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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SAGE (Stellar Abundance and Galactic Evolution) 巡天采用一套对恒星大气参数敏感

的独特测光系统，包括 uSC, vSAGE, g, r, i, Hαn, Hαw 和 λDDO51(David Dunlap Observatory,

DDO) 共 8 个波段。该系统对恒星大气参数 (有效温度 Teff、表面重力 lg g 和金属丰度 [Fe/H]) 和

星际消光的测量比传统的 uvbyβ 系统 (Strömgren-Crawford, SC) 更敏感。由于 g, r, i 波段带宽

较宽，因而观测效率较高，对恒星大气参数的测量精度和观测效率均超过 uvbyβ 系统和宽带测光

系统。利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Steward 天文台 2.3 m Bok 望远镜、新疆天文台南山 1 m 望远镜

和乌兹别克斯坦 MAO (Maidanak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1 m 望远镜已展开巡天观测。项

目计划在约 4 年时间内完成所有的巡天观测，北天天区覆盖面积约 12 000 (◦)2，高精度测光 (信

噪比为 100σ) 深度约 15 mag (V 波段)；5σ 探测极限可深至约 20 mag (V 波段)。最终将探测约

5 × 108 颗恒星，并得出其恒星大气参数以及星际消光。该样本比之前的 u, v, b, y, β 测光巡天，

如 GCS (Geneva-Copenhagen Survey) 巡天和 HM (Hauck and Mermilliod 1998)巡天，扩展到

更深的区域，即深度达到 7∼8 mag (V 波段)。利用观测得到的大样本恒星测光星表，可以开展如

下课题的研究：(1) 得到银河系约 5× 108 颗恒星大样本的金属丰度分布，并根据恒星演化模型得

到其年龄分布；(2) 预期搜寻到一批贫金属星候选体，并利用其他望远镜进行下一步观测；(3) 结

合高质量的 uSC 波段数据，预期可以找到一批白矮星；(4) 结合其他星表，预期找到一批长周期

变源以及移动天体；(5) 结合 uSC 波段数据和其他星表，预期可以找到一批类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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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天文学是一门基于观测的学科，很多重要发现都基于两类观测：(1) 突发现象，如超新

星、伽马射线暴、引力波源等；(2)基于大样本的观测，如宇宙 (加速) 膨胀、重子声波震荡、

宇宙大尺度结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等。这两类重要的观测一般基于大天区的巡天，因此大

天区巡天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也是近年来无论地面还是空间多波段巡天蓬勃发展的原因。

深度 (极限星等) 更深的巡天可以使我们看到更遥远的天体及其分布，而大视场巡天可以使我

们得到大样本的统计结果，从而推动新的更重要的发现，因此大视场巡天逐渐成为科学产出

最丰富和影响力最大的系统工作。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光学巡天 SDSS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
[1]

、近红外巡天 2MASS

(the Two Micron All-sky Survey)
[2]

、紫外巡天GALEX (the Galaxy Evolution Explorer)
[3]

和

宽视场红外巡天探测卫星WISE (Wide-field Infrared Survey Explorer) 等项目的开展，表明

海量数据非常有助于研究基本的天体物理学问题，包括宇宙的起源与演化、星系结构的形成

和演化、恒星的形成和演化等。

作为我们的寄主星系，银河系包含 (1 ∼ 5) × 1011 颗恒星，是研究各类天体的理想实验

室。同时，作为一个巨旋涡星系，研究银河系有助于深刻理解星系的形成和演化。尽管目前

不少大视场测光巡天可以用来研究银河系结构，但是对恒星大气参数及星际消光测量进行优

化的测光巡天却相对较少。

SC (Strömgren-Crawford) 系统是 1956 年由 Strömgren
[4]

提出的一套 6 色中/窄带测光系

统。1958 年经 Crawford
[5]

加入 Hβ 滤光片，该系统包括 4 个常用的对恒星研究非常有效的

色指数，即 b − y, m1, c1 和 β。利用该测光系统能可靠地估计不同光谱型恒星的大气参数

(Teff , lg g 和 [Fe/H] 等)。最初设计该系统是为了研究 A2-G2 早型星
[6]

，后来发现，该系统不

但可用来研究晚型星，也可用来研究贫金属巨星
[7]

、红巨分支星
[8]

、G 和 K 型矮星
[9]

、贫金

属星
[10]

、巨星
[11]

、黄超巨星
[12]

，还能用来确定恒星演化阶段
[13]

。在消光已知的情况下，演化

阶段一旦确定，就可估计恒星距离。如果消光未知或精度不够，就必须获得 Hβ 测光数据。

当然，SC 测光系统也有一定的缺点，如带宽较窄，需要较长时间的曝光才能达到同样的深

度；在一些波段 (如 v, b, y)，对恒星大气参数的敏感程度低于 SDSS 的 g, r, i, z 波段等。

SC 系统巡天目前只运用在 GCS 巡天
[14]

