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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星际沙滩的美丽贝壳    

——LAMOST 发现大样本金属线星候选体 

金属线星是一种在光谱类型上呈现化学性质特别的恒星，就其金属线而言，类似于 F 型星；

就其氢线而言，又很像 A 型星。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类金属谱线既多且强的 A 型星，故又

被称为 Am 星（Am star or metallic-line star）。 

迄今为止，国际上对这一类特殊天体的研究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元素丰度、双星性、自

转速度、测光分析、脉动性以及恒星大气中的扩散理论等等。但是由于现有的已证认的 Am 星

样本并不丰富，关于这类天体的一些性质还没有确切的结论。因此为了对这类特殊的恒星天体

作更加深入的研究，扩充其样本是十分必要的。这就需要从浩瀚的星际“沙滩”中努力搜寻这些

有价值的“贝壳”，而有着“光谱之王”美誉的 LAMOST 则为扩充金属线星的“家族”提供了充足

的数据来源。 

 

 

 

 

 

 

 

    

    近期，国家天文台侯文、罗阿理等人利用 LAMOST DR1数据集，提出了基于谱线指数来筛

选 Am 星的方法，最终搜寻出3537 颗 Am 星候选体，且大部分源集中在反银心方向（如图所示）。

在此基础上，侯文等人对这个包含3537颗 Am 星候选体的大样本进行了一些统计分析，包括光

谱型及测光分析等。 相比已有的 Am 星表（目前已有的 Am 星表主要有两个，分别由 Hauck et al.

和 Renson et al. 在1992年和2009年发布，这两个星表中的源均集中在亮星，其 V 星等大多亮于

10 等。），利用 LAMOST 数据得到的 Am 星候选体样本的星等平均要暗3星等，因此这一新发现

的样本将为这一类化学丰度异常的特殊 A 型恒星提供更加丰富的暗源研究数据。 

目前该项研究工作已被国际知名天文期刊《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接收。 

       

 

 

 
基于 LAMOST DR1 获得的 Am星候选体样本的分布图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16648


 

 

                   LAMOST运行经费实地审核会在兴隆站召开 

2015年4月1日-2日，中科院条财局组织专家对 LAMOST 项目2014年运行经费支出及2015年

运行经费预算进行了实地审核。这是继2012年审核后的又一次监督性审核工作。专家组认真听

取了 LAMOST 运行负责人做的“2014年运行工作总结和经费决算报告”及“2015年运行计划和经

费预算报告”，实地考察了 LAMOST 望远镜的现场观测。 

 

 

 

 

 

 

 

按照审核要求，专家组分为直接消耗费用组、设备维护组、运行维护岗位组，各审核组专

家仔细审阅了相关材料及运行维护记录，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讨论，经质询和审议，专家

组一致认为 LAMOST 较好地完成了2014年的年度运行计划，通过采取有效维护措施，使得

LAMOST 设备故障率逐年降低，望远镜趋于稳定运行状态；专家组对科学目标、2015年经费预

算的使用及运行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宝贵建议。中心将切实按照审核后的经费预算严格执行，完

善备品备件库，提升装置运行管理水平。 

 

                     国际合作交流 

随着 LAMOST 巡天的顺利开展，2015 年 3 月，DR1 数据对全世界公开发布，越来越多的

国外天文学家关注 LAMOST 项目，并申请使用尚处于保护期的 LAMOST 数据。为了规范管理，

并尽可能扩大 LAMOST 的国际影响力，提高 LAMOST 的科学产出，经 LAMOST 科学委员会讨

论，制定了完善的 LAMOST 外部合作者申请流程。国外天文学家就拟申请的数据及开展的课题

提出申请，并由国内共同合作的天文学家进行推荐。经科学委员会审核通过后获得使用 LAMOST

数据的权限。 

4 月初， LAMOST 科学委员会委员、用户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教授付建宁

推荐四位国外天文学家作为外部合作者申请使用 LAMOST 处于保护期内的数据，经科学委员会

和 LAMOST 重点课题负责人审议，有三位申请者通过审核，作为 LAMOST 外 

部合作者获得使用 LAMOST 数据的权限。  

 

