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概率统计

概率统计室现有科研人员17人: 研究员11人，

副研究员1人，助理研究员6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

士2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人，美国数理统计

学会Fellow 1人， 973首席科学家1人，“百人计

划”2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人。

（1.1）形成与创建（1957-1979）

      1952年中科院数学所成立时，就成立了概率统

计组，当时组里只有王寿仁和张里千两位先生。他

们在学习了苏联Smirnov所著《次序统计量》的基

础上开展科研工作。王寿仁在Reyni统计量的极限

分布方面写了两篇文章，张里千则在Kolmogorov

统计量和Smirnov统计量的确切分布及渐近展式

方面写了文章，改正了苏联Kpolrok博士论文的

错误。张里千的这两个确切分布及渐近展式由

Genedenko提议，译成俄文在苏联杂志上发表并由

Genedenko在美国第四次Berkely概率统计会上作

了介绍和推荐，受到国外很大重视。上述研究工作

都受到了北大许宝騄先生的关心。同时王寿仁还译

了Kolmogorov和Genedenko的专著《相互独立随

机变数之和的极限分布》。

1954年成平来到概率统计组。王寿仁、张里

千、成平都参加了由许宝騄在北京大学主持的“弱

极限理论讨论班”(参加者还有北京大学的江泽

培、赵仲哲等)。1956年刘璋温从日本留学回来，

到概率统计组工作。同年复旦大学郑绍廉来数学

所进修，同时从大学分配来九位毕业生: 陈希孺、

赵烱之（武大）、何琛、钱大同（复旦）、马毅

林、周云龙（南开）、黄昭庆、刘汉广、徐叔贤

（南京大学）。1957年邀请波兰专家Fisz来我国讲

当时统计的新方向“不变原理”。接着请来波兰专

家Urbanik讲过程理论，Lukaszewicz讲应用统计实

例， 此内容翻译后登在《数学进展》上。1957年

王寿仁、郑绍濂开始学习和研究平稳过程。1957

年数学所选派陈希孺、成平到波兰留学，分别在

Fisz及Steinhaus手下学习。陈希孺1958年回国，

成平1961年回国。

  1962年数学所部分同志欢送访问学者张学铭时合影留念。

前排右起：张素诚、王寿仁、张学铭、吴新谋、关肇直。

  刘璋温研究员在图书馆查阅文献

     1957年为了准备迎接波兰专家来华讲学，根

据1956年全国科学规划，调集中山大学、南开

第二部分：学科方向，日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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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和学生到北大集中上课。许宝騄组织