(截至 2017 年 10 月该工作已被引用超过 1 100

次) 和 HM 巡天
[15]

(截至 2017 年 10 月该工作已被引用超过 470 次)。事实上这两个项目并非

真正意义的巡天，而是在从文献中搜寻、收集、整理别人的观测数据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工作。

例如GCS 巡天是从 HD (Henry Draper) 星表
[16, 17]

选出视星等mvis 约大于 8.5 mag 的 30 465

颗恒星，它们对应的完备距离约为 40 pc，主要分布在太阳邻域。由于颜色的一些限制，我们

最后选出了一个包含 16 682 颗恒星的空间分布相对均匀、体积完备、动力学无偏差的样本。

很多关于太阳邻域以及银河系的研究工作基于这个样本。HM 巡天只是简单收集已获得 u, v,

b, y, β 测光数据的 63 313 颗恒星的信息，其 y 波段 (中心波长接近于 V 波段) 星等分布范围

为 5∼15 mag，近似高斯分布，其中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8.41 mag 和 1.81 mag。这两个巡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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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星等都在 8∼9 mag 范围内。无论从样本大小、巡天深度还是空间的广度而言，目前对银

河系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Sky Mapper 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导的南天巡天项目
[18]

，其科学目标包括太阳系内天

体、太阳邻域年轻恒星形成历史、银河系暗物质晕的分布、约 1 亿颗恒星的大气参数、极

贫金属星以及星系的测光红移校准，以及高红移类星体等。该巡天采用 Siding Spring 天文

台的 1.35 m 望远镜。该望远镜拥有 2.3×2.3 平方度大视场，配备 32 块 E2V 2 048×4 096

CCD 拼接阵列，可进行 6 个波段 (uSM, vSM, g, r, i, z) 的观测，在 uSM (vSM) 波段的极限

星等约为 16.8(17.0) mag (10σ)。目前该观测还在进行中，尚未最终完成。LAMOST (The

Large Sky Area Multi-Object Fibre Spectroscopic Telescope) 光谱巡天DR5 (Data Release 5,

http://dr5.lamost.org/) 已释放 901 万条恒星光谱，其中 534 万颗已得到恒星光谱参数，是

目前世界上获取的最大恒星光谱参数星表，但仍有部分光谱无法得到很好的恒星分类和证认。

尽管 ESA (European Space Agency) 的 Gaia 卫星包括红蓝两端的棱栅测光仪器 BP/RP，但

其在波长方向的平均采样与 SAGE 测光基本相当，而且在小于 400 nm 的波段 (对应我们

的 uSC 和 vSAGE 波段) 仪器效率远低于波长大于 400 nm 的波段。利用其视向速度光谱仪

(radial velocity spectrometer, RVS) 测量的恒星大气参数 Teff , lg g 和 [M/H] 的精度为 155 K,

0.15 dex和 0.1 dex，仅对应透过RVS滤光片的星等mRVS ≈ 12
[19]

。近年来中国也已开展了一

些测光巡天，如 BATC (Beijing–Arizona–Taiwan–Connecticut) 巡天
[20]

、盱眙施密特望远镜

反银心测光巡天 XSTPS-GAC (Xuyi Schmidt Telescope Photometric Survey of the Galactic

Anti-center)
[21]

、南银冠 u 波段巡天 SCUSS (the South Galactic Cap u-band Sky Survey)
[22]

、

BASS (Beijing–Arizona Sky Survey) 巡天、南极 CSTAR (Chinese Small Telescope Array)
[23]

项目、TNTS (THU-NAOC Transient Survey) 变源巡天
[24]

等。但截至目前，中国，甚至北

半球并没有一个针对恒星观测进行优化的大面积天区深度测光巡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该领域的发展。我们正开展针对北天的恒星大气参数的测光巡天，所采用的是一套对恒星

