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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LAMOST DR1 数据的 M 矮星运动学和磁活动研究 

M 矮星是具有低光度、低温度的小质量恒星。M 矮星数量众多，在银河系恒星中约占 70%，

总质量占 50%。 M 矮星具有漫长而稳定的主序生命期，至今没有任何一颗 M 矮星离开主序。

因此，它们保存了形成时期的宝贵信息，成为了银河系的活化石。M 矮星的运动学和磁活动研究

对于理解银河系的结构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国家天文台衣振萍、罗阿理等人利用 LAMOST DR1 中 M 矮星的光谱数据样本对太

阳领域的运动学和磁活动开展研究。由于在银盘垂直高度低于 1kpc 的区域，K 和 M 矮星速度分

布复杂，不能用标准的 Schwarzchild 分布来表示。因此，衣振萍等人在其研究中给出了 LAMOST 

M 矮星的速度成分随着银盘垂直距离增长的等值线图（如下图所示），在该图中，速度弥散随

着垂直距离 Z 的变化并不明显，但是可以看出多模的速度分布，反映了速度的复杂性。 

 

 

 

 

 

 

 

 

 

 

另外，由于磁活动比例与恒星在银河系中的位置有关，衣振萍等人进一步研究恒星磁活动与

银盘高度的相关性。经分析，磁活动百分比随着银盘高度的增加而减小，这与现有年龄-磁活动

关系相一致。这个结论表明 M 矮星越靠近银盘越可能是磁活动星。结合恒星随着年龄增长色球

活动变弱的结论，可以推断出越靠近银盘的 M 矮星越年轻，这与现有的银河系模型相吻合。 

最终统计结果表明随着银盘高度的增加，M 矮星空间速度的三个成分速度弥散增大，磁活

动比例下降。日前，该项研究成果已被《Research in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接收发表。 

 

 

 

 

 

  图为 LAMOST M 矮星速度V 和U 在一定银盘距离Z 范围的等值线图。每幅子图上面标注了银盘距离Z 的范围和落入该

范围恒星的数目n。图中不同的颜色的等值线代表不同的速度弥散，从红到蓝代表弥散值从高到低。 

 



 

 

                           国际合作交流      

 2014 年 11 月 13 日，法国马赛天文台前任台长、 

国家天文台特聘研究员 Georges Comte 结束了 

对 LAMOST 为期三周的访问，访问期间，Ge- 

orges Comte 教授与中心数据处理部工作人员就 

LAMOST 正式巡天以来数据处理等方面的工作 

进行交流和探讨，并指导研究生开展相关课题 

的研究工作。 

 10 月底，国家天文台刘超博士在 LAMOST 科学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美国 SDSS IV MaNGA 团

队与 LAMOST 合作的意愿，希望利用 LAMOST 恒星星表建立一个输入星表，实现合作共赢。

经各位委员讨论决定，由刘超起草合作备忘录，明确双方责任和利益；11 月底，科学委员会

委员对合作备忘录进行审核，同意签署该合作项目。 

 

 

 

 

                2014年度 LAMOST顾客满意度调查                   

2014 年 11 月， 按照国家天文台质量管理相关要求，邀请 LAMOST 用户委员会委员进行

2014 年度 LAMOST 运行情况顾客满意度调查。调查内容为五类，分别为：1）数据质量情况；

2）数据获取渠道情况；3）用户支持情况；4）望远镜观测情况；5）望远镜维护情况。共发出

调查问卷 29 份，收到 12 家科研单位的 20 位委员的调查表。根据顾客满意度测评公式，得分

为 90 分。用户委员们在充分肯定中心运行工作的同时，就 LAMOST 数据获取渠道和用户支持

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中心认真研究用户建议，及时采取措施整改，并召开专题讨论会，提出 LAMOST 数据发

布网站设计要求和需要实现的功能，由专门的工作组负责监督网站制作，根据顾客反馈意见，

每周召开两次讨论会优化网站功能。目前数据发布测试网站已经上线，11 月底进行功能测试，

12 月上中旬邀请国内用户参加数据库压力测试，力争遇到问题立刻解决。计划在 2015 年 1 月

利用该网站向国际发布 LAMOST DR1 数据。同时针对用户支持反馈不及时的问题，在中心数

据处理部下设用户支持组，专人负责联系用户，根据用户反馈的问题及时回复。2015 年中心

将加大与用户间的沟通力度，借鉴 SDSS 经验，完善数据发布网站等。 

 

