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
1961 年继续完成 1960 年国家重点任务，根据国家“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织各所、厂进行调整，在贯彻十四条的
基础上进行“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实验室。
2 月 10 日

中国科学院免去潘纯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职务，调任中国科

学院联络局副局长职务。
6月

J－331 大型电子模拟计算机进行生产试制工作，确定整机结构，

共五个机组，每个机组包括 16 个机架及一个控制台，约 1000 多个自稳零运算放
大器。
6月3日

中国科学院举行首次星际航行学术座谈会。座谈会由裴丽生、钱

学森、赵九章主持，会议准备每年召开，持续三年，共进行 12 次，本所吕强、
陆元九、屠善澄等参加，编写出版了《星际航行座谈会文集》。会后不久，根据
星际航行座谈会的精神，我所提出 1964 年－1969 年尖端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设想，
主要方向是：
1．开展有关火箭、原子能控制技术和卫星、宇宙飞行器控制技
术论证研究和有关自动调节理论研究。
2．开展有关人造卫星、宇宙飞行器的方位控制和轨道控制技术
研究。
拟定建立两个研究所：
1．自动学远动学研究所，该所以自动化所为基础，主要从事
有关自动学远动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并建设若干实验室。
2．宇宙飞行器控制研究所，从自动化所抽出部分研究室和人
员组成，主要从事有关宇宙飞行器的方位控制、轨道控制、惯性导航、天文导航、
遥测遥控系统以及控制和测试设备等研究。
拟定将 0306 厂建成为“自动控制成套设备试制实验厂”，承担上述两
所的各种加工任务。
中国科学院任命陆元九、杨嘉墀为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
6月

中国自动化学会召开了在京举行的筹委会会议，决定在 1961 年内召开

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学会并同时举行学术交流活动。

7 月 15 日

中国科学院任命宋政为自动化所副所长。

7 月 28 日

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正式下发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委托任务清单，

其中由我所承担的有：
151 工程：热应力试验设备，包括加热、加载、测量三大系统
24004 任务：开展液浮式积分陀螺仪研制。
16015 任务：高温测试仪、高温高压测试技术、加速度计等研制。
9 月 8 日－10 月 2 日

匈牙利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别涅基克特·奥托院士来

所讲学，为期一个月。
11 月 27 日－12 月 2 日

在天津召开了中国自动化学会代表会议和学术报告

会，总结了学会的筹备工作，通过了会章，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33 名），宣
告了中国自动化学会的正式成立。从此，她作为一个学术性的群众团体，在学术
交流、科学普及、继续教育、咨询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辛、细致和卓有成效
的工作。
此次会议选举了钱学森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武汝扬、钟士模为副理事长，
屠善澄为秘书长及杨嘉墀等 15 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

1962 年
1月5日

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陈毅、聂荣臻、陆定一联合署名发出请帖，邀

请全国各方面的知识界人士上千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 1962 年新年宴会。
这是一次体现党关怀知识分子的大会。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宴会并侧重“科技工作
要自力更生”讲了话，以勉励全国的科技工作者在外援撤退情况下，要努力工作、
奋发图强。
自动化所出席此次宴会的有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朱培基、潘守鲁、童
世璜、叶正明、张翰英。张翰英在会后的座谈会上感慨地说：“这顿饭吃了，觉
得肩膀上担子更重了”。
3 月 28 日

经考核、审查，我所首次晋升技术员 40 人。

4 月 18 日

国家科委决定组成国家科委自动化专业组，组长为吕强，副组长

有陆元九、丁舜年、钟士模、钱文极。
5月3日

经考核，首次提升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共 45 人。

6 月

根据国家缩短基建战线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决定原中国科学院 0306

厂缓建，其一切事宜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办理，0306 厂公章停用。
7 月 18 日

经中国科学院 6 月 9 日第三次院务常务会议批准，下列同志组成

自动化研究所所务委员会。
吕强、陆元九、杨嘉墀、童世璜、王传善、潘守鲁、黄玉棠、朱培基、张翰
英、屠善澄、叶正明、王新民、徐春、关宇堡、周振垣。
8月

由陆元九、杨嘉墀、王传善、王新民等起草国家 1963 年－1972 年科

学技术发展规划自动化技术部分，共有八个中心问题：

9月

1.