大气参数敏感且效率高的优化测光系统。

本巡天将覆盖赤纬 δ > −5◦ 的北天天区，并避开银纬 −10◦ < b < +10◦ 的银盘区域，

以避免过多亮星可能导致的饱和以及图像污染。另外，由于 KPNO (Kitt Peak National

Observatory) 的台址春夏季晴天数相对较少，所以我们避开赤经 12 < α < 18 h 的区域，把

观测天区优化在秋冬季，以便获得更多更好的观测数据。最终的巡天面积大于 12 000 平方度

(如图 1 所示)。为了便于进行图像之间的流量校正，每个天区和相邻的所有天区都留有 20%

的重叠区域。

SAGE 巡天的高精度测光 (信噪比为 100σ ) 完备星等深度比 GCS 和 HM 巡天深

7 ∼ 8 mag：uSC ≈ 17.5 mag，vSAGE ≈ 16.5 mag，g, r, i 均约等于 15.5 mag，这比之前 GCS

得到的结果 (约 40 pc) 在距离上扩展了约 25 倍，相当于类太阳恒星的完备距离约为 1 kpc。

5σ 探测极限 uSC ≈ 21.5 mag，vSAGE ≈ 21 mag，g, r, i 均约为 19.5 mag，在距离上扩展了近

160 倍，距太阳约 6.4 kpc。我们计划在 4∼5 年内完成测光巡天观测、流量定标和天测定标，

得到一个均匀的北天 8 波段的测光星表，并利用其开展一系列以银河系为主的科学研究。

巡天完成后，我们将得到约 5 亿颗恒星的大气参数 (Teff , lg g 和 [Fe/H] 的精度分别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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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赤道坐标系下，α < 12 h, α > 18 h, −5◦ < δ < 90◦，银纬 |b| > 10◦，总巡天面积大于 12 000 平方度。

图 1 计划观测的北天巡天天区

80 K, 0.2 dex 和 0.15 dex)。再结合 LAMOST 和 Gaia 的巡天数据，我们将得到一个大样本

恒星的 6 维参数 (空间 3 维、速度 3 维) 以及恒星大气参数 (Teff , lg g 和 [Fe/H]) 和星际消光。

利用该参数样本，可展开一系列相关课题研究，包括银河系的金属丰度分布和星际消光分布

等。这将为研究银河系的结构和演化提供最基础的数据。结合 LAMOST 光谱数据还可以探

测暗物质的分布，寻找一批超贫和极贫金属星等特殊天体，这将对研究恒星形成和银河系早

期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 2 章介绍 SAGE 巡天系统设计，主要包括测光系统的参数及其优势；第 3 章介绍观测

的台址、所使用的仪器、观测策略和进展；第 4 章介绍数据处理流水线，包括系统定标和数

据库等；第 5 章是小结和展望。

2 SAGE 巡天系统设计

2.1 SAGE 测光系统

传统的 u, v, b, y, β 恒星大气参数测光系统是 Strömgren
[4]

和 Crawford
[5]

分别于 1956 年

和 1958 年提出的一套 6 色中/窄带测光系统。利用该测光系统可以得到 4 个常用的对恒星大

气参数研究非常有效的色指数，即 b− y, m1, c1 和 β，能准确地计算不同光谱型恒星的大气

参数 Teff , lg g 和 [Fe/H]。另外 Sky Mapper 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导的南天测光巡天项目，

采用 uSM, vSM, g, r, i, z 共 6 个波段，其中 uSM 是对 uSC 进行了优化，还增加了覆盖 CaII H

和 K 线的 vSM 波段，对 [Fe/H] 更敏感，g− i 和 uSM − vSM 分别对 Teff 和 lg g 等恒星大气参

数更敏感。利用 SAGE 巡天，并结合 SC 系统和 Sky Mapper 系统的优点，我们设计了一套

新的经过优化计算的测光系统，即 SAGE 系统。

2.2 SAGE 滤光片

利用 SAGE 系统可以更有效地确定恒星大气参数 Teff , lg g, [Fe/H] 以及星际消光，这些

参数分别可由系统中的g − i, uSC − vSAGE, vSAGE − g, Hαn −Hαw 颜色得到。DDO51 滤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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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地区分矮星和巨星。滤光片归一化的响应曲线见图 2，详细参数如表 1 所示。另外，

宽带的 g, r, i 波段由于带宽较宽，可以在采用较短曝光时间的情况下达到同样的信噪比，从

而提高观测效率。

图 2 SAGE 系统的滤光片归一化响应曲线

表 1 拟采用的 SAGE 测光系统滤光片以及参数

波段 uSC vSAGE g r i Hαn Hαw λDDO51

有效波长/Å 3 520 3 950 4 639 6 122 7 439 6 563 6 563 5 132

带宽/Å 300 290 1280 1150 1230 29 136 162

注：uSC 是 SC 定义的版本，vSAGE 是我们自行设计的。Hαn 和 Hαw 是基于 SC 系统的 Hβ 而

定义的，针对 FGK 型星优化到了更敏感的 Hα 波段，DDO51 是一个滤光片，属于 DDO (David

Dunlap Observatory) 测光系统。

从图 3 可看出，尽管 uSC, vSAGE 和 Sky Mapper 滤光片的响应曲线都分别位于测量巴尔

末跳跃 (364.6 nm) 两侧，可以用于测量其强度，但是 SAGE 系统的两个滤光片之间几乎没

有重叠区域，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 lg g 测量结果。另外 vSAGE 较准确地覆盖 CaII H 和 K 的

