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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利用 LAMOST发现类太阳恒星普遍可以产生锂元素 

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赵刚研究员和 Kumar 博士领导的国际团队，利用我国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光谱数据及国际银河考古项目(GALAH)巡天数据发现类

太阳恒星经过氦闪后普遍可以产生锂元素。2020 年 7 月 6 日，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天文

期刊《自然·天文》（Nature Astronomy）。  

锂通常用于现代通讯设备和运输行业。手机、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都使用锂电池供电。此

外，锂元素还被大量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锂元素从何而来? 绝大多数锂的起源可

以追溯到同一个事件，那就是大约 138 亿年前发生的宇宙大爆炸，也就是宇宙的起源。锂是目

前已知的在宇宙早期大爆炸中最早产生的三种元素之一。一直以来，锂元素是连接宇宙大爆炸、

星际物质和恒星的关键元素，对锂元素的研究是宇宙和恒星演化的重要课题。  

研究人员普遍认为锂元素将会在恒星中逐渐消失，这是由于锂在恒星内部相对较低的温度

下(250 万度)参与核反应，再经过与外部大气的混合，最初的锂就会在恒星生命周期中消失。例

如太阳和地球的组成元素高度相似，且被认为几乎同时形成，但太阳中的锂含量却比地球中的

锂含量低了 100 倍。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人们陆续发现，部分类太阳恒星(在银河系中大约占

1/100)大气中的锂含量非常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理论模型预测高出 10 万倍。到底什么原

因导致了类太阳恒星中锂含量异常升高？这个问题在过去 40 年里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  

借助 GALAH、LAMOST 和 GAIA 巡天数据，研究团队发现了类太阳恒星经过氦闪后普遍可

以产生锂元素，解开了上述谜团。论文第一作者 Kumar 博士说：研究团队系统地研究了晚期类

太阳恒星中锂丰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发现类太阳恒星经过氦闪后锂丰度异常升高的现象极为普

遍。氦闪是类太阳恒星演化过程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恒星演化晚期，其核心不断积累氦元素，

并导致温度和压力持续上升。这个巨大的氦核最终被点燃，发生剧烈失控地核燃烧，就像在恒星

内部引爆了一颗氦原子弹，几分钟内释放出相当于整个银河系的能量。理论模型预测经历此阶

段的恒星锂含量应该非常低，但实际上，观测却发现这些恒星的锂含量平均高出理论预测值的

200 多倍，这表明类太阳恒星通过氦闪产生了新的锂元素。由于氦闪是类太阳恒星演化过程中必

然会经历的过程，因此类太阳恒星经过氦闪后普遍会产生锂元素。LAMOST 数据在鉴别氦闪恒星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来鉴别被称为富锂巨星的天体，照此标准，人们在过去 40年

间所发现的富锂巨星可能只是宇宙中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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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研究团队负责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赵刚研究员介绍，对我们而言，下一步研究的关键

是了解锂在氦闪和混合机制之间的核聚变，这里依然包含着很多未解之谜。   

文章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0-020-1139-7 

 LAMOST M型亚矮星成果获美国天文学会期刊专访 

近日，张硕、罗阿理等人“利用 LAMOST 数据证认出 2971 颗 M 型亚矮星”的成果获得美

国天文学会期刊（AAS Journals）的专访。这是继天文学家在 SDSS 数据中系统搜寻 M 亚矮星

工作后的另一个大样本。与前者不同，LAMOST 的样本主要集中在银盘区域。这两个互为补充

的样本为研究 M 型亚矮星和 M 型贫金属矮星的物理机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美国天文学会期刊学科主编 Frank Timmes 教授就该成果邀请并视频采访了论文通讯作者、

LAMOST 数据处理部主任罗阿理研究员。在 30 分钟的采访过程中，罗阿理介绍了该成果的主

要内容，阐释了 M 型亚矮星新的分类标准、以及在 LAMOST DR4 中证认出 2791 颗 M 型亚矮

星的过程，并对这个样本的特点和怎样从美国天文学会期刊库获取该样本的数据进行了讲解。

采访最后还对后续的大气参数测量及结合 GAIA 的运动学分析等工作做了简要介绍。 

美国天文学会期刊筛选出近几年来较为创新的发现及比较经典的工作，或文章发表当年引

用率较高的研究成果进行专访。这是 LAMOST 首个接受美国天文学会期刊专访的成果，此次

专访体现了 LAMOST 在国际天文界的影响力和广泛关注度。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FhVT3VzlwKrArGdcNhtSCF4NbDBd6K5 

文章链接：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3847/1538-4365/aaf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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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显示了恒星中锂元素从主序经过红巨星、氦闪(红巨星上端)到红团簇的氦核燃烧阶段的演

化。虚线为模型预测。红色符号带代表红团簇星的氦核燃烧阶段。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0-020-1139-7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3847/1538-4365/aaf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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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利用 LAMOST 光谱和 Kepler 测光数据研究恒星磁活动性质 

近期，贵州大学张立云教授、国家天文台施建荣研究员、美国巴特勒大学韩先明教授和云南

大学王海峰博士后等合作利用 LAMOST 中分辨率时域光谱和 Kepler 测光数据，对恒星的磁活动

进行了系统研究，确定了它们的色球活动强度和演化情况。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天文期刊