Doob《随机过程》讨论班，参加人员有王寿仁、

张里千、张尧庭、郑绍濂、成平、郑曾同、梁之

舜、梁文麒、殷湧泉等。许宝騄讲了Doob书的

Supplement，其他人报告书的其它内容。这次活

动培养了一批人才，那时数学所已从清华大学搬到

西苑大旅社。随后是反右和大跃进，人员下放，变

化大，不少人调到科大去了。 陈希孺、何琛、周

云龙，刘汉广、赵烱之离开了数学所，潘一民从代

数组调到概率统计组，章照止从泛函组也调来了，

又有一大批高校教师来所进修，他们几乎成为主要

力量。1957-1960期间先后有项可风、沈士强、

夏起圣， 陶波、罗乔林、杜金观、安万福、代树

森、林贤明、朱一梓、孙鑫冠、殷正大来到数学

所，分别在一些与概率统计有关的研究组工作。

     1961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数学学科开了学科座谈会(所谓龙王廟会

议)。由王寿仁主持在友谊宾馆召开了全国概率学

术座谈会，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的教授

及刚从苏联回国的胡国定、王梓坤都参加了。统

计则晚一些，1962年春在天津召开了筹备会，魏

宗舒、王寿仁、张里千等参加了。1963年在杭州

召开了全国统计学术会议， 魏宗舒、王寿仁、成

平、严士健、郑绍濂、王福保及留苏回来的茆诗

松、吕乃刚、边培勤等，还有部队的席力，当地的

教授刘音清等30余人与会， 会上作了学术报告，

交流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学术研究情况，这也是

解放后第一次全国统计学术会议。

     1962年，从分散在各组的概率统计人员集合起

来在数学所大楼410室成立了概率统计室，由王寿

仁任主任兼概率组组长，张里千、成平任统计组正

副组长。概率组除王寿仁外还有章照止、夏起聖从

事信息论方向研究；王寿仁、潘一民、徐叔贤、杜

金观、罗乔林、孙鑫冠等从事平稳过程的研究，陈

翰馥1962年从苏联留学回来也参加了该组工作，

不久就和安万福一起调到控制论室。统计组设试验

设计与判决函数两个方向。试验设计组有张里千、

刘璋温、代树森、项可风、黄昭庆；判决函数组

有成平、陶波、马毅林、钱大同、沈士强等人。

1963年陈培德、吴传义分配来所， 黄昭庆、沈士

强调出所，钱大同去了科大。 研究室与北大有合

作，与张尧庭、陈希孺也有来往及合作。这段时间

同时为科大开设了专业课，王寿仁讲了概率论，陈

翰馥讲了极限理论，杜金观讲了平稳过程，成平、

陶波主持了“判决函数与参数估计”讨论班，张里

千主持了“实验设计”讨论班，培养了一批学生。

 概率统计室的部分成员参观卢沟桥。前排左起：孙传忠、
张土生、陈兆国、吴国富、严加安；后排左起：安鸿志、刘璋
温、陈培德、杜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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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科大毕业生严加安、熊纪长、李国

英、冯士雍、陈忠琏、安鸿志及南开的张永光、赵

林坤等一批人来数学所， 行成后来的骨干力量。 

同年全国开展了“四清”，分配到数学所里的毕

业生去参加“四清”，一批人员去大庆搞任务，

熊纪长也参加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65年

成平、严加安被调到北京南苑东高地的七机部705

所协作，严加安和成平先后于1968年和1970年回

数学所。1965年以后来数学所的有吴启光、刘卓

雄、魏凤荣、项静恬等人；1970年后，又调来顾

岚、郑玉颖、卢迦林、许文源等；1975年吴国富

来数学所。

文革期间，王寿仁、刘璋温、张里千等都受

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科研工作也停顿了，一大批科

研人员下放“五七”干校。1971年后不少人从干

校回数学所，就组织起来去北京维尼纶厂、京棉二

厂、开关厂等地搞课题。1972年以后，所里开始

恢复了研究室工作，概率统计室搬到了小楼。概率

组以王寿仁为首开始举办全国性卡尔曼滤波及时间

序列讲习班，写成《离散时间系统的滤波方法》和

《时间序列分析与应用》两本专著；统计组开展

了大规模正交设计的宣传工作，并写了《实验设

计》、《常用数理统计方法》、《回归分析》、

《常用数理统计方法》、《方差分析》、《常用数

理统计表》、《抽样技术》等小册子。在此基础

上，概率统计室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理论联系实际的

工作；例如，应用卡尔曼方法于首钢的转炉炼钢自

动化上；在湖北黄石华新水泥厂，用多维时间序列

最优控制等工具实现了转窑水泥锻造的自动化控

制。统计组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推广正交设计，取

得了众多为数可观的应用成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概率统计室的同志参观圆明园。前排左起：安鸿志、王文
玉、陈小明、闫平、方碧琪；后排左起：牛旭峰、潘一民、刘
璋温、马志明、吴国富。

1971年9月 “林彪事件”后，在周总理亲自

过问下，1972年外交部与来访的法国外长签订了

选派10名中国科技人员去法国进修的协定，严加安

有幸入选，于1973年4月去了法国，1975年7月学

成回国。1975年8月由概率统计室发起，得到中科

院二局及数学所领导的支持，率先在苏州组织召开

了第一次数学界学术会议 － 全国概率统计会议。

会议之前，概率统计室做了周密的组织与准备，派

成平、张里千、潘一民等人去广州、长沙、武汉，

派章照止、杜金观、项可风、成平去上海、南京等

高校和科研部门进行了调研。会议规模宏大，盛况

空前，许多工农兵代表登上讲台，汇报应用成果。

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在全国影响比较大。此次会议

后，室里开始注意基础研究，如统计组读了Zacks

的统计推断，Hald所著《统计》一书。

粉碎四人帮后， 跟国际的学术交流逐渐频繁

起来。许多国际上的学术大家如Kalman， Doob， 

钟开莱，Neveu， Akaike等相继来华访问和讲学。

1977年冯士雍被派往英国进修。随着科学春天的到

来，概率统计室的科研活动空前活跃，举办了一系

列全国性的专业讨论会和讲习班，在全国形成了很

大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严加安等的鞅论和随

机分析讨论班，安鸿志等的时间序列分析讨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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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全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数学所从几

