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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L-函数特殊值的算术性质研究取得突破 

 

文：物理研究部 

 

近日，孙斌勇研究员在 L-函数特殊值算术

性 质 研 究 方 面 取 得 突 破 ， 证 明 了 高 阶

Rankin-Selberg L-函数特殊值非零假设，该成果

以“The nonvanishing hypothesis at infinity for 

Rankin-Selberg convolutions”为题在线发表于国

际顶级数学期 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L-函数特殊值的算术性质是 Langlands 纲领，

特别是算术代数几何的核心问题之一。高阶

Rankin-Selberg L-函数特殊值的算术性质研究中

有一个被称为非零假设的致命障碍。这个假设最

早由以色列科学院、美国科学院院士 D.Kazhdan

和美国科学院院士 B.Mazur 在上世纪 70 年代提

出，它断言作为分母出现在 L-函数特殊值表达

式中的一个局部 zeta 积分非零。  

非零假设对于高阶 L-函数特殊值算术性质

研究和通过 Rankin-Selberg 方法及模符号构造

高阶 p-adic L-函数至关重要。近年来，许多关于

L-函数特殊值的结果基于非零假设成立，如：

D.Kazhdan, B.Mazur, M. Harris 等的至少十几篇

文献中的结论都是在非零假设成立的基础上证

明的。  

当 n=2 时，该假设被著名数学家 E. Hecke

证明。当 n=3 时，该假设被 B.Mazur, H. Kasten

和 C.G. Schmidt 等证明。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孙斌勇利用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结果以及

与合作者证明的典型群重数一定理（B. Sun, C.B. 

Zhu, Annals of Mathematics, 2012）完成了这个假

设的证明。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M. Harris 等人在其论文

中 称 这 项 工 作 为 “ 孙 的 突 破 ” （ Sun’s 

breakthrough），认为这项工作使得 L-函数“特殊

值整个领域更加引人瞩目”。M. Harris 在 ICM 

2014 的 45 分钟报告中指出：由于非零假设的证

明，人们可以预计 L-函数特殊值这个问题将在

近年得到快速发展。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的审稿人指出非零假设是

这个方向“所有工作中的一个根本难点”。  

论文：Binyong Sun, The nonvanishing 

hypothesis at infinity for Rankin-Selberg 

convolu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online, http://www.ams.org/journals/jams/earlyvie

w/jams855/jams855.pdf 

http://www.ams.org/journals/jams/earlyview/jams855/jams855.pdf
http://www.ams.org/journals/jams/earlyview/jams855/jams855.pdf
http://www.ams.org/journals/jams/earlyview/jams855/jams855.pdf


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简讯                 2015 年第 3 期 （总第 19 期） 

2 
 

   癌症细胞系组合药物敏感性预测研究取得进展 

 

                                                                   文：生物医学部

随着癌症基因组学和癌症药物基因组学的

发展，对个体基因组和药物反应联系的研究成为

一个热点领域。这一研究的长远目标是希望开发

特异的、个性化的精准治疗手段；进而针对各位

癌症病人特有的遗传背景和分子特征，将癌症的

临床治疗作用和效果最大化。一般认为，癌症本

身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细胞生长增殖难以控

制，而最终形成的。因此，癌症药物基因组学的

测试能在医生为病人选择最佳药物时提供关键

的指导和启发作用。 

生物医学部生物信息学研究课题组成员，对

癌症基因组和癌症药物基因组学领域几个重要

问题开展研究。特别是，对癌症细胞系组合药物

敏感性预测和模式识别研究取得进展。 

最近，在 NCI-DREAM 癌症细胞系药物敏

感性预测的开放式竞赛，提出了独特的预测方法，

为药物组合活性提供新策略。DREAM 竞赛中，

获得一子项排名第四（参赛队超过 30，赛后文

章修正预测能力为第一）；而对于更一般的人类

群体毒性药物响应的一项问题的预测，取得排名

第三的成绩（参赛队超过 80 队），合作参与

DREAM 联盟两篇 Nature Biotechnology 论文。

非常重要的是，所提出的药物敏感性预测策略仅

仅基于基因表达数据，这在同类方法中排名第一

（见下图），这一结果，表明整合其他类型信息

在该类问题中，并没有显著的提升效果。该研究

被邀请在 Nature 出版集团国际药理学学会会刊

CPT: Pharmacometrics and Systems 

Pharmacology 杂志发表。 

大型癌症细胞系基因组图谱计划（如 CCLE

和 CPG）提供了大量基因组和药物响应数据。

这些数据的分析为计算分析提出了挑战。针对此，

研究了癌症细胞系表达谱与药物敏感谱数据中

的药物-基因协同模式，开发了基于稀疏-网络正

则化的偏最小二乘（SNPLS）模型和算法来识

别药物-基因协同模式。该研究通过各种数据分

析证实了协同模块中的基因、药物和细胞系具有

显著的关联，进而证实这些模式特征的预测作用。

 

图 1. 基于不同数据或信息分别标示的各参赛组的 PC 指标值。最左边标 4 的为我们参赛组的成绩，在只用表达数据

组中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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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HG 平台的大规模并行应用程序研制进展 

 

 
                                                                       文：材料环境部 

PHG （ Parallel Hierarchical Grid, 

http://lsec.cc.ac.cn/phg）是材料环境部科研人员

自主研制的一个支持非结构协调网格并行自适

应的有限元程序开发平台。这里介绍基于 PHG

平台的一些并行有限元应用程序的最新研制进

展及它们在国产并行计算机上的性能测试结果。 

一、弹性波 PML 方程新型谱元算法及并行

计算程序 

本世纪由于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地震预

测和防震减灾的需要，地震波模拟已成为高性能

计算的一大研究热点问题，先后有不少代表性工

作，如 AWP-ODC、SPECFEM3D、SeiSol、

GAMERA等先后入围或夺得高性能计算领域的

最高奖项—Gordon Bell 奖。但迄今为止，地震

波模拟的精度和计算速度尚不能满足应用的需

求，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的飞速发展也对地震

波模拟算法和软件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空

间/时间离散格式、快速求解算法和高效并行实

现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速度-应变形式弹性波方程、Legendre

谱元方法和完美匹配层技术，材料环境部的科研

人员提出了一种新的求解区域尺度地震波方程

的谱元格式。在该格式中，利用单元刚度矩阵能

分解成
T T T

e eR M K 的特点，设计了新的全局刚

度矩阵及其转置与向量的乘积算法。由于
T

eM
为

块对角矩阵，
TK 具有固定的稀疏结构且与单元

无关，通过存储K 及 eM
替代存储全局或每个单

元的刚度矩阵，新算法能显著减少计算量与存储

量。定量分析表明，新格式的存储量仅为同类格

式的 25.6%-37.8%，计算量仅为同类格式的

49.4%-78.7%。同时，基于蛙跳（Leapfrog）显

式时间离散格式，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局部时间

推进格式，克服了局部致密网格导致蛙跳格式时

间推进步长过小的问题，该格式与前述基于单元

分解策略的谱元格式可以很好结合，针对不同大

小的网格单元可以采用不同大小的时间步长，并

可以达到任意 2n 阶时间精度。 

他们基于并行自适应有限元软件平台 PHG

的六面体版本，实现了上述算法的六面体非结构

网 格 并 行 计 算 程 序 ， 并 分 别 实 现 了

MPI+OpenMP 混合并行版本、GPU 加速版本和

国产异构众核加速版本。 

在 MPI+OpenMP 混合并行版本的区域尺度

地震波模拟程序中，他们采用合并通信（6 次通

信变为 2 次）和通信与计算重叠等技术手段，大

幅提升了程序的计算效率与并行可扩展性。在天

河 2 号上已经开展的数值试验中，最大并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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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20万处理器核，部分性能测试结果见表 1。 

