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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利用 LAMOST数据验证热亚矮星形成理论 

近日，西华师范大学罗杨平副研究员与捷克皇家天文研究所 Peter Nemeth 博士、国家天文

台邓李才研究员、云南天文台韩占文院士合作，利用 LAMOST DR5 发表的数据，测量出了最大

的热亚矮星大气参数星表，并结合 Gaia DR2 数据首次描绘了 700 多颗不同氦成分热亚矮星在银

河系薄盘、厚盘、晕的分布，该分布与韩占文等提出的热亚矮星形成理论预言一致。该研究成果

已发表在国际著名天文期刊《天体物理学报》(2019,ApJ,881,1)上。 

   热亚矮星是一种中心氦核燃烧，且表面覆盖了一层非常薄的氢包层的特殊天体。通常质量大

约为半个太阳质量，在赫罗图中位于上半主序与白矮星序之间，光谱型为 O、B 型，但光度比正

常 O、B 型主序星暗，所以被称为热亚矮星。根据它们的 O、B 型光谱可以分为 sdO 和 sdB。然

而在球状星团中被统称为极端水平分支星。由于它们中心是氦核燃烧，并且表面拥有的氢包层

非常薄，导致它们不能像正常水平分支星那样，可以经过 AGB 阶段和行星状星云阶段后直接演

化成白矮星。因此热亚矮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热亚矮星的研究丰富了天体物

理的研究领域，其研究范围涉及双

星演化、星震学、系外行星发现、

星系演化、膨胀宇宙学中 Ia 型超新

星前身星、引力波源研究等，并在

这些领域中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的

角色。 但是它们的形成机制尚未有

合理的解释，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怎 

样在红巨星阶段损失几乎整个包层。韩占文等 2002 年提出了稳定渃浠瓣物质交流、公共包层抛

射、双氦白矮星并合三种形成通道。图 1 展示了四组氦丰度热亚矮星在银河系薄盘、厚盘、晕的

分布。氦丰度 log(y)>0 的热亚矮星来源于双氦白矮星并合通道， 氦丰度-2.2<log(y)<-1 的热亚矮

星来源于公共包层抛射通道， 氦丰度 log(y)<-2.2 的热亚矮星来源于渃浠瓣物质交流通道，这三

组热亚矮星的分布与韩占文等的热亚矮星理论预言一致。另外该成果发现在薄盘中氦白矮星与

低质量主序并合通道不是-1<log(y)<0 的热亚矮星形成的主要贡献。 

 

 

图 1 四组氦丰度热亚矮星在银河系薄盘、厚盘、晕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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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组氦丰度热亚矮星在银河系薄盘、厚盘、晕的分布。 

 



 

科研人员利用 LAMOST数据在银盘星系震动学方面取得进展 

    近期，LAMOST 特聘青年研究员、云南大学王海峰博士和云南大学黄样、陈丙秋副教授，国

家天文台邓李才研究员，与美国及西班牙研究团队合作，基于 LAMOST 的红团簇星数据，在银河

系盘 12-15kpc范围内，第一次在速度场内发现了与之前 (Wang et al,2018b,MNRAS,478,3367)在

数密度空间上看到的新子结构(South middle opposite)的对应分布，并且探测到该子结构只在盘面

的非对称速度空间出现，在垂向速度空间并无成协特征。除此之外，该团队还为此非对称结构刻

上了时间的标签，惊奇地发现该子结构对于动力学扰动的敏感时间极有可能横跨宇宙学时标。该

文章已被国际著名期刊《天体物理学报》（ApJ）接收，文章预印本链接: arXiv:1907.02839。 

    过去很多年，对于星系或银河系的物理进行诠释时，天文学家通常都假设星系处于平衡态或

处于稳定引力势当中，随后科学家利用美国 SDSS 巡天数据结果在太阳邻域的相空间中高置信度

发现银盘的非对称性与波动，并美其名曰“星系震动学”。六年后欧空局盖亚卫星又在太阳邻域

发现了“蜗牛状”相空间混合结构，深刻揭示轴对称引力势对于银河系研究的弊端。超越太阳邻

域，国家天文台徐岩副研究员此前已经揭示出银盘波动到 25kpc，其中包含“south middle”子结构。

2018 年初，王海峰等人不仅确认了这个结构，且在其北边对面发现了一个新的命名 “south middle 

opposite”的数密度子结构。基于 LAMOST 光谱数据，该团队第一次描绘了该子结构的运动学特

征，不仅从另一个维度确认其真实性，而且从更高维视角，看到了其时间演化序列，得到了非对

称性不一定耦合的结论，不同于近期盖亚卫星在太阳邻域看到的盘面与垂向的非对称性耦合结

果。 

审稿人指出：“等了 20 年，终于等

到在多于 8 个维度的数据下描绘银河

系，文章干净整洁有趣，非常期待后期

在此课题上进行更深入地分析。”该团队

正在开展更多更细致的关于银河系外盘

的分析，基于该成果的后续工作也在审

稿中。 

2019年度暑期维护工作圆满完成     

     2018年 10月-2019年 6月，LAMOST 第八年正式巡天观测任务圆满结束。共获取了 191

万高质量光谱。如往年一样，6 月 15 日 LAMOST 停止观测，技术维护部工作人员开始了望远

镜的暑期维护工作。暑期全面维护对于 LAMOST 非常重要，如同为这个辛苦运转一年的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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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银河系盘在 12-15kpc 范围内的非对称速度分布，上面三

