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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天文学系的历史与演变

（一）历史的演变

北京大学与天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基于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自１９１９年起，北大设立直属校长领导的系级行政单位，本科各学系分置五个学组，按原计划第一学组包
括数学系、物理学系和天文学系。其中的天文学系因条件不具备未能成立，而相关的天体力学课程，则

作为数学系三年级以上本科生的选修课程开设。１９２２年中国天文学会成立时第一任副会长即为在北
大讲授天文学课的秦汾教授。从１９２３年起，蔡元培曾先后出任中国天文学会的第二、第三和第六届会
长。

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天体物理的戴文赛博士于１９４１年学成回国（其博士论文为“特殊恒星光谱的
分光光度研究”）。戴文赛博士在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任职期间，曾在西南联大开设普通天文学和天

文物理两门课程。１９４７年戴文赛博士调入燕京大学数学系任教，并为普及天文知识作过很多讲演。
１９５２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设立数学力学系，戴先生也随之到该系任教。按前苏联模式，数学力学
包含天文学；全系学生都要学习天文学，该课程由戴先生讲授。同年，北京天文学会在北京大学数力系

（北阁）成立；戴先生兼任北京天文学会的首届理事长。１９５３年数力系研究生易照华被分配在戴先生名
下研究天体力学。同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天文活动积极分子杨海寿先生调入北大数力系任教。

在这两年内，数力系曾组织过多次天文学术活动。

１９５４年戴文赛先生调到南京大学天文系工作。易照华毕业后也分配到南大，北大的天文教学随之
出现空缺。当时按照周培源先生的主张，北大作为重点综合性大学应该有天文学科，特别应该有天体物

理学科，问题是如何从组织上和师资力量上落实。１９５８年底，物理系分为物理、地球物理、无线电电子
学三系后，北京天文台程茂兰台长向当时的副校长周培源教授建议北大建立天体物理专业，经多次协

商，１９５９年夏，在周培源教授和原自然科学处陈守良处长的支持下，地球物理系决定筹建天体物理专
业。系主任苏士文希望把全系的研究对象从地球深处一直延伸到广阔的宇宙空间。首先，成立由教师

尹宏、杨海寿和高年级学生王德茂、尹其丰、乔国俊组成的天文专业筹备小组，尹宏任组长。随后，派王

德茂、尹其丰和乔国俊赴北京天文台沙河站参加研制射电望远镜的实习；接着又派罗先汉、乔国俊赴该

站射电天文训练班进修，派周道祺赴南京大学天文系进修。同时参考南京大学天文系的教学计划和教

材，积极开展筹建工作。这项工作也得到北京天文台程茂兰台长、副台长王绶院士、北京天文台党委

书记萧光甲、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戴文赛先生的大力支持。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天文专业于１９６０年正式成立，因以天体物理学为主，该专业亦称天体物理专
业。第一任教研室副主任是钱景奎和杨海寿（因无高级职称教员，主任一职暂缺）。教研室教职员达３０
余名。当时５６、５７级的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学生５０余名转入天文专业四、五年级学习。这两个年级的学
生从１９６０年９月开始上天文专业课（１９６０年秋，５６级学生入５年级，５７级学生则入４年级），先后于
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３年毕业（六年制）。

在６０年代初，全国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天文专业在前两届学生毕业后，暂
停接收新生。考虑到天文基础学科的重要性，校系领导对天文教研室的组织机构一直采取保护的做法。

那时经过缩编后留下的十余名教师和实验员仍属天文教研室。在没有专业课程教学任务的情况下，有

的仍然从事原先的科研工作和射电实验室建设工作，有的则被临时分配做一些全系基础课和无线电实



验课的教学工作。

从７０年代初期开始，天文专业的教学活动开始恢复。首先是通过举办射电天文、太阳物理进修班，
培养训练了一批从全国各天文台站抽调出来的年轻科研人员。接着于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招收了
学制为三年的三届工农兵学员，共８７人。从１９７８年起，随着全国的拨乱反正，专业的各项工作也转入
正轨。从当年起，便以天体物理的名称招收四年制本科生，入学成绩均较高，如陈嘉胜为１９７８全校理科
第一名，并逐渐在射电天体物理、高能天体物理、分子天文、太阳磁流体力学和星系动力学等方向上招收

硕士研究生。１９７９年天文专业开办了全国第一个等离子体物理进修班，聘请物理学系教师赵凯华、陈
秉乾等主讲等离子体物理。在此之前，从１９７７年开始，物理学系的赵凯华、技术物理系的胡济民和天文
专业的吴林襄等还在北大开设了等离子体物理讲习班。１９７８年，地球物理系教师李守中相继在北京大
学天文专业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首次主讲分子天文引论和分子微波谱基础。

在八九十年代，除个别年份因受“长线专业”的限制而未招收天文本科生以外，一般是每年招收本

科生１０人左右，硕士生３—４人。１９８５年，成立天体物理博士点；１９９９年建立天体物理博士后流动站。
随着教学工作的稳步推进，有关的科研工作也日益兴盛起来。多数教师相继通过出国进修访问和

出国观测研究等途径，较快地进入现代天文学的前沿研究领域；部分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在参加我国

