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程表
时间（新教二楼 627） 主持人/演讲人
2019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主持人：龙以明（南开大学）
8:00-8:10 开幕式
8:10-9:00 傅燕宁（紫金山天文台）
9：00-9:50 夏芳（紫金山天文台）
9:50-10:20 茶歇
10:20-11:10 许璐（吉林大学）
11:10-12:00 黄志平（首都师范大学）
12:00-2:00 午餐
2019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主持人：胡锡俊（山东大学）
2:00-2:50 黎健（南京大学）
2:50-3:40 余国巍（南开大学）
3:40-4:10 茶歇
4:10-5:00 程旭华（河北工业大学）
5:00-5:50 周青龙（浙江大学）
2019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主持人：陈国璋（台湾清华大学）
8:30-9:20 夏志宏（美国西北大学）
9:20-10:10 胡锡俊（山东大学）
10:10-10:40 茶歇
10:40-11:30 徐兴波（淮阴工学院）
11:30 离会



题目和摘要
程旭华，河北工业大学
报告题目 On the stability of symmetric periodic orbits of the elliptic
Sitnikov problem
报告简介：For time-periodic Newtonian equations with symmetries, we
study symmetric periodic solutions which are emanated from nonconstant
periodic solutions of autonomous equations. By using the theory of Hill’s
equations, we deduce a criterion for the linearized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of
periodic solutions which are odd in time. Such a criterion is complementary
to that for periodic solutions which are even in time. Applying these criteria
to the elliptic Sitnikov problem, we prove in an analytical way that the odd
(2p,p)-periodic solutions of the elliptic Sitnikov problem are hyperbolic and
therefore are Lyapunov unstable when the eccentricity is small, while the
corresponding even (2p,p)periodic solutions are elliptic and linearized stable.
These are the first analytical results on the stability of nonconstant periodic
orbits of the elliptic Sitnikov problem.

傅燕宁，紫金山天文台
On applying Marchal's test of escape to real triple stars

胡锡俊，山东大学，
报告题目：N-体问题中椭圆共形轨道的稳定性问题。
报告摘要：我们将简单介绍一下判断椭圆共形轨道的几种方法，详细
介绍一下接近碰撞时的爆破方法。

黄志平，首都师范大学
报告题目：星环的稳定性
报告摘要：土星环的稳定性是N体问题的特殊情形，麦克斯韦将其
理想化为若干个等质量的小天体围绕一个大质量的中心天体的中心
构型稳定性问题。本文给出牛顿势的Hessian 矩阵一种新的形式，以
此为基础，观察到在单层环与多层环的情况下，决定稳定性的系数矩
阵会有规律地出现循环矩阵，并可以通过相似变换得到对角分块矩阵，
大大简化了特征多项式的计算。最后计算机模拟给出没有中心天体的



情况下，1000 个等质量的天体的谱点图。

黎健，南京大学
报告题目：天体力学中的若干稳定性问题
报告摘要：稳定性是天体力学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向。从理论方
面，我们将介绍若干种不同的稳定性，如：三体问题中的Hill 稳定性，
与共振相关的区域稳定性，退化 Hamilton 系统中的强稳定性，四体
系统中的弱稳定性，以及在非引力效应的影响。对应地，我们将给出
这些稳定性理论在物理、天文、深空探测等不同领域的实际应用。

夏芳，紫金山天文台
报告题目：实际三星系统的稳定性研究

夏志宏，美国西北大学
TBA

许璐，吉林大学
报告题目： 多尺度哈密顿系统的KAM定理及应用
报告摘要：本次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多尺度哈密顿的稳定性。报告共分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经典KAM理论，及关于共振环面保
持性的 KAM-型定理。其中涉及了丢番图环面、共振环面的定义、
Russmann 非退化条件、共振非退化条件等。定理证明了在相应非退
化条件下的环面保持性结果。
第二部分，我们介绍了天体力学及电子运动场中的多尺度哈密顿系统。
多尺度哈密顿系统是一种具有高阶退化性的动力学模型，天体力学中
的很多鱼洞方程都可以简化成多尺度哈密顿系统，通过引入相应非退
化条件，我们可以证明多尺度系统的满维环面、低维环面的保持行。
因此，在第三步分钟，我们相信给出了共振相容性定义、多尺度系统
的非退化条件，并证明了相应的环面保持性定理。应用这一理论，我
们可以判断系统存在满维环面的条件，从而确定相应的参数范围。

徐兴波，淮阴工学院



报告题目：庞加莱元与摄动函数展开——翻译 J.Laskar1988 年的群组
讨论稿
报告摘要：自从牛顿力学到哈密顿力学，从牛顿二体问题到庞加莱三
体问题，从牛顿预报哈雷彗星回归，勒维耶估计出海王星轨道，到现
在利用计算机预报行星几千年轨道， 天体力学这门学科引入了大量
的数学分析方法和计算方法。
本报告着重讲述所译J. Laskar关于庞加莱元与摄动函数展开相关内容，
这些内容是从事自然天体轨道力学研究的基础。该报告涉及庞加莱
《天体力学新方法》第一章内容，同时也回顾一下 Tisserand 的专著
中一些相关内容。最后，也简单介绍一下计算机代数系统泊松级数处
理器。

余国巍，南开大学

报告题目：Variational construction of heteroclinic orbits in the planar
N-center problem

报告摘要: It is well-known that the N-center problem is chaotic when N
≥ 3. By regularizing collisions, one can associate the dynamics with a
symbolic dynamical system which yields infinitely many periodic and chaotic
orbits, possibly with collisions. it is a challenging task to construct chaotic
orbits without any collision. In this talk we consider the planar N-center
problem with collinear centers and N ≥ 3, and show that, for any fixed
nonnegative energy and certain types of periodic free-time minimizers, there
are infinitely many collision-free heteroclinic orbits connecting them. Our
approach is based on minimization of a normalized action functional over
paths within certain topological classes, and the exclusion of collision is
based on some recent advances on local deformation methods. This is a
joint work with Kuo-Chang Chen.

周青龙，浙江大学



报告题目： Convexity and linear stability of elliptic relative equilibria of
four-body problem with two small masses

报告摘要：We will consider the elliptic relative equilibria of four-body
problem with two small masses. The most interesting case is when the two
small masses tends to the same Lagrangian point L4 (or L5). In 1991, Z. Xia
showed that there exist four central configurations: two of them are
non-convex, and the other two are convex. In the limiting case, we prove
that the elliptic relative equilibria raised from the non-convex central
configurations are always linearly unstable; while for the elliptic relative
equilibria raised from the convex central configurations, the conditions of
linear stable with respect to the parameters are giv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