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是钱学森回国工作的第一站，

他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

工作中。他创办并长期领导了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综合

组组长，他在确定“四大紧急措施”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促进了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机构的

建立和发展。他参与倡议和创建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并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主任，推动了尖

端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学科领域发展。他在

1984-1992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

席，为学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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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
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报到后的第二天就赴东北考察近一月。1955年11月25日，钱学森在陈赓大将的

陪同下参观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哈军工 ”），陈赓将军与钱学森谈起我国研制导

弹的问题。从此，钱学森投身于我国导弹研制工作中。

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

1955年10月8日，深圳罗湖桥，中国科学院的代表朱兆祥携带吴有训副院长

和钱三强秘书长的欢迎函，热情迎接踏上祖国土地的钱学森一家。11月1日，郭

沫若院长专门设宴欢迎钱学森。11月21日，钱学森正式到中国科学院报到。

朱兆祥在深圳迎接钱学森时携带的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吴有训的欢迎函

从1950年到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共聘任16位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科学家为特级研究

员。他们的待遇比一级研究员和学部委员还要高。钱学森归国后不久即被聘为特级研究员。

确定钱学森为特级研

究员的文件

国务院发给中共黑龙江省委有关钱

学森1955年11月22日-12月21日赴

东北考察一个月的电报稿

1956年，在制订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过程中，

钱学森担任综合组组长。为了更快地发展无线电、自动

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等关键技术，在短时间内接近国

际水平，钱学森等建议中央采取了“四大紧急措施”。这

四项工作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筹建了相应的专门研

究机构，为我国有关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两弹

一星”的成功研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1960年建所时的大门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成立计算技术等三个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及陈毅批示

被聘为特级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建时期的办公地址

——西苑大旅社3号计算所筹备处

钱学森与“四大紧急措施”

1955年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右）

和周培源（中）到北京火车站迎接钱学森回国

1955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郭沫

若院长设宴欢迎钱学森的请柬

1955年10月12日钱学森回到上海。这是钱学森和老同

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殷宏章(中)见面，

左为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罗宗洛。

钱崇澍（1883—1965）        植物学家，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承嘏（1885—1966）        药物化学家，药物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秉   志（1886—1965）        动物学家，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周   仁（1892—1973）        冶金学和陶瓷学家，陶瓷冶金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戴芳澜（1893—1973）        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家，真菌植病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庄长恭（1894—1962）        有机化学家，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杨钟健（1897—1979）        古生物学家，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何作霖（1900—1967）        矿物学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华罗庚（1910—1985）        数学家，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钱三强（1913—1992）        核物理学家，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冯德培（1907—1995）        神经生理学家，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严济慈（1901—1996）        物理学家，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忠尧（1902—1998）        核物理学家，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贝时璋（1903—2010）        实验生物学家，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邓叔群（1902—1970）        微生物学家，真菌植病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钱学森（1911—2009）        空气动力学家，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哈军工的老建筑



1984年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钱学森被

增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五位执行主席之一。

1992年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钱学森被聘请

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他为中国

科学院学部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报》报道中国科学院第五次

学部委员大会，钱学森等增补为中

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

1957年钱学森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有关材料

为中国科学院发展出谋划策

1956年7月钱学森考察苏联科学院的报告，发表了他对

苏联科学的看法。

1961年讨论“研究所条例”

时，钱学森的亲笔意见，提出

了他对研究所任务与方向和管

理的一系列重要意见。

钱学森1963年关于中国科学院

体制的几点意见

1963年3月钱学森和郭永怀就“中国科学院十年探空规划（草案）”提出的几点意见

1965年钱学森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与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汪志华的谈话记录

钱学森与中国科学院学部

1957年5月，在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钱学森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94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他还担任了第二、三届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常务委员。

1958年钱学森拟定的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研究工作大纲1957年钱学森在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钱学森始终把自己当作中国科学院的主人翁，院领导也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

征询钱学森的意见。1962年，钱学森代表国防部门与张劲夫等院领导组成了协作

领导小组，为完成“两弹一星”等重大国防科研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钱学森多次致信院领导 

作为对中国科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长

期以来一直十分关注和支持中国科学院的发展，他多次致信院领导，表达了他对

中国科学院的殷切希望。 

力学研究所主楼

创建并领导力学研究所

创建力学研究所

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后，随即与钱伟长教授等合作筹建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1956年1月16日，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陈毅副总理亲笔签署的批准力学研究所成立的批件

钱学森担任力学研究所第一任

所长至1970年，他以“工程科学”思

想为办所方针，领导力学研究所

以应用力学为主，立足国际力学

研究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

展研究工作，为新中国的“两弹一

星”事业和力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

卓越贡献。

钱学森亲自撰写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介绍中国科学院通报任命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所