自动控制理论

2.

生产过程自动化

3.

远动技术

4.

模拟技术

5.

自动化技术工具的科学基础

6.

自动检测系统的科学基础

7.

自动电力拖动

8.

陀螺仪及惯性导航技术

中国科学院第六次院务会议决定在“五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三

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
12 月 4 日

通过“三定”，我所研究室机构按专业进行调整，并正式上报院。
1．工业自动控制研究室（401 室）
由原四室组成，其方向为密切结合工业生产过程进行自

动控制系统及有关理论的研究。负责人为童世璜（副主任）。
2．远动技术研究室（402 室）
由原来的五室和 320 室合并组成，其方向为结合国防和工
业进行有关远动技术、远动设备和理论基础的研究。负责人为王传善（副主任）、
张翰英（业务负责人）。
3．随动系统和元件研究室（403 室）
由原六室和七室合并组成，其方向为小功率随动系统、新
型元件和材料的研究。负责人为潘守鲁（副主任）、黄玉棠（业务负责人）。
4．模拟技术研究室（404 室）

由原八室组成，其方向为自动控制系统中连续和断续模拟
装置及其应用的研究。负责人为朱培基（副主任）。
5．仪表及自动检测研究室（405 室）
由原九室组成，其方向为转换器、加速度计等特殊仪表及
自动检测系统的研究。负责人为杨嘉墀（主任）。
6．气动液动控制研究室（406 室）
由原七室、九室、330 室和 601 任务组中从事气、液动控
制的人员组成，其方向为气动、液动随动系统及部件的研究。
7．运动物体控制研究室（407 室）
由原 310 室和 601 任务组合并而成，其方向为结合运动
物体对象从事制导系统和关键元、部件及有关理论的研究。陆元九以副所长身份，
主管该室。负责人为屠善澄（主任）、王新民（业务负责人）。
8．控制系统模拟计算中心（408 室）
由原 310 室、330 室有关人员组成，其方向为从事控制
系统中模拟和计算方法的研究。
9．102 任务组
由原九室有关组扩充组成，主要从事原子能反应堆自动控
制及保护系统的研究。负责人为杨嘉墀。
10．151 任务组
继续承担热应力试验设备的研制。杨嘉墀以副所长身份，
主管该任务。负责人叶正明（业务负责人）。
以上各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业务负责人均为自动化所所务委员会委员，
此委员会在 1967 年 1 月以前，所有自动化所的涉及人员的职称提升、工资调整、
机构更动、人事安排，均经所党委讨论后，交该委员会通过。

1963 年
4月

我所与国防部六院五所正式签订协议，承担五所仿制 7089 和 7060

型号制导系统研究工作和该两型号的遥测设计和试验工作。

5月

根据院 1963 年主要工作安排意见，我所正式提出 1963 年工作安

排要点。
1963 年共安排 77 项研究课题，其中基础研究 1 项，应用基础研究 8 项，应
用研究 61 项，推广研究 7 项。重点项目有：
1．7060 制导系统和关键部件的分析和试验
2．151 热应力试验设备
3．J－331 大型模拟计算装置
4．频分制多路无线电遥测系统
5 月 15 日
7 月

六院五所正式提出 7060 舵机系统性能研究委托任务书。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对自动化所“三定”批复指出：自动化所

是研究自动控制技术的综合性技术科学研究所。今后若干年内主要研究：运动物
体控制、模拟技术和自动检测在自动化系统中的应用。同意“三定”后的研究室
机构设置。
8 月 22 日

根据全国高温测试基地 1963 年－1967 年规划，自动化所正

式承担发光火焰瞬时温度测量、火焰温度自动检测系统研制任务。
11 月 20 日，国防部六院 30 所和自动化所在陕西闫良召开第二次协作会
议，陆元九副所长、关宇堡处长和王新民等同志参加了会议。确定的协作课题有：
62 型自动驾驶仪、601 动力稳定平台以及液浮陀螺测试设备等。
12 月