在 CPU+GPU 异构并行（单卡版本）的区域

尺度地震波模拟程序中，针对 GPU 的性能优化

着重考虑了最大化内存吞吐量、最大化指令吞吐

量、最大化设备使用率、最小化线程协作等方面，

从而获得了很好的加速效果。相对于 Intel X5550

处理器单核计算时间，使用 Tesla K20 可以获得

近 136 倍加速，而相对 Intel E5-2680 V2 处理器

单核，使用 Tesla K20 最高获得近 79 倍加速，

部分性能测试结果参见表 1。 

二、电子结构计算的并行轨道更新算法及多

层并行实现 

第一原理电子结构计算是理解和探索物质

机理以及预测材料性质的重要手段与工具。它可

以解释实验，与实验相辅相成，从而能加速新材

料的发现与设计。尤其是，第一原理计算还可能

替代极端条件下的实验。第一原理电子结构计算

已在物理、材料、化学、生物等领域的理论与应

用研究中取得了非凡成就，并在新材料、生物信

息等高性能计算应用中逐渐成为核心方法。但如

何又快又好地计算大规模的电子结构依然是一

个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课题。 

非线性偏微分算子特征值问题是电子结构

计算的典型数学模型。上世纪六十年代创立的密

度泛函理论就是一种描述电子结构基态的理论，

其中典型的数学模型便是 Kohn-Sham 方程。

Kohn-Sham 方程复杂的非线性性、奇异性和大

规模体系的模拟，对构造高效稳定的离散格式和

快速稳健的求解算法提出了很高要求。在

Kohn-Sham 方程的许多常用求解算法中，非线

性特征值问题的求解一直是主要的计算瓶颈，它

不仅对高效代数特征值求解器的设计提出巨大

挑战，也大大制约了算法及程序的并行可扩展性。 

材料环境部的科研人员通过耦合非线性方

程的多水平离散、非线性算子迭代以及代数问题

的迭代求解，提出了计算电子结构的包括

Kohn-Sham 方程在内的非线性偏微分算子特征

值问题的并行轨道更算法。该算法通过求解一系

列相互独立的线性边值问题来更新每个轨道，再

将原来的特征值问题投影到这些轨道张成的子

空间，得到一个具有良好性质的小规模线性代数

特征值问题，从而避免了传统电子结构计算中大

规模非线性特征值问题（或其等价形式）的反复

求解。该算法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离散方法，具

有普适性。以 Kohn-Sham 方程为例，并行轨道

更算法的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给定初始轨道猜测及相应的初始有限

维空间； 

应用某种技巧（如自适应加密）扩充有限维

空间，然后在扩充后的有限维空间中求解一系列

边值问题来更新每个轨道； 

在这些更新后的轨道张成的子空间中求解

Kohn-Sham 方程； 

收敛性检测：如未收敛则回到第 2 步，否则

结束。 

该算法具有天然的两层并行结构：一层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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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轨道的本质并行更新，另一层则为单个轨道更

新的传统区域分解及代数并行。这一特点使得算

法非常适合于超大规模并行计算机，具备 E 级

计算的潜力。例如，假如一个体系需要计算 1000

个轨道，则可以使用 1000个MPI进程组来计算，

每个进程组负责一个轨道，如果再将计算网格剖

分为 100 个子网格，每个子网格用一个 MPI 进

程管理，每个 MPI 进程中使用 20 个线程进行多

核并行，则总并行规模为 1000x100x20=2 百万

处理器核。对于异构众核系统，还可以对边值问

题求解的采用众核加速，从而达到更大并行规模。 

他们已将算法应用到基于 PHG 平台研制的

RealSPACES 并在天河 2号上采用将近 15000 个

处理器核成功进行了上百原子体系的全势计算。

同时，利用 Quantum ESPRESSO 所做的实验表

明，该算法对突破平面波离散在超级计算机上实

现的局限亦有很好的前景。 

表 3 是 基 于 该 算 法 开 发 的 软 件 包

RealSPACES 计 算 得 到 的 与 著 名 软 件 包

Gaussan09 进行全势计算时得到相同精度时所

需墙上时间随着体系原子个数增加时的变化曲

线。由于计算资源限制，虽然他们已实现各个边

值问题的本质并行求解，以下例子中各边值问题

仍然是一个接一个求解的。图中 x 轴是体系原子

个数， y 轴是所需墙上时间。蓝色曲线是

Gaussian09 使用 cc-pv5z 基组计算各体系所需的

墙上时间，紫色曲线是我们的算法得到与

cc-pv5z 类似的精度时所需的墙上时间，绿色曲

线是他们假设有足够多的计算资源，从现有计算

结果通过将边值问题计算的时间除以边值问题

的个数等处理得到的墙上时间变化。从图中不难

看出，对小规模体系，他们的算法不如

Gaussian09 快；但随着体系原子个数增加，他们

算法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表 1. MPI-OpenMP 混合并行实现的弱可扩展性测试 

CPU 核 自由度 墙钟时间 并行效率 

384 50,923,779 4.619s 100.00% 

3072 405,017,091 4.881s 94.63% 

24576 3,230,671,875 5.540s 83.38% 

196608 25,807,570,947 10.888s 42.42% 

注：每个 MPI 进程开辟 6 个 OpenMP 线程 

表 2. CPU+GPU 异构并行实现性能测试 

处理器 出产时间 用时 加速比 

Intel X5550 Q1’09 5101.384s 1.00x \ 

Intel E5-2680 V2 Q3’13 2959.601s 1.72x 1.00x 

Tesla C2075 2011.07 57.038s 89.44x 51.89x 

Tesla K20 2012.11 37.488s 136.08x 78.95x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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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可靠性研究取得进展 

                                                                文：信息技术部 
 

前几年信息技术部软件可靠性工作小组的

主要工作聚焦在考察直接评估软件可靠性的方

法上，后来科研人员发现仅仅利用软件缺陷出现

的时间间隔来评估软件的可靠性是不现实的，缺

陷发生的时间间隔所能提供的信息远远不足以

有效的评估软件的可靠性。因此，他们将工作重

点逐步转移到对软件测试过程的建模分析上来，

近些年信息技术部完成了一系列工作，如有： 

 1）Cai KY, Dong Z, Liu K and Bai CG,“A 

Mathematical Modeling Framework for Software 

Reliability Tes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Systems，Volume 36, Issue 4 August 2007, 

pages 399 - 463. 