组织的几次大规模天文观测研究活动中，也取得了相应的收获。这些开放式的国内外学术活动，对于专

业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７０年代以来，先后担任天体物理
教研室主任的有邢骏（１９７８—１９８１）、钱景奎（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吴鑫基（１９８４—１９８７）、罗先汉（１９８７—
１９９６）、乔国俊（１９９６—２０００），担任副主任的有孙凯、尹其丰、张坚、张华伟和罗绍光等。

系主任陈建生院士

１９９８年５月，由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共建
的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为适

应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以原北京大学天体物

理专业为基础，北京大学天文学系于２０００年６月
正式成立，聘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陈建生院士

担任系主任，罗绍光、张华伟担任副系主任，并由罗

绍光主持天文学系日常工作。２００１年５月北京大
学物理学院成立后，天文学系即隶属于物理学院，

系主任仍由陈建生院士担任，罗绍光担任副系主

任。北京大学天文学系的成立得到了北京大学和

中国科学院双方领导的大力支持，极大地改善了办

学条件。新建立的北京大学天文学系，聘请了十余

名国内外著名学者为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并通过

人才引进，从国外聘请了刘晓为、范祖辉等数名教授，进一步增强了师资力量。在２００１年底教育部组织
的全国重点学科评审中，北大天体物理学科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从２００１年起，天文学系本科生招生
人数为每年约３０人，并继续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２００３年８月，罗绍光调出，吴学兵接任副系
主任。

（二）课程建设与学生培养

天文专业成立初期，专业课程主要侧重要在射电天文和太阳物理方面。１９６０年调到北京大学天文
专业工作的有南京大学天文系青年教师孙凯和该系应届毕业生彭秋和，他们曾讲授多门天文专业课程。

彭秋和并在国内积极倡导核天体物理的研究，于１９７８年调回南京大学天文系。随着６０年代一系列重
大天文发现的集中涌现，教师的视野日益开阔，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展到分子天文、高能天体物理、等离子

体天体物理、密近双星物理、射电天体物理与终端设备研制以及天体演化等方面。天文专业和天文系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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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开设的专业课程有：射电天文学，射电技术与方法，太阳物理学，磁流体力学，等离子体天体物理，普

通天体物理学，理论天体物理，实测天体物理，天体物理辐射机制，天体动力学，分子天体物理，高能天体

物理，恒星物理，星系物理，现代宇宙学，天体物理前沿，致密天体与活动星系核，星云物理，天文文献阅

读与报告，天文数据处理，天体物理专题，天体光谱学等。

本科生的数学物理基础课程，曾长期由地球物理系统一安排，其中包括约请本校数学系、物理系教

师担任有关课程的主讲。天文专业则通常以物理专业的规格要求本专业本科生学好有关基础课程。天

文专业也有部分教师经常参与全系的基础课程（包括基础天文课程）的教学和实验指导工作。曾作为

周培源教授的助手参与创办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的吴林襄教授，自１９７４年调到天文专业以来，不仅讲
授“磁流体力等”等专业课程，而且曾长期在全系讲授“理论力学”基础课。他的讲课立论严谨、语言生

动、深入浅出，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并多次在全系年轻教员中作过示范。

天文教师还相继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若干天文选修课，包括天文学概论、近代天体物理学、天体演

化、现代天文学、天文与艺术等。这些课程对于在青年学生中普及现代天文知识、增加北大文理多学科

综合研究的气氛，起到良好作用。此外，以天文专业学生为骨干成员的北大青年天文学会，曾多次被评

为校级优秀社团组织。

天文专业教师在７０年代初期编写的《射电天文方法》和《射电技术基础》课程讲义，属于国内高等
学校中较早编写的一类射电天文讲义，并曾被校内外有关单位用作教学和科研的参考。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简明天文学》教科书，也曾被台湾一家出版社以繁体字翻印再版。此外，由天文专业教师

编著的著作有《天体演化》，合作编著的著作有《太阳耀斑》、《分子天体化学》以及《致密天体的观测和

研究》等多部。

四十多年来，北京大学天文专业和天文系共培养本科生约４００名；从１９７８年至今共培养硕士研究
生约８０名；从１９９２年至今共培养博士研究生７名。这些学生一般经过校、系和专业各部门的培养，在
数理基础、专业知识、实验技能和外语水平等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体现了北大学生“起点高、基础

厚、后劲大”的特色。北大天文专业（系）毕业生已遍及亚欧美澳各大洲，大部分毕业生工作在科研和教

学的第一线，成为天文研究的骨干力量和学术带头人。其中有多人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分院院长、天文台

台长、天文委员会主任等职务。１９６２年毕业于北大天文专业的熊大闰是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学术委
员会主任；因他在恒星对流理论及与之有关的恒星结构、演化和脉动稳定性研究中的创造性贡献，而于

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北大天文专业的陈建生是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和中国科
学院天文学科委员会主任，并兼任北大天文系主任；因他在类星体的巡天观测和理论研究上的创造性贡

献而于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北大天文专业的艾国祥是北京天文台研究员、
国家天文台台长、国家高科技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因他在太阳磁场望远镜的研制与应用中所作

