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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利用 LAMOST 数据构建了一套高质量恒星光谱库 

近日，国家天文台科研人员杜冰、罗阿理等人利用 LAMOST DR5 的海量恒星光谱数据，

构建了一套包括 2892 条高质量恒星的模板光谱库。这是目前第一套覆盖了较完备 K 型的实测

光谱库。该研究工作已在国际著名天文期刊《天体物理学报增刊》（2019,ApJS,240,10）发表。 

大样本统计的方法能够提取出恒星对应参数空间内光谱的典型特征，与单次源观测的光谱

相比，这样统计的典型光谱质量更高，参数标记更可靠。利用 LAMOST DR5 已确定的 534 万

组恒星参数，杜冰等人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最终构建的 2892 条高质量的恒星模板光谱，其

参数覆盖范围较广，有效温度从 3750K 到 8500 K，金属丰度从 -2.5 dex 到 1.0 dex， 表面重

力加速度从 0 dex 到 5.0 dex （见图 1）。 利用 LAMOST 观测的大量恒星，构建了更密集的 K 

型模板，从而弥补了目前实测光谱库缺乏 K 型的不足。  

在此项工作中，该光谱

库标记了精确的恒星大气物

理参数。通过与其它星表的

外部对比发现，该光谱库在

R ~ 1800 分辨率下的参数测

量精度约为：温度 125 K，

金属丰度 0.1 dex，表面重力

加速度约为 0.2 dex。通过分

析参数不确定度在温度空间

的分布，杜冰等人还发现增

加了 K 型模板的密度后，  

K 型的参数测量精度有明显提高。 

审稿人对这套光谱库给予了正面评价：“作者展示了一套很棒的光谱模板库，该光谱库具

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参数空间跨度。它肯定会被用于观测光谱匹配、校准大气模型和论证不同恒

星间的差异。这些数据对该领域非常重要。” 

杜冰等人构建的这套 LAMOST 实测光谱库，与单次观测收集的实测光谱库相比，受观测

条件和数据处理的影响要小很多。这套光谱库对恒星物理参数测量、恒星物理模型的约束、星

族合成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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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LAMOST 光谱库的参数空间分布。上面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金属

丰度（左）和光度（右）。下是参数空间内模板数量的密度分布图。 



 

 

 国家天文台研究人员发现晕流 LAMOST-N1 来自于矮星系的化学证据 

近日，国家天文台赵景昆、赵刚及青木和光等人利用日本斯巴鲁望远镜对晕流 LAMOST-N1的

六颗成员星进行了高分辨率光谱观测，其中 LAMOST-N1是赵刚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团队利用 LAMOST 

DR2 数据发现的新晕流。通过分析成员星的丰度模式和最终观测结果，赵景昆等人发现晕流

LAMOST-N1来自于银河系对外部系统的吸积。由于 LAMOST-N1的丰度模式和目前已知的典型矮星

系的丰度模式也不完全一致，它的前身可能来自于一个较大的矮星系或者较早被吸积的矮星系。

该工作已经在国际著名天文期刊《天体物理学报》（2018,ApJ,868,105）发表。 

 

图 2  [α/Fe]和[Ba/Y]丰度模式。红色矩形框表示 LAMOST-N1 的成员星，小黑点表示银河系的场星，三角代表矮

星系的成员星，绿色棱形表示 Nissen 厚盘星族，蓝色棱形表示 Nissen 高α晕族恒星，紫色棱形表示 Nissen 低α晕

族恒星 

该研究成果发现这个星流成员星的[α/Fe]比相同金属丰度的银河系场星平均低0.1dex, 和

Nissen 的低α晕星分布较一致。[Ba/Y]比银河系场星高 0.2dex，Cr 丰度比银河系场星偏低约

0.15dex。 

冷暗物质模型支持星系的等级并合形成理论，目前在银河系发现的空间成团星流，如人马座

星流，孤儿星流等为这个理论提供了很好的观测证据。早期被银河系吸积的矮星系经过了几个轨

道周期或者更长时间的演化，已经完全弥漫在星际空间，但是在运动学空间仍然保持一定的成团

性，当它们经过太阳邻域的时候能够被我们观测到，这种类型的太阳邻域晕流目前已经发现了

20 多个。但是这些星流的起源尚不确定，有的还存在争议。目前化学丰度研究结果支持这些星

流来自于吸积的非常少，很多星流的化学丰度模式和银河系场星非常一致，不能排除它们来自于

并合过程的扰动导致的运动学成团。 

 LAMOST-N1 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在运动学成团，并且化学性质和银河系场星显著不同的

太阳邻域的晕流，此项工作对于银河系的并合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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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OST DR5 v2 版数据集正式发布           

2019 年 1 月，LAMOST DR5 v2 版数据正式向国内天文学家发布，相比于 2017 年 12 底发

布的 DR5 v1 版本，新版本数据在进一步升级和优化后，剔除了 21,027 条光谱及相应的参数，

增加了 30,817 条光谱及相应的参数，更新了 26,341 条光谱的参数信息。  

LAMOST DR5 v2 版本共计发布光谱数 902 万条光谱，其中高质量光谱数（S/N>10）达到

777 万条。科学用户可登录网站（http://dr5.lamost.org/）进行数据查询和下载。按照国际惯例及

数据发布时间节点，数据保护期过后，更新后的 DR5 数据集预计 2019 年 6 月正式向全世界公

开发布。具体数据量信息如下表。 

分  类 
DR5 v1 数据集

（2011.10-2017.6） 

DR5 v2 数据集 

（2011.10-2017.6） 

发布光谱数 9,017,844 9,027,634 

高质量光谱

（S/N>10） 
7,772,618 7,778,507 

恒星参数 5,344,058 5,348,713 

 

 

 

喜  讯                        

 1 月 19 日，LAMOST 运行和发展中心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2018 年度“优秀科研

团队”的光荣称号，这份殊荣是国家天文台对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工作业绩的肯定和鼓励。 

2018 年，LAMOST 圆满完成正式巡

天第六年观测任务并顺利开启第七年

中、低分辨率交替进行的光谱巡天模式，

累计获取光谱数据超过一千万，成为世

界上首个获取光谱数突破千万量级的光

谱巡天项目。 

截止 2018 年底，国内外天文学家利

用 LAMOST 数据发表 SCI 论文 400 余 

篇。LAMOST 数据集助力天文学家分别在银河系的形成和演化、银河系动力学、恒星物理、特

殊天体、类星体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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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运行部 

1 月，LAMOST 共观测了 143 个天区。

理论观测时间为 372 小时，实际观测时间为

279.43 小时，占理论观测时间的 75.12%。受

兴隆观测站天气原因*影响，共 79.07 小时未

能观测，占理论观测时间的 21.26%。 

本月，望远镜仪器故障时间为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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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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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份实际观测计划执行情况如下：M：38

个， B：19 个，V：24 个，中分辨率 62

个，共计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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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新光纤定位相机继续开展光纤定位

检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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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份观测数据的 1D 软件程序

处理及分析任务，完成 DR5 v2 版本数据产

品的发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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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率测 

量；5 块金增强反射镜镜面清洗、反射率测量。

更换和调试现场 MB S-H 点阵列 CCD 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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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色散光 

谱巡天切换观测、像质维护及效率复核；定标

灯检查和维护。 

制冷机组、恒温恒湿机组、通风管道日常

检查、维护和数据记录；小圆顶维护，平场幕

布故障检查和维护，恢复远程控制模式； 完成

MB 子镜机械手升级维护；完成 MB 专用升降车

安装、调试，配合现场观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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