谱线 (396.9, 393.4 nm) 范围，可以更精确地测量其金属丰度 [Fe/H]。

我们利用Kurucz 模型对 SAGE 测光系统的颜色和恒星大气参数的依赖情况进行了分析。

首先我们选取表面重力 lg g 为 2 和 4.5 两种情况，在金属丰度 [Fe/H] 为 −2.5 ∼ 0.5 的范围内

对有效温度 Teff 与两种系统颜色的关系进行分析。从图 4 可看出， SAGE 系统对温度的敏感

度明显高于 SC 系统，对于同样的温度范围，无论对于哪种类型的恒星 (F, G, K 型)， SAGE

系统的颜色跨度都是 SC 系统的 2∼3 倍，SAGE 系统得到的有效温度 Teff 的误差是 SC 系

统的 1/2∼1/3，精度提升 2∼3 倍。即亮度为 V = 15 mag 的 SC 系统得到的有效温度精度与

SAGE 系统 16 < V < 16.5 mag 恒星的亮度相当。

我们对 SC 和 SAGE 系统的颜色与金属丰度 [Fe/H] 的关系也进行了分析。同样，我们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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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AGE 系统、Sky Mapper 系统和 SC 系统滤光片归一化响应曲线比较

注：a) SC 系统；b) SAGE 系统。

图 4 不同金属丰度 [Fe/H] 和不同表面重力 lg g 下的有效温度 Teff 与颜色的关系图

取了表面重力 lg g 为 2 和 4.5 两种情况。从图 5 可看出，SAGE 系统对金属丰度的敏感度

明显高于 SC 系统。与 SC 系统相比，对于同样的金属丰度范围， SAGE 系统下从 F 型到 K

型恒星的颜色范围跨度为 2∼4 倍，说明 SAGE 测光系统得到的金属丰度 [Fe/H] 对颜色的敏

感度提升了 2∼4 倍。对于相同精度的测光，参数的误差会减小 1/4∼1/2，因此精度提升 2∼4

倍。这相当于在星等范围内往暗端延伸 1∼2 mag，即对于亮度为 V = 15 mag 的 SC 系统，

得到的参数精度与 SAGE 系统的 16 < V < 17 mag 恒星的金属丰度 [Fe/H] 的精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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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SC 系统；b) SAGE 系统。

图 5 不同有效温度 Teff 和不同表面重力 lg g 下的金属丰度 [Fe/H] 与颜色的关系图

同样，我们还计算了表面重力 lg g 与颜色的关系。我们考虑了金属丰度差异较大的两种

情况，[Fe/H] 等于 −2.5 和 0。对于 FG 型恒星，SAGE 系统比 SC 系统敏感性略高 (如图 6

所示)；对于 K 型星，SC 系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S 形”非单调关系。尽管 SAGE 系统也出

现了非单调的情况，但是如果在 lg g ≈ 2 的地方进行区分，则在 lg g & 2 和 lg g . 2 的区间

内，表面重力与颜色的关系均为单调函数。我们再利用 DDO51 滤光片 (可以有效地区分矮星

和巨星)，对 K 型恒星的 lg g 求解提供了可行性，这也是 SAGE 测光系统的优势。

注：a) SC 系统；b) SAGE 系统。

图 6 不同有效温度 Teff 和不同金属丰度 [Fe/H] 下的表面重力 lg g 与颜色的关系图

对于 G, K 型星， Hβ 的吸收线强度要弱于 Hα，因此 Hα 的强度测量精度更高。通过计

算可得到颜色指数与不同消光的关系，我们取 lg g 等于 2 和 4.5 以及 [Fe/H]= 0 的情况。图

7 给出有效温度与颜色的关系：(g − i) 对有效温度的敏感性比 (b − y) 更高；对于不同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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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b), c), d) 中 lg g = 4.5；e), f), g), h) 中 lg g = 2.0；a), c), e), g) 表示 SC 系统；b), d), f), e) 表

示 SAGE 系统。

图 7 有效温度与颜色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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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Hβn −Hβw) 在颜色上还是有一定的变化 (约 0.01 mag)，而对于 (Hαn −Hαw)，几乎看

不到其随消光的变化 (E(B − V ) 范围为 0 ∼ 0.2)，这说明后者对星际消光更独立，因此求解

效果会更精确。

3 观测策略、观测中使用的仪器和进展

3.1 观测策略

巡天观测与常规的天文观测有较大的差别。因为要保证巡天整体的数据质量 (包括大气

质量和视宁度等因素) 最优，所以观测前必须对整晚观测天区的分布和观测顺序提前进行整

体规划。我们基于 Python 语言设计编写了专门的自动化软件，其可以根据观测日期以及观

测起始和结束时间等信息进行整晚的观测策略规划。对于巡天观测的顺序，既要保证整晚观

测的平均大气质量最小，也要保证天区的指向更换以及切换滤光片等非曝光的消耗时间最少。

因此我们采用划分天区块 (如 6 块连续天区) 的方式，先观测一个天区块，再观测另一个天区

块，以便从整体上减少望远镜频繁移动指向而导致的时间浪费 (见图 8)。

图 8 赤道坐标系下巡天天区观测的天区块划分

另外，我们还按照实际的大气视宁度和天气调整曝光时间，以保证各天区极限星等的相

对均匀。具体的巡天观测策略如下：

(1) δ 从低到高，α 从小到大 (按照大体从东到西的天区顺序)。

(2) 为了减少望远镜观测天区指向改变时间，采用以天区块为基本单元进行观测 (包含约

6 天区) 的方式。

(3) 根据恒星大气参数对应的颜色进行分组，uSC 和 vSAGE 作为一组，Hαn 和 Hαw 作为

一组，λDDO51, g, r, i 作为一组。在同一套观测系统中进行观测，从而减少颜色的系统差。

(4) 大气质量数整晚最优 (平均值最小)，任何时间确保大气质量数小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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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何时间都有可观测天区 (不存在无符合条件天区可观测的等待时间)。

