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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OST DR5数据集正式发布 

扬帆领航历五载，乘风破浪出战果。在 LAMOST 运行和发展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及相关单

位的共同努力下，2012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运行和发展中心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了为期五年

的 LAMOST 一期光谱巡天任务。经过近半年来紧锣密鼓地数据处理及质量分析，2017 年 12 月

31 日，包含先导巡天及正式巡天五年的 LAMOST DR5 数据集正式发布，供国内天文学家和国

际合作者使用。 

LAMOST DR5 包括 4154 个观测天区（天区覆盖图如图 1），共发布了 901 万条光谱，其中

高质量光谱数（S/N>10）达到了 777 万条, 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它巡天项目获取的光谱数总和。

同时，发布数据中还包括一个 534 万条恒星的光谱参数星表，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恒星参数

星表。正式运行五年来，LAMOST 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其光谱获取率世界第一的能力。具体数

据量信息如下表。  

依据《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数据政策》，DR5 数据集已正式对国

内天文学家及其国际合作者发布，科

学 用 户 可 登 录 网 站

（http://dr5.lamost.org/）进行数据查

询和下载。 

经过 5 年来的运行，LAMOST 在国际上 

率先实现了天区覆盖连续、统计无偏的大样 

本银河系光谱巡天，建立了全球最大的、 

有传承价值的天体光谱数据库，填补了我 

国大型天文基础数据的空白，为研究银河 

系及一般星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有力的 

基础性数据。 

目前中国、美国、德国、比利时、丹麦 

等国家和地区的 85 所科研机构和大学的 617 位用户正在利用这些数据开展研究工作，并不断

地从 LAMOST 大样本数据中挖掘出了有价值的“宝藏”，刷新了人类对以往一些天文现象的认

知。截止 2017 年 12 月，天文学家在银河系结构与演化及河外天文学等重要前沿领域已经取得

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共计发表了近 300 篇有显示度的 SCI 科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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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LAMOST 先导巡天和正式巡天前五年的天区覆盖图 

分  类 
正式巡天第五年

（2016.9-2017.6） 

DR5 数据集 

（2011.10-2017.6） 

发布光谱数 1,397,232 9,017,844 

高质量光谱

（S/N>10） 
1,195,308 7,772,618 

恒星参数 806,622 5,344,058 

   

http://dr5.lamost.org/


 

  

2017 年度一批高显示度的重大成果引起了人们地广泛关注：（1）利用 LAMOST 发布数据的

大样本优势，在银河系结构和演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发现银河系的银盘直径比之前认识的大

了四分之一，这一成果将会使天文学家们重新审视星系形成及宇宙演化的一般规律；改写了银河

系晕的结构特征，确立为内扁外圆的新结构，这一清晰的观测证据推翻了前人关于恒星晕是一个

轴比不变的扁球体、数密度呈现双幂律轮廓的猜测，这对于理解银河系恒星晕的形成历史和演化

以及星系形成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利用 LAMOST 数据在运动学和化学空间发现了银河系并合

形成的新证据，其中在运动学空间发现了 7 个源自银河系并合过程的新星流，占国际同类发现总

数的一半，在化学空间发现了 33 颗丰度不同于普通恒星的所谓“低α丰度恒星”，是国际同类发

现总数的两倍；利用 LAMOST 数据研究银河系厚盘结构与演化及测量银河系的旋转速度和质量

等系列结果。（2）利用 LAMOST 数据在恒星物理等方面取得了标志性成果：最新发现了两颗距

地球 7 万多光年的超高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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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现了与超新星遗迹 S147 成协的尘埃云；利用 LAMOST 数据精确估计上百万颗

恒星的年龄，为银河系演化研究提供了基准；首次利用 LAMOST 和 Kepler 的数据揭示了 M 型

恒星耀发与其自转周期的三段式关系，以及其色球层和光球层的能量释放关系。此成果在揭示恒

星结构演化及进一步认识内部能量释放机制等方面都跨出了重要的一步。（3）在 LAMOST 光谱

“星海”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特殊天体：发现了 4 颗新的 DA 型脉动白矮星，这项成果是我国天

文工作者首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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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出

10000 多个热亚矮星候选体，该研究有望极大扩展热亚矮星样本数量，为后续热亚矮星的研究提

供高质量的光谱数据；并陆续发现了碳星、高速星、贫金属星、白矮星、米拉变星、M31/M33

球状星团及类星体、星系对、双活动星系核等一系列特殊天体。 

这些研究成果无一不向世界展示了 LAMOST 望远镜在银河系研究方面的巨大优势和潜力。

同时也为阐释星系的形成与演化奠定了基础。随着 LAMOST 光谱巡天的继续开展及光谱数据的

公开发布，全世界更多的天文学家将聚焦 LAMOST 光谱数据在各个天文领域开展不同尺度的研

究，更多新颖而有高显示度的科研成果将会陆续而来，进而推动人类对宇宙形成和演化的进一步

认识。 

                                 学术活动 

 12 月 8 日-10 日，中心常务副主任赵永恒研究员、观测运行部主任施建荣研究员及博士后向

茂盛等人前往昆明参加了由云南大学西南天文研究所和云南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联合主办

