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
2月

中国科学院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由我所单独负

责的项目——高精度测量雷达 （ 7750 工程 ）， 项目内容为用于空军地对空
武器试验、打靶测量。由我所和东北工业自动化所负责项目——控制机的研制和
应用，项目主要内容为在北京有机化工厂聚合工段实现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自动
化；实现计算机控制的全厂综合自动化。此外，还有我所参加的项目——半导体
器件新工艺、自动生产线。
1971 年

我所派出黄玉棠协助北京照相机厂研制隧道摄影中的摄影机随动

系统，在青岛至烟台路段的铁路上进行了试验，正常工作范围为 0～90 公里/小
时，完成后交铁道部使用。
我所 1971 年承担的科研课题有：
（1）北京维尼纶厂纺丝工段生产过程控制机
（2）696 任务——大规模集成电路布线控制计算机
（3）榴弹炮指挥仪
（4）精密测量雷达（单脉冲多普勒测量雷达）
（5）696 任务——固体电路中测台Ⅱ
（6）陀螺仪低速伺服转台
（7）首钢钢锭车可控硅激磁
（8）首钢 850 轧钢机压下螺丝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的研制及调整
（9）首钢炼铁厂三高炉计算机控制自动称量车程序控制系统
（10）装卸车准确停车（数字控制线路）
（11）高炉风口温度自动检测
（12）焦炉炉腔温度的自动控制
（13）696——Ⅱ固体电路生产线外炉温度的自动检测
（14）摄影场灯光配光
（15）文字识别机方案试验装置
（16）照相排版机校对装置
（17）一步纺研机

1971 年科技成果
（1）高精度自动光电高温计，由二连一 班肖功弼、张家林、吴彰植等人完
成。
（2）集成电路中间测试装置，由 774 任务组卢国纲、李绍华等十三人
完成。
（3）低噪声超低频放大器，由三连二班丁丙完成。
（4）电影摄影机数字控制装置，由 二连二、三班字幕机小组黄玉棠、
林庆伦
等完成。获 1978 年文化部科学成果奖。

1972 年
3 月 10 日 经调查研究和全所同志反复讨论，初步确定了我所研究方向和
任务，并调整了体制，把原按任务编的四个连队建制改为按学科和工作性质组成
的研究室建制，组建为五个研究室和一个工厂。它们是：
一室：控制系统研究室；
二室：文字识别及自动排版研究室；
三室：随动系统及自动化元件研究室；
四室：控制计算机研究室；
五室：综合技术研究室；
工厂：有机械加工车间、电气加工车间、集成电路车间。
至 1972 年 3 月 10 日，全所共有 400 人，其中科技人员 245 人，行政人员
49 人，工人 106 人。根据 1970 年中国科学院研究拟定的院内各所编制，自动化
所编制定为 700 人，尚缺 300 人，拟在两年内筹建完毕。
5 月 15 日

中国科学院以（72）科字第 137 号文下发了《关于电工所等

六个单位党的主要负责干部配备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经院党的核心组二月五日、六日两次会议研究决
定，将电工研究所等六个单位党的主要负责干部的配备通知如下：
……

吕强同志为自动化研究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李昌新、江虹同志为副组长。
……，如条件成熟可以成立党委的，即成立党委，在党委未成立前，党的
领导小组行使党委职权。
6 月 12 日

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以（72）科字第 247 号及京

革发（72）135 号文联合发文“关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 7 个单位实行双重
领导的通告”，根据周总理的历次重要指示，中国科学院京区部分研究所（厂）
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将力学所、电工所、自动化所（筹）、化冶所、动物所、
植物所、科学仪器厂等七个单位，实行以北京市和中国科学院的双重领导。
自一九七二年一月起实行双重领导后：
一．党政领导、业务工作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工作，一律由北京市统一领导。
二．业务方向，由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市共同协商确定。凡属国防和国民经济有
关的重要项目以及基本理论方面的科研任务，由中国科学院同北京市协商
后下达。各研究所都应强调联系实际，积极承担北京市工农业生产所迫切
需要的科研任务。
三．所需编制定员、经费、器材、基本建设等，由北京市科技局汇总，中
国科学院负责归口。
9 月 20 日

中国科学院文件（72）科字第 430 号决定，将化冶所的半导

体研究课题，在目前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研究室，着重进行半导体的基础研
究工作，划归自动化所领导。并于 1972 年 12 月底由化冶所转交自动化所，后组
建成自动化所的第六研究室――半导体研究室。
1972 年