长的文件

1996年4月21日钱学森致信白春礼，就白春礼发表在《纳米科学与技术》上的文章，肯定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从事的纳米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建议通过学习生物界从原子构筑起生物的方法，开拓用类

似的操作方法从原子有目的地构筑起性能特别优越的宏观构件之路。

2008年1月15日钱学森致信白春礼，

庆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0年校庆。

钱学森在力学研究所

1957年5月7-8日力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修正通过力学研究所1958-1962年五

年规划；修正通过“关于力学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的决议”；讨论关于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办法） 

钱学森在读到路甬祥院长的《科学的历史经验与未来》一文后，于

1998年3月15日致信路甬祥，提出要“敢于创新，不迷信洋人”。



与郭永怀合作无间

郭永怀是钱学森在力学研究所的搭档。钱学森与他先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师从冯.卡门教授。1956年二人分别担任力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钱学森担任

国防部五院院长后，工作千头万绪，郭永怀的归来使得原有研究规划得到逐步落

实。郭永怀由钱学森推荐主要从事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1968年郭永怀在从二机

部基地返回途中因飞机失事牺牲。

1956年9月11日，钱学森得知郭永怀已到

深圳，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此

信，热烈欢迎其一家回国，盛情邀请他来

力学研究所工作。

1960年钱学森夫妇、郭永怀夫妇等同游颐和园

1956年2月2日，钱学森致信郭永怀，告之已

将他的大名在中国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

回国后到力学研究所做气动力学工作。“要

带书来、带人来”。

力学研究所科研楼落成后，305室为钱学森所长办公室，现仍照旧保留。

钱学森的办公室十分简朴，他正是在这间办公室里笔耕不辍，同时关心着力学

研究所和整个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

他每天7:30之前到办公室，是单位来得最早的人。

钱学森在力学研究所办公室



确定力学研究所研究方向

1958年7月，钱学森和杨刚毅书记、郭永怀副所长根据当时形势确定了以“上天、

入地、下海、为国民经济服务”作为力学研究所的研究方向，相应成立了一室、二室、

三室、四室等。 

1959年3月21日钱学森草拟的力学研究所推进剂研究中心的草案

钱学森《关于力学研究所长远规划问题》

1963年4月29日《关于力学研究机构分工与

布局的初步意见》（共3页）钱学森签批件

大跃进后，调整力学研究所

的发展方向

1965年2月27日钱学森与力学研究所社教工作队谈力学所的方向与

任务问题，重点谈了他对11、12两室和怀柔分部工作的看法。

钱学森对力学研究所1958、1959两年大跃进以来的研究工

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

1959年钱学森在所长会议上讲话《如何迈出第一步》 ,坦

承力学研究所存在的五方面的问题。

部署和开展两弹研制预研任务

1960年中央对两弹研制工作进行全国一盘棋的全面调整部署。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力学

研究所紧密配合当时国家发展航天科技的目标，对自身的地位和分工做了合理安排。1961年5月

18日，钱学森主持力学研究所和国防部五院协商会议，确定了侧重基础和探索性的关于两弹研制

的五项协作任务：

（1） 代号101任务——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传热理论与实验研究，钱学森、林鸿荪负责；

（2） 代号102任务——导弹气动力学问题研究，林同骥负责；

（3） 代号103任务——轻结构强度和稳定性，李敏华、程世祜负责；

（4） 代号104任务——飞行马赫数6以上冲压喷气发动机的关键理论问题，吴仲华负责；

（5） 代号105任务——金属薄板典型零件爆炸成形基本理论，郑哲敏负责。

这些工作均走在生产之前，为我国中远程导弹的研制起到了先导作用。

钱学森、卫一清《关于火箭探测规划的补充意见》提

出了1958-1959年的有关工作计划和安排

钱学森、郭永怀察看爆炸成形试验结果

建立机电设计研究院

1958年8月，依据中国科学院581任务（研制人造卫星）的需求，正式成立了机电设计院

（代号1001），下设总体设计部、发动机部、风洞部和非标准设备设计部等。同时，1958年

10月，机电设计院总体部等40余人迁沪，改称上海机电设计院，由力学研究所和上海市委双重

领导。1960年7月，上海机电设计院归口中国科学院领导，与力学研究所脱钩（1963年1月又

划归国防部五院，改称508所）。该院起初承载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任务，后来专项

