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根据 2020 年 7 月 16 日中国科学院天文大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办公会扩大会议
决议，TMT-中国推荐薛随建、吴雪峰、袁峰为TMT理事会新一届中国代表。
其中，推荐薛随建为 TIO财务委员会成员，吴雪峰为 TIO审计委员会成员，
袁峰为 TIO法律事务工作委员会成员。

•	9 月 21 日，TMT科学咨询委员会（SAC）中国委员会议在线召开。国家天文
台副台长赵公博被推荐为新的 SAC中方代表，并将担任 TMT	SAC 中方共同

主席。

•	科学仪器制冷系统CO2冷却试验样机REFR-SZ 完成加工和国内测试
      中科院理化所为三十米望远镜自适应光学系统 NFIRAOS 子系统测试设计的
CO2 冷却试验样机 REFR-SZ 于 2020 年 7 月完成加工，8 月在生产车间完成国内
的实验测试。经测试，在冷却水温 -7.8 ℃，蒸发温度 -40℃条件下，机组制冷量
达 10 kW，控温精度达 ±0.5 ℃，控温可以满足要求。2020 年 11 月，TMT- 中国
项目经理薛随建及项目组相关人员，理化所田长青研究员、张海南副研究员等专
家前往山东神州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对该制冷系统进行了实地验收。
       作为国家天文台与 TIO 签署工作包协议的一部分，该系统计划于年底运往加
拿大国立天文机构 HIA，参加 NFIRAOS 现场测试，这将是中方团队为 TMT 研
发所做出的第一项“实物”输出贡献，得到 TIO 组织的极大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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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米环抛机试运行
				 	 	南京天光所自行研发的 5 米环抛机已完成设备和附属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正
在开展试运行，磨制一块 930mm 的球面镜。该环抛机将用于 TMT 主镜全尺寸（对
角直径 1.44 米）非球面拼接子镜的批量加工。

      由于预应力环抛有多个工位可对多块子镜同时作业，天光所团队设计加工了
两套碳纤维结构的预应力加载装置，并开展实验测试。此外，为配合天光所开展
实验，由日本佳能公司提供的两块全尺寸镜坯也有望年底前运抵南京。

•	第三镜（M3,或GSSM）全系统设计已通过光机系统初步设计评审（PDR1），
当前长春光机所团队正在为 12 月即将开展的电控和软件系统初步设计评审
（PDR2）而准备。

•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三十米望远镜（TMT）第一代科学仪器宽视场光学光
谱仪（WFOS）合作研讨会在线召开。

      WFOS 项目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Chuck Steidel 教授对更新后的 WFOS 设
计进行了整体报告。来自 TMT、加州理工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光所、上
海光机所、西安光机所、上海交大、中科大的 20 余位科学和技术专家就 TMT 
WFOS 的设计更新以及中方技术兴趣进行了交流。会议高效交换了 WFOS 的相关
信息，为此后开展相关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激光导星发射装置（LGSF）的研发方面，国家天文台TMT项目部、中科院
光电所魏凯团队与华中科技大学马东林团队为 LGSF	mini	PDR展开合作攻
关。当前已合作一年，完成了LGSF从光学设计、计算优化、到结构、装调、
现场安装方案等一系列工作。

•	11 月 11 日，TMT- 中国项目经理薛随建研究员受邀参加 2020 中国光电子
研究生论坛 ,	并作了题为“三十米望远镜（TMT）的科学意义和技术挑战”
的大会报告。

       报告分析了 TMT 研制中的拼接镜面主动光学、自适应光学以及光机电一体
精密控制等先导核心技术及其研发挑战，着重介绍了中国研发团队在 TMT 科技
合作项目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勉励在座研究生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论坛由华
中科技大学由光电信息学院携手中国激光杂志社、光电汇共同举办，来自全国科
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共 30 余位专家学者和 700 多名研究生参会。



•	2020 年 10 月 22 日，TMT光学测试仪器系统通过初步设计评审（PDR）。
TMT 将在技术验证阶段对 M1、M2 和 M3 系统进行广泛的测试和调试，保证
其加工和装配的精确性，然后再交付运行。

•	TMT	SAC 第一届委员、TMT自适应光学系统NFIRAOS 和科学仪器 IRIS
（红外成像光谱仪）的参与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天文学教授
Andrea	Ghez，以其关于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卓越工作，获得 2020
年诺贝尔物理奖。

•	8 月 19-20 日，TMT光学和系统工程团队对主镜光学清洁系统（CLN）进行
了远程技术评审，该系统成功通过了初步设计评审（PDR）。
1. 为最大限度地观测宇宙中的暗弱天体，对于 TMT 而言保持所有三个反射

镜的清洁至关重要。每隔几周，CLN 将仔细清除 M1、M2 和 M3 上在组装
和操作过程中逐渐积累的灰尘和其他污染物。

2. TMT CLN 工作流体将采用液态二氧化碳（CO2）。当镜面处于水平时，
CO2 在 Nasmyth 平台上加压，被输送至清洁臂后膨胀产生二氧化碳雪。在
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四个机械臂像雨刮器一样在主镜 M1 上旋转，并将压
缩的二氧化碳雪喷射到镜面，将灰尘颗粒从光学表吹向地面。