千考生中录取了二十多名，他们中有相当多人没上

过大学，都是在文革中自学成才。概率统计室录取

了5人，他们是徐佩、廖明、马志明、卢昆亮、刘

坤会（廖明、徐佩不久被钟开莱带到美国留学）。

（1.2）初建与成长（1979-1998）

      1979年10月数学所分成数学、应用数学、系统

科学三个研究所。概率统计室也一分为二，概率组

大部分到了应用所，他们是王寿仁、刘璋温、潘一

民、严加安、顾岚、项静恬、杜金观、陈培德、陈

兆国、安鸿志、马志明、方开泰、安万福、吴国富

等；统计组大部分到了系统所，他们是张里千、成

平、项可风、代树森、马毅林、李国英、吴启光、

吴传义、冯士雍、章照止、张永光、魏凤荣、郑玉

颖、高玉福等人。 

1980年，应用数学所概率统计研究室成立，

刘璋温任室主任。从当年开始，陆续派了一批人到

国外留学进修，如安鸿志、陈兆国去了澳大利亚，

陈培德去了法国，李国英和陈忠琏去了美国。他们

都按时回国，陈兆国第二次于1988年出国后留在

了加拿大工作。

 1980年朱静华与概率统计室部分成员在友谊宾馆合影。
左起：吴国富、潘一民、靳秀声、刘璋温、杜金观、项静恬、
马志明、朱静华。

      1981年，全国第二届时间序列会议在武汉召

开，应用数学所为主办单位之一，邀请了国际知名

专家参加会议。国外专家对我国时间序列分析研究

给予很高评价。武汉的电台、报纸及光明日报都作

1979年10月应用数学所主持召开的“全国概率统计计算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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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报导。

    
1982年以后，应用所招了大量的研究生，概

率统计室每年接受研究生和大学毕业生来深造和

工作。后来大部分都出了国，其中方开泰的研究

生范剑青于2000年获得了考普斯会长奖(The 2000 

COPSS President’s Award）。

概率统计室欢迎原研究室成员陈兆国回研究室探亲。前排
左起：杜金观、王寿仁、刘璋温、潘一民、安鸿志；后排左
起：顾岚、项静恬、吴国富、陈兆国、陈敏、陈培德、方碧琪

     1987年由应用数学所和系统所主办的“中美统

计会议”于8月30日至9月4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中

美统计界首次召开的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双边学

术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外宾有来自美国各大专

院校的专家、学者近70名，我国有近250名代表参

加。

 1987年应用数学所主持召开“中美统计会议”。

     1992年，马志明与两名德国合作者，因在狄氏

型理论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而获得1992年度马

科斯普朗克研究奖，并获奖金十万马克，作为获奖

后三年科研合作基金使用。颁奖仪式于12月8日在

波恩隆重举行。马志明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科

学家。

1992年马志明获马克斯普朗克研究奖，在波恩举行的颁奖
仪式上与德国两名合作教授合影。

       
1993年由马志明、严加安与M. Rockner教授

（德国Bielefeld大学）组织的“狄氏型与随机过

程”国际会议，于10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蓟门饭

店召开。与会代表有来自美、英、德、意、日、加

拿大、韩国、俄罗斯、波兰、葡萄牙和中国的140

名学者，其中国外学者81人。

1993年10月我所主持召开“狄氏型国际会议”。
左起：王寿仁、刘璋温、E. B. Dynkin、马志明、章祥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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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11月10日 “概率论在数学物理中的应

用青年研究中心” 成立，主任为马志明，成员包

括朱力行、吴士泉。这是应用数学所成立的第一个

青年研究中心。

1993年11月24日《中国科学报》以头版头条

对王元和方开泰共同首创的均匀设计法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和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详细地作了报

道，并加了短评。11月26日和29日《科技日报》

和《人民日报》先后分别也作了较详细的报道。

1994年，马志明应邀在苏黎世召开的第22届

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报告。马志明被国家人

事部批准为1994年度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5年，马志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

年，马志明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4年我所马志明应邀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报告。

（1.3）发展（1999年－）

1999年，严加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

年，马志明当选为中国数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

2002年8月20日至28日，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

会在北京召开，马志明任组委会主席，严加安应邀

作45分钟报告。

2003年，“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成立，马志明任中心主任，严加安任中心学术委员

会主任。 中心的定位和目标是：“金融工程与风

险管理研究中心”是一个以应用数学理论和方法为

核心，多学科交叉（数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计量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心。 

2005年，“统计科学研究中心”成立，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范剑青任主任，我所陈敏等任副主任，

中科院研究生院陈希儒院士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2006年，马志明当选国际数学联盟执委会副

主席。2007年，马志明当选为中国数学会第十届

理事会理事长。

 2000年中科院路甬祥院长到“金融避险对策研究组”视察
并听取汇报。前排左起：安鸿志、马志明；中排：路甬祥、曹
效业；后排左起：刘勤、吴长凤、巩馥洲、董昭、周子康、王
永祥。