设计和试制小型火箭。

1959年2月2日力学研究所一、二、

三室风洞迁入怀柔的建设规划



成立力学研究所二部

1959年11月，力学研究所成立二部，其中十一室、十二室、十三室分别从事

高速气动力学、高温强度、液体推进剂及燃烧问题研究，另有八室和九室从事试

验设备设计和测量仪表装置研制。原来的二、三、四室和运筹室合称为一部。

开创怀柔试验基地

1957年8月，力学研究所开始

筹建怀柔基地（对外称北京矿冶学

校）。1960年10月，十三室人员迁

至怀柔基地。

怀柔基地小型火箭发射架（现状）

1963年，力学研究所承担了核爆炸有关任务，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

出了重要贡献。后在怀柔分部建立爆炸场，进行大量系统的爆炸试验。

参与和指导设计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

“T-7M”探空火箭简易发射指挥所 钱学森与科研人员在上海南汇老港镇火箭

发射试验场

钱学森（左三）、张劲夫（右二）在观看探空火箭

建立651设计院

1966年，651设计院在力学研究所成立，承担东

方红人造地球卫星本体结构设计及试验、温度控制及

热试验等任务。1968年该院划归国防科委，现为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651设计院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一览表

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通过北京上空时，人们

争相仰望。

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1958年，力学研究所在怀柔建立高能液体火箭发动机推进剂性能研究基地

(S2，现状)。建成了推力为200千克和500千克的发动机试车台及有关测试

设备，进行了大量的试验，为长征火箭第三级动力采用液体氢氧发动机方

案获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上海机电设计院研制的我国第一枚“T-7M”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在上海

南汇试射成功，中国从此开启了空间时代。



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

1956年开始，在以钱学森为首的全国力学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的倡导与支持下，经过教育部、中国科学院批准，力学研

究所与清华大学合办了培养力学人才的高级研究班——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与自动化进修班。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

任，钱学森亲自给力学班讲授“水动力学”和“宇航概论”。力学班共办了三届，招收309人。他抽调学员参加到火箭导弹的设计

研究中，进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为我国工程力学与航天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1年，钱学森、郭永怀还把北京地区的许多老中青空气动力学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了高超声速讨论班，培养了一批

航天与国防科技的尖端人才。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第二届学员毕业合影（1960年7月）

中国力学学会的创始者

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著名力学家共同倡导和组织了中国力学

学会的筹备工作。1957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技术科

学部联合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力学学术报告会。1957年2月10日，中

国力学学会正式成立。      

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伍小平、陈宗基、郑哲敏、沈元、钱令希、钱学森、钱伟

长、李国豪、季文美、李敏华、林同骥；后排（从左至右）：胡海昌、丁儆 、谈镐生、庄逢甘、朱照宣、李灏、张维嶽、孙

训方、杜庆华、黄克智、杨桂通、孙诚】

1982年2月钱学森主持召开中国

力学学会在京常务理事会

与此同时《力学学报》创刊，是全国

力学学科创刊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刊物。钱

学森担任第一届编委会主编（1958年后

改由郭永怀担任），第二、三、四届编委

会委员。

第一届《力学学报》编辑委员会

《力学学报》创刊号和钱学森在该刊发表的文章

钱学森（主任编辑） 潘良儒（执行编辑）

王仁 王俊奎 刘先志 庄逢甘

沈元 吴仲华 杜庆华 李士豪

李敏华 周光坰 周培源 周改履

林同骥 林鸿荪 陈宗基 郑哲敏

胡沛泉 胡海昌 范绪箕 陆世嘉

郭永怀 张国藩 张维 黄文熙

黄茂光 程世祜 蔡方荫 钱令希

钱伟长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第一届学员毕业合影（1958年12月）



领导和带动中国力学学会
的发展壮大

钱学森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1957-1982）

理事长。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干扰，许多事被停顿，

但全国力学科学队伍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壮大，人才辈出，学

术交流十分活跃。

提出中国力学学会的指导思想

钱学森在给中国力学学会50周年贺电中倡导“为发展

生产力服务，为发展自然科学服务”，日后成为中国力学

学会的指导思想。

2007年7月20日钱学森发贺信祝

贺中国力学学会成立50周年

钱学森与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留影

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利用中国科学院的自身

优势，创办一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成

为中国科学院领导和许多科学家的共同期望。1958年春，中国科学院京

区一些研究所的科学家提出了建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倡议。钱学森是

最早倡导者之一。他的理想就是要办一所与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相媲

美的中国大学。

1958年6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主持召开学校筹备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决定学校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钱学森是唯一一位以研究所所长身

份参加中国科大筹备委员会的科学家。

邓小平、聂荣臻等中央领导

批准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参与倡议和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筹委会 姓名 职务

主任委员 郭沫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

委员 黄松龄 教育部副部长

委员 竺可桢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委员 吴有训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委员 杜润生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委员 郁    文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委员 严济慈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委员 赵守攻 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

委员 钱学森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委员 于光远 中宣部科学处处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