自动化所由 404 室黄泰翼、谢金璋等人研制的“18010 遥测数据

采集装置”获中国科学院 1965 年颁发的优秀成果奖，该系统由使用单位验收并
投入使用，曾进行少量生产。该系统是用于遥测数据实时采集的车载装置，为满
足数据采集的实时性和精度要求，应用逐次权衡原理构成模数转换器，在转换器
应用温度补偿原理构成的硅稳压管标准电压源，保证了高转换速度（100 微秒/
分）和精度（0.1%），是早期国内高性能的转换器，系统还采用双机冗余工作方
式，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963 年

全所共安排 77 项课题，其中与国防有关的项目有 46 项，按计

划完成和基本完成的项目占 71.4%，少部分任务因撤消和不落实而终止。
1963年 全所科技人员共有 352 人。

1964 年

1 月 13 日

国防科委召开“6413”会议，讨论确定首次核试验检测方案和仪

器研究进度，本所在会上提出快速大量程火球温度测量方案（可反应 106倍光能
变化）和变磁阻式冲击波压力测量方案，受到很好评价，并决定首次核试验采用。
2 月－3 月

提供了快速大量程火球温度测量和变磁阻式冲击波压力测量两

台样机，参加了在康庄草原地区进行的化学爆炸模拟试验，取得了较好效果。
2月2日

根据中国科学院精神，报送 1963 年－1965 年科研试制重点项目

计划通知，我所报四项课题研制计划，其中有 7060 制导系统研制执行计划，151
任务执行计划，J－331 大型模拟计算机执行计划和频分制多路遥测系统执行计
划。
3月

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正式下达 1963 年－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研究任务书。由我所承担研究的中心问题有：自动控制理论、远动技术等六项。
由我所负责组织的研究项目有电气自动控制理论等九项，要求有关参加单位和协
作单位切实安排，贯彻执行。
4月

本所推荐 DMZ－4 电子模拟计算机、火箭发动机发光燃气瞬时温度测

量装置、微动同步传感器、核反应堆启动模拟装置等四项为中国科学院 1964 年
度优秀奖项目。
4月2日

1964 年第一次所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所务委员会学术评

议小组”，设有系统组、控制组、计算技术组、远动组、元件仪表组、干部培养
组等 6 个小组。
4 月 17 日

朝鲜科学院代表团五人来所参观考察，吕强、陆元九、杨嘉墀等

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并介绍了自动化所的发展和目前工作情况，代表团成员对工
业控制、远动技术、自动化技术工具和计算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和询问，
历时 10 天。
5月

完成两台快速大量程火球温度测量装置和几套压力测量装置及记录设

备，通过了鉴定验收。
5月

国防科委提出了核试验地震波振动测量任务，我所立即组建了振动测

量装置研制小组，开始了研制工作。
6－10 月

我所有 5 名同志先后去核试验基地，进行温度、压力测量仪器的

安装、调整、检测和标定工作，圆满完成任务。

7月1日

为了加强科研计划管理工作，提高科研工作效率，中国科学院下

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计划管理办法（试行草案）”，这对我所科研计划
管理工作正规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7 月 13 日 在我所召开了 219 任务和 214 任务仪器设备的改进和长期研究的
工作会议，会议由杨嘉墀副所长主持，着重就仪器量程标定和工作安排进行了研
究和讨论，并做出决定。
7 月 21 日

中国科学院党组对参加 21 号核爆炸试验任务有关单位和人员提

出表扬，对各单位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对全体有关人员的夜以继日，假期不
休息的勤奋劳动表示诚挚的慰问。
7 月

我所对 1964 年研究计划执行情况和实验室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和总结，完成情况较好。1964 年全所共安排研究课题 87 项，实验室建设项目 13
项，技术设计项目 28 项，总计 128 项。按计划完成占 53%，大部分完成 36.7%，
其它占 10.4%。在 87 项课题中有国防任务 48 项（包括国防专管项目 1 项，五院
8 项，六院 12 项，七院 6 项，二机部 4 项，其它国防项目 17 项），基本按计划
完成。
8月

由 403 室赵凤仪、杨宜林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 100W 印刷绕组直流电

动机，填补了国内小功率快速反应直流伺服电机的空白，为小功率快速随动系统
提供了关键部件。鉴定后，由北京市广内微电机厂批量生产，供三、六、七机械
工业部等科研单位使用。
9月2日