 

 

 

LAMOST 经费审核会现场 

 

专家组实地考察 LAMOST 观测运行情况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正式巡天第三年第二批数据发布 

截止到 2015 年 4 月中旬，LAMOST 正式巡天第三年第二批（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光谱数据的处理、分析和光谱质量检查工作已全部完成。这三个月共观测了 365 个

天区，发布光谱数共计 747,859 条，其中符合巡天标准（信噪比>10）的为 628,635 条。较去年

同期（2013 年 12 月 1 日-2014 年 2 月 28 日）发布的总光谱数 578,450 条有所增加。 

同时，分别对第二批光谱数据中的 

A、F、G、K 型恒星做了参数测量，得 

到 329,206 恒星参数。4 月 15 日，正式 

巡天第三年第二批的所有这些数据产品 

都已在数据发布平台上线，国内天文学 

家和国际合作者均可访问如下链接 

http://dr3.lamost.org 提交申请，获取权限 

后下载并使用该批数据产品。 

 

 

 

 

 

LAMOST 正式巡天第三年第二批数据发布网站 

                     学术活动  

 4 月 28 日，中心总工程师崔向群院士受国家 

天文台邀请，担任基础天文系列培训第五期 

活动的主讲嘉宾，在国家天文台报告厅做了 

题为“LAMOST的创新和对天文学的贡献” 

的报告。报告从天文设备的早期发展讲起， 

生动形象地介绍了 LAMOST 望远镜建设的 

重要性和艰辛的建设历程，剖析了 LAMOST 

富有创新和挑战性的技术难关，回顾了 

LAMOST 建成后带来的社会效益和国际天文界的评价。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多次响起热烈

掌声，3 个小时的报告，崔院士带领年轻人重温“LAMOST建设之路”，大家受益匪浅。 

 

 4 月 9 日-27 日，中心观测运行部副主任张伟副研究员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物理系做访问学者，

就利用贝叶斯方法估计恒星参数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图为崔向群院士在报告现场 

 

http://dr3.lamo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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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ST观测运行情况 

4 月，LAMOST 共观测 44 个天区。理论

观测时间为 210 小时，实际观测时间为 68 小

时（其中测试时间 12 小时），占理论观测时

间的 32.4%。受兴隆观测站天气原因*影响，

共 139 小时未能观测，占理论观测时间的

66.2%。 

本月，望远镜仪器故障时间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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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计划完成 4 月份观测数据的 2D 预处理

检查和 2D 软件程序处理； 

 完成正式巡天日常观测计划的制定；4 月

份的实际观测计划的执行情况如下：M：

12 个，B：11 个，V：21 个，共计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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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光纤单元复核测试和光纤单元定位

实验。 

 

  

 

数据处理部工作情况 

 按计划完成观测数据的 1D 软件程序处理； 

 完成第二观测季（2014 年 12 月-2015 年 2

月）共计 75 万光谱数据的数据发布，以 DR3 

Alpha（q2）版本形式向国内天文界和国际

合作者释放； 

 跟踪 LAMOST 用户使用数据情况，截止目

前，LAMOST 用户数达到 330 余人，来自

58 个不同的国内外科研单位。 

技术维护与发展部工作情况 

   例行主动光学、机架跟踪等自检和日常维

护；Mb 子镜位移传感器拆除，并准备子镜镀膜；

Ma、Mb 子镜干冰清洗和镜面反射率测量；光

纤端面清洁；Mb 镀膜机试机，铝膜、憎水膜试

验及监视；镀膜超净间恒温恒湿自控系统性能

检测；运行、调试 Mb 子镜机械手。 

   光谱仪日常维护、液氮灌注；光谱仪像质维

护；光谱仪光学元件效率检测；更换、安装及

调试 3 块光谱仪的分色镜。焦面钢带码清洗； 

Ma 风屏检修；现场安装 Ma 局部抽风设备；配

合现场观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