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多复变若干问题研究 

提名者：中国科学院 

 

提名意见： 

多复变是现代数学最深刻、最困难的理论之一。该项目由周向宇带领其学生

关启安等，立足国内，在多复变最前沿领域长期探索、积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思想与方法，通过深入合作，解决了该领域中由美国、法国、瑞典科学院院士、

国际数学家大会一小时或四十五分钟报告人等提出或研究过的基本、困难问题，

解决了最优 L2 延拓问题及 Suita 猜想，作为推论解决了多个公开问题；证明了

Demailly 关于乘子理想层的强开性猜想，作为推论解决了 Demaily-Ein-Lazarsfeld

猜想、Boucksom-Farve-Jonsson 猜想多个重要猜想；证明了 Demailly-Kollár 猜想

及 Jonsson-Mustata 猜想等，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开辟了该领域新方向。 

这些工作发表在包括国际顶尖数学杂志 Ann. Math. （两篇）、Invent. Math.

等上，引起了国际上该领域主要领袖人物和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被公开评价为

“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多复变与代数几何交叉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基于本项目的工作，国际上许多著名数学家开展后续重要研究。 

    周向宇曾因该项目部分工作获 2016 年陈嘉庚科学奖，2018 年当选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所属多复变研究领域被 Bourbaki 学派认为“是所有数学学科当中最深

刻、最困难的理论之一”。 L2 延拓、多次调和函数奇性与乘子理想层等超越问题

与技术在多复变与复代数几何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最优 L2延拓问题与Demailly

关于乘子理想层的强开性猜想等是该领域的核心问题。该项目由周向宇带领其学

生关启安等，立足国内，在多复变最前沿领域长期探索、积累，提出了自己的问

题、思想与方法，通过深入合作，解决了该领域中若干由美国、法国、瑞典、挪

威科学院院士、突破奖获得者、国际数学家大会一小时或四十五分钟报告人（如

萧荫堂、Demailly、Kollár、Berndtsson、Fornaess、Hacon、Boucksom、Ein、Lazarsfeld、

Mustata、Ohsawa、Paun）等提出或研究过的基本、困难问题，推动了该领域的发

展，开辟了该领域新方向。  

一、提出并解决了最优 L2 延拓问题，论文 2015 年发表在 Ann. of Math.。

作为应用，解决了一系列包括“长期悬而未决的”、“著名的”Suita 猜想以及 Ohsawa

等提出的多个重要问题；基于长期、系统的探索与积累，建立了与以往 Ohsawa-

Takegoshi、Ohsawa、Siu、Demailly、Berndtsson 等处理 L2 延拓问题的方法不同

的待定函数法，首次引入 ODE 技巧并把最优估计问题转化成常微分方程组的求



解问题，最终建立最优 L2 延拓定理；发现了该定理蕴含 Berndtsson 关于纤维依

赖的 Bergman 核函数的对数多次调和性的著名定理，被 Ohsawa 在其专著中以

“Guan-Zhou method”为一节的题目专门介绍；  

     二、乘子理想层的强开性是多次调和函数奇性的重要特征。以出人意料的

方法解决了 Demailly 关于乘子理想层的强开性猜想, 论文 2015 年发表在 Ann. of 

Math.。该猜想被认为“是相当不可及的”，也被萧荫堂在研究代数几何重大问题中

提出过。许多著名数学家在假设该猜想成立下得到一些重要结论。作为推论，解

决了包括 Demaily-Ein-Lazarsfeld 猜想、Boucksom-Farve-Jonsson 猜想等一系列重

要猜想，建立了涵盖著名的 Kodaira 消没定理、Kawamata-Viehweg 消没定理、

Nadel 消没定理的一般消没定理；  

三、基于工作一、二，解决了关于多次调和函数奇点集测度估计的 Demailly-

Kollár 猜想（比开性猜想更精细）及 Jonsson-Mustata 猜想（比强开性猜想更精

细），论文 2015 年发表在 Invent. Math.；发现了具 Lelong 数为 1 的乘子理想

层的刻画；结合 L2 方法，建立了关于多次调和函数的比 Kiselman-Berndtsson 更

广的极小原理。  

相关论文发表于 Ann. Math. （两篇）、Invent. Math.、Sci. China Math.、

Liouville’s J.、Adv. in Math.、Compte Rendus、Math. Z.等杂志上。  

上述工作在国际上得到公认。工作一被 L2 延拓理论的主要开启者 Ohsawa 在

其新近专著的前言中称为 “令人瞩目的成就”；工作二在《美国数学评论》中被

公开评价为“近年来多复变与代数几何交叉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工作三被公

开评价为 “the setting of Guan-Zhou”、“一个重要定理”、“一个关于 Lelong 数的基

本结果”。基于本项目的工作，国际上许多著名数学家如 Demailly、Ohsawa、

Berndtsson、Fornaess、Hacon、Lempert、Paun 等开展后续重要研究。  

周向宇曾因该项目部分工作获 2016 年陈嘉庚科学奖，2018 年当选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  

