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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ST 捕获大量白矮星“新成员” 

近期，国家天文台郭金承博士和赵景昆研究员等人通过三种独立的方法从 LAMOST DR2 数

据中筛选出 1000多颗不同类型的白矮星，通过与已发表的白矮星星表文献交叉，发现其中 383

颗 DA 白矮星、4颗 DB白矮星和 138个白矮-主序双星为迄今最新发现的，LAMOST 的这一发现为

白矮星的“大家族”再添“新成员”。该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知名天文期刊《皇家天文学

会月刊》（MNRAS）上。 

   银河系中大约 97%的恒星最终都会演化为白矮星，因此白矮星是恒星演化的代表性产物，它

不仅可以提供恒星形成的精确记录还可以用来研究银河系演化的历史。LAMOST 的海量光谱数据

为搜寻大样本的白矮星群体提供了极佳的资源，而大样本的白矮星将为进一步研究其内部特征

和银河系的形成与演化等前沿课题提供重要的观测依据。 

郭金承等人先后采用三种独立的方法

对所有 LAMOST DR2 的光谱进行了初步筛

选，然后在三万多的候选体中挑出了 1056

颗 DA 白矮星、34 颗 DB 白矮星、276 个白

矮-主序双星等各种不同类型的白矮星共

15 种，并从中证认出新的成员星。对新证

认出的信噪比大于 10 的 DA 白矮星光谱进

行了白矮星光谱拟合，得到了有效温度和

表面重力等参数信息。对高信噪比的白矮-

主序双星候选体进行了光谱拟合和分析，

最终获取了这些白矮星的有效温度、表面

重力、质量、冷却年龄、半径和距离，以

及伴星 M 型星的有效温度、表面重力、质

量、半径、金属丰度、子光谱型等参数。

通过各参数分布以及与其他研究 

中共同源的参数对比，可以得知计算出的参数分布正常，但信噪比对参数精度有一定影响。 

 

LAMOST 

 

上图为 LAMOST光谱的白矮星和 M型星的模板拟合。

上图灰实线为 LAMOST光谱，红虚线为白矮星和 M型

星的最佳合成拟合。蓝色点线为白矮星模型，青色虚线

为 M型星模型。下图显示了拟合的残差。 



 

                   LAMOST二期巡天研讨会在京召开 

截止到目前，LAMOST 已顺利走完了一期五年正式巡天的大半路程，获取了超过国际其它巡

天项目发布光谱数总和的海量数据，吸引众多天文学家利用这些数据发表了 100 余篇的科研论

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规划 LAMOST 二期巡天科学目标和巡天计划，2016 年 5 月

18-19日，LAMOST二期巡天研讨会在国家天文台召开，来自全国各相关单位的 78位天文界同仁

参加了会议，会议共安排了 20 个报告：包括 LAMOST 正式巡天最新进展情况、中分辨光谱巡天

计划、双星、类星体、疏散星团、开展变源的时序光谱巡天研究、基于时域观测的超大质量黑

洞研究、反银心天区的研究及银河系研究中的未解问题等。 

参会人员对 LAMOST二期巡天计划及科学目

标进行了研讨，建议尽快开展中分辨光谱巡天

的测试，为二期巡天的启动奠定基础。为提高

二期巡天的观测效率，建议按照观测模式划分

不同的工作组，以进一步讨论确定巡天计划的

整体科学目标。希望二期巡天能在一期巡天的

基础上有新的重大突破，并通过不断引进更多

的科研力量，开辟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LAMOST数据处理软件升级啦 

针对 LAMOST 数据处理软件在过去两年实际运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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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LAMOST 数据处理软件升级评审会在

