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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的火星的沙塵暴和沙塵暴和極區極區

◎每個火星年都發生上百次的區域性沙塵暴，主◎每個火星年都發生上百次的區域性沙塵暴，主

要發生在極冠邊緣和亞熱帶高地要發生在極冠邊緣和亞熱帶高地 ，有時把大量，有時把大量
塵沙捲到塵沙捲到3030公里高空，發展成全球性的大塵暴，公里高空，發展成全球性的大塵暴，
可持續幾個星期可持續幾個星期

◎沙塵暴改變了大氣的溫度，沙塵也成為水汽◎沙塵暴改變了大氣的溫度，沙塵也成為水汽和和

COCO22氣體的凝結核，最終沉降到極區氣體的凝結核，最終沉降到極區

◎火星過近日點期間◎火星過近日點期間 正是其南半球夏季，日照強正是其南半球夏季，日照強
大氣變得不穩定，成為沙塵暴的發源地大氣變得不穩定，成為沙塵暴的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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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極區的冰層火星極區的冰層
由水冰和乾冰組成由水冰和乾冰組成

◎火星極區的冬季降到◎火星極區的冬季降到--125125℃以下，大氣中℃以下，大氣中30%30%
的的COCO22凝結凝結 成為乾冰降落在極區表面，形成約成為乾冰降落在極區表面，形成約
2222cmcm厚的薄層白色極冠，到了春暖厚的薄層白色極冠，到了春暖 乾冰又昇乾冰又昇
華華 極冠消融極冠消融

◎火星大氣中◎火星大氣中COCO22所產生的溫室效應所產生的溫室效應 可使表面溫可使表面溫
度提高度提高5050℃℃

◎冰極冠下面是層狀沉積◎冰極冠下面是層狀沉積 深達數公里深達數公里，，南極沉積南極沉積
區下面是古老隕擊高地區下面是古老隕擊高地，，北極沉積區下面是火北極沉積區下面是火
山平原山平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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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火星上的隕隕擊坑擊坑

◎隕擊坑◎隕擊坑 直徑直徑1515kmkm以下的簡單碗狀坑，直徑以下的簡單碗狀坑，直徑1515kmkm
以上有中央峰的複雜坑，其中年輕的隕擊坑有階以上有中央峰的複雜坑，其中年輕的隕擊坑有階

梯狀坑壁梯狀坑壁

◎對於同樣直徑的隕擊坑，火星上的隕擊坑比月坑◎對於同樣直徑的隕擊坑，火星上的隕擊坑比月坑

淺淺

◎火星隕擊坑很少有輻射紋，濺出物沉積和次生坑◎火星隕擊坑很少有輻射紋，濺出物沉積和次生坑

也少也少

◎火星上許多直徑◎火星上許多直徑100100kmkm以上的隕擊坑中央峰呈環以上的隕擊坑中央峰呈環
狀狀 更大的隕擊坑有多個同心環更大的隕擊坑有多個同心環，，直徑直徑175175kmkm以上以上
的大隕擊坑幾乎都在南半球的大隕擊坑幾乎都在南半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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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火星上的隕擊坑隕擊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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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的地質火星的地質

◎南半球較高較平坦隕擊嚴重較暗較老◎南半球較高較平坦隕擊嚴重較暗較老

◎北半球較低較平坦隕擊較少較年輕◎北半球較低較平坦隕擊較少較年輕，，有有
廣泛熔岩流塌陷和巨大火山廣泛熔岩流塌陷和巨大火山

◎火星上最大的盆地◎火星上最大的盆地HellasHellas盆地盆地

◎徑流河床◎徑流河床，，高地河床可能是在嚴重隕極高地河床可能是在嚴重隕極
期之末期之末((約約4040億年前億年前，，火星有濃厚溫暖大火星有濃厚溫暖大
氣和降雨多的時期氣和降雨多的時期))形成的形成的

◎河床可能是地下冰或永凍土融化造成的◎河床可能是地下冰或永凍土融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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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表面最大高程差達◎火星表面最大高程差達3030km km ，，而地球上僅為而地球上僅為2020kmkm
◎◎火星表面是由多種地質過程所形成火星表面是由多種地質過程所形成，，包括隕擊包括隕擊 火山火山