（2）运筹管理决策

到2009年3月，运筹室与决策管理与信息科学室

共有研究员7名，副研究员8名，助理研究员2名。其

中 “百人计划”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

（2.1）形成与创建（1957-1978）

中国最早成立的两个运筹室就是1957年在中科

院力学所成立的运筹学研究组与1958年在中科院数学

所成立的所谓第三指挥部（1959年改为运筹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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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在听越民义讲他做的研究工作

力学所运筹组是1957年在钱学森所长的倡导

下成立的，由许国志领导，最早的研究人员有刘源

张等人，并招收了两名国内最早的运筹学方向的研

究生。同年秋，一批大学毕业生进入力学所运筹

组。力学所运筹室主要从事运筹学应用研究工作，

涉及棉纺、水利、运输、电讯等行业。

     1958年，数学所解散了研究室组，成立了四个

指挥部，其中第三指挥部从事运筹学的应用课题。

人员分别由各个室组调来，有越民义、王元、吴

方、陈景润、万哲先、吴文俊、江加禾、徐光煇、

韩继业等人。从那时开始直到1960年，全所同志

特别是从事运筹的第三指挥部和其后改组而成的运

筹研究室的同志，不停地在各个实际部门“搞任

务”，包括粮食调拨、公共交通、铁路运输、邮政

电讯、水文水利、气象预报、商业流通等等。

到1959年，数学所解散了指挥部建制，重新

建立研究室。运筹室就以第三指挥部为基础应运而

生。当时分四个组：有排队论组、对策论组、规划

组和算图组。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孙克定被

调来任室主任。1959年秋，运筹室又分配来了一

批大学生。华罗庚所长从1958年就从事着运筹学

有关的课题，恢复研究室后，他回到了五学科室

（包括数论、代数、几何等五个基础学科），但仍

然密切关注着运筹学的发展，为全国运筹学初创时

期的应用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60年，中科院将数学所与力学所的两个运筹

室合并，建制在数学所，成为新的运筹室。新的室

由孙克定任主任，许国志任副主任。新的运筹室就

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成为国内实力最强盛的运筹

学大军，影响和带动着全国运筹学事业的发展。

     在此期间，排队论组在越民义领导下作了一系

列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关于经典系统瞬时性态的成

果，达到了国际前沿，受到来访的美、日数学与运

筹学代表团的高度评价。美国数学会1977年出版

的访华报告书中指出：“在应用数学方面，中国在

诸如排队论等领域已十分迅捷地达到了这些领域的

前列。”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越民义、吴方、徐

光煇等“排队论”研究成果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与

中科院重大成果奖，这实际上是排队论组很多同志

的一项集体贡献。另外，在文革后吴方等开始从事

优选法的研究，他们的“一个求极值问题”也荣获

了全国科学大会与中科院重大成果奖。

1963年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运筹学专业学生与授课教师合
影。前排教师左起：越民义(3)、桂湘云(4)、徐光煇(6)；后排
学生左起：刘彦佩(3)、曹晋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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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数学所进修运筹学的一批高校教

师，回到本校都成为国内运筹学教育和研究的先驱

和骨干，为培养运筹学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62年，中国科大应用数学系成立了运筹学

专业，运筹专业的运筹学课程则全由数学所运筹室

研究人员负责讲授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

划、排队论、对策论等。以后几届运筹学专业课程

仍然由运筹室的老师去授课。

 (2.2) 初建与成长（1979-1998） 

      1979年，数学所分成数学、应用数学、系统科

学三个研究所，华罗庚兼任数学所与应用数学所两

个所的所长，运筹室越民义任应用数学所副所长

（另有王寿仁、秦元勋为副所长）。数学所原运筹

室也就一分为二，按自由选择原则分别归入应用数

学与系统科学两个研究所。归入应用数学所运筹室

的人员分为三组：规划组：越民义、桂湘云、吴

方、韩继业、赖炎连、章祥荪；随机组：徐光煇、

郭绍僖、董泽清、曹晋华、程 侃；组合组：刘彦

佩、王建方。1980-8年运筹室主任先后由越民

义、桂湘云担任。

 运筹室的部分老师参观卢沟桥。左起：宋天泰、曹晋华、
徐光煇、刘彦佩、堵丁柱、韩继业、刘进

应用数学所成立后，运筹室筹备成立全国性运

筹学会。运筹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1980年9月在山东济南召开，号召大家积极开展运