2）Cai KY, Dong Z and Liu K,“Software 

processes as a linear dynamic system”, 

Information Sciences, 178(2008): 1558-1587. 

3）蔡开元，董昭，刘克，“关于软件可靠性

测试的若干问题 ”, 工程数学学报 , 25(6): 

967-978. 

4）曹平，董昭，刘克，蔡开元，“软件测试

的剔除策略分析”，第十一届中国青年信息与管

理学者大会论文集，香港 Global-Link 出版公司，

2009 年，147-141。 

5）Cai KY, Cao P, Dong Z and Liu K,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software reliability 

testing with imperfect debugging”, Computers and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s, 59(2010): 

3245-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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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ao P， Dong Z and Liu K，“An Optimal 

Release Policy for Software Testing Proces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 IEEE Catalog Number: 

CFP1040A-CDR, Beijing, China, 6037-6042，

2010. 

7）Ping Cao, Zhao Dong, Ke Liu, Kai-Yuan 

Cai, “Quantitative effects of software testing on 

reliability improvement in the presence of 

imperfect debugging”, Information Sciences, 

Volume 218, 1 January 2013, Pages 119-132. 

基于前期的工作基础，他们更加专注特殊的

软件测试过程的建模研究和分析，主要工作有下

面三个方面： 

一、UAT 测试过程的建模研究 

UAT 测试是用户验收测试的简称。由于软

件的专业化成度越来越高，对软件验收的专业化

要求随之提高，这使得第三方验收测试越来越受

到重视。软件的需求方依靠第三方的专业测试水

平和能力来保证软件开发方提交的软件质量。第

三方验收测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准入测试。他

们针对准入测试过程建立了一类数学模型，通过

求解数学模型，得到了最优的准入水平，为数码

神州、公安部一所等单位的实际准入标准制定提

供了参考。这方面的工作归纳在一篇博士毕业论

文中。 

二、组合测试过程的建模研究 

在组合测试研究方面他们有三方面的工作：

一个是一定强度的测试用例后优化问题，其次是

组合测试的一般理论建模研究，最后应用他们建

立的模型，解释了组合测试实际应用中的一个现

象。 

测试用例的后优化研究： 

在给定测试强度的条件下，如何有效的生成

测试用例覆盖表是工程上的一个迫切问题。人们

利用贪婪算法能够较容易的获得给定强度的测

试用例覆盖表，但问题是存在较多的冗余现象。

这些冗余为测试过程带来了巨大的费用损失。因

此约减这些冗余的测试用例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的著名教授 P. Nayeri, C.J. Colbourn and G. 

Konjevod 给出了一个后优化（约减）算法，为

约减测试用例覆盖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他

们基于这个思路，进一步提出了更为有效的后优

化方法，比较所有已有的算法，他们的方法更为

有效。一方面，他们申请了算法的国家专利（专

利号：2013104775118；专利题目：覆盖表约减

的方法与系统）；另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个覆

盖表约减程度的度量，实验数据表明，该度量也

比较精确（方差很小）。完成论文： 

Refining a randomized post-optimization on 

covering arrays. Xiaohua Li, Zhao Dong, Huayao 

Wu, Changhai Nie, Kai-Yuan Cai. IWCT2014, 

Cleveland, US, March, 2014. 

组合测试的理论建模： 

为了进一步精细的描述组合测试的过程，他

们建立了抽象的测试用例空间模型，给出了该空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0025512004562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0025512004562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0025512004562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002551200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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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的偏序、子组合、链、子链、完全链、以及

本质组合等系列概念，并基于这些概念，给出了

相关的运算规则。得到最为有意义结果就是将这

些概念映射到代码区域上，能够得到本性区域以

及维数等指标。这对于工程上的缺陷定位很有指

导意义。 

一个应用研究： 

作为组合测试的理论模型应用，他们讨论了

一个概率模型，利用概率模型的理论结果，解释

了软件工程实践中的一个现象：由于组合导致的

缺陷，其组合长度通常不超过 6。 

第二部分的工作构成了另一篇博士论文。 

三、软件的推送可靠性研究 

研究软件可靠性问题，人们的出发点无外乎

两个：一方面利用各种测试手段减少软件中缺陷，

以达到提高软件的可靠性；另一方面，通过测试

手段获得软件发生失效的信息用以判定给定软

件的可靠性。事实上，他们考察了在测试资源有

限的条件下，应如何从用户角度提高用户的使用

可靠性（推送可靠性）问题，建立了数学模型并

完成一篇论文（Robust Dynamic Selection of 

Tested Modules in Software Testing Process for 

Maximizing Delivered Reliability，Ping Caoa, 

Zhao Dong, Ke Liu, Kai-Yuan Cai 已投稿）。他

们正在考虑在给定软件使用可靠性指标的条件

下如何确定最少得测试步数问题。 

 

 

区间计量模型及其应用取得新进展 

                                                                文: 经济金融部  

经济金融研究部汪寿阳、韩艾等负责的区间

数据建模及其在经济金融中的应用工作取得重

要进展。2015 年 7 月 3-4 日，经济金融部成功

举办了世界范围内“第一届区间数据建模——理

论及应用”的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世界范围内第

一届以区间模型为专题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要

议题涵盖区间计量模型的各个范畴。会议邀请到

八位区间数据建模方面的国际顶级专家进行最

新研究成果的专题报告，并有近 100 位国内外相

关领域的学者参与会议，介绍各自的创新工作。

此次会议对数学与经济金融领域学术研究的交

叉与融合起到重要作用。 

经济 金融部在此 次会议 上，进行 了

Modelling Interval-valued Time Series: A New 

Approach 的大会专题报告，系统介绍了近年来

在区间时序模型的理论及应用取得的研究进展。

主要代表性工作包括：（1）提出了第一个节省

参数的线性区间时间序列数据的建模体系，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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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经济学、统计学的核心问题——统计推断效率

上对原有方法进行了重要改进。(2) 在非线性领

域，提出了第一个节省参数的区间截断模型及相

关高级计量理论，研究发现，该模型与现有方法

相比，大幅提高了对金融市场不对称现象的预测

力和解释力。(3)在非参数领域，提出了第一个

时变系数的区间模型，并结合区间数据的特点，

提出了区间数据的非参数估计方法，研究证明我

们的模型比传统方法有更加精确的预测结果。该

研究成果引起了与会专家和科研工作者们的极

高兴趣。其中两位特邀报告人，来自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的 Amos Golan 教授