张图是径向、轴向、垂向的速度分布，下面三张图是误差分析。

上图颜色不同即可代表非对称性。 

 

 



      

 

               

做一个“全面体检”。为不耽误下一个观测季的正常运行，维护人员就像专业的“诊断医生”一

样，利用夏季有限的时间高质量完成 LAMOST 每一个零部件的“把脉诊治”，确保其准确无误

“上岗”。而 LAMOST 的维护工作非常复杂繁琐，来不得半点疏忽。LAMOST 技术维护部工作

人员在中心领导以及部主任张勇、副主任侯永辉、王跃飞等人的带领下，按照严格审核后的详细

维护计划精细分工、责任到人。迎着酷暑，挥汗如雨，全体维护人员争分夺秒地展开了 LAMOST

夏季维护工作。 

作为夏季维护的“重头戏”，技术维护部集中完成了 38 块 MB 子镜（37 块子镜和 1 块备用

镜）的装拆、镜室清洗、脱膜和重新镀膜，完成了 24 块 MA 子镜装拆和重新镀膜，重新镀膜后

MA 和 MB 反射率均达到 90%以上。今年夏季镀膜子镜数量为历年最多，技术维护部成员迎难

而上，如期完成了全部子镜的拆装、清洗和镀膜，由于 LAMOST 镜面结构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维护人员需要完成 MA 和 MB 共计 183 个位移促动器的装拆和居中，816 个 MA 力促动器的装

拆、批量检测和更换工作以及 24 次子镜的殷钢垫重新胶接；同时完成了 LAMOST 主动光学快

速化升级，MB 子镜 S-H 的拆装和重调，完成望远镜跟踪相关的机电维护等一系列工作。 

LAMOST 光谱仪维护耗时耗力：

技术维护人员为 LAMOST 高分辨率光谱

仪更新了 40 根专用光纤（光纤芯径 440

微米），光谱仪更新了 4 台新型 CCD 控制

器，完成 4 台紫外增强型金膜准直镜和 1

块介质膜照相镜的安装，光谱仪新控制系

统的样机现场测试、电动调焦控制系统的

升级维护，完成 6 楼电制冷 CCD 的安装

和调试，完成 32 块照相镜水洗维护、电

制冷和离子泵杜瓦维护、水冷机维护等相

关工作。 

作为 LAMOST 日常观测所需的重要设备包括制冷机组、遮光罩、MB 装卸机械手、镀膜机、

通风机组、电梯和圆顶建筑都进行了维修保养。最终维护部人员不辞劳苦完成了望远镜本体的

全部光学复核，4000 根光纤定位单元的维护更换和标定，以及内外圈导星相机一致性的更换等

收尾工作。整个暑期维护人员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精益求精地完成望远镜维护的每一个细节

工作。2019-2020 年观测季，LAMOST 这艘“光谱航母”将再次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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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为维护人员在拆装镜子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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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运行部工作情况 

 对小圆顶进行升级改造，完成了气象站的

传感器定标，对老化的线路进行检查和维

护； 

 对观测楼网络进行维护和升级，更换了观

测楼 MA 二层的核心交换机及其所有模

块； 

 观测人员协助技术维护与发展部进行夜

间光学调试；并协助技术维护部开展液压

系统的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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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数据处理机房完成了硬件维护。 

 开展了中分辨率光谱参数计算算法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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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技术维护与发展部开展望远镜调焦实

验； 

 配合中国科技大学完成光纤定位实验。  

技术维护与发展部工作情况 

    完成全部 38 块 MB 子镜的重新镀膜以及全 

部 MA、MB 子镜高低差测量和调整，完成 MB  

S-H 调试。 

完成全部 MA 位移促动器的安装和检测，镀

膜机维护保养，6 块紫外增强型反射试验镜清洗

及反射率测量。 

光谱仪日常维护、液氮灌注；液氮管道更换； 

光谱仪像质、中低色散切换、CCD 等性能维护

测试；光谱仪控制系统及照相镜电动调焦控制

系统升级和现场测试；制冷机组压缩机组维修、

制冷系统维护；升降车、焦面门等现场设施维

护；完成平场幕布机构改造、现场安装和调试。 

完成现场夏季维护的硬件维护，进行

LAMOST 整体光学系统调试， 进行整体光学系

统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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