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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OST 发现距离太阳最近的高速星/超高速星样本 

   近期，上海天文台星团与银河系研究团组成员钟靖、陈力和国家天文台以及北京大学 KIAA

研究所的多位研究人员，通过对 LAMOST DR1 数据中 170 万条恒星光谱的视向速度进行分析，

成功搜寻到了 28 颗速度超过 300 kms-1 的高速星样本，其中有 5 颗运动速度甚至达到了 500kms-1 

以上，已然超过了太阳附近恒星的银河系逃逸速度，成为新发现的超高速星样本。这是迄今为止

使用 LAMOST 发现的最大数目高速星/超高速星样本，同时由于样本大部分都位于太阳周围

6,523.2 光年以内，这也成为了距离太阳系最近的高速星/超高速星样本，并且大部分都是 FGK 型

晚型恒星。这一发现将已知的晚型高速星/超高速星样本从之前距离太阳 9,784.8 光年以外扩展到

了 6,523.2 光年以内，填补了太阳邻域内发现晚型高速星/超高速星样本的空白，并对现有的高速

星/超高速星主要由银河系中心黑洞弹射的形成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深入研究太阳邻域内晚

型高速星/超高速星的其他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样本。 

 

 

 

 

 

 

 

 

 

 

 

 

 

 

超高速星是银河系内一类运动速度特别快的天体，一般认为是由于双星系统与银河系中心的

超大质量黑洞相互作用产生的：其中一颗星被黑洞俘获，另一颗则获得大部分动量被弹射出银河

系中心，从而成为了超高速星。目前，银河系内已有几十颗星被证认为超高速星，大多是距离太

阳系 3 万光年以外的早型 B 型星。这类特殊恒星的发现，之前曾被作为银河系中心存在超大质量

黑洞的间接证据，近年来也被作为示踪天体，推断银河系中心区域的星族成分、双星比例、初始

质量函数，以及研究黑洞与恒星的相互作用等问题的依据。 

这批高速星/超高速星样本的发现，以及之前犹他大学郑政等人利用 LAMOST 数据所发现的

首颗近距离 B 型超高速星的工作，都毋庸置疑地表明了 LAMOST 在银河系研究方面的巨大潜力，

其所观测到的海量光谱数据将为科学家深入研究银河系结构和演化提供有力的支持。 

6 月，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已被国际著名天文期刊 《Astrophysics Journal Letter》接收。 

 

 

 

 

  

 

 

图为 28 颗高速星样本中不同 

类型光谱示例。所有光谱数据 

均来自 LAMOST DR1 数据。  

图中标定了用来测定光谱视 

向速度的各种吸收线，以 

及 LAMOST 光谱的标识名、 

光谱平均信噪比和视向速度 

等信息。 

 

（钟靖供稿） 



 

 

LAMOST DR1 中 K 型巨星的证认和参数估计 

    K 型巨星是由恒星度过漫长的青壮年（主序星阶段）后，燃烧到后期一个较短的不稳定阶段

所形成的产物。在这个阶段的 K 型巨星比年轻时的恒星大很多，表面温度相对很低，呈现较红颜

色，但是极为明亮。 

近期，国家天文台刘超等人使用一套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支持向量机的分类方法，直接

从 LAMOST DR1 数据集的恒星光谱特征上筛选、证认 K 型巨星。该方法可以将观测样本中约 75%

的 K 型巨星挑选出来，同时在证认样本中仅仅混入了约 2.5%的其它类型恒星。最终他们从 LAM 

OST 光谱中证认出约 29 万条巨星光谱，大量信噪比较低的 K 型巨星也被成功挑选出来。 

 

 

 

 

 

 

 

 

 

 

为进一步获知这些 K 型巨星的确切距离。刘超 

等人采用一种贝叶斯统计方法，对选出的 29 万 K 型 

巨星中位于高银纬的 13 万 K 型巨星给出了距离估计。 

对 LAMOST 而言，最远可以探测到距离太阳 80 千秒 

差距（260,928 光年）的 K 型巨星。这将帮助我们在 

很大空间内来研究银河系恒星晕的化学－运动学特征、 

暗物质晕的质量分布、以及星系晕的演化历史等重要 

问题。LAMOSTDR1 数据中 K 型巨星的证认为后续 

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基础。 

6 月，该项研究成果被国际知名天文学术期刊 

《天体物理学报》（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接收。 

                                                     （刘超供稿） 

 

 