 

客观评价:  

1、Ohsawa 在其新近专著的评价  

Ohsawa（L2 延拓问题的主要研究者，ICM 1990 邀请报告人）在其专著“L2 

approaches in several complex variables”(Springer)的前言中，在介绍Oka、H. Cartan、

Weyl、Kodaira、Hörmander 等历史性工作后，强调本书重点介绍关-周等的近期

进展，在介绍关-周在代表性论文 1 的工作后，指出他们的工作是“引人瞩目的成

就”（“Q. Guan and X.-Y. Zhou proved generalized variants and characterized those 

surfaces on which the inequality is strict. Their work gave the author a decisive impetus 

to start writing a survey to cover thes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在 119 页，明确

承认；“The strong openness conjecture was solved by Guan and Zhou”；以“Guan-



Zhou method”为题专节介绍关-周在代表性论文 1 中发现关-周的最优 L2延拓定理

蕴含纤维依赖的 Bergman 核函数的对数多次调和性的工作，称之为“Guan-Zhou’s 

approach”；在第四章摘要中，强调介绍近期结果，包括“the solution of a long-

standing conjecture of Suita by Blocki and Guan and Zhou; 称代表性论文 5 的结果

是“a basic result on Lelong numbers”。  

2、《美国数学评论》两篇评论  

    A、《美国数学评论》在对代表性论文 2 的评论（MR3418526）中明确承认: 

“The authors prove the strong openness conjecture”,称该猜想“是相当不可及的”

（“was thought to be rather inaccessible when n > 2”），并评价该猜想的证明“是近

年来多复变与代数几何交叉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the proofs of both the 

openness and the strong openness conjectures are among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in 

the intersection" of complex analysis and algebraic geometry in recent years.”）  

    B、《美国数学评论》在对代表性论文 5 的评论（MR3406538）中叙述了本文

主要结果, 并接着指出: “This is an important theorem”  

3、Demailly、 Berndtsson 在 Proc. Abel Symposium 的评价；Abel Symposium

及其会议录的介绍  

    Demailly（法国科学院院士，ICM 2006 大会报告人）在 Proc. Abel Symposium 

2013 撰文评价：“Important features of psh singularities are the semi-continuity 

theorem and the strong openness property recently proved by Guan and Zhou.”，明确

承认强开性猜想“was settled very recently by Guan and Zhou”；  

    Berndtsson（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ICM2018 邀请报告人）在 Proc. Abel 

Symposium 2013 撰文明确承认：“The strong openness conjecture was proved by 

Guan-Zhou”；并评价代表性论文 3 的工作是“the setting of Guan-Zhou”；     

    关于 Abel Symposium 及其 Proc. Abel Symposium 的简介：Abel 董事会主席在

Proc. Abel Symposium 2013 前言中指出，该董事会除了颁发 Abel 奖外还资助年

度 Abel Symposium，并称“The Symposia should be at the highest international level”；

该书封底称：“This book ..., written by som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s”。     

    周向宇应邀以 keynote speaker 参会并在会议录撰文。  

4、 Paun 在 2016 年 Séminaire Bourbaki 上的评价  

    Paun（ICM 邀请报告人）在 2016 年 Séminaire Bourbaki 上撰文多次引用周的

工作，明确指出关-周证明了比 Berndtsson 证明的开性猜想更强的强开性猜想

（“Guan-Zhou ont obtenu das, la confirmation d’une version beaucoup plus générale 

de cette conjecture”），并称关-周证明的“强开性猜想有重要应用，特别是在

Demailly 近期工作中”（“Cette version forte de la conjecture d’ouverture a eu des 

applications importantes, notamment dans le travail de J.-P. Demailly”）；在谈到简



化版的最优 L2 延拓问题时，指出“Ce problème a été résolu très récemment par Blocki 

et Guan-Zhou”  

