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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实戈，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数学与系统工程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金融研究院院长。长

期致力于随机控制、金融数学和概率统计方面的研究。和法国数

学家 Pardoux 教授一起开创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新方向，被用

于研究金融产品定价等。

当自己的名字作为“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得主出现在 2020未来科学大奖新闻发布会现场

的大屏幕上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教授

彭实戈第一时间跟爱人分享了这一好消息。

获奖一周后，彭实戈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坦言，自己比爱人更高兴，原因在于“被理

解”。他说：“我们做的是数学，应该说非常抽象，

但实际上它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的。能够获

得这样的理解是我最高兴的事。”

在 抽 象 的 数 学 世 界 里 ，彭 实 戈 在 倒 向 随

机 微 分 方 程 、非 线 性 Feynman-Kac 公 式 和 非

线性数学期望领域中作出了奠基性和开创性

贡献，被誉为“中国金融数学第一人”。

是什么在引领着科学家坚持下来并有所成

就？彭实戈的答案是好奇心和多提问。“我现在

还是有好多好奇心，总是每天早晨起来都会有新

想法。你提问题我回答，我提问题你回答，这都

很重要。”

非线性数学期望，这是彭实戈开创的领域。

“听起来就挺吓人的。”他笑言，何为非线性数学

期望？直白一点，就是根据现在的数据来预测未

来的数据。

未来数据是非常难以预测的。彭实戈说，这

里边需要一个新的期望理论。以前这个期望理

论一直是线性的，线性的期望理论实际上就是概

率论。

在概率论和统计学中，数学期望是试验中每

次可能结果的概率乘以其结果的总和，是最基本

的数学特征之一。这里的期望值不太等同于常

识中的“期望”——“期望值”也许与每一个结果

都不相等，它反映随机变量平均取值的大小。

在国家的经济、金融领域中，做决策前需要

对未来进行预测，这时候线性数学期望行不通。

彭实戈形象地说：“这不像是我给你 2、4、8，下一

个你马上就猜出来是 16。也不像是掷硬币，下

一次是正面还是反面，大家都说是 1/2 的概率。

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人们都

看到它们不是这样的线性预期。”

为此，彭实戈开创了非线性数学期望领域。

他说：“金融风险的不可预测性是最大的，所以我

们就和国家的金融风险管理部门一起合作计算，

明显看到其期望的非线性，或者说概率模型的不

确定性，用线性去处理它就要出问题。”

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非线性”是对的。运用

之妙，存乎一心。经过了很多数学理论的分析和现

实数据的验证之后，其表现出更有力、更稳健的一

面。

结果很美，过程不易。

“科学研究是未知的，不确定性非常之大，你

觉得将来它会在下面找到突破口，可能忽然之间

才会发现你的预测都错了，突破口其实是在上

面，或者在极远的地方。”这是彭实戈的体验。从

线性到非线性，寻常的“因果论”失效，更多“山穷

水尽疑无路”的情况出现了。

彭实戈说：“你一定要在探索中察觉到新征

兆，它可能就来那么一次，而你须要抓住它，抓不

住就消失了。有没有抓不住的时候？我也不知

道，反正有几次我是真的抓住了。”

根据现在的数据预测未来

很多人对彭实戈的印象，大概是从“ICM 大

会报告中国大陆第一人”开始的。

在 2010 年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ICM）

上，彭实戈做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非线性

数学期望及其应用》大会报告。ICM 大会报

告历来被国际数学界视为很高的荣誉，彭实戈

是迄今为止获得此殊荣的唯一的全职在大陆

工作的中国数学家。

以前，我国金融学一度属于文科，远落后于

世界水平。但彭实戈的建树使中国成为这一领

域的后起之秀，并跻身国际金融数学界前列。

多年来，彭实戈带领他的学生们，在经济、金融

数学、控制等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针对许

多社会经济领域迫在眉睫的问题，取得了一系

列原创性成果。

瞄准“非线性”，但研究过程不能“非线性”，

因为难题躲不开。彭实戈的科研生涯中，偶然蹦

发的灵感，总能照亮他的前路。问题在于，这种

“偶然”是真的偶然吗？

彭实戈讲了一个故事。若干年前，很冷的一

天，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在脑海里，他一个激灵爬

起来写验证，以确认这个想法行得通。

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我发现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存在唯一