和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的 Aman 

Ullah 教授更是给该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经济金融部在区间计量进行的创新性研究

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全球经济联动

的迅速加强使得经济和金融系统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凸显，需要发展对更具信息含量的区间型数

据的建模技术。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下各种新

型符号型数据的出现（其中以区间型数据为主要

代表）使得传统的统计建模方法不再有效。这些

因素对传统计量与统计学提出了修正和扩展旧

的方法体系的需要。因此，对区间数据建模的计

量理论与应用研究近年来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

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经济金融部在这个领域一直

追踪国际学术界的研究领域，并已积累多项重要

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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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ay 量子计算与基于量子逻辑的图灵机理论研究取得进展 

 

                                                                       文:信息技术部 

   

在量子力学里描述物理粒子除了自旋和玻

色子还有费米子，世间大部分物质都是由费米子

构成的。以前人们大多使用自旋/玻色子作为信

息的载体来研究量子信息处理任务。2002 年，

S.B.Bravyi 等人研究了使用费米子进行量子计

算的可能，证明了作为量子信息载体的意义下，

费米子的计算能力和自旋/玻色子的计算能力是

多项式等价的。2003 年，Kitaev 等人利用强关

联的两维费米态实现了拓扑量子计算模型。2008

年，Morgenshtern 等人把量子隐形传态推广到费

米子系统。这些工作都说明了同自旋/玻色子一

样，费米子也可以用来作为信息载体进行量子信

息处理，并且在一些特殊的计算情形下，费米子

相较于自旋/玻色子的计算能力能达到指数的加

速。 

在基于测量的量子计算模型中，处理一个量

子计算的任务，一般分为两个步骤：准备资源态

和在资源态上做有序的量子比特测量。准备资源

态的过程为计算方案提供了优化和集成的便利，

因此寻找合适的资源态成为基于测量量子计算

的关键。 

近十几年来，人们努力寻找能用于基于测量

计算模型的资源态，发现了很多自旋/玻色子系

统中的资源态，比如簇态、自旋 5/2 的 VBS 态

和二维 AKLT 态等。由于较低的保真度和高度

的操作复杂性，在自旋/玻色子系统中还无法大

规模产生资源态。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基于测量的量子计算能

否在费米子系统中实现？2013 年，Chiu 等人研

究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将 Gross 提出的基于测量

的量子计算模型推广到费米子系统，并根据费米

子投影纠缠对态（fPEPS)构造出费米子资源态。

One way 量子计算是基于测量的量子计算的最

基本的模型，他比 Gross 的模型具有明显的优越

性，量子信息处理仅靠局部测量来驱动，能更好

的处理随机性等特点。信息技术部尚云等则研究

并构造出了费米子 one-way 量子计算模型，证明

了费米子聚合态具有通用计算能力，并且仅用 4

个费米子就可实现，从而为 one-way 量子计算的

实现找到了新的载体。该文已发表在 Chinese 

Physics letters(2014(31))。 

图灵机是计算理论的核心，信息技术部尚云

和陆汝钤等人继续研究了基于 unsharp 量子逻

辑的图灵机理论，得出了许多与经典图灵机不同

的性，特别是确定性图灵机和非确定型图灵机之

间的不等价。他们发现基于 unsharp 量子逻辑的

非确定性图灵机不仅可以识别递归可枚举语言

还能识别递归可枚举语言的补。进一步尚云和陆

汝钤等从算数层次上界定了基于 unsharp量子逻

辑的图灵机语言的可计算能力，发现他们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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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介于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严格超越了经典

图灵机和 Wiedermann 2004 年提出的图灵机的

计算能力。该文已发表在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2015(598) 2-14)。 

 

 

 

无线通信系统优化设计研究取得进展 

  

                                                                    文:材料环境部 

 

材料环境部刘亚锋、戴彧虹及其合作者在无

线通信系统优化设计方面取得进展。 

最优资源分配问题是无线通信系统设计中

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最优地分配功率、传输波形、

频谱等资源能够极大地提高整个通信系统的传

输性能。目前，相对于通信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

蓬勃发展，通信系统优化的数学理论与方法显得

相对滞后，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影响其发展和应

用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最优资源分配问题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刘亚锋、戴彧虹及其合作者在无线通信系统

最优资源分配的复杂性分析及其算法设计方面

展开研究。他们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关于最优资源

分配问题计算复杂性的刻画。计算复杂性可以刻

画所考虑问题的本质难易程度，是解决和分析实

际问题的关键步骤。他们另一个主要学术成果是

根据问题的特殊结构设计有效的算法求解无线

通信中的最优资源分配问题，分析设计算法的收

敛性、最优性、复杂度等，并考虑其分布式应用

等。 

针对最大最小准则下的联合传输/接收波束

成形设计问题，他们首次证明了在多输入多输出

（MIMO）干扰信道中，给定一组信干噪比 

(SINR) 目标，判断是否存在一组可行的传输/

接收波束成形向量使得每个用户的 SINR 值大

于或等于预先给定的 SINR 目标这一可行性判

定问题是强 NP-难的，这一结果不同于多输入单

输出干扰信道中的已有结果。上述结果也表明

MIMO干扰信道中的最小SINR最大化问题是强

NP-难的。考虑到问题的特殊结构，他们提出非

精确交替地更新传输波束成形向量和接收波束

成形向量，从而将原问题分解为一系列简单凸优

化子问题。他们证明了所提出算法产生的点列的

任一聚点都是原问题的 KKT 点。同时也证明了

单输入多输出干扰信道中最小信干噪比最大化

问题是多项式时间求解的；由于证明是构造性的，

故还给出了求解此问题的一个多项式时间算法。 

针对单输入单输出干扰信道中联合功率/接

入控制问题，即最大化系统中接入用户个数的同

时最小化系统总发射功率，他们给出了此多目标

连续/离散混合优化问题的一个新的单阶段稀疏

优化模型，对此稀疏优化模型进行凸松弛，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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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松弛问题是一个线性规划。他们进一步考虑

了上述稀疏优化模型的非凸松弛，证明只要选取

合适的参数，非凸松弛具有凸松弛所不具有的精

确恢复性质；证明了非凸松弛问题是 NP-难的，

同时设计了求解非凸松弛问题$\epsilon$-最优解

的多项式时间算法。数值试验表明基于非凸松弛

的逐步删除用户算法好于基于凸松弛的逐步删

除用户算法。 

这些成果引发和支撑了多项后续性的工作，

被包括IEEE Fellow和IEEE最佳论文奖获得者等

多位国内外同行引用。这些成果获得了2010年北

京运筹学会青年优秀科技论文唯一的一等奖，

2011年国际通信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最佳论文奖，2015年网络

建模与优化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in Mobile, AD Hoc 

and Wireless Networks）最佳学生论文奖。

             

 

代数曲线拓扑结构计算和可视化研究取得进展 

                                                                        