的创造性贡献，而于１９９３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三）实验室建设及利用国内外大型设备进行天文观测

自６０年代初期以来，天文专业射电实验室曾长期开展太阳射电望远镜的研制工作。因为这类望远
镜既是研究射电天文技术方法的基本设备，又是讲解超高频无线电接收机原理的实验样机。１９７５年前
后的射电实验室主任，分别由乔国俊和罗先汉兼任。最早建成的米波段太阳射电望远镜，七八十年代设

置在未名湖岛亭上（接收机在岛亭内，天线在岛亭外），其直径为６米的网状抛物面天线，曾长期是地球
物理系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专业教师带领高年级本科生研制的３．２ｃｍ波段太阳射电望远镜于１９７５年
在北大建成并投入观测。接着开设的微波与线路实验课程，则主要是检验该望远镜高低频部分的物理

性能。７０年代末，与北京天文台合作研制的２１ｃｍ波段射电望远镜，同３．２ｃｍ波段射电望远镜共用一
个直径为２．５米的抛物面天线，也设置在岛亭上。该望远镜曾成功地进行过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６日的云南
日食射电观测。通过对日食射电联合观测资料的分析，同时在四个波段上发现太阳缓变射电源的磁拱

·１０３·北京大学天文学系的历史与演变



岛亭太阳射电望远镜

结构，从而意外地补偿了北大未能参加１９６８年新疆日食
观测的损失。该项成果作为“太阳射电ＳＶＣ系列研究”主
要内容之一，获１９８８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
奖。

１９５０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周体健教授，曾长
期主持我国外交总台大型国际通讯电台的技术设计和指

导驻外使馆电台的设备研制工作，于１９７９年调入北大天
文专业任教。１９８４年他提出研制的１２８路数字化自相关
频谱仪，通过无线电系的合作，于１９８６年３—４月配接在
上海天文台的２５米射电望远镜上（当时该望远镜仍设置
在陕西眉县电子工业部第３９所测试场），首次在国内成功
地观测到星际分子和哈雷彗星的羟基射电谱线。考虑到

哈雷彗星羟基谱线的强度，在绝大部分时间均低于百万分

之一的太阳射电辐射强度，而且国际上也不曾用射电手段

观测过以前历次回归的哈雷彗星，因此，必须克服技术方

法上的许多困难才能取得这方面的观测研究成果。紫金

山天文台主持的“哈雷彗星的观测研究”项目，先后获

１９８９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 １９９１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三等奖。罗先汉为第一作者的《哈雷彗星的

羟基射电谱线观测》论文，是该获奖项目的主要论著之

一。　　　
此后，天文专业８７级硕士生张坚于１９９０年在射电实验室负责研制完成的５１２路数字式自相关频

谱仪，自动式频率开关的周期可缩短到３秒，频率分辨率可优于１千赫。该仪器于当年获叶企孙实验物
理基金会授予的硕士生一等奖，并于９０年代初期配接在上海天文台的２５米射电望远镜上，又得到一批
更高质量的脉泽源羟基分子谱线，为我国这类观测研究工作的现代化继续作出重要贡献。张坚为第一

作者的论文《用于分子谱线观测的５１２路数字式自相关谱频仪》，是中国电子学会评定的１９９５年度受
奖论文之一。

天文观测是天文学发展的基础和获得宇宙信息的源泉。当今先进的天文观测设备大都是采用高新

技术的大型设备，天文系不可能自行进行这方面的建设。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北京大学在支持利用
国内天文台观测设备的基础上，也支持和鼓励利用国际上的大型望远镜进行前沿观测和实验研究。如

利用美国的甚大阵射电望远镜，澳大利亚６４米射电望远镜及德国１００米射电望远镜等。
１９８８年吴鑫基、１９９０年乔国俊先后与澳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教授合作，利用澳６４米射电望远镜进行脉冲星

的观测。从那时开始一直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不仅取得国内第一批脉冲星观测资料，在国际上也获

得南天最大的脉冲星偏振的观测样本和参与发现若干重要的脉冲星。观测成果的论文被国际同行引用

几十余篇次。第一篇发表在 ＭＮＲＡＳ的论文被引用２０余次，是国家攀登计划天文项目“天体剧烈活动
的多波段观测和研究”结题报告的代表性论文之一。

１９９０年吴鑫基和王绶院士一起共同发起利用北京天文台的１５米口径射电望远镜观测脉冲星，
并受王绶院士委托主持由北京天文台和北京大学合作的课题组进行了约２年的努力，终于接收到几
颗强脉冲星的信号。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进一步开展研究。

１９９６年吴鑫基转向利用乌鲁木齐天文站的２５米射电望远镜进行脉冲星观测成功。１９９７年吴鑫
基与乌站张晋站长一起，组成了由中国（北大、乌站、香港大学）、澳、英三国五方参加的国际合作，受委

托与张晋共同主持这一项目。这一合作受到了中科院—北京大学联合北京天体物理中心主任陈建生院

士的支持。合作的主要内容是研制一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脉冲星接收设备和开展脉冲星脉冲到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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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系所在大楼