图为 LAMOST 观测的不同信噪比的 K型巨星光谱示例图 

 
上面红线显示 13 万颗测定了距离的 K 型巨星的距离 

分布，可以看到有数百颗星分布在超过 40 千秒差距 

的距离上。下面黑线则是 LAMOST 确定了恒星大气 

物理参数的信噪比较好的 K 型巨星，几乎没有超过 

40 千秒差距的样本。 

 



 

      

 

             

 

 学术活动  

 6月3日，LAMOST学术论坛第四十六期由LAMOST冠名博士后田海俊做了“利用LAMOST

数据研究太阳附近恒星动力学”，报告介绍了如何利用LAMOST数据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及已

经取得的进展。  

 

 

 

 

 

 6月16日，学术论坛第四十七期由LAMOST冠名博士后杨明介绍了LAMOST南银冠光谱巡天

天区范围的情况。 

 

 

 

 

                                        简    讯 

 国际交流合作 

     6 月 20 日-29 日，中心常务副主任赵永恒研究员、中心总工程师崔向群院士前往加拿大参

加 SPIE 天文望远镜及仪器 2014 年大会。崔向群院士受邀主持了“极端环境下望远镜的设计”

和“射电天文望远镜及阵列”两个分会，赵永恒研究员做了题为“LAMOST 光谱巡天”的报告。 

 LAMOST 数据处理软件升级评审会召开 

   针对 LAMOST 数据处理软件在先导巡天和第一年正 

式巡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心数据处理部和科学巡天 

部对软件进行了升级。6 月 30 日，LAMOST 数据处理 

软件升级评审会在国家天文台召开，中心主任赵刚研究 

员、常务副主任赵永恒研究员、北京大学吴学兵教授、 

北师大付建宁教授等参加评审会。会上，白仲瑞和宋轶 

晗分别做了题为“2D数据处理软件升级”和“1D 光谱分析 

软件升级”的报告，2D 软件中增加了杂散光处理、流量 

定标星的选取等新功能，并改进了波长定标和减天光算 

法等；1D 软件更新并扩展了恒星模板库，增加了数据产 

品检查模块，重新定义了分类置信度等相关问题。评审专家在听取了开发人员的报告后，经质

询，一致认为此次软件升级提高了数据处理质量，可以应用到 LAMOST DR2 数据处理中，此次

软件升级通过评审。 

 

    

 

数据处理软件升级评审会现场 

 

第四十六期学术论坛 

 

第四十七期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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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运行部工作情况 

6 月 6 日，LAMOST 正式进入夏季维护

阶段。6 月 1-5 日，LAMOST 共观测 7 个天

区。理论观测时间为 30 小时，实际观测时间

为 8.5 小时（其中测试时间 0 小时），占理论

观测时间的 28.3%。受兴隆观测站天气原因*

影响，共 21.5 小时未能观测，占理论观测时

间的 71.7%。 

本月，望远镜仪器故障时间为 0 小时。 

(天气原因*：包括雨雪、大风、阴天、

沙尘、多云等) 

科学巡天部工作情况 

6 月，完成观测计划的制定。实际观测

计划的执行情况如下：V：6 个；B：1 个；

M：0 个。共计 7 个。（V 为 9m-14m较亮天区；

B 为 14m-16.8m亮天区；M 代表 16.8m-17.8m天区。） 

完成了 6 月份正式巡天观测数据的 2D 

pipeline 处理。 

 

 

   

 

 

 

技术维护与发展部工作情况 

6 月，例行主动光学、机架跟踪等自检和日

常维护；完成 MA S-H 的现场更换、布线、安装

和初步调试；完成 MA 子镜干冰清洗、反射率

测量、镀膜准备及 MB 子镜镜罩清洗；完成主

动光学 MA 力促动器智能控制器软件升级硬件

更换和软、硬件测试；光纤定位单元维护和更

换；完成 3 块备份 MA 子镜的重新抛光和镀膜； 

进行 4000 根光纤出射端端面清洁和维护；         

16 台光谱仪狭缝恢复与维护；光谱仪像质恢复

和调整；16 台光谱仪波长覆盖一致性调整； 并

完成 2 块准直镜镀膜、更换 8 号光谱仪准直镜。       

 

数据处理部工作情况 

 按计划完成 6 月份巡天光谱数据的 1D 

pipeline 处理和光谱质量检查工作； 

 完成 LAMOST 数据处理软件升级的评审； 

 准备 DR2 数据集的国内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