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Munipack 使用说明 

C-Munipack：http://c-munipack.sourceforge.net/，C-Munipack 是基于 Munipack 开发的 CCD 测

光数据处理软件，支持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支持图形化用户界面和命令行两种模

式，特别是图像化用户界面使用起来特别方便。 

C-Munipack 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在 windows 下运行，并且良好的图形化界面非常容易上手，

但是目前不支持同时多波段的测光，只能单波段数据处理。大体步骤为合并本底，暗流和平

场，目标图像本底、暗流和平场校正，选择目标星、比较星和校验星进行孔径测光，最终得

到目标星较差测光的结果。下面介绍下详细的步骤。 

首先打开 C-Munipack，出现如下界面： 

 

第一步，合并平场，打开 Project，新建 New Project，Project name：bias（命名可根据自己

习惯），选择合适的文件夹，例如数据所在文件夹，Predefined profiles 选择 Master bias 

frame，如下图： 

 

http://c-munipack.sourceforge.net/，C-Munipack


选择 OK，接下来选择 Frame 选项卡》Add individual frames，选择待合并的所有本底文

件，接下来点击 Reduce》Express reduction选项卡，出现以下画面， 

 
点击 OK，然后点击 Make master bias frame，然后点击 save，这时合并本底完成。 

 

下一步，合并暗流，新建 Project，Project name：dark（命名可根据自己习惯），选择合适

的文件夹，例如数据所在文件夹，Predefined profiles 选择 Master dark frame，如下图： 



 

接下来载入数据，选择 Frame选项卡》Add individual frames，选择待合并的所有暗流文

件，然后点击 Project settings按钮，选择 Calibration，修改为 Advanced

（bias+scalable dark +flat），如下图： 

 



点击 OK，接下来点击 Reduce》Express reduction选项卡，出现以下画面，勾选 Bias-

frame correction，点击 OK合并暗流。 

 

然后点击 Make master dark frame，然后点击 save，这时合并暗流完成。 

 

下一步，合并平场，新建 Project，Project name：flatN（命名可根据自己习惯），选择合适

的文件夹，例如数据所在文件夹，Predefined profiles 选择 Master flat frame，如下图： 



 

点击 OK，接下来载入数据，选择 Frame选项卡》Add individual frames，选择待合并的

所有平场文件，然后点击 Project settings按钮，选择 Calibration，修改为 Advanced

（bias+scalable dark +flat），如下图： 

 

点击 OK，接下来点击 Reduce》Express reduction选项卡，出现以下画面，勾选 Bias-

frame correction和 Dark-frame correction，点击 OK合并平场。 

 



然后点击 Make master flat frame，然后点击 save，这时合并平场完成。 

 

下一步，目标图像进行本底、暗流和平常校正，以及 photometry（photometry 是寻找视

场中所有的星并得出它们的亮度）和 matching（matching 是以一幅图中的星为模板去寻找

其他图中相应的星）。新建 Project，Project name：SWSex（命名可根据自己习惯），选择合

适的文件夹，例如数据所在文件夹，Predefined profiles 选择 Light curve，如下图： 

 

点击 OK，接下来载入数据，选择 Frame选项卡》Add individual frames，选择待处理的

所有目标图像文件，然后点击 Project settings按钮，选择 Camera，设置 CCD 的 Readout 

noise和 gain，选择 Calibration，修改为 Advanced（bias+scalable dark +flat），选

择 Star detection，对其中的 FWHM和 Detection threshold进行修改，这一步的修改非

常关键，会直接影响到 Photometry和 Matching，如果这两步出现问题可以修改这两个参

数（默认为 3和 4），其他的参数，如 Photometry中可以更改背景的内外半径（Inner 

radius和 Outer radius），Matching里面有算法和 Standard matching parameters设

置，这些设置会影响 Matching，Find variables主要是为找变星设置参数，Observer 可

以设置台址及其赤经赤纬（有时可以从文件头读取）。所有参数设置好后点击 Reduce》

Express reduction选项卡，出现以下画面，勾选 Bias-frame correction、Dark-frame 



correction、Flat-frame correction以及 Photometry 和 Matching（Matching 是要选择

一副图像作为模板，一般选择星最多的一幅，这里以第一幅图像为例），点击 OK。 

 