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刊》（2020,MNRAS,495,1252）。 

银河系中存在大量变星，如类太阳恒星、天琴座变星等。天文学家通常利用国内外的测光数

据和光谱数据，确定恒星物理参数、挖掘新的活动变星、发现特殊类型变星等前沿课题。然而，

大样本的天文数据则可以进一步助力天文学家更加全面地掌握和理解银河系中变星的物理性质，

从而统计大样本变星规律及其在银河系中的分布情况。LAMOST 已发布了超千万的低分辨光谱

数据和 388 万中分辨率光谱数据，其中 LAMOST 中分辨率光谱数据为更加精确地研究大样本恒

星的物理参数和色球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源，特别是 LAMOST 中分辨率时域光谱为细致研

究变星的磁活动演化规律提供了重要机遇。 

LAMOST 中分辨率光谱的分辨率为 7500，其光谱红端恰好包含研究磁活动的重要色球活动

指标—H alpha 谱线。张立云等人计算了 200 万条光谱的色球活动强度，发现 2115 颗恒星的 8816

条光谱中具有明显的发射线，其中 1521 颗恒星的 H alpha 的等值宽度存在短时标（20 分钟左右）

和长时标（年）的演化。 

张立云等人把 LAMOST 中分辨率光谱数据与 Kepler 测光数据进行了交叉证认，获得了 4 万

颗恒星的光变曲线，并且在 1036 颗恒星中发现了 2132 次耀发事件，同时计算了其耀发的持续时

间、能量和振幅。最后统计了 LAMOST 色球活动强度与耀发强度之间的相关性。最终分析发现

恒星色球活动越强其耀发能量越大；恒星质量越小其对应的恒星耀发相对强度越强的规律。 

 

 

 

 

 

 

 

文章链接：https://academic.oup.com/mnras/article/495/1/1252/5842107 

 

     

左图显示了 LAMOST中色散光谱恒星 H alpha强度与 Kepler耀发振幅之间的关系，发现色球活动越强其

耀发强度越大；右图显示了不同光谱型恒星的耀发能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 

 

-5 -4 -3 -2 -1 0 1 2 3

-4

-3

-2

-1

0

1

2
(a) coeff=0.335(0.018)x-1.676(0.037)

 1,036 flaring stars

  Linear fitting

 

 

L
o

g
(

F
fl
a

re
) 

m
a

x
 f

la
re

 a
m

p
lit

u
d

e

H (EW) (Angstrom)

 

0.5 1.0 1.5 2.0 2.5 3.0
10

-1

10
0

10
1

10
2

10
3

10
4

(b)

M=1.24Msun

 

 

 A

 F

 G

 K

 M

E
fl
a

re
(e

rg
)/

L

(e

rg
 s

-1
)

M(Msun)

https://academic.oup.com/mnras/article/495/1/1252/5842107


  

编辑：李 双                                    审核：赵永恒                                     签发：赵  刚     

观测运行部工作情况 

 新相机控制器的安装和测试工作，标定圆   

顶气象站的温湿度传感器。 

 导星硬件的维护，控制软件的更新和维

护； 

 观测楼内部网络优化部署，核心交换机维

护等工作。 

科学巡天部工作情况 

 开展 LAMOST 光纤照相检测实验，并对实

验数据进行分析验证。 

 完善低分辨率和中分辨率数据处理的 2D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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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LAMOST正式巡天第八年v0版本光

谱数据的在线发布，完成新版本数据处

理软件的升级评审； 

 对数据处理机房进行硬件维护。 

 

 

 

  

技术维护与发展部工作情况 

主动光学、MA 机架跟踪电控系统自检和维

护；完成 20 块 MA 子镜拆卸、拆卸子镜镀膜前

和镀膜后的因钢垫检查、已完成 8 块 MA 子镜

因钢垫胶接；完成 20 块 MA 镜面分离、20 块

MA 子镜脱膜、完成 19 块 MA 子镜重新镀膜；

20 套 MA 镜室机械结构件清洁维护、20 块代子

镜安装、680 套力促动器线性测试、74 套力促动

器更换、20 块 MA 子镜总成线性测试、2 块 MA

子镜的安装和初调工作；完成全部 MB 子镜位

移促动器居中测试，32 块 MB 子镜位移促动器

的安装；完成全部 MA 子镜位移促动器的拆卸

和居中测试。  

光谱仪日常维护，液氮灌注、CCD 控制器、

像质自检维护；拆除旧的液氮系统，光谱仪控制

箱和 CCD 控制器的线路整理和重新排布； 

出射端面指向复核调整、红区像质调整、光

纤编号及复核，将整机更换 10 号光谱仪的 250

根光纤；完成 16 台光谱仪控制箱的现场更换、

性能测试、现场测试报告整理及验收准备；4 楼

新冷水机安装和调试，散热管路改造；光谱仪

CCD 控制器 UPS 更新维护，CCD 水冷机清洁

保养、水循环系统维护；完成光纤定位单元维

护，光纤单元定标等夏季维护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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