構造構造 風蝕風蝕 流水侵蝕流水侵蝕 永凍土永凍土 物質坡移物質坡移 等作用等作用

◎許多火山地貌表明火星以前曾有很強烈的火山活動◎許多火山地貌表明火星以前曾有很強烈的火山活動

((如大的盾形火山如大的盾形火山) ) ，，但現階段沒有火山活動的跡象但現階段沒有火山活動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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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號太空船登陸火星表面海盜號太空船登陸火星表面

◎海盜◎海盜11號著陸於黃金平原西部號著陸於黃金平原西部(22.5(22.5。。W , 47.80W , 47.80。。

N)N)
◎◎海盜海盜22號著陸於靠近北極的烏托邦平原號著陸於靠近北極的烏托邦平原UtopiaUtopia

PlanitiasPlanitias (225.6(225.6。。W , 48W , 48。。N)N)
◎◎海盜海盜22號著陸放置的地震儀傳回了號著陸放置的地震儀傳回了577577天的資料天的資料

僅僅22次可能是火星地震記錄次可能是火星地震記錄

◎從火星◎從火星22次地震等資料推算岩石圈厚度至少次地震等資料推算岩石圈厚度至少150150
公里公里 ，，這樣厚的岩石圈阻礙了火星發育板塊構這樣厚的岩石圈阻礙了火星發育板塊構
造造，，因而足以支撐大的盾形火山因而足以支撐大的盾形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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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表面黃褐色是由於表土含磁赤鐵礦火星表面黃褐色是由於表土含磁赤鐵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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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號挖掘土壤進行實驗海盜號挖掘土壤進行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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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極地登陸艇火星極地登陸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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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極地登陸艇火星極地登陸艇..



13

19971997年成功登陸的年成功登陸的
拓荒者號登陸艇與拓荒者號登陸艇與

逗留者號漫遊車逗留者號漫遊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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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號和機會號漫遊車精神號和機會號漫遊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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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漫遊車仔細考察表面岩石火星漫遊車仔細考察表面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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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奧德賽號太空船火星奧德賽號太空船

Mars Odyssey Probe.Mars Odyssey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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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軌道上的中繼站火星軌道上的中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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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將送無人探測飛機及氣球上火星未來將送無人探測飛機及氣球上火星
進行大面積地毯式的考察進行大面積地毯式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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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奧林怕斯火山火星上的奧林怕斯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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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的衛星火星的衛星

◎火星的衛星◎火星的衛星 火衛火衛一一 Phobos Phobos , , 火衛二火衛二 DeimosDeimos
◎◎火衛一和火衛二的三軸長為火衛一和火衛二的三軸長為 1818 ××2121 ××2727km km 和和

1515 ××1212 ××1111kmkm的扁球的扁球

◎火衛一和火衛二的軌道半長徑分別是◎火衛一和火衛二的軌道半長徑分別是 93809380km km 
和和 2346023460km km ，，大致在火星赤道上空大致在火星赤道上空 繞轉週期繞轉週期
分別為分別為0.3190.319天和天和1.2631.263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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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的衛星火星的衛星

◎火衛一和火衛二都同步自轉◎火衛一和火衛二都同步自轉，，自轉週期和繞轉自轉週期和繞轉

週期相同週期相同，，永遠以同一側面對火星永遠以同一側面對火星

◎近幾十年的觀測表明◎近幾十年的觀測表明，，火衛一的軌道正在縮小火衛一的軌道正在縮小
離火星愈來愈近了離火星愈來愈近了，，估計在估計在11億年後會撞上火億年後會撞上火
星星，， 但在此之前它可能就被火星的引潮力瓦解但在此之前它可能就被火星的引潮力瓦解
粉碎了粉碎了，，成為繞火星的火星環成為繞火星的火星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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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的衛星火星的衛星

◎火衛一的表面覆蓋一層碎屑◎火衛一的表面覆蓋一層碎屑((表土表土) ) ，，估計厚度估計厚度
達達100~200100~200公尺公尺

◎火衛一引力場弱◎火衛一引力場弱 逃逸速度小逃逸速度小((約約1010m/s) m/s) ，，隕擊隕擊
濺射物極易逃離至太空中濺射物極易逃離至太空中，，但可能逃離到離火但可能逃離到離火

