的距离, 展示了星光偏振在银河系内
的分布并讨论了可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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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磁场的起源和演化是天体物理中的重要基本问题, 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银河系是
我们可以观测、研究得最清楚的星系, 为理解宇宙磁场提供了理想实验室. 银河系磁场
测量有多种方法, 比如脉冲星和河外射电源的法拉第旋率、谱线塞曼效应、相对论电子
在磁场中的同步辐射、尘埃的热辐射偏振以及星光偏振等. 基于这些观测手段, 银河系
磁场的研究现状可参考综述文章[1] . 不同的测量方法能够揭示银河系不同星际介质中的
磁场结构, 如射电偏振主要反映弥漫电离气体中的磁场性质, 塞曼效应主要用于揭示气
体云团中非常致密的局部区域磁场, 星光偏振则反映气体云团中延展的磁场结构. 准确
的银河系磁场模型需要建立在所有星际介质磁场观测的基础之上. 但目前的观测还很不
充分, 限制了我们对银河系磁场的理解.
星光偏振是观测银河系磁场的有力工具之一. 尘埃颗粒可以看成椭球体, 倾向于沿
着磁场排列, 这使得尘埃对背景恒星发出的可见光选择性吸收, 产生星光偏振, 偏振方
向与磁场方向平行[2] . 基于之前的十几个星光偏振源表并进行交叉证认获取位置、星等
和距离等信息, Heiles得到了目前最大的光学波段星光偏振源表(Heiles源表). 该源表包
含9286颗恒星[3] , 被广泛应用于银河系磁场的相关研究, 如大尺度结构北银极支[4] 和大
气体云团[5] . Heiles源表主要收集光学波段的星光偏振观测, 因而主要反映低密度气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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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磁场结构, 目视波段消光(AV )约有几星等. 红外波段的星光偏振观测, 可以探测更
致密气体云团中的磁场结构, 在近些年有了较大的进展, 如Clemens等人在H波段(波长
1.6 µm)的观测, 目视波段消光可以达到约30星等[6] .
星光偏振也是一种传播效应, 与传播路径上所有的尘埃都有关系, 反映了恒星与观
测者之间的平均磁场. 如果恒星距离已知, 就有可能指示传播路径上不同位置的磁场结
构, 从而揭示银河系大尺度磁场以及星际介质团块中磁场的结构. 但是Heiles源表中的距
离全部来自于测光数据, 依赖光谱分类以及消光模型, 许多恒星的距离误差非常大, 有些
距离误差甚至达到1000%, 所以更正源表中的距离非常必要.
最近, Gaia释放了第2批数据(后文称其为Gaia DR2), 包含了超过10亿颗恒星的天
体测量信息[7] , 其中包括高精度的三角视差测量, 5 kpc以内恒星距离的不确定度小
于20%[8] . 本文基于Gaia DR2的距离测量, 检查并更正了Heiles源表中的恒星距离, 并基
于新的更准确的距离讨论了星光偏振的可能应用.

数据处理和分析

2

Heiles源表列出了9286颗恒星的信息, 包括位置、 Henry Draper星表编号(HD编
号)、偏振度、偏振位置角、V波段星等(V )、距离等. 表中第8136行和8137行位置相同,
对应的恒星名称应为HD 232588, 而8137行给出的恒星名称为HD 14520, 因此我们去掉
了该行, 剩下9285颗恒星.
Heiles源表先把以前的偏振源表与Hipparcos、 Tycho和Smithsonian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 (SAO)星表匹配, 如果成功就直接用这些星表中的位置, 这样获取了约98%
的恒星位置; 然后从法国斯特拉斯堡天文天体数据服务(Set of Identifiers, Measurements and Bibliography for Astronomical Data, SIMBAD)数据库中获取其余恒星的
位置. Heiles源表用IDCAT参数表示恒星位置来源: IDCAT = [1, 2, 3, 4, 5]分别表示源
的位置来自[Hipparcos, Tycho, SAO, SIMBAD (角秒精度), SIMBAD (角分精度)], 而
IDCAT = −999表示位置可能不准确. 总的来说, 大部分恒星的位置精度在角秒水平, 只
有很少一部分在角分水平.
2.1

交叉证认

我们用法国斯特拉斯堡天文天体数据中心(the Strasbourg astronomical data center, CDS)在线匹配服务1 , 把Heiles源表和Gaia DR2进行交叉证认. 由于Heiles源表中并
没有给出确切的位置误差, 所以在匹配时只用角距离做判据还不够, 我们还参考了星等
信息. Gaia DR2中给出的G波段星等(G)与Heiles源表中的V星等非常接近, 应该只相差
一个常数.
我们在交叉证认的时候先把匹配半径设置成30′′ , 这样使得大约99%的Heiles源周
围都有大约20个Gaia DR2源; 对剩下的大约1%的Heiles源, 我们把匹配半径增加到120′′ ,
使得这些源周围也有足够多Gaia DR2源. 我们再比较Gaia DR2源G星等与Heiles源表
V星等, 挑取最接近的Gaia源作为匹配结果; 如果Heiles源没有V星等, 我们就取最亮的
Gaia源. 这样我们获取了所有9285个Heiles源对应的Gaia源及其相关信息, 包括位置、
1