(6) 巡天观测星等范围的亮度分别为 uSC ≈ 17.5 mag, vSAGE ≈ 16.5 mag, g, r, i,mDDO51

均约等于 15.5 mag(信噪比为 100 σ)。

事实上，在 uSC, vSAGE, g, r, i 波段，目前我们已经观测了 12 364, 11 376, 4 254, 4 254,

4 254 个天区 (见 3.2 节)，利用的就是一套自行编写的程序。用该程序可以在实际观测中有效

地实现上述观测策略和算法。

3.2 台址和望远镜

3.2.1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Steward 天文台 Bok 望远镜

图 9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Steward 天文台 Bok

望远镜

亚利桑那大学 Steward 天文台的 Bok 望远

镜 (见图 9) 坐落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海拔 2 096 m

的基特峰 (Kitt Peak)，平均视宁度优于 1.5′′。我

们利用该望远镜进行 uSC 和 vSAGE 波段的巡天

观测，获得了高质量的观测数据。该望远镜为赤

道式，在主焦点具有大视场 (约 1 平方度)，蓝敏

的 CCD 阵列 (由四块 4 032×4 096 拼接的 CCD

阵列)。在 uSC, vSAGE 波段进行 60 s, 20 s 的曝

光，亮度分别可达约 17.0 mag和 16.0 mag (信噪

比为 100σ)，以及约 21.7 mag 和 21.2 mag(信噪

比为 5σ)，因此该系统配合优良的台址，非常适

合蓝端的观测。2015 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Steward 天文台签订了合

作协议，获得了 150 个观测夜的观测时间。目前

我们已分别得到 12 364 (uSC) 和 11 376 (vSAGE)

个天区的观测数据。

3.2.2 新疆天文台南山１m 大视场望远镜

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的 1 m 大视

场望远镜 (见图 10) 位于新疆南山观测站，海拔

约 2 080 m，平均大气视宁度约 2.0′′， V波段天

光背景约 21 mag/(′′)2，全年晴夜数为 200∼220

夜。该望远镜主焦点有效视场 1.5×1.5 平方度，80%星像能量集中在 2′′ 以内，指向精度优于

3′′，跟踪精度优于1.25′′ · (600 s)−1(高度角范围为 20◦ ∼ 75◦，开环)。采用 E2V 蓝敏背照式

4 096×4 136 像元CCD 相机，并配备 SDSS 的 u, g, r, i, z 波段滤光片系统以及 SAGE 系统的

uSC 和 vSAGE 波段滤光片。该运行团队也参与 SAGE 巡天项目的观测和数据处理。

除了银盘外的北天大部分天区，SDSS已覆盖 u, g, r, i, z 波段，包括大于 12 000 平方度

天区的观测 (如图 11)，覆盖 14∼19 mag 的星等范围(测光误差 0.01 mag)，巡天的重叠面积

约 8 000 平方度。我们已经完成对 SDSS 覆盖天区之外的 4 254 平方度天区的观测。后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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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新疆天文台南山 1 m 大视场望远镜

们将完成与 SDSS 观测天区重合的 g, r, i 波段亮端 (V 星等范围为 9∼15 mag) 的观测。

图 11 SDSS 测光观测的覆盖天区(赤道坐标系)



112 天 文 学 进 展 36卷112 天 文 学 进 展 36卷112 天 文 学 进 展 36卷

3.2.3 乌兹别克斯坦Maidanak １m 蔡司望远镜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支持下，2014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与乌兹别克斯坦科

学院 UBAI (Ulugh Beg Astronomical Institute) 签署了天文合作备忘录，双方在米级天文观

测设备升级改造、共同开展天文学前沿研究和时域天文观测、共同开展天文应用研究和古天

文研究，以及人才交流和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根据协议，由国家天文台牵头的技术团