性，但这个方程还是非常抽象，它干什么用呢？又

有一个机会，我又忽然发现，物理学家费曼的

Feynman-Kac公式实际上是线性形式，而通过倒

向方程我们就可以获得 Feynman-Kac公式，我相

信这个肯定在物理中有应用。我在法国的时候就

给El Karoui教授讲，讲完以后，她非常激动，说可

以用到金融中。我对法语中‘金融’这个词要反应

半天，因此开始并不是太在意。后来发现我们研

究的数学结果竟可以与金融风险对冲对应起来，

一切好像事先安排好了一样，很神奇。”

当“神奇”积累多了，成功也就水到渠成。而

“神奇”只会犒赏有准备的人。

彭实戈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爬山。他的爬山

与众不同。不走大路，专走小路；不走已有的路，

专走没有路的路。爬山之妙，与数学大家的科海

畅游包含了太多内在一致性。

不走已有的路，专走没有路的路

梦想成真的一刻总是激动人心的。两年前，

山东大学数学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完成

了彭实戈的一个梦想：打造数学研究高端平台，

推动数学与交叉学科深度发展应用。

梦想源于现实。纯粹数学的发展正呈现出

各分支学科之间相互交叉与融合渗透的趋势，而

不同方向的科学家们思想与灵感的碰撞，正催生

重大的研究突破。不过，数学是抽象的，数学家

是孤独的，让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说到一起去并不

简单。

“科学有点像瞎子摸象，你摸到的地方不

一样，你的体会就不一样，你当然会觉得我现

在摸到的是谁都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人家也能

摸到你不知道的东西，所以需要交流。”以咖

啡为媒，彭实戈不断创造着互动的氛围，在感

情的交流中，慢慢地走近彼此，最终实现了相

互成就。

少年时代的彭实戈爱读书，爱追问，爱思考，

然而他上中学时数学成绩并不好。彭实戈不习

惯为考试而学习，他更大的兴趣在于探索一个一

个为什么，满足自己的求知欲。高中时的彭实

戈，阅读广泛，爱科幻小说，爱科普读物，爱天文

地理，爱文学作品，课上课下，如饥似渴，但数学

却最终成了那个“不一样的星空”，他陶醉其中乐

而忘返。

彭实戈说：“对数学的眷恋是一种对美的追

求。”

但追求的过程有苦也有乐，有磨炼也有考

验。他上大学时被划到了物理系，毕业后又做了

广播站的技术员，后来成了山东无线电厂的供销

员。兜兜转转中，他一篇反复修改的论文《双曲

复变函数》，被山东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张学铭

教授发现。张学铭慧眼识珠，立即向学校提出调

彭实戈来山东大学工作的申请。

一切岔路都是考验，现实做了最好的安排。

在抽象的数学海洋里遨游，他说，向别人提

问题，向自己提问题，不要太把自己限制在一个

很窄的领域，有时候稍微开一开，可能这个事情

就有新的发现，就是要 Open mind（开放式思

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对数学的眷恋是一种对美的追求”

彭实戈彭实戈：：
用数学计算用数学计算““对冲对冲””金融风险金融风险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车慧卿