间的观测研究。到２００２年，已在乌站建立了
致冷式双极化消色散脉冲星观测系统，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灵敏度优于１ｍＪｙ，具备观测
３００多颗脉冲星的能力，在观测课题上实现了
与国际接轨。作为合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乌站培养了王娜博士、汪华祥硕士和在读

博士生艾力·伊，他们都是乌站脉冲星观测

研究的主要力量。我国自己的射电望远镜观

测脉冲星结果已经进入国际行列，在国际著

名期刊ＭＮＲＡＳ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是我国脉
冲星观测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

吴月芳与德克萨斯大学及哈佛—史密松

天体物理中心（ＣｆＡ）合作，用毫米波天文台
５ｍ镜所作的ＣＯ、ＣＳ研究，解决了有关分子云
力能学的遗留问题，所发现的ＣＳ探针的谱线超宽和区域超大的现象在当时被称为两个谜，相应论文的
引用率高，其中单篇由ＳＣＩ收录的引文已达７２篇。她还用美国 ＮＲＡＯ１２ｍ，德国１００ｍ射电望远镜测到
一批高速分子外向流和ＮＨ３密核；她与拥有目前最先进的亚毫米波干涉阵的ＣｆＡ的合作不仅关系到科
研，而且涉及联合培养博士生。目前已将王均智和汪洋送往哈佛大学。她并多次用德国 ＫＯＳＭＡ亚毫
米波望远镜工作，目前已与对方议定为ＫＯＳＭＡ在中国寻找更好台址。在这方面她与国家天文台有关
专家的工作，被公认为促进了我国青藏高原的天文选址工作。最近还与夏威夷的联合天文中心有关小

组建立合作关系，并已申请到这一国际上最大 －的单天线（１５ｍ）亚毫米波望远镜的观测时间，开始对
目前国际上还未发现的最早的大质量胚胎星体进行搜寻。近年她在开展观测研究的同时，还注重人才

引进，如协助国家天文台请回黄茂海博士，以及正在协助系领导请回史密松天文台的李?博士。

目前天文系拥有两个研究生机房、一个本科生机房、一座教学天文台、一台网络通讯系统，这些为本

系学生的学习和科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四）科 学 研 究

天文专业的主要科研领域在６０年代为太阳物理和射电天文学，包括射电天体物理和射电天文技术
方法。７０年代以后，并向高能天体物理、恒星形成和分子天文学诸领域扩展。２０００年天文学系成立后
科研领域则进而整合为宇宙学与星系物理、高能和相对论天体物理、恒星物理与星际介质、天体物理技

术和应用。几十年来天文教师在以上领域中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有的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多次获得有关部门的科技奖励。

北京大学天文系系主任陈建生院士，１９３８年７月８日出生，福建福州人。１９５７年入北京大学物理
系物理专业学习，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地球物理系天文专业。在现代宇宙学研究领域，主要首次得到类星体
吸收线光谱中Ｌｙα１Ｌｙγ的强相关及其最好结果，从而确证了高红移宇宙空间原始星云的存在；与同事
合作通过分析类星体吸收线证明了高红移星系的存在，并通过对元素丰度的测定和比较显示出星系化

学组成在百亿年内的演化；在国内率先开展类星体物端棱镜巡天，发现上千个类星体候选者。结合我国

条件，首次提出并与同事一起实现了在施密特望远镜上有 ＣＣＤ进行多天体同时快速测光的方法，开辟
了一条大样本天文研究的新途径。于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关于脉冲星物理和超新星遗迹的研究，吴鑫基教授主要研究成果在脉冲星辐射区物理的理论和观

测方面。率先提出的表征视线扫过脉冲星辐射区部位的Ｑ参数和Ｋ参数，是研究辐射区结构的有力工
具。提出的“平均脉冲高斯拟合分离方法”，解决了流行的“核双锥”模型中确认平均脉冲成分的难题。

·３０３·北京大学天文学系的历史与演变



这一方法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相继有澳、德、俄、美等国学者采用该方法研究辐射区结构，约有２０篇论
文引用。利用国际上大型射电望远镜观测脉冲星偏振和建立我国自己的脉冲星观测基地，为填补我国

脉冲星观测研究的空白和使之进入国际行列作出了贡献。发表论文１５０余篇，论文被引用达２００余次。
研究成果曾被选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汇编的“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二）”中。作为第一完成

者，获１９９４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２００１年获中国天文学会颁发的个人奖项“张钰哲奖”，２００２
年获北京天文学会颁发的“学术成就奖”。另一个由乔国俊教授领导的脉冲星研究小组，对脉冲星辐射

机制理论作了深入研究，并分别于１９９２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和２００１年获中国高校科学技术
二等奖。

孙凯教授曾用解析方法研究日冕磁结构平衡问题，获得了一系列非线性与线性微分方程的全新解，

严格地讨论了有关的收敛性。所得的解从理论上展示了日冕磁结构的多样性；对于构造复杂的太阳大

气磁结构模型、研究平衡磁结构的拓扑性质、检验数值计算结果等提供了一个基础；并提出了解非线性

常微分方程的一种新方法。曾首次得出方程中包含有未知函数分数次幂的常微分方程的幂级数解。曾

导出了沿磁力线稳恒流动所必须遵从的、全新的公式和定理。进一步将这项研究推广到包含随时间变

化并有垂直于磁力线流动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可得出磁流体力学流动状态分解为分支的结论。