队 (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和新疆天文台等) 对乌兹别克斯坦

Maidanak 天文台 1 m 蔡司望远镜 (简称蔡司望远镜，结构见图 12) 进行升级改造，在 2016

年底初步完成对望远镜的软硬件的升级工作；2017 年团队给蔡司望远镜增加缩焦镜，并配备

了 Andor 4 096 × 4 096 大靶面相机，将视场扩大为 32.9′ × 32.9′。国家天文台将得到蔡司望

远镜升级后 5 年内 70% 的暗夜观测时间。蔡司望远镜的台址海拔为 2 593 m，具有非常优良

的透明度和视宁度 (在 80% 的时间内视宁度优于 0.8′′，中值约 0.69′′)。在同样的曝光时间内，

我们能得到更深的极限星等，再结合望远镜的较大视场，可以开展高精度 (Hαn −Hαw) 天文

测光巡天观测。由于 Hαn 窄波段的观测需要相对较长的曝光时间，利用该台址视宁度方面的

优势，我们可以在保证极限星等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减少曝光时间，从而提高观测效率。

图 12 蔡司望远镜

3.3 观测进展

截至 2018 年 1 月底，我们利用 Bok 望远镜在 uSC 和 vSAGE 波段已观测得到12 364 和

11 376 个天区的数据；利用南山 1 m 望远镜在 g, r, i 波段已得到 4 254, 4 254, 4 254个天区的

测光数据，其天区覆盖见图 13，深蓝色表示已观测天区，淡蓝灰色表示未来将观测的天区。

目前已完成的天区数和百分比如表 2 所示，实时更新见 SAGE巡天网站À。

Àhttp://sage.bao.ac.cn/∼sage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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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uSC 波段；b) vSAGE 波段；c) g 波段；d) r 波段；e) i 波段。

图 13 uSC, vSAGE, g, r, i波段的观测进展 (赤道坐标系)

表 2 目前已观测天区

波段 uSC vSAGE g r i

完成天区数 12 364 11 376 4 254 4 254 4 254

完成百分比/(%) 69.7 64.2 100 100 100

注：g, r, i 波段为 SDSS测光观测未覆盖的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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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 1∼2年内完成 uSC 和 vSAGE 波段的观测；在 g, r, i波段，已完成 SDSS 测光巡

天外的 4 254 平方度天区范围，并将继续观测剩余的约 8 000 平方度天区；在 4 年左右时间

内完成 Hαn, Hαw, λDDO51 波段的观测。

4 数据处理流水线和数据库

4.1 图像预处理

在每天观测前后，我们都会各拍摄 1 组 (一般 10 幅) 本底图像，同时图像边缘还有过扫

描区便于扣除。对于所有的本底图像进行过扫描区扣除，从而得到残差，然后合并作为本底

的结构。同样对于巡天观测图像，先进行过扫描区改正，再减去这个本底的残差。这是过扫

描区与本底结合的最合理和常用方式。

对于 Bok 望远镜，在每天观测前后我们都各拍摄一组 (一般 10 幅) 圆顶平场，并进行合

并，然后进行平场改正。经过上述处理，我们将得到高 ADU (analog-digital units) 值 (一般

读数在 20 000∼30 000) 和高的数据信噪比。但是考虑到圆顶平场对平场灯入射光的照射与实

际天光的差别，我们对每晚的实际观测的科学图像 (200∼400 幅) 进行合并，从而得到整晚的

超级平场。然后对其照明进行改正，再结合高信噪比的圆顶平场，得到一个考虑了入射光照

明以及像素不均匀的最终平场。对于视场较大而圆顶较小的望远镜而言，室内人造光源各方

向入射角度差别较大，较难实现光线的平行入射，因此对于南山 1 m 望远镜的 g, r, i 波段，

我们采用多幅天光平场进行合并的方式进行平场改正。蔡司望远镜也是采用天光平场。

Bok 图像中存在一些由 CCD控制器造成的干扰条纹，ADU 的强度为 1∼2。尽管它对测

光的影响不大，但是为了保持测光精度，我们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等频谱分析以及主成分分

析的方法进行去除，从而尽可能消除其影响；对于红端图像 (如 i波段等) 中普遍出现的 CCD

干涉条纹 (单色光经 CCD 芯片两个表面的反射光和入射光干涉形成) 叠加在图像上的现象，

我们也进行改正和去除；尽管多门读出模式图像中亮星的信号串扰等污染对 ADU 值的影响

不是很大 (一般为 0.1% 的量级)，我们也都对其进行了改正。

对于 Bok 望远镜的拼接 CCD 阵列、南山 1 m 望远镜的 CCD 相机，以及未来观测中使

用的蔡司望远镜上安装的相机，我们都进行整体的坏像元分析，然后生成坏像元表；对于线

性度较低的 CCD像元进行标记，对最终的星表中受干扰的星进行标记或者剔除。

4.2 图像处理

我们使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由 Emmanuel Bertin开发的成熟天文软件 SCAMPÀ进行天

测定标，并处理中进行多次迭代 (至少 2 次)，从而提升精度。另外在 Bok 望远镜数据求解过

程中，对单次曝光的 4 块 CCD 的 16 个门图像同时进行拟合，这样比单个门或者单块 CCD

的拟合精度要高很多。

我们编写的数据处理流水线同样基于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两种成熟测光软件——由

Àhttps://www.astromati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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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nuel Bertin开发的 Source ExtractorÀ和 Pyraf/DAOPHOT 的测光软件，以通过数据

