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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人员利用 LAMOST 数据发现两颗超高速星 

近期，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刘晓为教授团组基于 LAMOST 望远镜大规模银河系光

谱巡天最新发现了两颗距地球 7 万多光年的超高速星，分别命名为 LAMOST-HVS2 和

LAMOST-HVS3。这是基于 LAMOST大规模银河系光谱巡天发现的第二和第三颗超高速星。 

银河系中的大多数恒星都像太阳一样以约 200 千米每秒的速度绕银河系中心运动。所谓超

高速星是指一类速度高到能够脱离银河系引力束缚的恒星，如果寿命允许，它们将最终飞出银

河系。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天体物理学家杰克·希尔提出，运动

到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的双星系统有可能被黑洞巨大的潮汐力所瓦解，被瓦解的双星

系统的一颗恒星被高速抛出，成为超高速星。该预言提出近 20年之后，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

物理中心科学家沃伦·布朗才第一次在银河系中探测到此类恒星。探测超高速星极为困难，迄

今为止，天文学家也仅仅在数千亿颗银河系恒星中证认出了 20 余颗此类恒星，远低于银河系

有超过 1000颗超高速星的理论预言。 

 

 

 

 

 

 

 

 

 

 

 

此次由黄样博士（LAMOST特聘青年研究员）牵头发现的两颗超高速星均是离银河系中心较

近（100万光年以内）的明亮天体。其中 LAMOST-HVS2与此前郑政等人基于 LAMOST数据发现的

首颗超高速星 LAMOST-HVS1有着相近的银心距，是目前发现的距银心最近的超高速星。这非常

有利于对它们进行更为细致的后续观测和研究。尤其是结合欧空局新一代天体测量卫星 Gaia

即 

将释放的高精度自行数据之后，将有望对超高速星的产生机制、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性

质以及银 系暗物质晕的质量分布给出极为严格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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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超高速星逃逸出银河系示意图（采自 NASA）；右图红色标识为此次 LAMOST 发现的两颗超高速星 LAMOST-HVS2

和 LAMOST-HVS3 以及之前发现的第一颗超高速星 LAMOST-HVS1。 



 

目前该研究成果已被国际著名天文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通信》（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 接 收 并 得 到 审 稿 人 高 度 评 价 。 成 果 在 预 印 本 文 库 发 布 后

（https://arxiv.org/abs/1708.08602），首颗超高速星的发现者沃伦·布朗教授第一时间发来

贺信，称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对超高速星发现！”。随后，《今日宇宙》、《科技日报》及世界科技

研究新闻资讯网站等媒体分别撰文予以报道。 

科研人员利用 LAMOST 数据发现四颗新的 DA 型脉动白矮星 

近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苏杰和付建宁教授等人从已发表的基于 LAMOST数据的白矮星星

表中，发现了 4颗新的 DA型脉动白矮星。该项研究成果已被国际著名天文学期刊《天文物理学

报》（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接收。 

白矮星是中、小质量恒星演化的晚期阶段，是一种由电子简并态物质构成的致密天体。由

于银河系中大约 98%的恒星最终都会演化成为白矮星，因此白矮星的研究对于认识和了解恒星

演化规律以及银河系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 DA型白矮星则是所有已知白矮星中数量最多的

一类。当 DA型白矮星的有效温度在 12500 K到 10500 K之间时，白矮星的整体结构会发生振动，

从而表现出亮度的变化，成为脉动白矮星。通过对脉动白矮星光变的观测和分析，可以确定白

矮星的基本参数并了解其内部结构。目前已知的 DA型脉动白矮星数量大约为 200颗，为了更全

面地研究脉动白矮星性质并进行星震学研究，搜寻新的脉动白矮星是很有必要的。 

 

苏杰等人首先利用已发表的基于

LAMOST 数据的白矮星星表中的恒星有效温

度，筛选出位于脉动不稳定带内的候选体，

然后分别利用丽江 2.4米和兴隆 2.16米望

远镜进行时序测光观测，以确定它们是否

存在光变。在最近完成的工作中，有 4 个

候选体被发现具有显著的光度变化，可以

确认是脉动白矮星。附图展示的是这 4 颗

脉动白矮星的光变曲线以及光变曲线的频

谱，可以看到它们具有显著的光变特征。

这项成果是首次我国天文工作者完全依托

国内观测设备发现的新脉动白矮星，具有

很好的自主性和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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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分别展示了 4 颗新发现的 DA 型脉动白矮星的光变曲线