筹学研究。大会最后推选数学会理事长华罗庚兼任

运筹学会理事长，越民义、许国志、余潜修为副理

事长，桂湘云为秘书长。      

1982年运筹室负责创办了运筹学会的第一个学

术期刊《运筹学杂志》（1997年起更名为《运筹学

学报》），由华罗庚任名誉主编，越民义任主编。

1984年运筹室筹备运筹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

大会，越民义为理事长，余潜修、刘源张、桂湘云

为副理事长，徐光煇为秘书长。

1985年3月亚太运筹学会联合会（APORS）

正 式 宣 告 成 立 ， 运 筹 室 徐 光煇先 后 任 副 主 席

（1985-88）与主席（1989-91）。

1988年运筹室筹办运筹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徐光煇任理事长，程侃任秘书长。理事会还

聘请越民义、许国志、桂湘云为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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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越民义（左）和桂湘云（中）在西德汉堡
参加IFORS第9届大会。



1990年运筹室越民义应邀主编美国《Annals 

of OR》第24卷：中国的运筹学(Vol.24: OR in 

China, 1990)。

1991年4月，经国家科委批准，并在民政部登

记注册，中国运筹学会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全国

性一级学会，挂靠在中科院应用数学所。1991年8

月，在运筹室、中国运筹学会与高校同志的共同努

力下，亚太运筹学会联合会（APORS）第二届大

会在北京召开。APORS主席、中国运筹学会理事

长徐光煇为大会主席，章祥荪为组委会主席。大会

组织了吴方、刘源张等六个特邀报告、200多个分

组报告及两个Workshops。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1992年堵丁柱 “关于斯坦纳(Steiner)树的研

究”被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全世界六项

数学成果之首，并被全国十大新闻单位评为1992

年中国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1994年堵丁柱（左）与他的硕士导师越民义教授（右）和
博士导师Book教授（中）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算法
和计算年会时的合影。     

1985年12月运筹室成员与运筹学进修班学员合影。二排左起：关亚骥、曹晋华、刘彦佩、徐光煇、韩继业、吴方、桂湘云、
程侃、王建方、郭绍僖、赖炎连、李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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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运筹室负责筹办的中国运筹学会第四

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四川成都科技大学召开。大会确

认第三届理事会继续四年任期，成为具有法人资格

的全国一级学会的新的一届理事会。

1994年李伟在博士论文答辩后与答辩委员会成员等合影。
前排左起：徐光辉、李伟、许国志、郑应平、曹晋华；
后排左起：蔡玉悌、张慧君、程侃、张汉勤

1995年8月在北京，运筹室负责举办了“亚太

运筹中心的成立大会暨运筹学在工业、技术与管理

中的应用国际会议”（ISORA）。该中心由堵丁柱

任主任，徐光煇任学术委员会主任。ISORA会议

从此便作为亚太运筹中心、应用数学所与中国运筹

学会联合组织的系列国际会议陆续召开，如桂林召

开的ISORA’1996，昆明召开的ISORA’1998，

长 江 上 召 开 的 I S O R A ’ 2 0 0 2 ， 西 藏 召 开 的

ISORA’2005，以及丽江召开的ISORA’2008等。

1995年中国运筹学会在北京举办“亚太运筹中心成立
大会暨运筹学在工业、技术与管理中的应用国际会议”
（ ISORA’1995）。主席台右起：伏见正则、章祥荪、越
民义、IFORS副主席长谷川利治、中科院副院长许智宏、
APORS主席Kumar、徐光煇、堵丁柱、高森宽。

1 9 9 6 年 第 十 四 届 国 际 运 筹 学 会 联 合 会

（IFORS）大会上，章祥荪和崔晋川的应用研究

论文“中国经济信息系统的项目评估系统”获

IFORS’1996“运筹学进展奖”一等奖。同年，运

筹室负责筹办的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召开。章祥荪任理事长，程侃

等任副理事长，程侃兼秘书长。越民义、许国志、

徐光煇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

1 9 9 8 年 章 祥 荪 出 任 亚 太 运 筹 学 会 联 合 会

（APORS）副主席（1998-2000）。同年12

月，数学所、应用数学所、系统科学所和计算数

学与科学工程计算所整合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运筹室的章祥荪任常务副院长

（1998-2002）。

(2.3) 发展（1999-）

1999年科技部副部长徐冠华（右）与徐光煇（左）在国际
运筹学会联合会（IFORS）第15届大会上交谈。

1999年8月在北京友谊宾馆，运筹室与中国运

筹学会负责承办了国际运筹学会联合会（IFORS）第

十五届大会。与会代表来自49个国家与地区共1000

多人，其中国外代表800多人(另有眷属250多人)，

国内代表180人，报告论文近1100篇。这次大会是

IFORS成立4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大会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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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圆满成功。IFORS执委会与各国代表一致赞扬大会