                                                                       文：先进制造部 

    

代数曲线曲面的拓扑结构确定和显示既是

一个有趣的数学问题，也是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

机辅助几何设计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这一问题

在实代数几何和几何建模中都有重要的意义。代

数曲线的拓扑确定和显示又是代数曲面拓扑确

定和显示的根本所在。而这里面涉及的主要问题

除了曲线的次数(可计算曲线的规模)之外，就是

曲线的(复杂的)奇点了。  

德 国 数 学 家 Oliver Labs （ 网 址 ：

www.OliverLabs.net) 在 他 的 文 章 (A list of 

challenges for real algebraic plane curv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In Nonlinear 

Computational Geometry, volume 151 of The 

IMA Volumes, pages 137{164. Springer New 

York, 2010.）中提到了代数曲线可视化中的挑战

性问题：（许多）高阶奇点问题、（许多）复杂

孤立奇点问题、切线重数高的奇点问题,、（许

多）复杂非孤立奇点问题等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要得到曲线的拓扑

结构。要在现有计算机能力范围内设计出好的算

法和可视化方法。利用新的代数方程求解方法，

先进制造部的科研人员提高了可计算代数曲线

的规模：同时基于 Newton 迭代算法设计出曲线

的逼近方法。以下图示是利用他们的方法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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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曲线作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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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吕金虎研究员获 2015 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1 月 4 日，何梁何利基金 2015 年度颁奖

大会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中科院数学与系

统研究院吕金虎研究员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

术进步奖”，成为今年最年轻的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获奖者。 

吕金虎的主要学术贡献：突破传统模拟电路

的瓶颈，解决了近三十年来长期悬而未决的多方

向、大数量多卷波的存在性与模拟电路实现的理

论和技术难题，被 J. Vandewalle 院士称为“多

卷波的里程碑”，获 2012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发现了经典 Lorenz 系统与它的对偶 Chen

系统之间的临界混沌系统，被上千篇 SCI 论文

称为“吕系统”，获 2008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揭示了一类典型复杂网络同步的普适性规律，解

决了复杂网络牵制控制的两个困难的基本科学

问题，被称为“里程碑”。理论成果服务于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将复杂网络理论应用于北斗位置服

务网。  

吕金虎主要从事系统理论、非线性电路与系

统等领域的研究。曾获 IEEE Fellow、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

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

奖“青年奖”、中国青年科技奖、两项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世界工程领域高被引科学家等奖励与

荣誉。

 

 

2015 年中荷双边学术研讨会召开 

 

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双边合作

协议框架下，中荷双边应用数学研讨会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召开。除了主办方之外，来自

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中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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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中央财经大学的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湘潭

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安财经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数十位学生

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的报告内容涉及计算数学、最优化、随机方法、数理统计、信用风险等多个交叉科

学前沿领域。研讨会期间，中荷双方与会学者就相关学科的前沿进展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和交

流，为未来的合作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7 日下午，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Karen Aarda 教授应交叉中心的邀请，作了题为“Topics in 

Discrete Optimization: Cutting and Branching”的综合报告。数学院副院长、交叉中心副主任高小山

研究员主持报告，并为 Karen Aardal 教授颁发了讲座证书。参加研讨会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以及来

自多所高校的同学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学术交流主管 Cees Timmers 先

生介绍了该校针对国际学生联合培养计划，期待双方在研究生联合培养方面能有进一步实质性合作。 

此次会议，使中荷双方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达成了长期合作的意向，为参会的青年学生提供了

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促进了相关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的交流。 

 

 

 

  

 

 

 

 

 

 

 

 

 

 

 

 

经济金融交叉研究部学术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召开 

 

2015 年 12 月 13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国家

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数学与经济金融交叉研究

部(以下简称“经济金融研究部”)学术委员会第

二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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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

心副主任高小山研究员致开幕词，经济金融研究

部学术委员会主任严加安院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经济金融研究部主任汪寿阳研究员代表研

究部向学术委员会汇报了研究部 2015 年的工作

进展及未来发展规划。随后，汪寿阳研究员、陈

敏研究员、杨翠红研究员分别汇报了宏观经济监

测预警与政策模拟仿真平台研究、财税风险与金

融工程中重大问题研究和区域粮食产量预测研

究课题的工作进展、主要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

困难和挑战。这些成果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

重要依据和支持，得到了各位委员的充分肯定。 

最后，与会委员对经济金融研究部的未来

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位委员表示经济金

融部的多项工作已产生品牌效应，未来可进一

步聚焦经济和金融的重点研究领域，包括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全球资本流动、金融体系风险

等，在强化数学与系统科学基础问题研究的同

时，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性，重视研究成果的社

会影响和成果转化。委员会对于如何吸引并留住

优秀青年人才、促进合作交流、扩大研究部的社

会影响等问题，也都提出了具有前瞻性、战略性

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会议研讨气氛热烈，交流深入，对于促进经

济金融研究部发展以及加强经济金融研究部与

学术界、政府部门和工业界的合作将产生深远影

响。 

 

 

2015 闽台产业合作研讨会召开 

 
2015 年 12 月 25 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数

学与交叉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

心、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台

湾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2015 闽台产业合作发

展研讨会在厦门大学经济楼举行。来自中国科学

院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预测科

学研究中心、台湾经济研究院、金门县政府及厦

门大学在两岸研究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们近

40 人，齐聚在厦门大学，着眼于闽台产业合作

发展这一主题，就海峡两岸在经济、产业、环境、

能源问题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行探讨，以期为

助力两岸经济发展献策献力。 

会议开幕仪式由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国进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国家数学与交叉科

学中心杨翠红研究员、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一所

左峻德所长、厦门大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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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洪永淼教授分别为会议致开幕辞，金门县政府

建设处处长许志忠及两岸全体参会代表参加开

幕仪式。 

在此次会议上，各专家、学者就闽台产业合

作发展主题展开了不同方面的交流与讨论。厦门

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唐永红教授，台湾经

济研究院吴福成副主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

亚南经济研究院赵燕菁教授和厦门大学富邦金

融讲席教授李志文教授就“厦金合作”问题进行

重点阐述，并为厦金合作提供了许多可行性的政

策建议。四位专家的发言均引起了在场专家、学

者更多、更深层次的反思和讨论。 

本次会议收录了两岸学者 13 篇研究成果在

现场宣读，内容涵盖闽台产业合作的机遇、挑战、

战略规划等领域，涉及金融合作、青年创业、货

币流通、智慧城市、能源经济等方面，力争为闽

台产业合作提供可行性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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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综合报告五十一： 

冯夏庭研究员谈“岩体力学与工程的科学计算” 
    

 