吴月芳教授在与恒星形成的相关观测研究中做了大量工作。她利用国内外望远镜（包括紫台青海

站、北台兴隆站、科隆大学Ｇｏｒｎｅｘｇｒａｔ天文台等）对分子云的演化状态和年轻恒星的活动进行了观测研
究，测到的有高速现象的源已达２００多个，迄今已证认的外向流为国际总体的５％。对外向流作用的研
究曾被ＳＣＩ收录的引文指出是纠正了当时的误导。１９９６年关于外向流源表的论文，据国家天文台数据
中心关于引用率的统计，居同期全国天文界论文的第二位（三年中被他人引用２４篇）。她还在水脉泽
搜寻和时变分析 以及 ＨＨ天体激发源、甚年轻大质量星体搜寻和特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罗先汉教授在参加我国组织的云南日全食观测和哈雷彗星观测中，以射电天文手段揭示了有关古

老天象的现代物理意义。１９９３年８月，他响应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和中国天文学会的号召，提出《大型
多功能射电望远镜》项目建议书。经当年初评，该项目与上海天文台叶叔华院士等人的项目合并为《６５
米多波段射电望远镜》，于１９９４年开展预研究，为进一步发展我国射电天文事业作了一定的舆论铺垫。
在天体演化领域的研究中，他提出以“银心说”的观点揭示关于全球巨变的银河旋臂成因，并找到地表

陨星坑分布的合理证据。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关于现代宇宙观的“物质信息论”哲学见解。

此外，岳增元教授在星系密度波及天文动力学、吴林襄和杨海寿两位教授在太阳物理、周道祺教授

在太阳磁场和密近双星、尹其丰教授在射电星系和太阳射电、程久恒副教授在磁流体力学、邢骏和徐兰

萍两位副教授在分子天文以及徐仁新教授在粒子天体物理和夸克星、张华伟副教授在贫金属恒星、张坚

副教授在射电天文信息分析处理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各自的特色，做出相应的重要贡献。建立天文系

后，又引进了一批学有所长的年轻学者，如从事星云天体物理学研究的长江学者刘晓为教授、从事宇宙

学和星系动力学研究的范祖辉教授、从事致密天体吸积盘理论和活动星系核研究的吴学兵教授和刘富

坤副教授等，包括原有年轻学者在内，他们在学术上均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担。

（罗先汉、钱景奎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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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１９８２年制定的地球物理学系天体物理专业教学进度参考表

课程名称 学时总数

学时分配

讲
　
授

习题课

或

讨论

实
　
验

学分

各学期学时（学分）分配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上学期下学期上学期下学期上学期下学期上学期下学期

党史 　６８ 　６８ 　４ ２（２） ２（２）

政治经济学 ６８ ６８ ４ ４（４）

哲学 ６８ ６８ ４ ４（４）

体育 １３６ １３６ ４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外语 ２７２ ２７２ １６ ４（４） ４（４） ４（４） ４（４）