的组织工作。这是以中国运筹学会理事长章祥荪为

首的组委会精心安排与辛勤劳动的结果，也和中科

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科院国际交流中心，

以及北京各高校同志的支持、帮助和参与分不开

的。章祥荪为此荣获IFORS大会的杰出组织奖。

     1999年在中科院出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中国运筹学会的赞助支持下，国内在运筹学基础

理论方面最全面、最权威的大型工具书《运筹学基

础手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运筹室徐光

煇担任主编，刘彦佩、程侃担任副主编，堵丁柱、

章祥荪、何启明、曹晋华、刘克、 刘建庸、郭绍

僖等撰写了有关章节，并由越民义作序。全书近

130万字，共850多页。

2000年运筹室负责筹办的中国运筹学会第六

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章祥荪连任理事长，

方伟武任秘书长。

   2002年在祝贺越民义八十华诞宴会时合影。
左起：江文华、安鸿志、马志明、韩继业、朱静华、徐光煇、
越民义、吴方、章祥荪。    

2004年6月在北京，运筹室参与组织筹办了运

筹管理联合会应用概率学会（INFORMS/APS）第

十二界大会。这是该学会首次在亚洲举办期两年一

度的盛会。同年，运筹室筹办的中国运筹学会第七

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山东青岛大学召开。方伟武当选

副理事长，张汉勤任秘书长。

2008年10月运筹室筹办的运筹学会第八届全

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张汉勤当选副理

事长，胡晓东任秘书长。在开幕式中国科协书记处

冯长根书记和科学出版社林鹏总经理为越民义颁发

了首届中国运筹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微分方程与计算物理

到2009年3月底，微分方程与计算物理室有研

究员8名，副研究员5名，助理研究员2名。其中中

国科学院院士1人，“百人计划”2人，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2人。

（3.1）形成与创建（1957-1979）

1977年3月4日中科院宣布成立“应用数学研

究推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一职暂缺，办公室副

主任为秦元勋。该办公室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常

微分方程与计算物理。 研究人员有秦元勋和贺霖。

秦元勋系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博士。1948年回国，

l953年至1960年5月在中科院数学所工作，任副研究

员，并先后担任微分方程研究室副主任、常微分方

程组组长。1960年5月， 秦元勋调到二机部工作。 

1972年7月，秦元勋重新回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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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秦元勋招收了11

名硕士研究生，包括计算物理专业的雷光耀、张锁

春、吴声昌、常谦顺；微分方程专业的曾宪武、何

弗勤、史松龄；相对论专业的俞元洪、管克英、徐

元健、丁荪红。研究生入学不久，史松龄就在秦元

勋的指导下，给出由二次多项式系统所构成的微分

方程中存在4个极限环的具体例子，推翻了前苏联

莫斯科大学校长彼得罗夫斯基在20世纪50年代中

期给出的二次系统最多只能有三个极限环的结论。

同时，秦元勋和刘尊全通过计算机的符号运算得到

全部参数的二次微分方程系统的焦点判据，并纠正

了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巴乌金关于焦点的一个符号错

误。

（3.2）初建与成长（1980-1998）

1980年1日22日，应用数学所正式成立“微分

方程与计算物理研究室”。该研究室主要从事常微

分方程的定性分析的研究、由偏微分方程所描述的

重大物理问题的数值模拟和计算机科学中的非数值

分析的应用。秦元勋副所长兼任研究室主任。

 1982年秦元勋的78级硕士研究生合影。
       前排左起：吴声昌、常谦顺、管克英、俞元洪；
       后排左起：雷光耀、曾宪武、丁荪红、张锁春

1981年中科院力学所的王贻仁副研究员调入

微分方程与计算物理研究室，并担任研究室主任。

同年计算中心的张建昌助理研究员，应届硕士毕业

生雷光耀、张锁春、吴声昌、常谦顺和俞元洪加入

了微分方程与计算物理室的研究人员行列。

     1982年又有多位年富力强的同志成为微分方程

与计算物理室的一员，包括力学所的徐方源、硕士

毕业生冯贝叶、彭晖、陶光远、俞超群、付恩中、

刘文生、秦进水、王红鹰等；大学毕业生乐庆、周

宏、冯燕玲、穆军、庄武宁、姚进、张菁、田野

等。同年，中国核学会计算物理学会成立，挂靠在

应用数学所，秦元勋任首任理事长。在科研方面，

研究室从实际任务出发，应用推广研究和应用基础

理论研究工作多路启动，在包括渤海潮汐、黄河渗

流、犁面设计、自锻破片(穿甲弹)、任丘油田、孤

子碰撞、耗散结构、超新星爆发、计算机公式推

导、农业数据库、同宿轨与异宿轨、时滞泛函方程

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

1984年秦元勋与方程室的部分成员在友谊宾馆临时办公楼
前合影。左起：雷光耀、张锁春、王贻仁、吴声昌、秦元勋、
刘尊全、徐方源。

1984年2月18日，微分方程与计算物理室调

整为两个研究室：“计算物理室”和“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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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吴声昌担任“计算物理室”主任( 1986年吴