CDS XMatch Service, http://cdsxmatch.u-strasbg.fr/x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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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编号、G星等等.
恒星距离一般不能直接取Gaia DR2视差的倒数来计算[9] . CDS在线匹配服务提供
了Gaia DR2距离表, 该表里的距离计算考虑了视差的不确定性, 基于贝叶斯方法获得了
距离的后验分布从而获得距离及其误差[10] . 我们从该表中搜寻Heiles源对应的Gaia源的
距离, 共获得了9108颗恒星的距离. 剩下的177颗恒星中, 有90%没有三角视差值, 其余
10%尽管有三角视差值但是Gaia DR2距离表中没有距离估计.
我们在图1中比较了Gaia G星等和Heiles源表的V星等. 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IDCAT
= 5或IDCAT = −999时, 即Heiles源位置精度为角分或位置可能不准确时, G星等和V星
等显著偏离, 意味着匹配极有可能是错的. IDCAT为其他情形时, 也有少数偏离很大的
源, 有可能是Heiles源表在交叉证认偏振源表和Hipparcos等星表时, 未匹配成功, 从而造
成位置不准确. 我们在剔除了星等偏离较大的源之后, 对G星等和V星等做了直线拟合,
得到两者关系为G = −0.34 + 1.03V , 即基本可以认为G星等和V星等只是相差一个常数,
与预期相符. 直线拟合残差的弥散约为0.4星等, 取5σ水平, 把直线向上或向下平移2星
等(图1), 这范围内的源, 我们认为星等一致, 是匹配的. 这样选出来的源有7613个.

图1
Fig. 1

Gaia G星等与Heiles源表V星等比较

Comparison of G magnitudes from Gaia with V magnitudes from Heiles catalogue

这样我们获得了包含7613颗恒星的新光学星光偏振源表, 表中数据包括: Heiles源
表本来的信息如位置、 偏振度、 偏振位置角和测光距离等; 对应的Gaia DR2信息如位
置、视差、视差距离及其上限和下限等, 该表将公开并提供下载. 对7613个匹配成功的
源, 我们检查了Heiles源表位置和Gaia位置之间角距离的累积分布(图2), 发现99%的源
在3′′ 之内, 考虑到Heiles源角秒水平的位置精度, 我们确认源的匹配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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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les源位置与对应的Gaia源位置角距离的累积分布

Fig. 2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of the separations between the positions of stars from the Heiles catalogue
and that from Gaia

2.2

距离检查

Heiles源表中恒星的距离(dH )为测光距离, 许多具有非常大的误差, 而Gaia的距离
(dG )来自三角视差测量, 更可信. 为了评估Heiles源表中的距离, 我们挑取了Gaia距离相
对误差在5%以内的源, 这些源约占总数的52%, 比较了这些源的dH 和dG , 结果如图3. 把
dG 当作真实距离, dH 的相对误差为(dH − dG )/dG , 其分布也展示在图3.
从图3, 我们看出整体上dH 和dG 趋势一致, 但是差别非常显著, dH 相对误差的中值约
为10%, 弥散约为35%. 其中大约有3%的源, dH 显著大于dG , 相对误差超过100%.

3

讨论和总结

由于我们获得的源表有精确的距离, 因此可以用来研究星际介质中的磁场. 下面我
们基于部分星光偏振数据定性讨论银河系本地磁场结构, 后续的工作将基于全部数据系
统地研究银河系磁场.
我们挑出了距离在2 kpc以内的恒星, 偏振度和偏振取向分布如图4. 偏振度是线偏
振强度和总强度的比值, 偏振位置角有180◦ 的不确定性, 所以用偏振取向表示偏振位置
角, 与磁场取向一致. 由于星光偏振是由尘埃的选择性吸收导致, 所以偏振度应该和尘
埃分布有关. 在亚毫米波段, 这些分布各向异性的尘埃发出的热辐射是偏振的. 我们在
图4中用灰度图表示Planck卫星在353 GHz测得的偏振强度[11] . 从图4中看出, 星光偏振
与尘埃的偏振辐射相关性较弱, 前者主要与低密度的尘埃相关, 而后者则与高密度的冷
尘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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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aia距离(dG )和Heiles源表距离(dH )之间的比较(左图)以及Heiles源表距离相对误差的分布(右图). 左图中的直
线表示dH = dG .
Fig. 3 Left panel: comparison of distances from Gaia (dG ) with those from Heiles catalogue (dH ), and the
line indicates dH = dG ; Right panel: distribution of relative errors for distances from Heiles catalogue.