我所提出实现国家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中有关“生产过程自动化”

方面工作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密切结合工业生产过程自动化试点任务（兰州的兰
炼石油生产过程自动化、上海的南市电厂自动化）进行有关理论、系统分析、设
计及其所必须的测试设备、仪表试制和试验室建设等工作。
10 月 16 日

我国首次核试验（214 任务）成功，我所研制的快速大量程火

球温度测量仪和变磁阻式冲击波压力测量仪，成功地测得火球温度的变化（直接
得到最小亮度到来时间）及冲击波压力变化情况。试后，我所参试的五名同志荣
立三等功，火球温度测量组荣立集体三等功。
11 月

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将自动化研究所有关国防任务部分搬迁至三线

建立分所，初步选点在山西祁县。

12 月 9 日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赵九章所长向周恩来总理呈送报告，提出

我国研制人造卫星的时机已到，建议列入国家计划。
12 月

由自动化所 404 室（原 8 室）朱培基等研制的 J－331 大型电子模拟

计算机，由 1960 年初至 1964 年历时 5 年完成了该机第一大组（共 12 个机柜）
的设计、定型与生产。该机于 1964 年进行了全国性鉴定后提交国防单位使用，
并由上海科仪厂定型生产了三组（套），曾获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
该机第一大组包括 4 个放大器机柜（共 64 个），两个乘法器机柜（共四套）
及相应的变系数器、函数发生器、电位器自动设置及控制台等。
主要技术指标：
（一）主要元部件的性能指标及精度：
运算放大器漂移≤200μν/24 小时
乘

法

器

电
函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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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设置电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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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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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机精度：
（1）求解十六阶常系数微分方程时误差小于 1%
（2）求解十阶变系数微分方程时误差小于 3%
（三）整机具有较高的自动化水平，降低了排题时可能出现的误差。

1965 年
1月6日

赵九章、吕强联合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面建议，加快步伐，发展

人造卫星事业。
1 月 8 日

七机部钱学森副部长分别向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呈送报

告，提出我国研制人造卫星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
1 月 12 日－15 日

在北京召开了自动化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全面调整和布

置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方面的研究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分院、东北分院、中南
分院、华北办事处、自动化所、东北工业自动化所、华东自动化仪表元件所、中

南数学计算所和华北自动化元件材料所等。会议进行了四天，研究了调整方案和
具体进行调整的工作措施。张劲夫副院长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指示。
2 月

国防科委 21 所向我所提出研制核试验火球温度测量和冲击波压力测

量任务，我所立即组织了温度测量和压力测量两个研制小组，杨嘉墀负责指导。
3月

国防科委遵照聂荣臻副总理关于人造卫星“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

极去搞”的指示，召开了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可能性座谈会，会议研究了我国发
射人造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对运载工具的选择和人造卫星的指标进行了初
步分析。
3 月－5 月

为适应空投核爆炸试验（217 任务），我所研制的火球表面温度

3000°K 以上时反应五个数量级变化的能量照度快速测量仪以及冲击波压力和地
震波振动测量装置，经鉴定验收合格，参加了 1965 年 5 月 14 日第二次核试验，
胜利完成三项测量任务，我所参试人员四人荣立三等功，二人受嘉奖。
4月2日

中国科学院为集中科技力量解决国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决定将

中科院电工所的动力系统自动化研究室鲍诚志、陈贻运等全体科研技术人员及设
备调入自动化所。
4 月 27 日

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正式向我所下达 219 项任务，其中包括弹塑

性区应力测量仪器、高温测量、磁鼓记录仪等研制工作。
5月

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 541 任务。

5 月

院党组决定由自动化所、光机所、电工所共同承担专委下达的“157

任务”（即由液浮陀螺和加速度计等组成的惯性平台系统），在光机所成立 157
研究室，陆元九副所长兼主任，下设陀螺组、加速度计组和平台组，我所有 50
多位科技人员暂调 157 室工作。
5月4日