的首届“多通道测光巡天望远镜（Mephisto）”科学研讨会。 

  12 月 3 日-7 日，霍志英等人前往日本参加 2017年度东南亚地区活动星系核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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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员发现M型恒星活动性的时间和空间演化规律 

近期，国家天文台博士生杨卉沁及刘继峰研究员等人，首次利用 LAMOST 和 Kepler 的数

据揭示了 M 型恒星耀发与其自转周期的三段式关系，以及其色球层和光球层的能量释放关系。

这些成果在揭示恒星结构演化及进一步认识内部能量释放机制等方面都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结合 Kepler 光变和 LAMOST 光谱数据，他们对 M 型星的耀发活动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发现 M 型恒星的耀发活动性按自转周期从短到长， 依次处于超级饱和、饱和及指数衰减阶段，

并给出了恒星活动性的分界条件。同时发现，M 型恒星耀发时的色球层和光球层的能量释放成

幂律关系，指数大约为 2。并且证实在恒星的辐射发电机制到对流发电机制的转变过程中，恒

星活动性有大幅提升。 以上结论揭示了恒星的结构演化细节，内部能量释放机制，并证实了

恒星发电机制的理论预言。 该项研究成果已在国际著名期刊《天体物理学报》( Yang et al. 2017, 

ApJ, 849，36）上发表。  

在高分辨率测光卫星 Kepler 正式运行之

前，人们对于恒星活动性的研究主要是使用光

谱的发射线（如 Ca II， Hα等），自转周期或

者 X 射线光度等来粗略表征。但是对于活动性

更为直接的事件——耀发，却知之甚少。由于

耀发是磁重联的结果， 所以磁场的强度和位

形对于恒星活动性有决定性的影响。 传统恒

星磁发电机制认为，磁场的强弱主要由对流层

的深浅和自转的速度决定，但是对于其磁活动

性与这些指标有何种正相关关系，不同大气层

的能量释放，传递的机制等却不甚清晰。同时，

理论预言，当恒星完全对流时（恒星处于 M4

之后）发电机制将彻底改变，活动性有大幅提 

高。但由于观测限制，一直没有直接证据来证

实该理论预言。随着 LAMOST 大规模的巡天任务的开展，得益于其大样本数据的支持，杨卉

沁等人首次证实了恒星发电机制的理论预言。论文审稿人对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工

作对相关领域做出了全面、透彻且很有价值的研究。 

  

左上图是恒星耀发活动性与周期的关系，右上图 

是恒星色球层耀发能量和光球层耀发能量的关系，

左下图是恒星活动性与温度的关系，右下图是发 

射线星和非发射线星与周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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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运行部 

12 月，LAMOST 共观测了 112 个天区。

理论观测时间为 372 小时，实际观测时间为

266.5 小时（其中测试时间 84 小时：大月夜

测试 48 小时，望远镜测试 36 小时），占理论

观测时间的 71.6%。受兴隆观测站天气原因*

影响，共 97.5 小时未能观测，占理论观测时

间的 26.2%。 

本月，望远镜仪器故障时间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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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开展中分辨率巡天测试以及二维光

谱数据的处理及结果分析工作； 

 按计划完成 12 月份低分辨率观测数据的

2D 软件程序处理及分析任务；  

 完成正式巡天日常观测计划的制定；12

月份实际观测计划执行情况如下：M：21 

B：30 个，V：61 个，共计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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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代表

17.8m-18.5m 天区。） 

 进行了光纤单元定位试验，检查更换单元

的走位精度。试验并更换了调焦方式，由

焦距补偿改为光纤补偿。 

 

 

 

  

数据处理部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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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方面的问题； 

 按计划完成 12 月份观测数据的 1D 软件程

序处理及分析任务，完成 LAMOST DR5 数

据集的国内发布工作； 

 完善 LAMOST 的中分辨率试观测数据的制

定处理流程、数据库和参数测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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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镜干冰清洗、水洗日常 

维护，镀金膜测试片清洗及效率监测等。 

完成光谱仪日常维护、液氮灌注系统维护、 

CCD 控制器及光谱仪像质维护。中、低色散切 

换观测及像质维护；光谱仪自动调焦电控箱安 

装测试。 

激光引导星系统的发射望远镜、接收系统现 

场安装调试；激光器测试和水冷机水管连接测 

试；进行制冷机组及恒温恒湿机组以及通风管 

道的检查和维护。现场遮光罩结构安装调试， 

控制系统调试并试运行；现场圆顶、MA 镜 

罩、围档窗户、电梯等维护；配合现场观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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