高等数学 ３４０ ２４０ １００ １９ ６（５） ５（５） ５（５） ４（４）

力学 ８５ ６８ １７ ５ ５（５）

热学 ５１ ５１ ３ ３（３）

电磁学 ８５ ７３ １２ ５ ５（５）

光学 ６８ ５８ １０ ４ ４（４）

原子物理 ６８ ６８ ４ ４（４）

普通物理实验 ２０４ ２０４ ６ ２（１） ２（１） ４（２） ４（２）

复变函数 ５１ ３９ １２ ２ ３（２）

数学物理方程 ６８ ４８ ２０ ３ ４（３）

理论力学 ６８ ５２ １６ ４ ４（４）

热力学及统计物理 ６８ ５８ １０ ４ ４（４）

电动力学 ６８ ５８ １０ ４ ４（４）

量子力学 ６８ ５８ １０ ４ ４（４）

无线电及实验 １０２ ６８ ３４ ５ ６（５）

基础天文学 ５１ ５１ ６ ２ ３（２）

恒星与星系 ５１ ５１ ６ ２ ３（２）

天文物理方法 ６８ ５６ １２ ４ ４（４）

射电天文 ６８ ６８ ４ ４（４）

理论天体物理 ６８ ６８ ４ ４（４）

限制性选修课 ２０４ ２０４ １２ ２（２） １０（１０）

非限制性选修课 ３４０ ３４０ １８ １６（１４）４（４）

总计 ２７８８ ２１９３ ２２９ ３８６ １５０ ２４
（２０）

２３
（２１）

２７
（２３）

２３
（１８）

２１
（２０）

１６
（１６）

２０
（１８）

１４
（１４）



　　（二）天文系建系以来人员名单

姓名 出生 在系起止时间 备注 姓名 出生 在系起止时间 备注

陈建生 ３８．７ 吴月芳 ３８．７ ７３．５ 退休

乔国俊 ３６．１０ ６０．５ 吴新基 ３５．１０ ６０．９ 退休

刘晓为 ６５．６ 徐兰萍 ４０．１１ ７８．１０ 退休

罗绍光 ４６．２ ７２．３ 邢　骏 ６０．９ 调出

刘富坤 ６７．１ 安景竹 ７５ 调出

徐仁新 ６７．４ ９７．７ 王德茂 ６０．５ ７２ 调出

张　坚 ６０．７ ９０．８ 鲁　希 ５４．６ ７８．１１ ８８．１１ 调出

张华伟 ６９．７ ９４．７ 刘海全 ８７ 调出

吴学兵 ６５．９ ００．１２ 吴林襄 ７４ ９６年 去世

范祖辉 ６３．９ ００．４ 周体健 ９６年 去世

张燕敏 ６３． 调出 岳增元 ９０ 调出

罗先汉 ３５．２ ６０．９ ９９．３ 退休 张　彬 ９０ 调出

周道祺 ３６．６ ６０．９ ９９．７ 退休 尹其丰 ６０．９ ８９ 调出

孙　凯 ３５．３ ６０．９ ９９．４ 退休 杨海寿 ６０．９ ８９ 调出

程久恒 ３９．３ ７９．１１ 退休 彭秋和 ６０．９ ８３ 调出

方　晴 ３９．２ ７２．１０ 退休 秦　争 ８７．９ 调出

邓国祥 ３２．８ ７６．２ ９３．８ 退休 刘增友 ６２．９ ８３ 调出

钱景奎 ３３．７ ６０．９ ９４．２ 退休 孙　佶 调出

张柏荣 ６０ ６３　 调出 李德和 ６２ 　调出
吴烈誉 ６０ ６３　 去世 杨士功 ６０．９ 调出

沈其忠 ６０ ６３　 调出 尹　宏 ６１ 调出

柳振华 ６２　 调出 姚德一 ６２．９ ８９
林蓉芳 ６１　 调出

　　（三）天文专业（系）学生名录

１９６２年
一、本科毕业生

何尚杰 胡岳风 李方正 葛佩璜 李炎封 郑怡嘉 熊大闰 刘汝良

尹其丰 翟迪生 郭玉莲女 丁有济 王家龙 范五洲 孟繁和 樊世忠

于振田 杨贤芸女 郭成光

　　注：以上学生于１９５６年考入物理系１９５９年物理系分为三个系，他们转入地球物理系应用地球物理专业。１９６０年
地球物理系成立天文专业，他们又转入天文专业。

１９６３年
一、本科毕业生

陈建生 祝慧隆女 刘宗礼 马　鈏 李仁厚 邹振隆 刘继英 黄永伟

金燕静女 王健民 董士仑 曹昌华 苏洪钧 叶基棠 郭筱贞女 张柏荣

王思潮 艾国祥 李致森 崔振兴 吴烈誉 沈其忠 夏　延
　　注：以上学生于１９５７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同上述情况于１９６０年转入天文专业。黄永伟为中南矿冶学院于１９５８年
选送入物理系１９５７级的代培生，后转入北大。
１９７２年
一、本科新生

王珍福 王淑珍女 周永义 王素琴女 何慧芳女 刘建中 李运阳 刘玉英女

张竹恒 姚连芝 武志忠 孙九祯女 周振乾 李小聪女 崔石竹女 崔炳群

王　黎 陈昌新 刘学军女 卢尊惠 杨荣邦 李承光 王学为 牟达维

何妙禅女 李琼英女 李　志 尚琼珍女 张绍海 韩效敏 张文元 李久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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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学诗女 孔繁熙 安景竹 朱翠莲女 乔茂兰女 李秋莎女 邓立吾女 林立德

范贵生 孙静兰女 孙盛慈女 钟铃声 刘之煌 王存仓 王金良 杨生英女

赵福春

１９７４年
一、本科新生

马　媛女 王　毕 杨润和 施天应 郁晓霞女 王淑兰女 宋义明 裴茂景

李维华 梁玉红 陈国祥 李德兰女 谷正海 马跃峰 贾焕歌女 王太生

李恩杰 石连纪女 赵景芝女 谢书定女 于典章 刘建荣女

１９７５年
一、本科新生

陈亚锋 段靖和 宋千文 顾立功 李钱明 常戈壁 王焕萍女 樊忠玉女

历福禄 金　飞 曹　曙 温炳善 崔合林 张　云 王艾珍女 刘春华女

蒋跃文 李永安 王　旭 陈　敬 赵世清 徐林启 倪永明 邱正留

张　健 冯志明 李智敏女 张　宪女 汤文芳女 李芝萍女

二、本科毕业生

赵福春 王学为 牟达维 韩效敏 张文元 李久康 李承光 杨荣邦

李秋莎女 邓立吾女 林立德 钟铃声 刘之煌 王存仓 何妙禅女 李琼英女

王金良 杨生英女 孔繁熙 周振乾 周永义 王素琴女 李　志 尚琼珍女

何慧芳女 张竹恒 姚连芝 孙静兰女 孙盛慈女 孔九祯女 刘学军女 崔炳群

刘建中 李小聪女 乔茂兰女 范贵生 朱翠莲女 李运阳 崔石竹女 安景竹

刘玉英女 张绍海 王珍福 王　黎 陈昌新 卢尊惠 温学诗女 王淑珍女

１９７８年
一、本科新生

孙　捷 杨晓兵 黄　立 孙思东女 程　之女 向学余 李　宁女 柴小军女

蔡　中 魏向东 杨　强 杨　一 刘向东 王晓音女 曾沛涛 李　颖女
钱　弦 王　峰 代　东 李　淼 栾　陵 陈加胜 叶　军 谢　欣
詹　寅 朱　宇女 唐冬平 范晓明 李吉田 丁明州 王　? 李　奇
周国荣 吴德雄 张　帆 王亚宏 路　萌女 赵军辉 柳卸林 张冬梅女