声昌访问英国时常谦顺担任代理研究室主任)，俞元

洪担任“微分方程室”副主任。两个新的研究室成

立后，开展了多项应用数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推广

工作；例如有鞍钢财会系统、黄河土石坝渗流、交

通运输信息系统研制和超新星爆发研究等。与此同

时， 两个研究室也开展了多项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1987年9月30日，“微分方程室”与“计算物

理室”合并，成立了“微分方程与计算物理室”，

简称“方程计算室”。张锁春任研究室主任，俞元

洪任副主任，常谦顺调到应用数学所新成立的软件

部担任主任。

1988年方程室的部分成员与国际著名的分歧理论专家、
美国休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M. Glubinsky合影。前排左起：
雷光耀、王贻仁、吴声昌、M. Glubinsky、张锁春、冯贝叶；
中排右起：黄维章、俞超群、张鹏、姚进、付恩中。

在1987 - 1992年期间，这期间研究室参与组

织的主要学术交流活动包括：1987年召开的第二

届计算物理年会，1988年举办的常微分方程暑期

讲习班，国际计算物理会议和国际运动稳定性会

议，国际著名分歧理论专家美国休斯顿大学教授M. 

Glubinsky来访，1991年举办的“全国青年微分方

程学术讨论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常微分方程

青年论文专辑》），1992年召开的“中国科学院

青年学者应用数学讨论会”（研究室赴美学者田野

和庄武宁等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另外，研究室也

增加了一些新的研究人员：大学毕业生邬殿泱、杨

劲、方光鹏、郭革等，应用数学所博士毕业生黄维

章、赵怀忠和赵晓强，系统所博士毕业生谢佐恒和

数学所博士毕业生杨树礼。

方程室党支部的同志参观卢沟桥及抗日战争纪念馆。
    前排左起：张锁春、常谦顺、江文华、吴声昌、邬殿怏；      
    后排左起：雷光耀、王贻仁。

1987年至1992年期间，研究室科研人员研究

了一些新的课题：如艾滋病数学模型、环境数学、

Tyson分歧图猜想等；深入全面开展了一些新的计

算方法的研究：如计算周期解方法、预处理方法、

多重网格法、最大最小法等；冯贝叶和俞元洪等在

常微分方程领域，开展了同宿轨与异宿轨的稳定性

及其分支，布鲁塞尔振子的周期行波解，生物数

学，中立型时滞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帐篷映射的拓

扑熵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一系列研究成

果并出版了多本学术专著；余其煌和吴声昌负责承

担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课题，将数学和渗流力学相

结合，应用到石油勘探开发科学技术中，对评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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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藏特征的不稳定试井方法的研究取得了较好成

绩。该成果1989年受到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财

政部表彰，1990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9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其后余其煌和

周宏承担了“多相流分析”，吴声昌和雷光耀承担

了“双重介质边界估计”等国家八五科技攻关课

题，将数学与渗流力学、石油科学技术相结合，也

得到了较好的研究结果。

     1992年3月，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丁夏畦

及其夫人罗佩珠研究员调到应用数学所方程计算室

工作，为研究室带来了偏微分方程新的研究方向并

且注入了新的研究活力，极大地增强了研究室的研

究力量。丁夏畦院士研究领域宽广，涉及偏微分方

程、函数空间、数论、数理统计、调和分析和数

值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尤其在偏微分方程和函

数空间方面造诣极深。1988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和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此外

还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两项、1980年中科

院重大成果奖二等奖。同时，随着从事非数值应用

研究人员的陆续出国和调出，研究室 “计算”研

究方向变更为“科学与工程计算”或简称为“科学

计算”。 同年10月，雷光耀出任“方程计算室”

主任、俞元洪任副主任。由于应用数学所撒销了 

“软件部”，原软件部主任常谦顺重归方程计算

室。1994年方程计算室新增杨树礼为副主任。

     1993年6月，丁夏畦院士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刘

太平教授共同发起，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了“非线

性发展偏微分方程国际会议”。该研究领域的多位

世界著名专家，包括P. D. Lax、J. G. Glimm、J. 

