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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inese Summary

天文学是一门观测驱动的学科。利用望远镜观测，我们已经知道，宇宙中存在很多
星系，包括我们所在的银河系。我们的银河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叫做核
球，位于银河系的最中心的部分，这里的恒星最为密集。第二个部分是由恒星组成
的一个薄盘状的结构，我们称之为银盘。在黑暗无月的夜晚，一条由恒星组成的带
状结构穿过天空，就如同这本毕业论文中每一章的第一页上端图片所展示的那样。
我们的太阳和太阳系的所有行星都属于银盘。包围在核球和银盘周围的是银河系的
第三部分，叫做银晕。这个恒星分布最为稀疏的部分就是这本毕业论文主要研究的
对象。

“银河系的银晕是怎么形成？”成为近些年来最为火热的一个课题。我们相信，银
晕形成于持续的并合小的星系。在早期宇宙中，充满了并非完全均匀分布的气体和
暗物质。由于引力作用，物质密度大的地方会逐步吸引其周围的物质而不断变大。
当这些区域变得足够大，密度也足够高时，便开始塌缩。这些区域内的气体进一步
塌缩并最终形成恒星。这也是我们所相信的第一批星系所形成的过程。其中尺寸和
质量比较大的星系会进一步吸引和并合周围的物质和较小的星系。这个吸引和并合
的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例如图一所展示的两个大小相近的星系正在互相吸引和并
合。

当一个较小的星系被一个质量较大的星系所并合，在大质量星系的引力作用下，
小星系内的恒星会被不断的剥离，这些被剥离的恒星会继续沿着原来相近的轨道运
动，最终形成类似于尾巴的带状结构，我们称之为星流，图二艺术家眼中三条这样
的星流围绕一个类似于银河系的星系运动。依赖于星系本身的大小、轨道和并合的
时间，这些星流最终会被完全地离散，在空间中很难被区分和认定。但是被并合的
星系的轨道信息会保留在这些最终形成星流的恒星中，因此，即使这些星流在空间
中已经不再成团或者形成高密度区域，组成星流的恒星所保留的信息依旧给我们提
供了一个发现这些弥散的星流的机会和方法。因此发现和研究这些星流的特征会极
大的帮助我们理解银河系的形成过程。

在本论文中，我们集中讨论了如何能够尽可能多的发现这些并合事件所遗留下的
星流。在论文的第二章，我们稍微修改了一个已有的方法，叫做ROCKSTAR，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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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两个数值模型来测试ROCKSTAR是否适合用来寻找银晕中的星流。这两个数
值模拟得到的数据包含了每颗恒星的空间位置和速度，并且知道每颗恒星所归属的
星流。利用第一个模拟的数据，我们首先优化了ROCKSTAR中的每个参数的数值，
并将优化的ROCKSTAR应用到在空间中依旧明显的星流，我们发现ROCKSTAR所得
到的结构纯度非常的高，意味着在每一个ROCKSTAR得到的结构当中，几乎所有的
恒星都来源于同一个星流。这些ROCKSTAR得到的结构能够揭示数据中2/5的星流。

与第一个数据中的星流不同，第二个数据中所包含的星流在空间已经高度弥
散，不再可区分，并且星流之间互相叠加使得单个星流更加 难以探测到。因此
我们将ROCKSTAR应用到较小的空间区域，这些小的区域中三分之一的星流可
以被ROCKSTAR所发现。ROCKSTAR所得到的结构 同样比较纯净。因此我们相
信ROCKSTAR可以用来寻找星流，甚至是高度弥散的星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
太阳邻近区域中恒星的位置与速度，我们就可以利用ROCKSTAR找到在这一区域中
弥散的星流。

Gaia是欧洲空间局的一个项目，目前正在观测整个天空的恒星，其目标就是解
释银河系是怎样形成的。想要利用Gaia的数据，地面望远镜也需要配合使用。 例
如WEAVE和4MOST，将分别利用位于Canary群岛的William Hershel望远镜和位于智
利的VISTA望远镜进行多目标天体光谱巡天。这两个项目将弥补 Gaia的不足，精确
测量观测恒星的视向速度，并且确定这些恒星的化学成分。由于地面望远镜无法观
测整个天空的恒星，如何选择优先观测对象对于研究银河系中被并合的恒星系统将
会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在第三章中所涉及的工作。我们考虑两种经常用来研究银晕
结构的恒星，一种为红巨星，这是一种非常明亮的恒星，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依旧
可以被观测得到，但是这类恒星数目较少。另一种被称为主序拐点恒星，这类恒星
亮度要远低于红巨星，但是数目巨大。通过对数值模拟的恒星银晕的分析，我们发
现红巨星更适合用来研究银晕中的并合事件。通过观测不超过整个天空面积四分之
一的天区，可以利用红巨星发现超过一半被并合的恒星系统，而且可以发现的被并
合的恒星系统的比例随着观测天区的面积呈线性增加的趋势。

我们期待Gaia的数据将会揭示银河系中更多新的结构和子结构。实际上，天文
学家利用Gaia第一批释放的数据已经发现了两个新的星团。受此激励，在第四章中
我们引入了三个方法，利用非常有限的数据信息来寻找银河系中的结构或者子结
构。通过利用两个已经存在的数据分析，我们得到这三种方法只对恒星分布密集的
结构敏感，而比较弥散的星流则难以利用这些方法寻找。当我们将这些方法应用
到Gaia的数据时，我们重新发现了110个已知的结构，并发现了很多新的 结构候选
体。但是受限于目前数据只有位置和星等，我们不能确认这些新发现的结构候选体
是否是真实的，或者是由噪音引起的。我们仍需要后续的观测来确认或者排除这些
候选体。

SDSS、Pan-STARRS和Gaia项目将为我们提供了大批高质量的数据，能够在这个
高速发展和大数据的时代研究银河系的形成，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坚信这些高质量
数据将会极大的提高我们对银河系形成的认识与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