处理得到孔径测光以及各种模型得到的星等。两种软件的结果同时给出，便于用户进行比对。

经测试，我们的数据处理流水线运行速度快，在测光精度和时间上可以满足巡天要求
[26]

。孔

径改正作为孔径测光后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我们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集成到了数据处理

流水线里。为提高精度，我们采用对每个门进行单独孔径改正的方式。我们从 Bok望远镜观

测图像中随机挑选了一幅图像，并给出其 16 个门的生长曲线，见图 14 中的红线。

注：绿色的点表示不同孔径处与最大孔径处的星等差，蓝色叉号表示与相邻孔径处的星等差，红线表示实测的生长

曲线。

图 14 一幅图像 16 个门的生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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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统定标

4.3.1 测光定标

人们一般通过两种传统方式进行流量定标：一种是利用标准星对测光夜大气进行消光曲

线拟合，得到大气消光系数，从而推算出被定标源的大气外星等；另一种是利用已有的大面

积巡天数据重合天区的数据进行直接的星等校准。前者相对复杂，且需要较多的测光夜观测

时间，但是定标精度较高，且相对比较独立；后者相对简单，但比较依赖于星表的准确性和

精度，而且还需要足够大的重叠的观测面积。对于 SAGE 的 uSC, vSAGE, Hαn, Hαw, λDDO51

波段，以及部分 g, r, i波段天区，我们都采用流量标准星定标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在同

一测光夜对两个以上波段，反复轮流观测多颗不同颜色的标准星，并在观测期间对待测天区

进行多波段观测。通过拟合当天整晚的标准星消光曲线，可得到待测天区不同波段的大气消

光系数，从而得到待测天区的流量定标的改正量，最后进行定标。

在标准星的选取上，我们采用哈勃空间望远镜 (Hubble Space Telescope, HST) 对 CAL-

SPEC (光谱流量标准星数据库) 和 NGSL (Hubble’s Next Generation Spectral Library) 做流

量定标。无论在颜色还是光谱型上，这两个数据库的分布都比较全面和均匀，而且数据库中

标准星的亮度适合观测。图 15 是我们筛选的标准星的全天分布图。

图 15 SAGE 巡天流量标准星在赤道坐标系下的空间分布

利用 CALSPEC 和 NGSL 中标准星的观测数据，我们对 SAGE 测光系统的响应曲线进

行卷积，从而得到标准星的理论星等。然后在测光夜对标准星进行观测，最后拟合大气消光

曲线，并进行流量定标，图 16 是 uSC 和 vSAGE 波段在测光夜 (2016 年 11 月 29 日) 的大气消

光曲线拟合结果。

从图 16 可知，uSC 和 vSAGE 波段在测光夜标准星的实测定标精度为 0.01∼0.02 mag，这

为高精度的流量定标提供了依据和保障。Hαn, Hαw, λDDO51 波段的流量定标也是采用同样的

方法和原理。

对于 g, r, i波段，由于 APASS巡天 (the AAVSO Photometric All-sky Survey)À 星表实

Àhttps://www.aavso.org/a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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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测光夜 (2016 年 11 月 29 日) 通过观测标准星拟合的 uSC 和 vSAGE 波段消光曲线

现了全天覆盖，在 10∼14 mag 的范围内误差的平均值约为 0.03 mag，因此我们对 SDSS测

光天区外观测的 4 254平方度进行流量定标时，可以使用 APASS 的亮星 (g < 14 mag)。我

们还对本项研究工作中 g, r, i 波段和 APASS 的亮星颜色进行校正，尽管改正量很小。图

17 给出了 APASS天区的覆盖范围和恒星密度分布。另外对于本文开展的巡天与 SDSS以及

Pan-STARRS1À巡天中重叠部分的天区，可利用其星等范围为 14∼15 mag 的 g, r, i 测光进行

流量定标。同样，我们也对巡天中的 g, r, i波段与 SDSS 和 Pan-STARRS1的 g, r, i 波段进

行颜色校正，确保颜色上不会有偏差。为了提升定标精度，在后续的观测中我们也会利用一

些流量标准星进行定标。

图 17 APASS 的天区覆盖范围和恒星密度分布 (赤道坐标系)

我们对不同信噪比下 (分别对应 100σ 和 5σ) 的实测极限星等进行了统计 (如表 3 所示)，

Àhttp://panstarrs.stsc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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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结果符合巡天设计的指标要求。

表 3 目前已观测波段的实测极限星等 mag

波段 uSC vSAGE g r i

星等 (100σ) 17.9 17.0 16.8 16.4 15.6

星等 (5σ) 21.7 21.2 19.6 19.7 18.6

4.3.2 天测定标

我们编写的基于 SCAMP软件的数据处理流水线可以进行自动化处理，并用 PPMX星

表
[25]