国家天文台召开。此次软件升级从现有的 V2.7.5 版本升级

到 V2.8.6 版本，升级的软件包括：二维数据处理软件（2D 

Pipeline）、一维数据处理软件（1D pipeline）、参数测量软

件 LASP、以及星系分类测量模块 GM 和类星体分类测量 

模块 QM。新版本软件在以下方面做出改进：修复了 V2.7.5 版本软件系统中的光纤编号问题，

优化了一维数据处理软件中 M 型星视向速度的测量；对于二维数据处理软件中缺少标准星而无

法处理的数据，根据典型的仪器响应曲线进行流量定标，增加了暗源特别是河外光谱的数据量。

评审专家听取了软件升级报告后，经专家质询和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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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4 的数据处理中。 

LAMOST   LAMOST 

 

  

 

LAMOSTԋ ᴪ  

 

ᴆ ᴪ  

 



      

 

               

LAMOST   
LAMOST 

                             LAMOST模型亮相全国科技周              

                              5月 14日-21 日，2016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在 

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本届科技周以“创新引领共享发展”为

主题，通过大型科普博览的形式，展现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风

采，让百姓亲身感受科技给人们生活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激

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LAMOST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亮相此次全国科技周，进入公众视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科技部部长万钢、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

礼等领导在开幕式后参观了 LAMOST模型，中心常务副主任赵

永恒研究员向领导们汇报了项目的最新进展。 8天的展览让

前来参观的公众“脑洞”大开，纷纷表示对我国自主建成的这

座世界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感到震撼和骄傲。 

技术维护人员成功解决焦面杂散光问题 

在LAMOST光谱巡天的观测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焦面内波长 849nm附近存在部分杂散光，

（强度如图所示），由于位置的特殊性，这部分杂散光会对光谱数据的处理带来一定的影响。

为了消除杂散光对观测光谱的干扰，近一年来，技术维护部侯永辉、张勇、王跃飞及观测运行

部张伟等人经过大量的测试分析工作，对焦面的所有可能影响因素逐步排查，最终确认该杂散

光为内圈导星 CCD 的数据传输光纤所导致。基于光纤属性性能考虑，这一现象完全超出预期，

也给前期该杂散光的查找带来极大困难。目前技术维护人员已对内圈导星 CCD 数据传输光纤进

行挡光处理，长期困扰大家的焦面杂散光问题得到解决，并计划在 2016 年夏季维护中将该组光

纤进行更换，彻底消除焦面杂散光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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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LAMOST 共观测 49 个天区。理论

观测时间为 186 小时，实际观测时间为 69 小

时（其中测试时间 6 小时），占理论观测时间

的 37.1%。受兴隆观测站天气原因*影响，共

117小时未能观测，占理论观测时间的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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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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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按计划完成 5 月份观测数据的 2D 软件程

序处理； 

V 2-5 月份修改了 258 根光纤的参数, 近期

对这些改正进行了验证, 发现其中的 176

根光纤参数改正有效； 

V 完成正式巡天日常观测计划的制定；5 月

份的实际观测计划执行情况如下：M：3

个，B：18 个，V：28 个，共计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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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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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完成 LAMOST 数据处理软件的升级评审，

新版软件已开始应用于 DR4 数据处理中； 

V 按计划完成 5 月份观测数据的 1D 软件程序

处理及分析任务；改进 1D 软件处理程序。 

V 跟踪 LAMOST 用户使用数据情况和数据发

布网站的使用情况，解决用户反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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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行主动光学、机架跟踪电控自检和日常 

维护；对 MA 子镜干冰清洗、部分 MB 子镜水 

洗清洁；完成现场镀膜机无油改造和镀膜试验, 

完成镀膜机、超净间维护保养及夏季 MA 子镜 

镀膜维护前的准备工作。 

完成光谱仪日常液氮灌注及维护、光谱仪 

像质调整；完成一台中分辨光谱仪测试并恢复 

低分辨率及测试。 

光纤定位单元走位精度测试，现场测试加

装光纤套管的光纤单元对光纤扭转的影响。制

冷系统的维护，完成平场幕布液压杆的改造。

光纤卡子样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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