在我所实行了中科院及北京市双重领导的体制后，北京市科技

局向我所派出了 7 人组成的工宣队（均由 774 厂抽调的人员组成）。刘队长参加
所领导班子工作，其他队员则下到各研究室参与领导工作。因多方原因，工宣队
到所工作一年多即奉命撤离。
1972 年

胡启恒、戴汝为、林鹏、宁汉悦、吴峰风、潘尚总等人选择

了能应用于信函分拣的手写数字识别的研究，先后完成了阀值自动调正、噪声的
最佳滤波、细化预处理、链码识别算法等研究，并完成了实验样机的研究。在样
机中采用了微码控制、链码的微码存储等新技术，链码的编制采集了全国各地数
千人的手写字库。于 1974 年成功地研制成手写数字识别系统。

1972 年科研课题：
（1）

电子束布线控制计算机

（2）

首钢炼铁厂地沟称量车逻辑柜

（3）

从控制论研究针麻原理及针麻仪器的研制

（4）

钢锭车可控硅励磁调速系统

（5）

风扇电机

（6）

单晶炉用速度控制系统及单晶直径控制系统

（7）

单晶炉液面 温度的测量和控制

（8）

磁芯自动测试台

（9）

021 小型控制机

1972 年科技成果
（1）单晶炉硅液面温度的自动测量和控制系统，由 三室六组肖功弼、张家林、
陶学中、吴彰植等人完成。
（2）直接驱动低速宽调速系统，由三室五组黄玉棠、王之堂等人完成。

1973 年
7 月 11 日

中国科学院文件“关于双重领导单位制发印章问题的通知”，双

重领导单位的名称，冠以中国科学院和所在省市地区字样，我所即为“中国科学
院北京自动化研究所”。
1973 年中国科学院（73）科发业字 230 号文件“请安排地球资源卫星有关工
作”中，提出关于地球资源卫星的科研工作安排问题，在 9 月 15 日院办公会议
进行了讨论，作为第一步安排，开展下列工作：
（一）组织技术组，在自动化所办公，请自动化所组织专门班子，对地球资
源卫星的整个工作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规划草案和分工协作方案。
（二）（略）。
（三）地面物体光谱特性的试验研究和图象处理判读技术的研究，分别请地
理所和自动化所提出工作方案，进一步组织落实。

我所对院下达的资源卫星和地面接收站调研任务，在 10 月份组织起 10 人左
右的调研小组，进行了深入认真的调研。
1973 年

本所列入北京市 1973 年重大新产品试验计划的项目有：经济管理

计算机，电子束布线机。
列入北京市 1973 年科学技术中间试验计划的是：外文自动排版装置，76 毫
米无缝钢管车间自动控制。
列入北京市 1973 年重要科学研究项目计划的是：大型光学望远镜的自动控
制系统，摄影棚机械化自动化，水泥生产自动化，500 毫米薄板轧机自动化。
由我所承担的列入中国科学院 1973 年重点科学研究项目计划的有：经济管
理计算机，外文自动排版装置，协助项目有：大型天文观测设备的研制及天体物
理的研究。
1973 年科技成果
1．高精度单晶炉温控调速装置，调速系统由黄玉棠、王之堂等人，温控系统
由肖功弼、张家林等完成。根据当时（72）外经会 152 号文的精神，作为
援助罗马尼亚的外援项目，由我所和北京机械学院工厂共同承担研制任务。
该装置于 1973 年 4 月在陕西机械学院通过部级鉴定，并作为产品定型生产。
曾获 1978 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主要技术指标：
温度测量和控制和静态精度±0.2℃，动态精度
±0.5℃～1℃；
速度控制采用力矩电机宽调速系统，在每小时一
转时速度精度为
1%。
2．电影摄影灯光配光自动化装置，该课题于 1970 年开始研制，由邱永华、杨
宜林、王太跃完成。
该任务主要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进行，对摄影棚全棚的聚光灯、天
片灯、幻灯等灯具共约一千多个动作用编码选址方法进行遥控调整。主要
协作单位除八一电影制片厂外，还有机械工业部北京自动化所、机械科学
院等单位。

1974 年
3 月 13 日

北京市科技局通知，“中国科学院北京自动化研究所”

