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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利用 LAMOST数据精确获取银盘恒星的运动学信息 

银河系中包含了上千亿颗恒星，它的中心附近存在一个“棒”状结构，外面呈现“盘”状结构，

银河系外围的大部分恒星都集中在薄薄的盘面上。 

银盘上的恒星在空间分布并不均匀，但是盘上的恒星总体都以一个相对恒定的速度绕着银

河系中心旋转，距离银心不同半径处的恒星速度也相差无几。但是每个恒星或多或少地偏离这

个绕转速度，表现出一定的随机运动，天文学家通常用速度弥散度来表征随机运动的强弱。 

观测表明，盘上恒星的速度弥散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由动力

学效应造成的，或称之为盘的加热机制。通过数值模拟，天文学家发现银盘上的旋臂结构会显

著地加热银盘，盘上的恒星由此获得更高的速度弥散度，但是旋臂的加热仅仅局限于盘面，也

就是说，恒星无法通过这一机制获得较高的垂直银盘方向的速度弥散度；而另一些理论工作则

证明了巨分子云的散射机制可以很好的把盘面上的随机热运动重定向到垂直银盘方向。 

近期，国家天文台博士后俞锦程与刘超研究员等利用 LAMOST 银河系巡天得到的海量光谱

数据，精确分析了银盘上的恒星运动学信息，验证了银盘加热机制，同时发现了银盘两种成分

不同的运动学特征。 

俞锦程等人利用 LAMOST 观测数据，结合 GAIA 数据，通过新的统计方法，建立了银河系

盘上完整的三维速度信息，从而精确地给出了恒星年龄与速度弥散度的关系（见图）。他们的发

现成功验证了银盘的加热机制。 

                                                   此外，俞锦程等人发现将银盘划分为                       

                                              薄盘和厚盘能更好地描述银盘的运动学和                   

                                              化学性质，尽管这一观点依然存在争议。 

                                              从结果图可以发现，年老的贫金属恒星有 

                                              更高的速度弥散度，这也间接表明了薄盘 

                                              和厚盘运动学性质的显著差异。该项研究 

                                              成果已发表在国际知名天文期刊英国《皇 

                                              家天文学会月刊》上（MNRAS,2018,475                       

                       ,1093–1103）。 

 

 

 

 

 

图为银盘上恒星年龄与速度弥散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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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利用 LAMOST 数据发现上万颗类星体 

类星体是银河系外发光巨大的遥远天体，其能源来自于中心超大质量黑洞所吸积周围物质释

放的巨大引力能，是研究遥远宇宙的重要探针。 

LAMOST类星体巡天是由北京大学吴学兵教授领导的团队开展的一项LAMOST光谱巡天重

点课题。在 LAMO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的支持下，该团队继 2016 年发表了 LAMOST 第一期发布

数据中证认发现的 1180 个新类星体之后，近日，在美国《天文学杂志》（Astronomical Journal，

2018，155，189）又发表了第二期和第三期发布数据中类星体巡天的证认结果，共发现 12126 个

类星体。原北京大学博士后董晓怡为论文第一作者。 

从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 LAMOST 观测获得的第二期和第三期数据中，吴学兵团队经

过数据处理和人工检查，共证认了 19935 个类星体，其中 12126 个为独立发现。这些类星体的平

均红移为 1.5，最高红移为 5。这 12126 个类星体中，8100 个类星体为 LAMOST 唯一发现，4026

个类星体被 LAMOST 和美国斯隆数字巡天（SDSS）计划共同发现，即它们也包括在 SDSS 于

2014 年后公布的第 12 期和 14 期释放数据中。吴学兵团队还对 LAMOST 唯一发现的 8100 个类

星体中信噪比较好的 6887 个类星体进行了光谱拟合，给出了这些类星体的连续谱和发射线参数，

并估算出了其中心黑洞质量（大多在千万倍到百亿倍太阳质量之间）。这些结果将对大样本类星

体的统计研究提供重要帮助。 

 

 

 

 

 

 

 

 

 

 

 