 

 

 

 

 

 

10 月 16 至 17 日，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

王志珍同志前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视察和指导工作，在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中

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秘书长许平及国家天文台综合事务部主任陆烨等人

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 LAMOST 望远镜。 

崔向群院士详细介绍了 LAMOST 的建

设历程、望远镜工作原理、目前运行情况及

对未来巡天计划的设想。王志珍在听取介绍

后，对 LAMOST 项目已取得的成绩表示肯

定，并给予高度评价。希望 LAMOST 再接

再厉，继续发挥自身光谱获取率高的优势，

 

Georges Comte 在指导学生科研工作 



 

      

 

             

 学术活动  

 依托 LAMOST 973 项目课题组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为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分析存

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天文研究人员的科研水平，11 月 20 日至 22 日，国家 973 项目“基于

LAMOST 大科学装置的银河系研究及多波段天体证认”的课题四“银河系引力势与物质分布” 

及先导 B 专项课题一“银河系化学-动力学结构”的 2014 年度研讨会在上海天文台召开，中心

常务副主任赵永恒研究员、数据处理部主任罗阿理研究员及陈晓艳副研究员前往上海参加此

次研讨会。会上介绍了课题的工作进展，安排下一步的工作部署，为更好地推进课题组研究

工作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 

 11 月 26 日至 30 日，中心主任赵刚、常务副主任赵永恒、观测巡天部主任施建荣、张彦霞、

张健楠等人赴浙江新昌参加中国虚拟天文台暨天文信息学 2014 年学术年会，此次会议围绕

“天文学的‘大数据’（ Big Data in Astronomy）”主题开展专业学术报告，被称为“光谱工厂”

的 LAMOST 望远镜在天文大数据时代将发挥重大作用。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科学巡天部常务副主任张昊彤研究员赴上海天文台参加了日本昴星团

（SUBARU）望远镜合作的学术研讨会。 

 

 

 

 LAMOST 学术论坛      

 11 月 3 日，LAMOST 学术论坛第五十期由中心工作人员霍志英副研究员介绍了利用

LAMOST 数据在 M31/M33 及其临近区域搜寻类星体的学术报告； 

 11 月 24 日，LAMOST 第五十一期学术论坛邀请国家天文台邹虎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利

用 LAMOST 数据研究 M31 天区星族成分及动力学研究”的报告。 

 

 

973 课题组会议现场 

 

2014 年虚拟天文台年会开幕式 

 

SUBARU 望远镜合作会议 

 
霍志英在做报告 

 
邹虎在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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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ST观测运行情况 

11 月，LAMOST 共观测 116 个天区。理

论观测时间为330小时，实际观测时间为218.5

小时（其中测试时间 38 小时），占理论观测时

间的 66.5%。受兴隆观测站天气原因*影响，

共 105 小时未能观测，占理论观测时间的

31.8%。 

本月，望远镜仪器故障时间为 6.5 小时，

占据理论观测时间的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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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计划完成 11月份观测数据的 2D软件程

序处理； 

 完成正式巡天日常观测计划的制定；11 月

份的实际观测计划的执行情况如下：M：

13 个，B：48 个，V：55 个，共计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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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焦面前照及单根光纤遮照试验。 

 

 

  

 

数据处理部工作情况 

 完成 DR2 数据处理和参数测量，并对数据

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将于近期内部释放

DR2 数据； 

 由数据处理部和国台信息中心协作开发

DR1 数据发布平台，为 DR1 正式发布做准

备； 

 按计划完成第三年正式巡天观测光谱数据

的日常处理。 

技术维护与发展部工作情况 

11 月，例行主动光学、机架跟踪等自检和

日常维护；更换 1 台 MB 位移促动器交接机；

MA力促动器控制盒电机板更换；外圈导星CCD

维护； 

例行MA、MB子镜反射率测量及干冰清洗；

光谱仪日常维护；光谱仪控制器检查、维护和

软件更新；完成 3 号光谱仪杜瓦、芯片和控制

器自检及更换；7 号和 9 号光谱仪蓝区控制器维

护； 

例行液氮自动灌注系统维护；光纤定位前

照测试；焦面门检查维护；备份发动机发电检

查；配合现场观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