二、硕士新生

邬　飞女 李　宁女 李　芳女 李泽清 袁明德 常崇安

三、本科毕业生

马　媛女 王　毕 杨润和 郁晓霞女 李维华 梁玉红 陈国祥 李德兰女

谷正海 李恩杰 石连纪女 赵景芝女 谢书定女 于典章 王淑兰女 宋义明

裴茂景 马跃峰 贾焕歌女 刘建荣女 王太生

１９７９年
一、本科新生

许志明 阮　葵女 张　汉 魏　星 冯　欣 岳　夙 明跃红女 张培文

林锦云 鲍　威 陈出新 董子文 徐劲松女 程欣华 范洪顺 张　宁女
杜学东 周　旭 陈　浩 蒋志明 潘钟跃 谢蓉蓉女 殷海峰 杨　蔷
段宝升 王　彤 李　焱 陆永云 刘剑平 张卫民女 徐志岗 窦华国

二、硕士生

罗绍光 夏晓阳女

三、本科毕业生

顾立功 李钱明 徐林启 常戈壁 金　飞 温炳善 王焕萍女 汤文芳女

宋千文 刘春华女 厉福禄 李智敏女 邱正留 王　旭 李芝萍女 赵世清

倪永明 陈亚锋 张　健 蒋跃文 樊忠玉女 王艾珍女 张　宪女 冯志明

陈　敬 崔合林 张　云 曹　曙 段靖和 李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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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
一、硕士

邬　飞女 常崇安 李泽清 李　芳女 袁明德

１９８２年
一、本科新生

王　斌 宋　谦 苏力强 刘晓为 刘蓉辉女 刘　扬 燕启民 王　雁女
赵银龙 严　籧 王俊杰 李德勇 李德清 竺煜东 李敬东

二、硕士新生

谢　欣 赵军辉 张冬梅女

三、本科毕业生

孙　捷 杨晓兵 黄　立 孙思东女 程　之女 向学余 蔡　中 魏向东

杨　强 钱　? 王　峰 代　东 李　淼 陈加胜 詹　寅 朱　宇女
唐冬平 范晓明 李吉田 丁明州 周国荣 吴德雄 张　帆 王亚宏

路　萌女 柴小军女 曾沛涛 王　? 李　奇 叶　军 李　颖女 栾　陵
李　宁女 赵军辉 柳卸林 张冬梅女 谢　欣
四、硕士

夏晓阳女

１９８３年
一、本科新生

王豫敏女 刘　军 戴　伟女 迟云 刘桂林 魏建彦 范　昕 张　枚女
焦利涛 周靖民 徐　? 彭　勃 吕　辰 宋凌峰 陶传锋

二、硕士新生

陈出新 陈　浩 朱　彤女 陈　华
三、本科毕业生

许志明 阮　葵女 张　汉 冯　欣 岳　夙 林锦云 鲍　威 陈出新

董子文 程欣华 杜学东 周　旭 陈　浩 蒋志明 潘钟跃 谢蓉蓉女

王　彤 李　焱 明跃红女 张培文 范洪顺 张　宁女 殷海峰 杨　蔷
陆永云 刘剑平 张卫民女 徐志岗 窦华国

四、硕士

罗绍光 李　宁女
１９８４年
一、本科新生

牛　铮 李东波 常　扬 蒋红军 熊　英女 郝晋新 赵振平 陈　涛
邓元勇 孔勇进女

二、硕士新生

秦　争 沈泽新

三、硕士

谢　欣 赵军辉 张冬梅女

１９８５年
一、本科新生

徐　璺 方　帆 张孝斌 张维立 王思群 陈凌山 陈　军女 李　泳
陆　萌女
二、硕士新生

徐文革 于连舟 贺　南 彭　元 郑志文

三、硕士

陈出新 陈　浩 朱　彤女 陈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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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
一、本科新生

王启明 周　升 王佐丁 李成广 刘　馨女 高又新 贺龙松 龚志刚

王永刚 邓世兵 李　岚女
二、硕士新生

严　籧 竺煜东 沈志强 刘蓉晖女

三、本科毕业生

王　斌 宋　谦 苏力强 刘晓为 刘蓉辉女 刘　扬 王　雁女 赵银龙

严　籧 王俊杰 李德勇 李德清 竺煜东 李敬东

１９８７年
一、本科新生

黄茂海 吕艳平女 张长松 张华伟 石玉玲女 刘留生 阳梅梅女 汤　建
杨黎明 任永琳

二、硕士新生

徐　
!