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同意国防科委关于

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意见，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负责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技术
抓总。将人造卫星工作纳入国家任务，列入各部门的长远及年度计划，全面开展
研制工作。
6月

J－331 大型电子模拟计算机的研制通过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院级鉴定。

该项目自 1960 年 3 月开始，历时 5 年完成，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机自动化程度较
高，控制系统完善。

6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自动化研究工作调整工作会议，
解决在拟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并对各所方向、任务做了调整：
1．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方向：自动控制理论、远动学、模拟技术、小功
率
随动系统，侧重于基本理论的研究。
2．华北自动化所，方向：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如陀螺惯性导航、运动物体
控制、光电随动系统、高压气动液动装置，将北京自动化研究所有关力
量调到该所，在业务上受北京自动化所领导，成为北京自动化所的分所。
3．华东自动化所，方向：自动化元件和仪表。
4．东北工业自动化所，方向：工业生产过程自动化。
5．中南数学计算研究所，方向：工业控制计算机及其应用。
6 月 20 日

中国科学院 1965 年第三次院务常务会议决定，对自动化所下列

项目授予 1964 年中国科学院优秀奖。
1．J－331 大型模拟计算机
2．印刷绕组直流电机
3．小力矩测试设备
4．遥测数据自动记录和处理设备
6 月 21 日

受国防科委委托，由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组织自动化所、力学所、

大气物理所、电子所等单位论证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提出《关于发展我国人
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就发射人造卫星的目的和意义，开展人造卫星研制工
作的途径和目标，发展人造卫星工作的步骤，关于卫星轨道的选择和地面观测网
的建立等重大关键科学技术和重要措施做了详细阐述。
7月1日

为了保证按时完成 541 任务，加强组织领导，中国科学院决定成

立 541 任务领导小组，力学所杨刚毅所长任组长，自动化所吕强副所长任副组长。
7月7日

召开了第一次 541 任务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审定了设计任务书，

落实了各单位的具体任务、技术指标和进度，建立了总设计师组，并提出了有关
条件和措施建议。
7月

由国防部五院委托研制的大型热应力试验装置（151 任务）的加热、

测量、加载三个系统都已完成，即移交到七机部 702 所内，由国防科委组织全国
热应力试验设备的专家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认为：三套系统均有较高水平，技术

指标符合要求，可交 702 所试用。702 所对三套样机复制成若干套，及时对我国
第一批导弹的弹头、尾翼及歼－8 飞机的结构，进行了地面试验，取得预期结果。
1992 年，中科院编写军工史，国防科工委提出 151 任务对国防有贡献，故该任
务始末载入中国科学院军工史资料丛书《火箭、导弹有关的科学技术》中。151
任务在当时是填补了国内空白，在现在仍然有用的一项工作。
7 月－8 月

我所在 541 任务下达后，迅速组织力量开展 541 任务研制工作，

列入 65 年研制计划，成为本所研制工作的重中之重。
8 月 9 日－10 日

周恩来总理主持专委第十三次会议，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

院呈报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
8 月 17 日

中国科学院召开了 581 任务会议，我所吕强、杨嘉墀等参加了会

议，会议就中央专委已经正式批准人造卫星研制任务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成立了
领导小组、总体设计组和办公室，并责成地球物理所、力学所、自动化所和电子
所立即筹备成立 581 任务设计部或人造卫星设计院。
9月

中国科学院正式下达 541 任务任务书，要求各承担任务的厂、所加强

总体观念，全局在胸，局部着手，主动配合，保证质量，在 1966 年底以前完成
第一阶段的研制任务，力争 1967 年完成原定 1968 年完成的任务。
9月

中国科学院从力学所、自动化所、地球物理所等单位抽调技术人员和

干部筹建卫星设计院，开始拟定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
9 月 10 日－13 日

在北京力学所召开了 541 任务第二次工作会议，541 任务

领导小组成员、总设计师组成人员及有关单位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对
541 任务的总体目标，战术要求和总体技术方案，研制进度以及分工落实进行了
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
9 月 15 日