文/图: 材料环境研究部  

2015 年 9 月 16 日上午,交叉中心材料环境

部邀请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岩土力

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岩石力学学

会主席冯夏庭研究员作报告。报告会由崔俊芝院

士主持。袁礼、周爱辉、张林波研究员等交叉中

心的老师和同学们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首先分析了我国岩石力学的重大工程

背景，探讨了岩体力学与工程科学计算目前面临

的关键性科学前沿问题：高效精细连续-非连续

数值分析方法、岩体力学参数和模型识别方法、

岩石工程灾害预测与分析理论以及大型、深部岩

石工程动态设计计算理论等。介绍了岩土力学所

团队在岩石工程科学计算方法研究的主要进展：

岩石破裂过程模拟的连续-非连续细胞自动机数

值方法、岩体力学参数动态反演理论、岩石工程

灾害评估方法、深部岩石工程支护设计的裂化-

抑制法等。 

冯夏庭，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研

究员，岩土力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7 年度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学者， 2002

年和2009年两次被科技部聘为973项目首席科

学家，2003 年获得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2009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

年当选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2012 年当选中

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主要从事深部岩

体力学与工程安全研究，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3项，发表SCI收录论文 100余篇，

获授权发明专利 50 项，出版英文专著 2 部和中

文专著 5 部，曾获光华工程奖青年奖、中国青

年科技奖等。 

报告结束后，崔俊芝院士为冯夏庭研究员颁

发了讲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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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五十二：Karen Aardal 教授谈 

“Topics in discrete optimization: cutting and branching”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荷兰代尔夫特理

工大学 Karen Aardal 教授应国家数学与交叉科

学中心的邀请，作了题为“Topics in discrete 

optimization: cutting and branching”的综合报

告。数学院副院长、国家数学交叉中心副主任高

小山研究员主持报告，并为 Karen Aardal 教授

颁发了讲座证书。参加同期中荷双边研讨会的数

十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多所高校的同学参加了

报告会。 

Karen Aardal 教授在报告中首先以最大匹

配、最小支撑树等著名组合优化问题为例探讨了

扩张复杂度、简洁表示和多项式可解性之间的关

系。随后，她以背包问题为例展示了一些组合优

化的扩展表达可以为寻找整点凸包提供好的分

支方向。最后，她以选址问题为例介绍了对线性

规划松弛的强化以获得常数因子的近似。对于这

些离散优化中的热点问题，整个报告既回顾了相

关的经典结果，又介绍了最新的重要进展。 

作为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运筹优化方向

研究的代表，Karen Aarda 教授在报告后就相关

内容，与研究院及中心同领域的师生进行了深入

探讨，期待未来有进一步的合作。

 

 

国家数学交叉中心首场青年报告会：彭皓谈 

“Maintenance optimization for multi-component systems under 
mixtures of different maintenance policies” 

 

10 月 28 日，先进制造部助理研究员彭皓作

了 题 为 “ Maintenance optimization for 

multi-component systems under mixtures of 

different maintenance policies”的报告。报告由

生物医学部万林副研究员主持，中心多位科研人

员参加。 

彭皓博士在报告中介绍了基于不完美信息

的维修优化。由于部件在生产制造时产生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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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使得这个种类的部件的退化过程不能用同

一个随机过程来描述。 然而通过监测部件健康

状况随时间的变化，我们可以利用贝耶斯理论实

时更新对于该部件质量好坏的猜测（又称信息状

态分布）。本工作建立了一种动态规划模型来利

用这些不完美的信息寻找最优维修计划。在许多

实际工业项目中，很多数据或信息都是不完美的，

这种基于不完美信息的动态规划具有广泛的意

义。在这类问题中，需要应用隐马氏决策。虽然

隐马氏决策的建模直观，但是求解困难，针对具

体问题，需要找出漂亮的优化结构来缩小解空间，

降低求解难度。 

彭皓博士 2006 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

赴美国休斯敦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学习，并于

2010 年取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新技术新材

料设计与制造中的统计方法。2012 年在荷兰埃

因霍温理工大学工业工程系任助理教授期间，曾

获欧盟的玛丽居里奖金。2015 年加入国家数学

交叉中心先进制造部。 

 

 

国家数学交叉中心青年报告之二：娄有成谈 

“ Distributed Nash Equilibrium Computation in Subnetwork 
Zero-Sum Games with Switching Communications” 
 

11 月 18 日，经济金融部冠名博士后娄有成

在 作 了 题 为 “ Distributed Nash Equilibrium 

Computation in Sub-network Zero-Sum Games 

with Switching Communications”的青年报告，

报告由生物医学部万林副研究员主持，中心多位

科研人员听取报告会并进行交流。 

在报告中，娄有成博士首先介绍了分布式优

化和分布式纳什均衡计算的实际背景，以及分布

式方法和传统的集中式方法相比所具有的鲁棒

性等优点。接下来娄有成博士讲述了他和合作者

提出的分布式纳什均衡计算次梯度算法，并介绍

了其与已有算法的区别和联系。针对网络平衡图

情形，他们给出了算法收敛到纳什均衡点的收敛

性分析。而对于网络非平衡图通过举例说明了一

般情形下算法并不会收敛到纳什均衡点，但娄有

成博士也给出了算法在网络非平衡图情形下收

敛到纳什均衡点的充分必要条件。最后，讲述了

在网络非平衡图下收敛到纳什均衡点所需步长

的存在性证明，并提供了分布式学习此步长的两

个学习算法。此报告的主要贡献在于从步长的角

度深刻阐述了算法收敛性、网络平衡性和步长之

间的深刻关系。 

娄有成， 2013 年 7 月于中科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获得复杂系统与控制专业博士学位，

现为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在站博士后，主要

从事分布式优化、网络化行为投资方面的研究。

至今已在 IEEE TAC 和 Automatica 等期刊上发

表论文，入选 2015 年香江学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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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数学交叉中心青年报告之三：张强谈 

“Optimization of Minimum Time Feedrate Scheduling for Planar 
High Precision Contouring” 

 

12 月 17 日上午，先进制造部冠名博士后张

强做了题为“Optimization of Minimum Time 

Feedrate Scheduling for Planar High Precision 

Contouring”的报告，报告由生物医学部彭皓助

理研究员主持，中心多位科研人员参加。 

张强博士在报告中介绍了一种新的数控轨

迹规划技术。为提高数控机床在高精度轮廓加工

中的效率，提出了一种最小时间给进优化技术。

除了在常规轨迹规划方法中考虑的速度，加速度，

加加速度等约束，在本技术中，估计的轮廓误差

也被作为约束条件引入到轨迹规划问题中。因此

在轨迹规划阶段即可以实现轮廓加工精度按期

望值进行调整。为实现问题的高效求解，给出了

一种问题的凸优化求解策略。通过问题参数化和

变量代换，问题的近似最优解可以通过求解一个

二阶锥规划（SOCP）问题获得。实验测试验证

了提出的给进策略相比常规的光滑给进策略有

更好的加工性能且其求解过程是数值高效的。 

张强， 2014 年 12 月于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获得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博士学位，现为国

