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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222章章章章————變星星圖變星星圖變星星圖變星星圖    

找到一顆變星所在的位置是一項需要學習的技能。您

需要使用標有標準目視星等序列比較星的尋星及認

證星圖，這樣您的觀測才能準確而有效。我們建議您

使用這樣的星圖，因為它可以避免因所使用的序列不

同而導致的同一顆比較星亮度卻不一樣的尷尬情況。 

現在，您可以通過 AAVSO網站上線上的變星繪圖器

（Variable Star Plotter，VSP）生成標準的 AAVSO   

認證星圖。它們已經完全替代了以前那些古老的、天

區位置固定的紙本或電子星圖。 

VSP小指南 

我們將通過一個簡單而典型的例子（獅子座 R）向您

演示生成一張星圖是多麼容易。閱讀時請參考圖 2.2。 

首先，進入 VSP 網頁（http://www.aavso.org/vsp）    

操作介面。 

1.在 Name 欄輸入您要找的變星的名字（比如這裡  

是 R Leo），不用區分大小寫。 

2.在“Predefined Chart Scale”下拉框中選擇星圖  

的規格。在本例中我們選擇“B”（相當於視野 3.0

度）。 

3.其餘欄均不做改動即可。 

4.按一下“Plot Chart”按鈕。 

然後一個新的視窗會打開並以 png 格式顯示出星

圖，您可以列印或保存這張星圖。在本例中生成的星

圖如圖 2.1所示。 

接下來我們將為您一一說明在 VSP 中各填選框的意

義。在後面標有星號（*）的是必填/選項目。 

在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建議您在預設的星圖規格中選

擇。您觀測所需的星圖的規格取決於您所使用的器

材，表 2.1給出了詳細的說明。“快速製圖”為您提

供了選擇預設星圖的途徑： 

Name*（星名）——輸入變星的名字（變星的命名   

將在本手冊第 4章詳細敘述）。 

PREDEFINED CHART SCALE*（預設規格）——這

個下拉框允許您按照老式的星圖規格設置星圖的視

野。在選框中您會看到這些代碼：“A”、“B”等

等。“A”表示星圖的視野 15 度，極限星等 9 等。

“B”表示星圖的視野 3 度，極限星等 11 等。您需

要使用一張或一系列的認證星圖：以能覆蓋您所觀測

目標的光變範圍為準。當然，這和您使用的器材的極

限星等也有關係。表 2.1列出了各種規格星圖的更詳

細的情況。 

CHART ORIENTATION*（星圖中的方向）——

“Reversed”表示星圖是鏡像的，鏡像的星圖中東  

西方向是顛倒的，這是為那些光路中有奇數個反射表

面的望遠鏡（如施密特-卡塞格林系統或帶有 90度天

頂鏡的折射鏡）準備的。詳見第 3章 13、14頁。 

Field Photometry*（測光）——這個選項是為 CCD

或 PEP 觀測者準備的。他們可能會需要獲得比較星

的更精確的測光數據。選擇“Photometry Table”，  

您將會得到一張多波段測光的表格，而不再是一張星

圖。 

當您的經驗愈來愈豐富，您會希望按自己的需要製作

星圖。您會輸入自己想要的視野（0-900角分），而不

是使用預設的規格。如果您觀測的是一顆在密集的 

銀河裡的變星，您可能會希望調整極限星等以減少過

密的星場。您也可以通過改變北和東的方向來改變星

圖中的方向。下面是“自己設定製圖參數”時可能需

要填/選的： 

Chart ID（認證星圖編號）——每次生成的認證星  

圖都有它唯一的編號，標記在星圖的右上角。在報告

您的觀測時，會需要這個由數字和字母組成的編號。

如果您想重新繪製一幅之前生成過的星圖（比如它不

小心丟失了），那麼您可以在 Chart ID欄中輸入那張

星圖的編號，這樣就相當於複製了原來的那幅星圖，

所有當初的設置都不會改變。當您希望與其他人分享

您使用的星圖的數據時，也可以使用這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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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AAVSO認證星圖示例 

 