新印章于 1974 年 3 月 15 日起启用，原旧章停用。
1974 年

60 公分望远镜恒动速度控制装置经过现场试验性能良好，已使我

国 1958 年自制的一台大型望远镜正式投入使用。
1974 年科技成果
（1）电子束布线控制计算机，课题起止时间为 1972 年－1974 年 4 月，由
吴培中、张亚臣、温宝栋、吴显礼等完成。该任务是 1971 年北京市委为攻克制
造集成电路的难关下达的。用于控制电子束曝光和布线并以此来制作中大规模集
成电路的掩膜板。
该机采用当时紧缺的 TTL 中速小规模集成电路组装，内存储器采用宽温
磁芯。
主要技术指标：字长：26bit，指令 22 条（硬件乘除），内存：8KB，地
址：单地址、定点机，存取时间：5μs，D/A：13bit，精度±1/2LSB。
该机工作可靠，整机考核连续无故障运行 276 小时，远远超出当时的一般水平
（连续运行 50 小时），1974 年与电子束机联调后成为可供实用的系统，并制出
128bitMOS 存储器的掩模板，提高工效十倍，并提高了制版质量，降低了废品率。
（2）电影摄影机数字控制装置，课题起止时间为 1971 年－1974 年，由黄
玉棠、林庆伦等人完成。该任务获 1978 年文化部科学成果奖。
该机采用可控硅等对电影摄影机实行定格、逐格控制，可用于电影字幕、
特技、动画摄影等。使用该装置可提高拍片速度约 5 倍。该装置先用于八一电影
制片厂、中影公司字幕工厂，随后，北影、新影、长影曾来所参观样机并索取图
纸资料以进行复制。
（3）DJS－C4集成电路通用数据处理计算机，课题起止时间：1973 年 4 月－
1974 年 10 月，由黄泰翼、边金城、宗治堂、梁蕙荃、史世兴等完成。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并获 1978 年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该机是我国首次用于经济管理的通用数据处理机，采用集成电路和厚膜电
路组成，指令系统兼顾了科学计算、实时处理和数据处理等多种功能。该机于

1975 年投入运行后，性能良好，稳定可靠，由江苏无线电厂进行批生产，在交
通、铁路、钢铁、机械工业、银行等部门可作经济管理用。
（4）50 千瓦冷弯型钢机组可控硅调速系统，由叶正明、任凤伍、王晓
明等人完成。
（5）商用电子计价秤 ，由药朝均、尤宗姜、汪競里、来和平等人完成。
（6）60 公分光学天文望远镜赤经运动控制系统，由三室五组黄玉棠、
张雯、王之堂、杨宜林、陈方丞等人完成。
（7）晶体管 hfe 测试仪，由韩立丽、隗秀英等人完成。
（8）小型晶体管数字计算机，由陈思英、黄新琛、陶学禹、史世兴、
顾学真、陈道文等人完成。

1975 年
5 月 27 日

召开了本所核心领导小组会议，吕强、康子文、江虹、颜惠民、

张德华、郭玉东、朱恭伟出席会议，对十年科研发展规划进行了充分讨论，通过
了我所科学研究十年发展规划草案，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根
据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主要是开展过程控制系统和信息处理系统两方面的技术
和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做好自动化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工作，十年规划的主要项目
是：
（1）生产过程自动化及企业管理自动化
（2）发展文字符号识别及图象信息处理技术
（3）卫星控制系统
（4）配合工农业生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任务，解决自动化科学技
术中的实际问题，积极提供关键设备，迅速推广研制成果。
（5）逐步开展有关自动控制和信息处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
1975 年科技成果
（1）

商用电子计价秤（半钱），由徐元培完成。

（2）

指令译码器，由六室刘廷璧、刘长发等人完成。

（3）

200kw 冷弯型钢轧机可控硅供电装置，由任凤伍、曲维组等人完成。

（4）

16×8MOS 静态存储器，由李清泉、刘肯堂等人完成。

（5）

激光定位六头精缩机，由刘长发、吴贵儒等完成。该装置用于激光定位，

六头同步拍照程序控制，可制作大规模集成电路版图。
主要技术指标：
定位精度：0.25μm
面

积：50mm×50mm

该装置共研制生产三台，经多年使用性能良好，具有当时国内先进水平。
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合作成果奖。主要协作单位：上海元件五厂、上
海复旦大学。
（6）集成电路中测台（Ⅱ型），课题起止时间为 1971－1975 年，由卢国纲、
陆跃奎、王采斐、边信历、李少华等完成。该设备全部采用无触点的快速测台，
可测量 30 个直流参数，多探针（14 根）工作台速度 8mm/s，定位精度±5μm，
采样频率 1000 次/秒，测试精度 1%，具有国内一定的先进水平。
1978 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