中国科学院决定，根据第三次自动化工作会议确定，将自动化所

控制机部分 8 人调往武汉，加强中南数学计算研究所工业控制机的研制力量。
10 月初

所领导考虑到将有不少人员调整至东北工业自动化所和华东自动

化所，并有电工所人员的调入，且所内 151 任务亦基本结束，因此召开所务委员
会对研究室进行调整。增设了 409 室、410 室及技术室，改组 401 室。
409 室

由 151 任务组、407、405 及大批新分配大学毕业生组成， 方向为

651 任务中的姿态控制系统包括卫星自旋稳定姿态控制和三轴稳定姿态控制。负
责人为曾宪波、王新民、叶正明（均为业务负责人）。室成立之后曾对东方红 1

号卫星、 尖兵 1 号卫星的姿态控制系统进行研制。在 1967 年 3 月后，人员即行
改组，按空间技术研究院安排计划进行。
410 室

由 151 任务组，402、405、407 室人员组成，方向为 651 任务中地

面台站控制中心。负责人为陈贻运（业务负责人）。1967 年空间技术研究院接
收后，该室即撤消。
技术室

包括机械设计、仪表和环境试验三个部分，由工厂部分从事机械设

计的人员组成。方向为 651 任务中姿态控制系统的机械设计任务。负责人为朱培
基、曾宪波（业务负责人）。
401 室

由未去东北工业自动化所的同志及 402 室组成。方向为基础理论研

究，包括控制理论及识别理论。负责人为鲍城志、王传善（均为业务负责人）。
10 月 13 日

为了便于 541 工作顺利进行，加强领导，统一指挥，更好地协

调各室工作，我所成立了 541 任务办公室和制导系统总设计师组，总设计师组下
设导引头研制、气动舵机研制、飞行试验和物理模拟设备研制等技术小组。
10 月 20 日

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在北京召开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

星方案论证和工作安排会议（代号六五一会议）。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
院提出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方案及地面系统设计方案，七机部第八设
计院提出了运载工具的方案设想。会议认为，我国空间技术虽然起步晚，但起点
要高。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技术上要做到比美国、苏联第一颗人造星先进，
卫星入轨后要“抓得住、测得准、预报及时”，使全球人民能“看得见，听得见”。
要争取时间，1970 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做到一次成功。我所有 7 人参加了
会议。
11 月

中国自动化学会召开了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了第二届理事会。理

事会成员 45 人。
理事长：钱学森
副理事长：武汝扬

吕强

钟士模

秘书长：屠善澄
常务理事：陆元九等 19 人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第二届理事会 1960 年延至 1980 年，1978 年 11 月
12 日，中国自动化学会太原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理事会，增补陈汉明、蒋新
松等 30 人为二届理事会理事。

11 月 25 日

根据第三次自动化工作会议精神，我所 401 室和 402 室大部分

科技人员调往东北工业自动化所，已调去的有童世璜、曾召统、蒋新松、易允文
等共 46 人。
12 月 15 日

我所由 403 室从事电磁元件等研究工作的十多人，以王元亮、

杨守庚为首的成组建制，调入华东自动化所。
12 月 16 日

院务常务会议决定任命张新铭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副所长，

免去其中国科技大学教务长职务。
12 月 27 日

中科院党组向聂荣臻副总理和国家科委党组请示成立卫星设计

院（代号为六五一设计院）。
12 月

403 室刘英杰、杜寿河、毛绪瑾研制出快作用可逆感应离合器，并进

行了理论分析，建立模型的全过程在当时具有新意，所得结果编入科大教材。
12 月－1966 年 1 月

我所派三名同志参加了“219 任务”化学爆炸模拟试验，

主要验证变阻式加速度测量系统、变阻式地应力系统和压电晶体式加速度测量系
统在地下核爆炸情况下，仪器适应环境条件的能力和性能。
1965 年

由黄玉棠、段振宇等人承担了研制 157 工程配套任务――低速气

浮伺服转台，方案中采用了 403 室范鸣世、杜寿河试制的交流力矩电机，配以空
气轴承。同时使用光栅摩尔条纹光电调制及电细分脉冲电路方案以及数字锁相技
术等。解决了极低速（1 转/天－1 转/10 天）的测量问题，使系统在 1 转/天的转
速时的精度达到 0.2％，1968 年任务完成后交 157 工程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