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先进制造部冠名博士后，

目前主要从事数控及机器人系统运动规划、实时

插补及轨迹控制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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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摘 

 

郭雷院士：科学研究要勇于攻坚克难、开疆拓土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记者詹媛采访整理 

 

“要获得预期的证明，唯一的办法是

选择一条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途径。”这是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当年在证明果尔丹

定理时所想的。1983 年，我在中科院系

统科学所读研究生时，在康斯坦西•瑞德所

著的《希尔伯特》中初遇此言，虽在书中

作了标记，但彼时并无切身感悟。 

不久之后，我开始了研究生期间的第

一项工作：研究当传统的“持续激励”条件

不满足时随机梯度算法的收敛性问题。没

想到前人所用的鞅论和微分方程方法遇

到了本质困难，我常常被逼到走投无路、

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中，我最终探索出一条与过去完全不同的

新路，即直接处理随机矩阵无穷乘积的有

效方法，从而实现了随机梯度算法研究上

的突破。这时蓦然想起希尔伯特所言，产

生强烈共鸣。 

科学成果创新至少依赖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科学概念的创新，这是建立新理论的

基石和知识进步的阶梯；一是科学方法的

创新，这能让人类不断拓展自身的认知能

力，推动科学向纵深发展。作为一名理论

科学工作者，我在过去 30 多年中所取得

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得益于理论方法上的

创新，得益于“选择一条完全不同于过去的

途径”。当然，重要创新往往都是“站在巨

人肩上”所作出的关键性突破。 

科学研究过程中极其关键的一步是选

题。我最看重两类情形：一是攻坚克难，

在重要科学难题研究上取得突破；二是开

疆拓土，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现象或开启

新方向。这两类情形常常密切关联，往往

都伴随着科学方法上的创新。  

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两类情形？我认为，

对科学研究来讲，套用现成的方法去解决

一些与前人工作类似的问题，这与学生做

习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虽然可以训练人

才或增加论文的数量指标，却不是科学家

应有的追求、境界和责任。爱因斯坦曾说：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

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

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

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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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

的真正进步。”我对爱因斯坦的这一观点深

以为然，并将此视作一个科学家该有的境

界——不拘泥于现有方法、不囿于现存理

论，提出新的科学问题、发现新现象和新

规律、发明新理论和新方法，开拓前人未

踏足的新疆土。因此，寻找、选择、提出

和形成恰当的、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是

科研创新过程的首要一步。 

诚然，无论是面向已知的科学难题，

还是研究新的科学问题，都有较大风险和

挑战性。许多人往往顾虑重重，担心一旦

失败就会一无所获。投身这类研究的确需

要更大的勇气、更强的综合素质、更坚韧

不拔的毅力。 

对于面向著名难题的工作，虽然在短

期内难有重大突破，但一旦有实质性进展

或得到有意义的“副产品”，都可能是了不

起的成果，并被同行较快认可，这远胜于

在无足轻重问题上的“巨大”进展。 

对于提出新问题或开启新方向性的工

作，被认可的过程往往较长，因为任何新

生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完善和被接受的过

程。科学体系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它虽

是开放的，但也是保守的，否则无法保证

这一体系的可靠性。因此，对于科学创新

工作，特别是改变传统观念或研究范式的

创新，被冷落或受质疑，甚至遭受打击等，

在古今中外都不是孤例，这也可以看作是

科学发展中的一条规律。这就需要我们以

更坚定的信心、更强大的毅力、更坦然的

心态和更长远的眼光来对待。 

 

 

杨晓光：数学建模解码中国经济运行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记者 王梦琪 

 

“我们做经济预测工作，就是要通过数据，

对经济运行‘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变’。”

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

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

室主任杨晓光的课堂与讨论班中，用信手

拈来的古文、诗句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是

常有之事。  

  他除了对组合优化反问题的研究，还

将目光投向了风险管理领域，深入研究了

风险度量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风险实证建

模，并与银监会、中国银行等多个政府部

门、银行合作进行信贷风险评估。2015 年，

他获得了“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从数学理论到经济预测  

  在所有的数学研究中，对组合优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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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研究是杨晓光多年来最为满意的

工作。“所谓反问题就是，一旦我们有了

目标，如何修改系统参数才能使我们的目

标得以实现。”为大范围内的组合优化反

问题找到一个较为统一的解决方案，在国

际上第一次证明反问题比正问题有本质

性难度，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了“部分反问

题”的概念，建立刻画组合优化正问题和

反问题的统一框架„„这是他从事组合

优化反问题研究后交出的成绩单。  

  1999 年，杨晓光来到以 1969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命名的荷兰丁伯根研

究所做访问学者。在合作导师的影响下，

他开始从事金融风险管理的研究工作。

2006 年，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应

运而生，杨晓光任副主任。  

  每年出版的《中国经济预测与展望》

是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推出的

系列年度经济预测报告。从 2006 年开始，

杨晓光就参与到该报告的编纂工作中，并

一直担任该报告的主编。  

  杨晓光和他的团队还开展了多层次

的金融风险管理研究，研究成果在中国人

民银行、银监会、中国银行、华夏银行、

东方资产公司等得到应用，为我国金融风

险识别与预警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

料。  

  他坦言，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与

理论研究相比，自己现在更喜欢实证研究。

“做实证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对世界有更

深刻的认识。只有知道世界是这样、为什

么是这样，才能用模型工具去模拟世界背

后的逻辑，进而有预测未来的可能。”  

 

追求真理 不忘社会责任  

  “追求真理，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这是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价值理念。杨晓光

特别喜欢这句话，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贴在办公室门上，时刻提醒自己和学生不

忘真理与社会责任的召唤。  

  青年时代的杨晓光就表现出了一股

追求真理的韧劲。在做博士后时，他曾到

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参与炼钢调度系统的

开发工作。为了更好地了解调度工作，他

每天都跟着调度师傅上班下班，师傅每操

作一步，他都要问清楚来龙去脉、因果原

理。回忆起在宝钢的那段时光，杨晓光像

是有讲不完的故事。  

  如今，他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团队的负

责人，如何将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拧

成一股绳、发挥各自特长，成为他要面对

的新课题。今年 80 岁高龄的计算机科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汝钤也是中科院管

理、决策和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的一员，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杨晓光并没有因为

我们的工作不属于管理学、金融的范畴而

忽视我们，而是经常关心我们的研究方向、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  

  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投资、消费、

进出口、农业、主要工业行业、房地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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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需水量„„杨晓

光及其团队每年为政府提交的几份到十

几份政策咨询报告，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

定提供依据。  

     

  “讨论班才是正事”  