Location（位置）——輸入您希望作為星圖中心的  

赤經（R.A.）和赤緯（DEC）位置。如果您輸入的是

座標，那麼您一定要用空格“ ”或冒號“:”將座標

的時/度、分、秒隔開。如果您想通過變星名稱繪圖，

請在“快速製圖”部分填上它，這裡可空，其餘不變。 

Title（標題）——標題指的是您希望顯示在星圖最  

頂部的詞或短句。標題欄不是必須輸入的，不過一個

簡潔的標題將會非常實用。一個包含星名和星圖樣 

式的標題，比如“獅子座 R，規格 B”。標題較大的

字型大小在夜間將更容易辨認，而標出星圖的規格將

會使觀測方便許多。如果您在這一欄中不輸入內容，

星名將會自動出現在生成星圖的標題位置上。 

Comment（注解）——注解欄同樣可以什麼也不填，

但如果您生成的星圖有特殊的用途而又在標題中解

釋不清楚，那麼您就可以在這裡說明。注解將會出現

在生成星圖的最底部。 

認證星圖編號 

赤緯 
（DEC） 

赤經（R.A.） 

認證星圖標題 

曆元 

星名 

光變範圍 

光變週期 
類型 

光譜型 

西 

（目標）變星 

用星等表示 
的比較星 

星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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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V*（視野）——這是指以角分度量的星圖的視野

（field of view）。可輸入的數值範圍是 0-900（角 

分）。如果您已經使用了“Plot a chart of this scale” 

下拉清單，這一欄會由系統自動輸入。 

Mag. Limit*（極限星等）——指星圖視場中的極限

星等。也就是說比這個星等暗的星將不會在生成的星

圖上繪出。請注意不要把極限星等設得太暗，因為如

果您要繪製的天區在銀河區域，那麼您有可能因此得

到一幅完全被黑點充滿的星圖！ 

Resolution*（解析度）——這將影響您在電腦螢幕  

上看到的認證星圖的大小。解析度 75dpi 是大多數  

網頁默認的設置，更高的解析度將提供更高的圖像品

質，但圖片也會更大，這樣它可能就不能直接列印到

一頁紙上。如果您對此不是很瞭解，或許使用預設值

是最好的選擇。 

North/East*（方向）——這一欄是您用來根據自己  

的器材制定星圖中的方向的。例如，當您使用雙筒鏡

時，您就應該為您需要的星圖選擇 North up（上北）、

East left（左東）。如果您使用的是一台裝有 90度天

頂鏡的施卡鏡或折射鏡，您可以選擇鏡像的星圖

（AR、BR、CR，等等），或者選擇 North down（下

北）、East left（左東）。您可以在第 3章中瞭解到更

多關於星圖中的方向的知識。 

DSS Image*（DSS 圖像）——在預設情況下，繪製

出的是以實心圓代表恆星的黑白的星圖。如果您希望

生成一張真實的天區的照片，選擇“Yes”，系統就

會為您繪製一幅數位化的巡天底片的圖片。在這種模

式下繪製將會比不用它花費多得多的時間，因此除非

有特殊需要（如河外星系的超新星觀測），我們不建

議您使用。 

Other Variables*（其它變星）——有時候，在一個   

區域可以找到不只一顆變星。如果您希望顯示這些變

星（除了位於中心的您輸入的變星之外），請注意後

兩個選項。《變星總表》（GCVS）中一般都是較知名

的變星；而如果您選擇了“All”（標出視場中所有

的變星），則視場中將會標出很多新發現的疑似的變

星，它們很可能會使視場變得擁擠不堪。 

“LABELS TO HAVE LINES”(比較星標籤與星連線) 

“OUTPUT”(輸出格式：輸出網頁還是列印格式？) 

表 2.1-認證星圖規格 

 比例尺（張角/毫米） 視野 適合的望遠鏡 

A 5角分 15度 雙筒鏡 

B 1角分 3度 小口徑望遠鏡 

C 40角秒 2度 3-4吋 

D 20角秒 1度 >4吋（106mm） 

E 10角秒 30角分 大口徑望遠鏡 

F 5角秒 15角分 大口徑望遠鏡 

G 2.5角秒 7.5角分 大口徑望遠鏡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認證認證認證認證星圖的描述星圖的描述星圖的描述星圖的描述 