(PPM-Extended) 进行匹配。目前匹配的观测精度可以达到 0.1′′ ∼ 0.2′′，图 18 分别给

出在赤经和赤纬两方向的拟合误差统计。我们还将继续优化测量精度，预期定标精度约为

0.05′′
[26]

。

图 18 在赤经和赤纬不同方向的天测定标精度

图 19 是整个数据处理流水线的流程图。前面介绍的所有数据处理的流程都集成在该流

水线中。该流程线可以自动地运行，最后生成经过天测和流量定标的测光星表。



2期 范舟，等：SAGE 巡天介绍 I——测光系统和数据处理 1192期 范舟，等：SAGE 巡天介绍 I——测光系统和数据处理 1192期 范舟，等：SAGE 巡天介绍 I——测光系统和数据处理 119

图 19 SAGE 巡天数据处理流水线的流程图

4.4 数据库

SAGE 巡天项目观测结束后，我们将得到 uSC, vSAGE, g, r, i, Hαn, Hαw, λDDO51 ８个波

段共计 11.5 TB 的原始数据。经过图像预处理得到的数据将加倍，加上最后生成的星表，数

据达到 25 TB。我们将对这些原始图像数据、处理后的图像数据以及星表构建一个完整的数

据库，包括约 5 亿颗恒星的测光结果以及计算的恒星大气参数和消光值。依托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信息中心、天文领域云 (阿里云) 和虚拟天文台，我们进行数据的备份、归档管理、

数据库构建、检索和发布，方便天文学家进行检索和使用。

利用这个大样本的恒星大气参数数据库，我们可以研究银河系恒星的金属丰度分布和恒

星年龄分布，并精确测量三维星际消光分布。利用虚拟天文台，我们把大样本星表与其他星

表，如 GALEX, WISE, 2MASS, SDSS, Pan-STARRS, Gaia 等，进行交叉匹配，不但可以在

波段上和其他参数上进行扩展，还可以找到一批较长时标的变源；通过双色图，我们能找到

一批极贫金属星的候选体，然后通过中高分辨率光谱进行证认，这对我们认识和理解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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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星以及恒星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研究银河系的金属丰度分布，我们对银河

系的结构和演化模型中物理量的参数给予一定的限制。

5 总结与展望

独特的 SAGE 测光系统不但对恒星大气参数和星际消光的确定更为精确，而且观测效

率更高。如果配合有效的巡天策略，其均匀性和完备性可以得到有效保障，这对巡天项目尤

为重要。我们将在 1∼2 年内完成 uSC, vSAGE, g, r, i 波段的观测(目前已完成 SDSS 天区外的

4 254 平方度的 g, r, i 波段观测)，4 年内完成对所有波段的观测。得到的最终星表将有利于

我们对恒星物理、银河系结构，以及一些河外天体的研究。通过约 5 亿颗恒星样本的 8 波段

的测光数据，我们将获得其恒星大气参数，以及星际消光分布等。

SAGE是完全由中国天文学家主导，并由中国天文学家确定科学目标的国际测光巡天项

目。该项目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天文学家的国际地位，而且对中国天文学发展、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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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lar Abundance and Galaxy Evolution Survey

—— Photometric System and Data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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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stronomy, China-Chile Joint Center for Astronomy, Camino El Observatorio #1515, Las Condes,

Santiago 7550000, Chile; 4. Xinjiang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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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GE (Stellar Abundance and Galactic Evolution) survey utilizes a special

photometric system, which includes 8 bands in total, uSC, vSAGE, g, r, i, Hαw, Hαn and λDDO51.

Compared to the uvbyβ system, the SAGE system is designed more sensitive to the stellar

atmospheric parameters (i.e., effective temperature Teff , surface gravity lg g and metallicity

[Fe/H]) and interstellar extinction. The system is also more efficient in observations as the

bandwidths of g, r, i bands are much wider than those of the uvbyβ system. Therefore, the

accuracy of the stellar parameter measurement of the SAGE system could actually exceed that

of the broadband photometry. Three telescopes (2.3-m Bok telescope of Steward Observatory

of University of Arizona, Nanshan 1-m telescope of Xinjiang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and

Maidanak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MAO) 1-m telescope of Uzbekistan) are used and all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survey will be completed within about 4 years. The footprint is more than

12 000 (◦)2 of the north sky and the magnitude coverage of the high precision photometry is

about 15 mag (100σ) in V-band; the 5σ detection limit is about 20.0 mag in V-band. Finally in

total about 0.5 billion stars will be detected, and the stellar atmospheric parameters as well as

the interstellar extinction will be determined. The SAGE survey actually could extend about

7∼8 mag (V-band) fainter than the previous uvbyβ survey, e.g., the Geneva-Copenhagen

Survey (GCS) and the HM survey.

Key words: photometric system; imaging data reduction; flux calibration; astrometric cali-

bration; Galact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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