•	2020 年第三、四次 TMT理事会例会分别于 7月和 10 月召开。受新冠疫情
影响，会议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开展。会议主席向大家介绍了理事会的新成员，
共同听取和讨论了 TMT 在管理、财务、台址、NSF 申请等方面的进展。

•	6月30日及7月8日，TMT科学咨询委员会（SAC）两次召开了Webinar（在
线研讨会）公开会议，Christophe 和 Matthias 分别汇报了项目和台址情况，约
130 位全球科学家与会，会议在线提供了相关文档与 PPT。此外，SAC 计划将
原定于 2021 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 TMT 科学论坛（Science Forum）推迟至
2022 年举行，2021 年论坛拟采用 Webinar 开展。

SAC 负责为 TIO 项目和董事会提供有关科学问题，包括仪器开发和设计、
台址条件等方面的建议。在过去的一年里，SAC 的工作重点是美国天体
物理十年规划（the 2020 Decadal Survey），以支持最终向 NSF 申请资助。
SAC 以文档和在线研讨会等方式提供项目的最新进展，加强 TIO 与成员
方天文界的联系。SAC 中方代表深入参与了所有活动。北京大学沈雷歌
（Gregory Herczeg）目前担任 SAC 主席、台址分委会主席，同时是系外
行星分委会的成员。在 SAC 框架下，上海天文台郝蕾组织了国际科学定
义小组（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Definition Teams），含约 330 名国际科学家，
以帮助产生和评估 TMT 将要完成的科学任务，她还是 IRMOS（红外多
IFU 成像光谱仪）分委会成员。北大彭逸西（Eric Peng）担任运行分委会
主席，负责就 TMT 将来的时间分配及执行提出政策建议。

•	5 月 28 日 TIO 总部向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提交了规划和设计
阶段申请书。TMT与巨型麦哲伦望远镜（GMT）、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的国家光学红外天文研究实验室（NOIRLab）合作，组成美国超大望远镜计
划（US-ELTP），将可覆盖南北半球的几乎全部星空。

TMT 将进入 NSF 大型设施建设过程审核流程，包括 NSF 初步设计评审
和联邦环境与文化评审等。TIO 希望各成员方全力以赴帮助 TMT 获得
NSF 的关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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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不应受到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影响
——TMT项目经理Gary	Sanders 致信国家天文台

	 	 	 	 	 	2020 年 8 月 5 日，TMT项目经理Gary	Sanders 致信国家天文台，呼吁在
当前形势下加强 TMT国际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全文翻译如下：

     历史将最终感谢中美两国科学家在基础科学领域持续而成功的合作。基础科
学是跨国家、跨文化的创新之源，也是跨国家、跨文化的信任之源。基础科学不
在别处，就在全人类之中。在上个世纪几十年的冷战和持续的低烈度冲突中，基
础科学的合作贡献了信任和沟通的桥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其他积极的关系与
合作。尽管所有的科学和技术发展都享有这些好处，但最基础的科学最不受政治
和经济复杂因素的困扰。
      TMT 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来自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和加拿大的科学家们
团结在一起，在天文学这一最基本的科学领域，开展全球性的重要合作。全球联
合开展科学调研，组建工作团队，分享工作方式和心照不宣的隐性知识，建立关
系网络——这将形成一个在世界解决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时具有重要意义的持
久性合作结构。TMT 将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源泉，不仅仅是因为它极致的科学和
技术挑战，更因为它是全球合作的灯塔和典范。它将成为满足人类好奇心的全球
性持久资产。
      TMT 将像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一样，成为全球的重要资产，为科学
创造一个和平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国家间的竞争被搁置一边，人们致力于对
宇宙的研究。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可以坐在一起，研究太阳系外行星
的图像和光谱，寻找生命的迹象。他们可以一起研究宇宙最原初的星系，或者地
球附近行星的表面特征。他们可以一起努力去理解暗物质——那对于我们而言不
可见，但却把宇宙的大部分约束在一起的神秘物质——的本质。这种亲密合作的
经验，为未来的合作以及和平愿望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最基础的科学不受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影响。在本世纪的竞争和挑战中，一些
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成为理解和尊重的重要绿洲，并发挥重要作用，去展示和
延续那些纯粹属于全人类的、非凡而又卑微的工作。
      中美科学家对 TMT 的浓厚兴趣显而易见。基于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中
国和全球其他 TMT 伙伴正积极合作，确定那些重大的科学挑战目标，研究如何
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以及如何实现所需的技术能力。中国科学家参与了 TMT 的
大部分前沿项目，从激光导星自适应光学到大型非球面天文级反射镜、大型科学
图像控制镜的制造，以及用于 TMT 的最先进的成像仪和光谱仪的元件研发。在
这些项目中的许多领域，他们发挥领导作用。在一个政治紧张和不确定的时代，
中、美、日、印、加的紧密合作，是一个前沿基础科学项目可以留给我们所有人
的标志性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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