总体来说, 星光偏振的偏振度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意味着尘埃在视线方向上连续
分布, 并且存在大尺度的规则磁场. 银道面附近, 偏振取向基本平行于银道面, 表明大尺
度磁场与银道面平行, 与其他观测方法的结果一致[1] . 在中高银纬的区域, 朝向大尺度结
构如Loop I[4] , 恒星数目相对较多、偏振度较高, 并且偏振取向近似与大尺度结构的延
展方向一致, 表明导致星光偏振的尘埃可能与大尺度结构成协; 在其他区域, 偏振度较
低, 偏振取向没有明显规律.
银河系中包含太阳系的区域称为本地区域. 本地区域处于一个空腔中, 星际介质稀
[12]
薄 . 为了检查本地区域的磁场, 我们挑出银极区域(银纬|b| > 60◦ )内的恒星, 画出偏振
度和偏振位置角随距离的分布(图5左列). 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距离大于约80 pc时, 南北
银极方向的恒星偏振度随距离增加, 反映了本地磁场主要分布在80 pc以外的范围. 对南
银极方向, 距离在0–80 pc之间, 有一小部分恒星的偏振度显著高于其他恒星, 可以达到
约0.5%, 这表明在南银极方向存在一个磁场或者尘埃加强的局部区域, 但是从本地区域
尘埃的3维分布[12] 中找不到对应的结构, 意味着该局部区域有加强的磁场. 高灵敏度的
射电观测有可能探测到该区域增强的同步辐射. 对银极区域, 偏振位置角的分布没有规
律, 说明磁场以小尺度随机磁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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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星光偏振与灰度图表示的Planck卫星353 GHz尘埃偏振强度图叠加. 上图: 圆圈表示偏振度, 圆圈半径与偏振度的
平方根成正比, 圆圈的颜色表示距离. 下图: 短线表示偏振取向, 短线长度与偏振度的平方根成正比, 偏振度小于0.25%用
同样长度短线表示, 短线颜色表示距离. 图中坐标为银道坐标.
Fig. 4 Starlight polarization overlaid on the gray images showing the Planck 353 GHz polarized intensity.
Top panel: circles show polarization percentage with radius proportional to square root of polarization
fraction. Colors of the circles encode the distances. Bottom panel: bars indicate orientation of
polarization with length proportional to square root of polarization fraction. Note that the lengths of
bars are the same for polarization fractions less than 0.25%. The color of bars also shows distances. The
coordinates in images are galactic coordinates.

“Fan”区域是射电偏振天空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结构[13] , 位于120◦ . l . 135◦ (l为银
经), |b| . 10◦ . 从图5 (右列)中可以看出在该区域偏振度随距离显著增加, 并且偏振取向
基本与银道面平行. 我们把“Fan”区域偏振度和位置角随距离的变化画在图5 (右列). 偏
振度在距离大于约120 pc后缓慢增加一直到1 kpc, 偏振位置角在距离大于约300 pc之后
基本在90◦ 左右, 即磁场与银道面平行. 如果“Fan”区域是一个本地结构, 那我们预期星
光偏振度在距离很小的时候会有显著增加, 并且具有规则的偏振位置角, 但是图5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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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形态. 星光偏振数据似乎建议“Fan”区域可能不是一个本地结构, 而更有可能与
银河系大尺度磁场有关[13] .

图5

星光偏振度与恒星距离的关系(上)以及偏振位置角随距离的分布(下). 左列表示银极区域, 右列表示“Fan”区域.

Fig. 5 Starlight polarization percentage versus distances (top) and polarization angles versus distances
(bottom). Left column is for the Galactic pole area, and the right column is for the “Fan” region.

我们通过把Heiles源表和Gaia DR2数据进行交叉证认, 获得了包含7613颗恒星的精
确距离. 基于新的星光偏振源表, 我们检查了银河系本地磁场和“Fan”区域的性质, 展示
了星光偏振数据是研究星际介质磁场的有力工具. 后续工作将基于新的星光偏振源表系
统地研究银河系的磁场结构.
致谢 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意见, 该意见极大提高了论文质量. 同时, 非常感谢云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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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sit to the Optical Starlight Polarization
Catalogue by Heiles: Distance Update
MENG Mei-niang

SUN Xiao-hui

(School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ABSTRACT Starlight polarization serves one of the powerful tools to study magnetic
fields in the Galactic interstellar medium. Heiles catalogue contains polarization information for 9286 stars and is by far the biggest. This catalogue has been extensively
used to study magnetic fields. However, the distance parameters of the stars in this
catalogue are from photometric observations and very uncertain. We cross match Heiles
catalogue with Gaia Data Release 2 (DR2), and identify 7613 stars using both angular
separation and magnitude as constraints. We then obtain precise distances from Gaia
DR2 for these stars. For more than 90% of the stars, the relative errors of the new
distances are within 20%. Based on the new catalogue, we demonstrate how starlight
polarization can probe Galactic magnetic fields.
Key words catalogues, ISM (interstellar medium): magnetic field, stars: distances,
astrometry, parall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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