  教师，是杨晓光的另一个身份。    

  在采访中，杨晓光多次提到下午要组

织讨论班，在他看来，“讨论班才是正事”。

讨论班是中国科学院的一种传统。他的讨

论班，一周三次，全年无休，学生轮流放

假，他却是一直都在。讨论班上氛围自由，

质疑诘问绵绵不断。不论多忙，即便是在

外地出差，他也会尽量赶回来参加讨论班。  

  有一次，杨晓光与一名大教授一起组

织讨论班，那位教授发表意见后，学生们

都不发言。杨晓光站起来说：“我们每个

人都需要用逻辑的力量来判断对错，如果

老师说完了，大家不再讨论、质疑，我们

的讨论班就失败了。这里没有任何人值得

你崇拜，你们能做的就是通过批判向真理

靠近。”  

  让学生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杨晓光的

笑与敬业。学生遇到挫折，他笑着鼓励；

学生犯错，他笑着指出；学生上讨论班，

他笑着听同学们的想法。“宏观上讲，年

轻人永远是对的。”与学生的相处带给杨

晓光无穷的新鲜感。“他就像父亲一样”，

有学生这样感慨道。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吕金虎的“非典型”科研秘诀 

文章来源：《科学新闻》，记者：姜天海 

 

本月初颁发的 2015 年何梁何利科学

与技术进步奖中，41 岁的最年轻获奖者、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简称数学

院）研究员吕金虎的履历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  

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师范学

院出发，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成为了数

学院合并后首位两年的博士，以副研究员

的身份获得“杰青”并入选中科院“百人

计划”，发现了被千余篇 SCI 论文称为“吕

系统”的临界混沌系统、证明了多卷波的

存在性并解决了模拟电路实现的理论和

技术难题等成就，实现了人生的三级跳。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吕

金虎向《科学新闻》坦言他的秘诀：“有

远大的、以兴趣为导向的目标和追求，然

后抬头看路，低头干活，一步一个脚印，

把自己的事情尽最大努力做好。” 

 

山穷水尽疑无路  



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简讯                 2015 年第 3 期 （总第 19 期） 

 

 26 

翻看吕金虎早年的履历，是千千万万

名普通大学学子的真实写照，虽然安逸，

但也谈不上理想。  

1993 年，由于高考失利，他从湖北名

校枝江一中跨入湖北师范学院的大门。班

上与自己同水平的同学大都进了清华、北

大等 985 高校，只有自己在师范学校读数

学教育。交际圈的不同，平台的限制，父

母的叮嘱，让吕金虎与很多人一样，按部

就班地毕业，当了湖北农学院的一名助教。  

但是从小就对科学感兴趣的他，在走

上工作岗位时，发现本科毕业生想做研究，

知识远远不够用。  

“过得太安逸就没有动力去努力，没

有追求就很难在人生道路上走得很远。人

一定要有兴趣导向的追求。兴趣是最好的

导师，围绕兴趣目标，付出任何代价都是

值得的。”吕金虎痛下决心，辞职考研。

但在当时，“小学校”毕业的他，连研究

生考试大纲的内容几乎都不知道，“当时

感觉中科院等著名科研院校距离我太遥

远，说白了，觉得没什么机会，自己几乎

是绝望的。”  

没有平台，就自己去寻找平台、创造

平台。1998 年，破釜沉舟的他，以第一名

考入当时的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后并入武

汉大学）攻读应用数学的硕士学位。  

研究生给吕金虎的感觉，就是时间太

宝贵，不懂的太多。“985 高校的本科生

上的课程比较深，我们在知识深度、广度

和学习手段、机会视野等方面都存在很大

差距。”再加上工作耽误了一年的时间，

为此，吕金虎暗下决心，每天只睡五六个

小时，阅读大量文献，努力补充知识，成

为那届研究生中唯一一个两年毕业的硕

士生。  

回忆起研究生时代，吕金虎觉得最宝

贵的就是让自己知道什么是科学前沿。有

了目标，就有了努力的方向，进而实现“弯

道超车”。  

科研不分出身，不讲名分。只要往前

踏实地走一步，下一步就能看得更远。  

就是这样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一

步一个脚印，吕金虎在博士期间终于进入

了心目中的科研圣地——中科院，并成为

数学院（1998 年）合并后首位因获得“中

科院院长特别奖”而可以两年毕业的博士，

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有时候人在逆境中被逼到山穷水

尽才会去尽最大的努力。科研工作很多时

候就是绝处逢生。”在被问到如果高考没

有失利，如今的发展是否会更加顺利时，

吕金虎表示，任何事物的发展亦是如此，

太过顺利，往往不会有这么大的动力。 

 

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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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互联网并没有如今日一般深

入我们的社会。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复杂

网络基础理论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国内做

这方面研究的人少之又少。但师从著名控

制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郭雷做博士后

的吕金虎，却在导师的大力支持下，在时

变复杂网络的同步、小世界网络的同步能

力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要做高品位、高品质的科学研究，

要敢于肯硬骨头”是郭院士对吕金虎的耳

提面命。如今，吕金虎与武汉大学刘经南

院士合作将复杂网络理论应用于北斗位

置服务网，他领衔的“复杂多个体系统创

新交叉团队”入选今年的中科院交叉创新

团队。复杂网络的成果未来甚至可以应用

在巴黎恐怖袭击等类似事件中发现恐怖

分子的生活痕迹并进行提前预警，这在网

络安全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今天，

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 2015 年，美

国国防部将基于社交网络的人类行为的

计算模型研究列入未来重点关注的六大

颠覆性基础研究领域之一，这就是一个佐

证。  

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交叉路口，

吕金虎与他的合作者们站在了国际前沿

位置。  

吕金虎与欧洲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陈关荣等合作，发现了经典

Lorenz 系统与它的对耦 Chen 系统之间的

临界混沌系统，被千余篇SCI论文称为“吕

系统”，应用延展到脑科学工程领域；与

广东工业大学禹思敏教授、香港城市大学

陈关荣等合作，突破传统模拟电路的设计

极限，解决了近 30 年来长期悬而未决的

非线性电路理论中多方向、大数量多卷波

物理实现的理论和技术难题，获得发明专

利授权并被 J. Vandewalle 院士称为“多卷

波的里程碑”。 

 

不进则退的紧迫感  

当众多荣誉向吕金虎聚拢时，他的脚

步却始终没有乱，仍然冷静地保持着自己

严谨治学的小环境。  

他始终觉得时间不够用，每天仍然保

持 14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早上送完孩子

上学就来办公室，每天工作到晚上 12 点。

“每个人都在生存与事业发展之间寻找

一个平衡点”。  

他认为，科研在于“敢于挑战自我，

做高品位、高品质的研究”，以及“要有

超常的付出”。他说，普通人在聪明才智

上的差距很小，主要是付出上的差距。不

是爱因斯坦类似的天才，就要付出足够的

努力，才可能有机会取得不错的成绩。  

科学研究，不进则退。步入 40 岁大

关，吕金虎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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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网络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这个领

域在国际上竞争十分激烈。在中科院如此

优越的科研环境下，我希望自己的小团队

能够始终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学

前沿，在核心科学问题上有所突破，以更

好的成绩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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