开始处理， 

 

处理完成，可能会存在一些图像 Matching 没成功，这时最好先检查一下该图像是否是由于

天气原因没匹配成功，如果不是，说明 FWHM和 Detection threshold以及 Matching 里面

的一些参数设置有问题，需要重新设置，重新处理。 



 

修改参数后全部成功。 

 

接下来选择目标星、比较星和校验星进行孔径测光。点击 Plot light curve 选项卡， 

 



出现以下界面，勾选 Compute heliocentric correction 和 Compute air coefficient（根据自己需

要），然后点击 Apply。 

 

出现以下图像，选择 Variable，Comparison 和 Check stars，点击 OK。 

 

下一步需要选择孔径测光的测光孔径，根据图像一般情况下标准差最小的孔径最好，孔径

后面还可以更改，直到选出最佳孔径。 



 

例如，选择 5 孔径，点击 OK，出现以下图像，至此测光完成。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横坐标和纵坐标以及修改 Aperture。点击选项卡 View》Table 可以显示表

格格式的较差测光结果，并且点击选项卡 File》Save 可将结果保存。 

 



其他功能介绍，Find variables 和 All stars photometry。要实现这两个功能上面步骤中本底、

暗流和平场的合并，目标图像本底、暗流和平场校正以及 Photometry和 Matching都需要

完成。 

下面介绍下 Find variables 

在完成上述步骤后，点击选项卡 Tools》Find variables， 

 

 

选择需要处理的图像，点击 OK，出现如下界面， 



 

左上角为其他星减去右上角图中 comparison star 后的星等差的标准差，标准差越大越有可

能是变星。下面为选择标准差最大的星画出的星等差图，很明显是一颗变星。通过左键可

以选择不同的星作为变星画图。左键点选右上角 Comparison star 中绿色小箭头后可以更换

比较星。如果勾选 Ensemble photometry 后可以选择多颗比较星。在此界面下点击 File 选项

卡后出现多项可以保存的内容，如下图： 

 
特别是 Export varfind data 可以将所有目标的仪器星等输出，可用于后续更加细致的变星寻

找，输出后第一列为时间（JD），后面分别为从 1 号星到视场中最后一颗星（从亮到暗）的

仪器星等以及测光误差，默认的测光孔径为 1，具体怎样修改还不清楚。 

关于 Find variables的详细介绍可参考 Help选项卡中 User’s manual中 Find 

variables。 

下面介绍 All stars photometry 

顾名思义，就是对视场中所有星进行测光，跟 Find variables 功能类似，但是可以直接得出

星等差并且能够调节测光孔径。 

首先，完成所有上述步骤，之后点击 Plot light curve 选项卡，出现以下界面，勾选

Compute heliocentric correction 和 Compute air coefficient（根据自己需要），这时最关键的

是要勾选 Select all stars on the reference frame，然后点击 Apply。 

 



 
出现以下图像，选择一颗星作为比较星。 

 
点击 ok 后选择测光孔径， 

 



例如选 3作为测光孔径后，出现以下图像 

 
横坐标为时间（HJD），纵坐标为 1号星减去 Comparison star的星等差， 

可以通过点击 Y axis 后面的选项来决定显示哪颗星减 Comparison star的图像，同时

还可以修改测光孔径 Aperture。若想输出所有数据则需点击选项卡 View》

Table，出现以下画面： 

 
点击选项卡 File》Save可将数据保存，至此 All stars photometry 完成。 

 

PS：现在存在一个问题，不知道视场中哪颗星是 1 号星，哪颗星是 2 号星，等等。可以回

到以下界面： 

 



左键双击 Frame 1，出现以下图像： 

 

点击选项卡 View》table，出现以下画面： 

 

第一列标号就是 1、2、3…..号星的的序号，X 和 Y 即为它们的坐标，如果图像已经加了

WCS 信息还会显示它们的赤经赤纬。点击选显卡 Frame》Export 可将所有数据输出。 

 

                               

  

                            如有问题可与我联系：李凯 kaili@sdu.edu.cn 

                                     完成于 2018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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