1958年9月20日新生开学报到

参加筹备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系主任会议

1958年7月28日，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系主任会议，会议

确定了13个系主任、副主任人选，钱学森为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

任。1964年该系改名为近代力学系。

系别  主任 

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 原子能所副所长  赵忠尧

技术物理系  物理所所长  施汝为

化学物理系  力学所副所长  郭永怀

物理热工程系  动力室研究员  吴仲华

无线电电子学系  电子所所长  顾德欢

自动化系  自动化所所长  武汝扬

力学和力学工程系 力学所所长  钱学森

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 原子能所研究员  杨承宗

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 地质所所长  侯德封

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系 化学所副所长  华寿俊

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 数学所所长  华罗庚

生物物理系  生物物理所所长  贝时璋

地球物理系  地球物理所所长  赵九章

首任系主任名单

中国科大筹备委员会成员

1958年7月28日中国科大第一次系主任会议纪要



创办力学和力学工程系

中国科大成立后，钱学森与郭永怀等著名科学家积极筹建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并确定该系设立高

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土及岩石力学4个专业。钱学森兼任力学系系主任长达

20年之久。他邀请了一些著名科学家来中国科大力学系任教。

钱学森亲自撰写招生简章及相关材料

调来“重型大炮”讲基础课

在中国科大创建过程中，钱学森本着“理工结合”的思想，对系、专业设置以及课程设置等，都提

出了宝贵的建议。他还动员了力学研究所的主要专家参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

很多当年的学生都记得，钱学森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高声说：“我把科学院的几门

重型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           

1959年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科大的基础课

领导化学物理系的创建

1958年6月至8月，钱学森与郭永怀合作，领导了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的创建工作，该系设高速

化学反应动力学专业、物理力学专业。系主任由郭永怀担任，一些重大事宜主要由钱学森和郭永怀共

同决策。

钱学森参加中国科大的教学会议

1964年钱学森与中国科大物理力学专业59级毕业生合影

1962年，钱学森亲自为化学物理系1958级学生主讲《物理力学》课程，讲义原著

英文版是他在美国时编写的。为了学生学习方便，他主持将这本讲义译成中文出

版，作为本校学生的专用教材。

基础课

基础理论

数学

物理

化学

机械制图、机械设计

电工电子技术

计算技术：电子计算机
原理及应用

基础技术

专业课

毕业论文

课
程
设
置

专业基础

专业课

专题课



自编讲义，亲自授课

钱学森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中国科大学生讲课。1961年9月，钱学森为

力学系1958、1959级的学生讲授《火箭技术导论》，北大、清华、北航等院校

的许多老师以及各研究院所的一些研究人员，都来聆听大师的教诲。钱学森每

周上一次课，一次四个学时。他的板书非常规范，数学推导严谨，有时还事先

准备图表贴在墙上，辅助教学。他主讲的《火箭技术导论》（后更名为《星际

航行概论》）讲义，是中国科大学生的专用教材。   

钱学森在中国科大上课、与同学交流

指导研究生

1963年，钱学森在中国科大招收、指导研究生。他和年轻教员

一起草拟了物理力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计划，从培养目标、研究方向、

学习年限和时间分配、必修课程、毕业论文、科学报告及讨论、教学

实习等方面对物理力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提出了全面要求。

钱学森就他制定的物理力学专业研究生培养

计划征求意见

钱学森指导物理力学专业研究生马兴孝

指导力学系火箭小组开展科研

1958年，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力

的火箭研制小组。钱学森适时地参与并指导

了火箭小组的工作。他与火箭小组座谈，多

次指导小火箭的研制工作。小火箭的研制较

为成熟后，小组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

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局合作，

以它作为运载工具，用来人工降雨或增雨，

或者用于消除冰雹。钱学森始终是这项活动

的坚定支持者和指导者。 

力学系火箭小组的相关照片

当年的火箭小组成员张瑜

撰写的《钱学森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力学系火箭小

组 》一书

1960年2月28日钱学森参加中

国科大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

告会，听取火箭小组人工降雨

试验汇报。 

人才辈出

中国科大1958-1960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学生中，绝大部分从事科

研、教学工作，先后走出了8名科技将军，7名两院院士（3名中国科学院

院士和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许多国内外知名教授、学者，他们在各

自的领域里独当一面，成就斐然。

1959级 

吴有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年当选

杜善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当选

1960级 

杨秀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

范维澄       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当选

1958级 

白以龙      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

徐建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

王自强      中国科学院院士，2009年当选

中国科大经验对国防科技大学

的影响

钱学森认为学科专业是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以及建设发

展的关键。上世纪70年代末，他对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方向开展

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学科专业设置的建议。该校据以提出了“按学科

设系，理工结合，加强基础，落实到工”的原则并设立应用力学系、应用

物理系、自动控制系、电子技术系、材料燃料系、电子计算机系、数学与

系统工程系、精密机械系等8个系20多个专业。

1981年3月1日钱学森在国防科技大学检查和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