衛一不遠處衛一不遠處 之後又掉回火衛一表面之後又掉回火衛一表面

◎火衛一和火衛二的平均密度◎火衛一和火衛二的平均密度(2(2g/cmg/cm33 和和
1.71.7g/cmg/cm33) ) 略小於碳質隕石略小於碳質隕石 ，，並小於火星的平並小於火星的平
均密度均密度(3.95(3.95g/cmg/cm33) ) ，，火星的平均密度是四顆類火星的平均密度是四顆類
地行星中最小的地行星中最小的，， 一般認為火衛一和火衛二原一般認為火衛一和火衛二原
本是碳質小行星本是碳質小行星 被火星俘獲而成為其衛星的被火星俘獲而成為其衛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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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木星
巨大的氣體行巨大的氣體行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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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的大紅斑木星的大紅斑

位於南緯位於南緯2323度的大紅斑度的大紅斑

長達長達2600026000公里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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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的大紅斑木星的大紅斑

它已存在至少三百多年它已存在至少三百多年

以以66天的週期逆時針旋轉天的週期逆時針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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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的衛星木星的衛星
木衛一木衛一

艾歐星艾歐星((Io)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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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歐星艾歐星((Io)Io) 上的活上的活火山火山
正在正在噴出噴出SOSO22氣體氣體

噴出的氣體散佈在軌道上噴出的氣體散佈在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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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衛三木衛三

歐羅巴星歐羅巴星((EuropaEuropa))
半徑半徑26312631km km 是太陽系最大的衛星是太陽系最大的衛星

比水星和冥王星還大比水星和冥王星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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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衛三木衛三

歐羅巴星歐羅巴星((EuropaEuropa) ) 
表面有冰殼表面有冰殼

水冰佔質量水冰佔質量30~50% .3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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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土星

土星質量是地球的土星質量是地球的9595倍倍

土星每十小時多自轉一週土星每十小時多自轉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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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NASA和和ESAESA聯手研發的聯手研發的
卡西尼與惠更斯太空船卡西尼與惠更斯太空船

今年七月將抵達土星今年七月將抵達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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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7年年 卡西尼與惠更斯太空船卡西尼與惠更斯太空船
由大力神四型由大力神四型((TitanTitan--4)4)火箭送入太空火箭送入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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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衛六土衛六 泰坦星泰坦星

半徑半徑25752575kmkm，，比水星比水星(2439(2439km)km)還大還大

有濃厚的氮氣大氣層有濃厚的氮氣大氣層

有液態甲烷海洋、甲烷雲、甲烷極冰有液態甲烷海洋、甲烷雲、甲烷極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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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星和海王星天王星和海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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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王星和它的衛星冥王星和它的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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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彗星((Comet)Comet)
穿梭太陽系的遊子穿梭太陽系的遊子..



39恐龍是如何滅絕的？恐龍是如何滅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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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表面的隕石撞擊坑月球表面的隕石撞擊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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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隕石撞擊坑地球上的隕石撞擊坑

美國亞利桑那州的隕擊坑美國亞利桑那州的隕擊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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隕石撞擊坑後來形成湖泊隕石撞擊坑後來形成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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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隕石撞擊坑地球上的隕石撞擊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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隕擊坑湖泊隕擊坑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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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行星數量極多小行星數量極多

部分近地小行星將來可能會撞上地球部分近地小行星將來可能會撞上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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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長週期彗星會無預警地突然出現部份長週期彗星會無預警地突然出現
對地球造成威脅對地球造成威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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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的軌道彗星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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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陶號喬陶號((GiottoGiotto))
哈雷彗星探測船哈雷彗星探測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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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我們的家園地球─我們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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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每年花費數千億的國防預算世界各國每年花費數千億的國防預算
在採購武器裝備，用來防止敵人入侵在採購武器裝備，用來防止敵人入侵

但是但是…………....最大的敵人在哪裡？？？最大的敵人在哪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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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飛彈去攔截即將撞上地球的小天體發射飛彈去攔截即將撞上地球的小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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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太空船登陸小天體派遣太空船登陸小天體

安裝核彈並加以引爆安裝核彈並加以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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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人類將建造出更大的太空船未來人類將建造出更大的太空船

去探索無盡的宇宙去探索無盡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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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謝謝各位謝謝各位

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聯絡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聯絡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研究所碩士成功大學航空太空研究所碩士 陳俊中陳俊中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adion3@gmail.comadion3@gmail.com

網址：網址：http://adion.page.tl/1.htmhttp://adion.page.tl/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