每張星圖的左上角部分都為您提供了關於這顆變星

的很多訊息。首先是它的名字，在名字下面分別是：

光變範圍、光變週期、變星類型和光譜類型。這顆變

星曆元 2000的位置在星圖的標題下面給出，其中赤

經的座標以時、分、秒度量，赤緯的座標以度、分、

秒度量。這張星圖最後更新的時間顯示在星圖的右下

角。星圖的視野會以角度或角分為單位標記在星圖下

方的空白處。AAVSO星圖用白色背景上的黑色實心

圓點來表示恆星；圓點的大小，尤其是對比較星來

說，表明了它的相對亮度。當然，您在望遠鏡裡實際

看到的恆星都會是點狀的。 

星圖的右上角顯示的是這張認證星圖的編號。每張星

圖都有自己唯一的編號，並且在提交觀測報告時您需

要輸入這個編號（見第 7章）。您或其他任何人都可

以用這個編號再次生成這張星圖（再次生成時您只需

要在 Chart ID欄輸入這個編號即可。在我們這個例子

中，它就是“1432mox”）。 

在變星周圍的一些我們知道它們具有穩定亮度的恆

星，我們稱為“比較星”。我們可以通過它們對變星

的亮度進行估計。要辨識一顆星是否是比較星，就看

它是否在星圖中被標出了星等。我們在星圖上標出的

星等保留了一位小數，並且省略了小數點以避免跟星

點混淆。比如，“6.5等”在星圖中將標記為“65”。

通常情況下，星等標記的文字方塊的一角會剛好位於

它所標記的星的圓點的邊緣；實在做不到時我們則會

在它們之間連上一條短線。您也可以選擇全部連上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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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變星繪圖器（VSP）操作介面 

 

星名：獅子座 R 

赤經 
赤緯 

標題 

註解 

視野：180角分 

解析度：75dpi 

極限星等：11等 

重設 繪圖 

以“B”規格製圖 

快速快速快速快速製圖製圖製圖製圖…………    

繪圖 

方向 

自己設定製圖參數自己設定製圖參數自己設定製圖參數自己設定製圖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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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張變星星圖第一張變星星圖第一張變星星圖第一張變星星圖…………………… 

如果有非常多的愛好者能夠進入變星觀測領域，對變

星亮度的測量資料將會有足夠小的誤差和必要的連

貫性。19世紀 90年代中期，哈佛大學天文臺主任愛

德華·C·皮克林找到了讓愛好者順利進入的關鍵——

給他們提供選定的標出了亮度的比較星標準序列。對

於變星觀測初學者來說，變星觀測於是變得容易多

了。他們不必再使用以前繁瑣的方法（由威廉·赫歇

爾發明，並由阿格蘭德推廣及改進的一種觀測變星亮

度的方法），因此也不必像以前那樣一個人花費大量

時間和精力自己去做出一條光變曲線了。（一個人做

光變曲線的主要困難在於需要足夠密集和精確的資

料，而這當中任何一點都足以把初學者拒之門外了。） 

 

愛德華·C·皮克林 

皮克林（以及後來 AAVSO 的共同建立者威廉·泰   

勒·歐科特）首先為變星觀測者們提供了一系列標有

變星和它需要的比較星的認證星圖。這些星圖以德國

《波恩巡天星圖》為基礎，此時比較星還是以字母

（a、b、c等）標記的。 

1906 年，皮克林對認證星圖的格式做了重要的改

進，這與後來的變星觀測方法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把

序列中比較星的仿視星等直接標到由照相底片複印

得到的星圖上。觀測變星時，通過直接把變星的亮度

與比它亮和比它暗的兩顆比較星進行比較，用兩顆比

較星的星等值定出變星的星等。這個方法現在已經成

為變星觀測的標準方法。 

 

威廉·泰勒·歐科特 

 

一張早期的變星認證星圖。由 E ·C ·皮克林提供，    

W·T·歐科特在他 1911 年廣受歡迎的天文學文章《天

文愛好者用小型望遠鏡進行的變星工作》中引用過

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