迟云 张　坚 戴　伟女 洪晓瑜

三、本科毕业生

王豫敏女 刘　军 戴　伟女 迟云 刘桂林 魏建彦 范　昕 张　枚女
焦利涛 周靖民 徐　

!

彭　勃 吕　辰 宋凌锋 陶传锋

四、硕士

沈泽新

１９８８年
一、本科新生

夏　军女 杨植滨 索晨光 林伟鹏 聂映平 张　抒　 杨　岩 王　东
孙　懿女 夏江帆

二、硕士新生

朱　明 李东波　　 张国全

三、博士新生

贺　南
四、本科毕业生

牛　铮　　 李东波 常　扬 蒋红军 熊　英女 郝晋新　 邓元勇 孔勇进女

五、硕士

徐文革　　 于连舟　　 贺　南　　 彭　元 郑志文

１９８９年
一、硕士新生

陈　军女 王思群 戚其让 王蜀娟女

二、本科毕业生

徐　璺 方　帆 张孝斌 王思群 陈凌山 陈　军女 李　泳
三、硕士毕业生

严　籧 沈志强

１９９０年
一、硕士生

贺龙松 赵　纲 何　俊
二、本科毕业生

王启明 周　癉 王佐丁 李成广 刘　馨女 高又新 贺龙松 龚志刚

邓世兵 李　岚女 黎　明
三、硕士

徐　
!

迟云 张　坚 戴　伟女 洪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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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
一、本科新生

郑　政 赵　冰 刘继锋 盘　军 杨亚声

二、硕士新生

张华伟 徐仁新 张　冰
三、本科毕业生

黄茂海 吕艳平女 张长松 张华伟 石玉玲女 刘留生 阳梅梅女 汤　建
杨黎明 彭　亮 王永华

四、硕士

朱　明 李东波 张国全

１９９２年
一、硕士新生

张　抒 施建荣 孙　懿女 林家乐

二、博士新生

王蜀娟女

三、本科毕业生

夏　军女 林伟鹏 聂映平 张　抒 杨　岩 王　东 孙　懿女 夏江帆

朴成焕 高凯燕女

四、硕士

王思群 戚其让 王蜀娟女

１９９３年
一、硕士新生

林伟鹏 马　军 陈永军

二、博士新生

陈祖幸

三、硕士

贺龙松 何　俊
１９９４年
一、本科新生

汪　泽 路　羽 王均智 戴新宇 李好辰

二、硕士新生

高学燕 洪碧海 郑力锋

三、博士新生

张　冰 徐仁新

四、硕士

张华伟 徐仁新 张　冰
１９９５年
一、本科新生

黄志宏 蔡　锴 赵颖初 叶方富 徐轩彬

二、硕士新生

黄朝晖　　 黄河清 李月兴女 刘学锋

三、硕士

林家乐 施建荣 张　抒 孙　懿女
四、博士

王蜀娟女

１９９６年
一、本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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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鹏程 黄军锋 薛永泉 孙晓辉 刘　怡 李　欣 孙科峰女 江林华

二、硕士新生

刘继锋 盘　军 陈挺东

三、本科毕业生

郑　政 赵　冰 刘继锋 盘　军 杨亚声

四、硕士

马　军 陈永军

１９９７年
一、本科新生

刘　飞 汪　洋 刘　希 董　峰 黄　聪 白顺光女

二、硕士新生

李天超 田　丰 王洪光 陈兴忠

三、博士新生

洪碧海

四、硕士

高学燕 洪碧海 郑力锋

五、博士

张　冰 徐仁新

１９９８年
一、本科新生

周　灏 杨绍坤 沈志侠 杨　浩 管晓悦 张天萌 舒　虹 唐佳妤

王　炜 鲁雄宾 卢婷婷

二、硕士新生

苗耐义 汪　洋 王均智　　 乌京文 徐建文 闫慧荣女

三、博士新生

黄占奎 王　娜女
四、本科毕业生

汪　洋 路　羽 王均智 戴新宇 李好辰 闫慧荣女

五、硕士

李月兴女 刘学锋

１９９９年
一、本科新生

吴燕玲 毛羽丰 施　勇 俞文涛 魏　悦 朱炜炜 李柯伽 赵　明
李　嘉 张　威
二、硕士新生

徐轩彬 王旭东 秦胜利

三、本科毕业生

黄志宏 蔡　锴 赵颖初 叶方富 徐轩彬

四、硕士

刘继锋 盘　军 刘挺东 黄河清 黄朝晖

２０００年
一、本科新生

王　可 许丹丹 曹志忠 王小康 吴　飞 李　毅 张蜜蜜 张　博
范　舟 王　然 岳友岭

二、硕士新生

陈　蕊女 江林华 刘　怡 孙科峰女 孙晓辉 汪华祥 谢　华女 薛永泉

张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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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新生

艾力·伊沙木丁　　王洪光　　周爱芝女
四、本科毕业生

郭鹏程 黄军锋 薛永泉 孙晓辉 刘　怡 李　欣 孙科峰女 江林华

五、硕士

李天超 田　丰 王洪光

六、博士

洪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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