Smoller、C. Dafermos、M. Mimura等，参加了本

次大会。本次会议扩大了研究室的影响，提高了研

究室的国际地位。

1994年，第五届国际双曲会议在美国纽约石

溪召开（国际双曲会议是双曲微分方程领域最高

水平的学术会议），美国科学院院士J. Glimm任学

术委员会主席，丁夏畦任委员。会上确定1996年

6月第六届国际双曲会议在中国举办，由丁夏畦任

主席。回国后经商议，确定会议在香港召开。丁夏

畦、刘太平任学术委员会主席，丘成桐和王世全任

组织委员会主席。该会议如期顺利在香港召开，它

对此后双曲微分方程的研究起了很大的影响。

 1996年“国际双曲会议”在香港举行。
      左起：王世全、刘太平、丘成桐、丁夏畦。

1996年应用数学学科“百人计划”专家评审会召开。
前排左起：张恭庆、林群、王元、丁夏畦、石钟慈、安鸿志；
后排左起：王世坤(1)、章祥荪(3)、曹道民(4)、张锁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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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曹道民通过“百人计划”加入到研究

室。他于1989年获博士学位后，在武汉数学物理

所工作， 是该所从事偏微分方程科研中坚之一。

曹道民针对非线性椭圆型方程的研究得到了很多出

色的研究成果。并于1992年与他人合作获中科院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次年丁夏畦院士的博士生黄飞

敏毕业后留方程计算室工作。他们的到来进一步增

加了研究室偏微分方程的研究力量，逐步形成了偏

微分方程理论、计算及其应用为主的研究方向。

 方程室的部分成员在所新年联欢会上表演小合唱。左起：
俞元洪、王贻仁、张锁春、郭革、谢佐恒、吴声昌、冯贝叶、
杨树礼、雷光耀（指挥）。

     1997年从事数学物理研究的王世坤、余其煌和

刘润球博士加入到方程计算室。研究室因此增加了

数学物理这一方向。同时曹道民出任“方程计算

室”主任，俞元洪任副主任。研究室形成了以偏微

分方程、数学物理和动力系统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格

局。王世坤和余其煌分别是华罗庚和龚昇的研究

生。他们按照华罗庚理论研究和应用双肩挑的要

求，在从事数学物理和多复变函数理论研究的同

时，也从事数学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工作。他们先

后在优选统筹与经济管理决策室和经济决策研究室

工作，参加和主持过国家农作物产量预测、国家机

构调整研究、塔里木油田储量研究、中科院重大项

目和国家973基础研究计划等一系列研究项目。研

究成果曾获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科院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和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等。

（3.3）发展（1999-）

      1998年中科院开始实施一期“知识创新工

程”，12月成立“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在

此次调整中，“方程计算室”研究人员结构没有大

的变化。曹道民出任“方程计算室”主任、王世坤

和俞元洪任副主任。丁夏畦、王世坤、常谦顺、曹

道民四位研究员和许多年青的科研人员首批进入创

新基地。在此期间，随着几位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到

来，包括丁祥茂、王兰宇（1998年），何成、许

鹏程、郑作环（1999年），进一步加强了研究室

的科研力量。确定了研究室以偏微分方程为主的四

个研究方向：偏微分方程；工程与科学计算；常微

分方程及其动力系统和数学物理。

在二期“知识创新工程”期间，丁祥茂担任

“方程计算室”主任，何成和郑作环任副室主任。

在此期间， 又有数名博士和博士后加入研究室工

作，包括韩丕功、张晓轶、李竟、曹周健。2004

年英国考文垂大学应用数学教授张波通过“百人计

划”加入到研究室；他在1992年获得英国斯特拉

思克莱德大学的博士学位后， 一直从事声波与电

磁波传播与散射问题的建模、计算与分析方面的研

究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

了研究室偏微分方程理论，计算和应用方面的科研

力量，并增加了偏微分方程反问题及其应用这一重

要研究方向。

在两期创新工程期间研究室组织了多次学术活

动。比如，先后在北京香山、江西庐山、山东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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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湖南长沙举办了“偏微分方程及其数值分析”系

列国际学术会议，包括J. Glimm, S. Osher等美国

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著名数学家均参加过会议并作报

告。2007年7月在山东威海，研究室与计算数学与

工程计算所共同主办首届“Maxwell方程的数学与

计算最新进展――挑战与前沿”的研讨会。包括P. 

Monk， J. Nedelec等在内的该领域许多位世界著

名专家应邀作了大会报告。此外，研究室培养的研

究生中有3人获得中科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3人获

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1997年微分方程和计算物理室祝贺丁夏畦院士七十华诞。前排：丁夏畦、罗佩珠夫妇；后排左起：何成、黄飞敏、 常谦顺、
雷光耀、吴声昌、曹道民、张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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