和对应的频谱，每幅图下方是该目标的 LAMOST 星表编号。

频谱图上的数字表示的是该脉动白矮星主要的脉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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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ST 模型亮相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9月 24日，团结香港基金主办的“创科博览 2017——中华文明与科技创新展”在香港隆重

开幕，来自全国各科研院校的 130多项高精尖科技项目作品亮相香港，以中华民族 5000年发展

为主轴，展示古今中国的科技成就，为香港市民带来了一场“创科盛宴”。 

此次展览共分为“天”“讯”“海”“中科院互动展区”“香港之光”五个主题展区，其

中 LAMOST模型作为“天”主题展区的“一员”亮相此次博览会，并受到香港同胞的高度关注。

展会期间 LAMOST模型前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一批批香港市民及各界游客驻足并询问关于 LAMOST

的结构原理、领先之处以及已经取得的显著成果，就 LAMOST 的方方面面与讲解员进行互动

交流，纷纷表示 LAMOST 的创新和成就值得称赞，为我国天文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 

 

 

 

 

 

 

 

 

展会将持续到 10 月 2 日，参观人数预计达到 11 万人次，可见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为期

九天的展览深受香港大众的热爱和好评，增强了香港同胞们的民族自豪感，提升了社会的整体

创科氛围。 

LAMOST 顺利通过 2017 年新时代质量认证中心审核  

   8月下旬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对国家天文台进行 

了质量管理体系年度监督审核。并于 8月 27日至 

28日对 LAMOST运行和发展中心的整体管理体系进行 

了综合认证审核。 

通过质询，查看一系列的档案材料和规章制度， 

审核组认为运行中心非常重视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 

和维护，质量管理体系符合认证要求，运行正常有效。 

质量工作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心运行中心将针对外审老师提出的建议、继续持续改进。 

 
 

 

 
2017 年 LAMOST 质量审查现场    

 
       香港大众参观 LAMOST 模型 

 
          香港学生参观 LAMOS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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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运行部 
9 月，LAMOST 开启二期巡天的测试观

测，共观测 30 个天区。理论观测时间为 108

小时，实际观测时间为 66 小时（其中测试时

间 18 小时），占理论观测时间的 61.1%。受

兴隆观测站天气原因*影响，共 42 小时未能

观测，占理论观测时间的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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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处理部工作情况 
 开发中分辨率光谱数据的 1D数据处理程

序，开展中分辨率光谱观测的定标实验； 

 进行 DR5 软件的升级测试工作，预计 11

月中旬对整个软件系统进行升级，为年底

正式发布 DR5 数据做好准备； 

 按计划完成 9 月份观测数据的 1D 软件程

序处理及分析任务； 

 跟踪 LAMOST 用户使用数据情况和数据

发布网站的使用情况；解决和回馈用户提

出的数据质量方面的问题。 

 

  

科学巡天部工作情况 
 对光纤定位系统进行调整，为 9 月份的观测

做好准备工作； 

 准备中分辨率测试巡天的巡天战略系统

（SSS），开发中分辨率光谱的 2D 数据处理 

程序； 

 完成 9 月份巡天观测计划的制定； 

 调研 LAMOST 新光纤定位系统相机。 

技术维护与发展部工作情况 
    例行主动光学、机架跟踪电控自检和日常 

维护；完成 MA、MB 子镜光学调整、焦面姿态 

复核及调整、焦面旋转零位复核及调整；完成 2 

台新导星 CCD 的安装及调焦复核工作。          

完成 MA 方位转台电控的调试，现场 6 块镀 

金实验镜清洗、反射率测量和监控；完成 MA、

MB 子镜的清洗以及 4000 根光纤头的清洗工

作。  

完成光谱仪日常维护、液氮灌注系统维护

工作；完成光谱仪效率测试和像质复核调试；       

完成光谱仪制冷控制器软件的更换和调试；        

完成光谱仪中低色散光栅切换调试以及中色散

光栅效率测试；完成 MA、MB 圆顶清洁打胶维

护并拆除脚手架；现场遮光罩吊装和改进调试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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