正如在很多领域，提升效率是降低成本的

有效手段一样，对于太阳电池而言，提高光电转

换效率可有效降低单位面积光伏发电成本。然

而，纵然再提高效率，单结电池也难以突破 29%

（硅太阳电池）的理论效率极限。

“叠层电池就像是搭积木一样，你搭一层，

再往上搭一层。由于不同半导体吸收不同波长

的光，能突破单结电池的理论效率极限，具有高

达 46%以上的理论效率。”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

所超导与能源新材料研究部副研究员李辉接受

采访时说。

近日，她和英国萨里大学 Wei Zhang 合

作，在国际顶级期刊、影响因子 52.758 的《化学

评论》（Chemical Reviews）上发表了封面文章，

全面论述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的研究进展。

“工作和生活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科研就像

搭积木，有惊喜也有压力。”这位荣获过中国科

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

一等奖、英国皇家学会高级牛顿研究学者的 80

后说。

一次“失败”的实验，让
她有了意外的收获

李辉说，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具有转化效

率高、制备成本低、带隙可调、结构和缺陷容忍

度高等优点，能与硅电池结合，也能与铜铟镓硒

电池结合，在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可进一步提

升电池的实际光电转化效率。

“叠层电池一层一层往上搭的时候，必须考

虑下面的承受能力，比如承受的最高温度。”李

辉介绍，虽然目前市面上已有一些叠层电池，比

如砷化镓多结太阳电池，但是由于其制备要求

严格，成本高，限制了实际应用。

早在 2017 年，李辉就萌生了做叠层电池的

想法。2019 年，在公派英国萨里大学做访问学

者期间，她主要做叠层电池的研究。“主要是优

化子电池和复合层的性能，获得高的效率，尝试

制备出无复合层的叠层太阳电池，降低材料的

制备成本。”她说。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说铜铟镓硒电

池通常采用高温共蒸发方法制备，获得的多晶

薄膜表面粗糙度大，就像一个个山顶与山谷，如

果使用溶液法制备钙钛矿电池，钙钛矿就容易

在山谷聚集，不能形成连续的薄膜，不能获得高

效的叠层电池。”李辉说。

为克服这些困难，她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为

降低粗糙度，在底电池上获得均匀、连续覆盖的

钙钛矿太阳电池，就得降低制备温度。但温度降

低后，铜铟镓硒电池的转换效率也会相应地降

低，这就需要在降低电池制备温度的同时，不影

响电池的转化效率，这是一个难点。”她说。

一次“失败”的实验，让她有了意外的收

获。“在一次实验过程中，由于设备的实际温度

没有达到设定值，制备出的电池表面粗糙度明

显降低，同时，由于掺杂了其它金属元素，电池

的转化效率并没有降低。”她说，这次实验也让

她找到了制备温度和转化效率的完美结合点。

通过和牛津大学、萨里大学合作，借助理论

研究，李辉他们得知铜铟镓硒/钙钛矿叠层电池

的最高实际效率可达 30.9%。

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虽然李辉硕士、博士、博士后分别就读于不

同的高校和科研单位，但是她被传授的研究思

路是一样的，就是找准研究方向，做出研究成

果，并推动实验成果转移转化，真正服务于国民

经济主战场。

李辉介绍，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从实验室

到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比如要解决稳定

性和环保的问题。她将继续与大学合作，进一

步提升铜铟镓硒/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的转化

效率和稳定性。

除了研究叠层电池，她还将继续开展可应

用于建筑光伏一体化场景的彩色光伏薄膜的

研究。

“把光伏应用到建筑上，通过调控彩色光伏

薄膜的颜色，达到与周围建筑的完美结合。假

如说建筑是蓝色，我们就把膜做成蓝色，前期跟

企业合作开发了一些低成本颜色膜，并已得到

初步应用。”她说。

此外，她还将继续与企业合作探索适用于

成果转移转化的产、学、研、用一体化路线，并参

与光伏行业标准建立工作。

提高效率，巧妙平衡科
研与家庭
“我很喜欢做研究，总能发现一些新现象，

这是很欣喜的。不过搞研究，低谷时期肯定是

有的，也就是短暂的几天，找个途径比如听听音

乐、跑跑步发泄一下就过去了。”在问及如何平

衡科研和家庭时，李辉笑了笑，“我的孩子现在

读小学，还要兼顾孩子，所以白天得提高实验效

率，晚上辅导完孩子后，我就可以看看文献，写

点东西。”

虽然家庭会牵扯一部分精力，但李辉认为，

女性搞科研也有优势。“像我们这些搞研究的，

设计好了一个实验，一般会有期望的结果，但在

实验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

情况。如果能捕捉到这些数据，可能就能获得

比预期更好的结果，就像居里夫人偶然间发现

镭一样。往往女性更细心，更能捕捉和发现一

些细节。”她说。

李辉：像搭积木一样组装太阳能电池
本报记者 姜 靖

9 月 22 日，我国稀有金属冶金及材

料专家、稀有金属工业创始人之一李东

英离世。

他一生与有色金属为伴，曾主持研

究成功 30 余种稀有金属的生产方法，

保证了“两弹一星”等军工和大规模集

成电路等尖端技术所急需的新材料，主

编大型丛书《有色金属进展》40 卷，为

我国稀有金属行业的研究和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对于自己奉献毕生精力的事业，他

曾这样说道：“国家的需要、组织的需要，

就是最大的兴趣。”

