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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AMOST巡天发现银河系并合矮星系的化学证据” 

新闻通气会在国家天文台召开 

    2019 年 4 月 30 日凌晨，国际科学期刊《自然·天文》（Nature Astronomy）在线发布了我国 

天文学家主导的一项重大发现：基于 LAMOST 巡天发现银河系并合矮星系的化学证据。4 月 30

日上午，该科学成果的新闻通气会在国家天文台召开。国家天文台领导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

LAMO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领导及该科学成果的作者等出席了此次新闻通气会。通气会由国家天

文台副台长薛随建主持。 

新闻通气会上，LAMO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成果通讯作者赵刚向与会媒体发布了“基

于 LAMOST 巡天发现银河系并合矮星系的化学证据”科学成果，介绍了 LAMOST 巡天以来的

数据发布情况以及利用 LAMOST 数据取得的亮点科学成果，并对 LAMOST 即将取得的成果进

行了展望。该成果第一作者邢千帆博士详细解读了“基于 LAMOST 巡天发现银河系并合矮星系

化学证据”的成果内容。答记者问环节，与会专家及成果获得者就记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细致

解答。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国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

中新社、中国科学报、文汇报、新

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俄罗斯通

讯社 RT Ruptly 视频新闻社等国内

外十几家媒体参加了此次新闻通气

会。 

会后，各大媒体争相对“基于 

LAMOST 巡天发现银河系并合矮星系的化学证据”重大成果进行了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直

播间》栏目于 4 月 30 日 17:00 档对该重大成果进行了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光

明日报、中国日报等媒体从不同角度进行了 16 版专题报道。其中新华社通稿“银河系‘吞并’

矮星系、天文学家发现了新证据”阅读量达到 1,133,874 次，并先后被 49 家媒体转载报道，较

以往重大成果的新闻传播量再创新高。此次新闻通气会宣传效果显著，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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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通稿：天文学家基于 LAMOST巡天发现银河系并合矮星系的化学证据 

北京时间 2019 年 4 月 30 日凌晨，国际科学期刊《自然·天文》（Nature Astronomy）在线发

布我国天文学家主导的一项重大发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赵刚研究员领导的中日合作研究团

队证实了银河系内一颗重元素（包括银、铕、金、铀等）含量超高的恒星起源自被银河系瓦解的

矮星系，首次揭示了这类稀有恒星的吸积起源，深化了对重元素产生机制的认识，为基于恒星化

学成分识别来自附近矮星系的恒星提供了重要线索。 

类似银河系这样的大型星系被认为是通过并合矮星系形成的，但天文学家对银河系中有多少

恒星来自于矮星系以及这些恒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仍知之甚少。恒星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它诞生时

所处环境的化学成分，通过分析恒星的化学成分可以追溯它们的起源。 

依托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LAMOST 望远镜提供的海量光谱数据，邢千帆和赵刚等人在银

河系晕内发现了目前已知铁含量最高的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超丰恒星。快中子俘获过程是重元素

产生的重要机制之一，例如铕(Eu), 金(Au)和铀(U)等重元素都属于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这颗恒

星的铕相对于铁的丰度是太阳的 10 倍有余，大大超出同类恒星的平均值，目前在银晕中仅发现

了 30 多颗该类型的恒星。更为新奇的是，这颗恒星的镁元素以及其它 alpha 元素（包括硅、钙

和钛等元素）的含量异常低，仅为同类恒星的五分之一，而具有类似化学成分的恒星在银河系近

邻矮星系中却是普遍存在。这是国际上首次在银河系中发现低镁的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超丰恒

星。 

 

 

 

 

 

 

 

 

 

 

通过与日本国立天文台的天文学家进行后续 8 米光学望远镜高分辨率光谱联合观测，研究

团队确定了这颗恒星中 24 种元素的含量，并与矮星系恒星和银晕场星进行了细致比较。对比发 

 

 

 

 

 

图为新发现的这颗银河系“外来移民”示意图（《中国国家天文》麻钰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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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颗恒星的化学成分与矮星系恒星高度吻合，明显不同于银河系的晕族恒星，表明这颗恒星

来自于被银河系瓦解的矮星系，是银河系并合事件的确切和可靠的化学证据。进一步的分析显

示这颗恒星是在其原属的矮星系经历了极为罕见的中子星并合事件之后形成的。中子星并合产

生大量的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 显著提高了矮星系内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的含量。 

这颗恒星的发现首次揭示了银河系内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超丰恒星的吸积起源，为银河系

并合矮星系提供了清晰的证据，显示银晕中的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超丰恒星极可能来自于瓦解

的矮星系，同时为中子星并合是快中子俘获过程发生的主要天体物理场所提供了证据支持。它

的化学丰度特征将有助于识别吸积自附近矮星系的恒星，为研究银河系的并合历史提供理想的

示踪体，加深人类对星系形成和演化的认识。 

 

LAMOST五项成果入选 2018年度“十大天文科技进展” 

4 月 2 日，中国天文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联合公布了 2018 年度“十大天文科技进

展”的评选结果，LAMOST 有五项成果成功入选。 

本次评选活动征集参选成果共计 20 项，其中参选“天文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类”的成果 11

项，参选“技术及设备发展和工程进展类”的成果 9 项，由全国各相关天文单位的评选专家进

行网络投票，共收到有效投票 215 张。评选出“天文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类”和“技术及设备

发展和工程进展类”成果各 5 项。其中国家天文台报送的成果“利用 LAMOST 发现锂丰度最高

巨星并揭示富锂巨星起源机制”、北京大学报送的成果“利用 LAMOST 发现新的系外行星族群

－热海星”、上海天文台报送的成果“基于 LAMOST 数据对银河系尘埃盘结构的精确测量”入

选“天文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类”成果。国家天文台报送的“LAMOST 已获取千万条光谱”与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报送的“LAMOST 中分辨率光谱仪通过验收、顺利开启二期中分辨率

光谱巡天”入选“技术及设备发展和工程进展类”成果。具体信息请访问十大科技进展网页

（http:/1159.226.88.6/toplO/）。 

2018 年度“十大天文科技进展”中 LAMOST 成果占据一半，这标志着 LAMOST 数据的影

响力显著提升，LAMOST 越来越多的高显示度科研成果引起了天文界更广泛地关注。LAMOST

运行和发展中心将从更多细节上提高数据质量、加大数据开放共享程度、扩大 LAMOST 用户群，

进一步增加 LAMOST 的科研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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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运行部 

4 月，LAMOST 共观测了 23 个天区。理

论观测时间为 270 小时，实际观测时间为

43.24 小时，占理论观测时间的 16.0%。受兴

隆观测站天气原因*影响，共 225.93 小时未能

观测，占理论观测时间的 83.7%。 

本月，望远镜仪器故障时间为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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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观测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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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份实际观测计划执行情况如下：M：4 个， 

B：5 个，V：6 个，中分辨率观测 8 个天

区，共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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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观测数据的 1D 软件程序

处理及分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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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块金增强反射镜镜面清洗、反射率测量。 

镀膜机真空室清洁维护、镀膜超净间起吊设备 

维护保养；1600 镀膜机开机试镀膜、镀膜耗材 

采购等夏季维护前的准备；MA S-H 标准光源检 

查；焦面光栅尺连接簧片更换并测试，完成焦 

面姿态复核后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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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仪观测模式切换、像质调试和效率复核。完

成 16 台光谱仪反射率测试并整理测试报告；光

谱仪背照测试、电机更换和调试；定标灯远程

控制故障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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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M 测试数据处理，

配合现场观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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