该团队正在对从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 LAMOST 观测获得的第四期和第五期数据进行

分析，有望发现更多的类星体。本研究得到科技部 973 项目、重点研发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支持。 

 

 

 

 
图 1: 两个 LAMOST 类星体光谱(红色)和 SDSS 测光数

据(黑色)的比较。蓝色曲线是拟合的连续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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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LAMOST 类星体的红移和黑洞质量分布及与

SDSS 类星体(灰色点)的比较。深蓝色、红色和浅蓝色

分别代表用氢(Hβ)、镁(MgII)和碳(CIV)发射线得到的黑

洞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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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 LAMOST 用户培训会在京召开 

为吸引更多天文工作者参与 LAMOST 相关科研工作，进一步扩大 LAMOST 科研产出，6

月 27 日至 6 月 29 日，2018 年度 LAMOST 用户培训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共有来自国家天文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天文台、云南天文台、南京大学、厦门

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 25 家科研单位和大学的 131 名专家和用户参加了此次培训会。 

 

 

 

 

 

 

 

 

 

 

本次培训会共安排了 42 个学术培训报告，内容包含了 LAMOST 介绍、LAMOST 数据下载

操作训练、LAMOST 特聘青年研究员研究报告、2017-2018 年度亮点工作报告以及专题分组讨

论报告五部分。与往年不同的是，29 日下午特别策划了利用 LAMOST 数据的专题分组讨论会，

包含恒星组、银河系、星系和类星体及机器学习算法在光谱分析中的应用四个研究专题，以便

于用户可以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选择感兴趣的主题组进行讨论和交流。培训会上，大家积极发

言，就各个环节的报告内容展开热烈的讨论。 

持续两天的培训会在大家的积极参与中圆满结束。在会议最后的集中讨论环节，参会者各

抒己见，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效果显著，收获颇丰，期待接下来举办更多用户培训活动。 

LAMOST 超额完成一期光谱巡天任务，共发布光谱 901 万条，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天体光

谱数据库，同时基于 LAMOST 数据的科研成果发表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这意味着利用 LAMOST

数据开展银河系及星系形成与演化等天文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LAMOST 用户委员会及

LAMOST 运行和发展中心诚挚期待通过用户培训会的平台，用户可以进一步了解 LAMOST 数

据及使用，加深用户之间的交流合作；希望更多的新生力量加入 LAMOST 用户的大家庭，注入

新的科研活力，以不断壮大和发展 LAMOST 用户队伍，开辟更广阔的科研前景，产出更多更具

特色的重要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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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 LAMOST 用户培训会参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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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运行部 

6 月 15 日，LAMOST 正式进入夏季维护

阶段。6 月 1 日-14 日，LAMOST 共观测了 3

个天区。理论观测时间为 98 小时，实际观测

时间为 9 小时（其中测试时间 5 小时），占理

论观测时间的 9.2%。受兴隆观测站天气原因

*影响，共 88.5 小时未能观测，占理论观测时

间的 90.3%。 

本月，望远镜仪器故障时间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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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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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份实际观测计划执行情况如下：M：0， B：

0 个，V：3 个，共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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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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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份观测数据的 1D 软件程序

处理及分析任务； 

 按计划完成 LAMOST 中分辨率观测数据的

处理及分析任务；并不断完善处理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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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镜干冰及水清洗、完成 

5 块镀金实验镜清洗和反射率测量，焦面光纤端 

面的检查和清洁，完成镀膜室冷水机的更换、 

安装及调试工作；完成镀膜机的维护保养及镀 

膜前的相关准备工作。开展焦面调焦测试、焦 

面姿态光学复核，跟踪调焦导星的数据处理。 

完成光谱仪日常维护、液氮灌注系统维护及 

像质维护等。中、低色散光谱巡天模式切换、

调试并观测；开展高分辨率光谱仪测试；完成

光谱仪房新增制冷机组的调试和试运行；完成

B10 杜瓦故障检修及更换，抽真空并恢复离子泵

工作；激光引导星现场调试和性能测试；配合

现场观测。6 月 15 日开始执行夏季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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