为国炼“金”

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李东英获得了

辅仁大学理学学士学位。从旧时代走向

新中国，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都站到了

历史的十字路口。

1949年，东北解放。

正值各有色金属选矿厂恢复生产之

际，李东英被选派研究黄药。黄药是目

前应用最广的硫化矿捕收剂，1815 年由

蔡斯首先进行合成研究，因其外观呈黄

色，故而称之为黄药。1949 年 7 月 1 日，

李东英从抚顺到沈阳有色局。当时各矿

黄药已经用完。路过会议室的李东英被

喊进去讨论。在做出了技术路线有问题

的判断后，李东英仅用两周时间就研究

出第一批液体黄药，而当时日本人研究

了几个月都未成功。为解决黄药的运输

和储存问题，他还研制了可以生产固体

黄药的工艺设备。

这是李东英第一次把国家需要与

个人选择结合在一起，这一结合就是一

辈子。

开“金”拓“土”

随着科技发展，有色金属的应用日

益广泛。其中的稀有金属是指那些自然界中储量、分布稀少，并且人类应

用较少的金属，常用于制造特种金属材料，是飞机、火箭、原子能等工业领

域的关键性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只能生产 8种有色金属，与 17世纪末期被人类

明确认识和应用的有色金属总数相当。有色金属生产的大面积空白严重

制约着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进程。1951年至 1953年，他被国家派送

苏联乌拉尔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选矿研究设计院进修选矿，学习稀

有金属冶金。学成归国后，他一举攻克 22 种有色金属的冶炼，“两弹一

星”工程中终于用上了自己的有色金属。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以研究稀

有金属主流程为主、系统开发我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技术路线。

20世纪 70年代，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开展的杂交水稻研究正在突飞猛

进。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李东英此时也正完成了人生中一次重要“跨界”。

稀土有“工业黄金”之称，小到心脏支架、节能家电，大到“两弹一

星”、磁浮列车都可以找到稀土的身影，然而把稀土应用于农业，可谓前

无古人。

1972 年，燕郊干校的麦田和棉田里，一组对比实验正悄然展开。实

验主持者就是李东英。通过把稀土元素添加到农作物土壤中，作物不但

显著增产、优质和抗逆效果明显，而且稀土元素并未进入果实。

李东英的个人兴趣又一次与国家需要结合，他连续担任国家计委稀

土专家组首席专家，在全国大面积示范和推广稀土农用。20世纪 90年代

初，稀土农用范围已经遍及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平均年推广面积达

到 5000万亩，增产粮棉 100万吨，年增加经济效益 6亿元以上，并向林业、

牧业、养殖业发展扩大，累计获经济效益近百亿元。

李东英不止一次转换专业，每一次转身他都毫不犹豫。他退休时正

是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国家发展，他再一次担任包

头、攀枝花、金川三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带头人，这一干又是 20多年。“一

般我们应当 60岁旧退休了，但是我正是 60岁工作的开始。抓三大资源综

合利用，我不客气说，我工作没停止过。”在生前影像中，李东英中气十足。

点才成“金”

李东英把自己从 50—90年代的科研笔记全部捐献给了科研部门，当

2014 年这些笔记出现在首届“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

展”上的时候格外引人注目。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他

把人才要新作为其五新思维最首要的因素。身为行业开拓者，他要求年

轻人实事求是，努力增加自己的本领，为新中国有色金属事业培养了整整

三代人。

“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应当是有所作为才对的。不能光是饱食

终日，只要国家的需要、组织的需要，就是你自己最大的需要，完成这

事就等于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这是最大的高兴的事。任何时候我

看都需要这样子。”2014 年，94 岁的李东英面对央视采访时，说出了他

一生的写照。

国
家
的
需
要
就
是
他
最
大
的
兴
趣

—
—
追
忆
稀
有
金
属
冶
金
及
材
料
专
家
李
东
英
院
士

实
习
记
者

王

烁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他在他在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倒向随机微分方程、、非线性非线性 Feynman-KacFeynman-Kac

公式和非线性数学期望领域中作出了奠基性和开创公式和非线性数学期望领域中作出了奠基性和开创

性贡献性贡献，，被誉为被誉为““中国金融数学第一人中国金融数学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