5、《德国数学文摘》两篇评论  

    A、 《德国数学文摘》在对代表性论文 6 的评论中指出，“作者们给出了 L2 延

拓定理的最佳常数”（“gives a final improvement of the constant in the L2–extension 

theorem”），并“完整证明了 Suita 猜想”（“the authors prove it in full generality”，

“it”指 Suita 猜想）  

    B、 《德国数学文摘》在对代表性论文 1 的 Announcement 的评论中指出，

Blocki 的（上述及下述）工作是“受关-周-朱工作（指代表性论文 4 及论文 8 的成

果）的启发”（“inspired by work of Guan-Zhou （see [L. Zhu et al…]）”）  

6、Ohsawa 在其发表论文中的引用  

Ohsawa 在他 2015 年发表在 Nagoya Math. J. 的论文（Application and simplified 

proof of a sharp L2 extension theorem)的摘要中指出：其文中主要结果是“关-周最

优 L2 延拓定理的应用”（“As an application of a sharp L2 extension theorem for 

holomorphic functions in Guan and Zhou”）, 这里指的是代表性论文 6、8 的结果；

Blocki 的（上述及下述）工作是“by virtue of the works of Zhu, Guan, and Zhou [22]”，

这里[22]指的是代表性论文 4；  

Ohsawa自1987年与Takegoshi合作发表第一篇“On the extension of L2 holomorphic 

functions”以来，独自陆续发表多篇同样题目的续篇，在 2017 年发表的第 8 篇中，

副标题是“a remark on a theorem of Guan and Zhou”；在摘要中指出主要结果是“a 

geometric reformulation of a theorem of Guan and Zhou”；文中第一句话是“Recently, 

there was a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he theory of extending holomorphic functions with 

L2 growth conditions (cf. [5–7], [13–15])”，其中[13–15]指的是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1、4、8.  

7、Demailly、Hacon、Paun、Lempert(均为 ICM 邀请报告人）在 ArXiv 中（已

正式发表）的引用  

    Demailly 在 2014 年张贴在 ArXiv 的论文 Cohomology of pseudoeffective line 

bundles 的摘要中称，关于拟有效线丛上同调群的新近成果的证明中，一个重要

部分是关-周对强开性猜想的最近证明 （“important ingredient is the recent proof by 

Guan and Zhou of the strong openness conjecture”），称关-周证明强开性猜想的工

作是“deep result”；  

Hacon（突破奖获得者，ICM 邀请报告人）, Popa and Schnell 在 2016 年张贴在

ArXiv 的论文 Algebraic fiber spaces over Abelian varieties，在代数几何中著名 Iitaka

猜想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文中“What's new”中指出：重要一步“rely on the  



Ohsawa-Takegoshi extension theorem with sharp estimates, recently proved by Blocki 

and Guan-Zhou”；  

Paun 在 2016 年张贴在 ArXiv 的论文 Singular Hermitian metrics and positivity of 

direct images of pluricanonical bundles: “based on the version of OT theorem with 

optimal constant obtained by Blocki [6] and Guan-Zhou”;  

Paun-Takayama 在 2014 年张贴在 ArXiv 的论文 Positivity of twisted relative 

pluricanonical bundles and their direct images：“it relies on the version of the Ohsawa-

Takegoshi extension theorem obtained by Blocki[6] and Guan-Zhou [21]”, “based on 

Blocki’s and Guan-Zhou’s version of the Ohsawa-Takegoshi extension 

theorem”;“thanks to the important version of Ohsawa-Takegoshi theorem recently 

obtained by [6] and [21]”, 这里[21]指代表性论文 1;   

Lempert（ICM 邀请报告人）在 2014 年张贴在 ArXiv 的论文 Modules of square 

integrable holomorphic germs 的摘要中称: “This paper was inspired by Guan and 

Zhou’s recent proof of the so-called strong openness conjecture for plurisubharmonic 

functions”;  

8、Berndtsson-Lempert、McNeal-Varolin 在其发表论文中的评价  

    Berndtsson and Lempert 在他们 2015 年发表在 J. Math. Soc. Japan 的论文中指

出: Guan and Zhou found a very general form of the Ohsawa-Takegoshi extension 

theorem with sharp constant, and also gave conditions for equality in the Suita problem”, 

前一段指的是最优 L2 延拓问题的解决，后一段指的是 Suita 猜想的彻底完整解

决；“it is also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Guan and Zhou show that their sharp version of 

the Ohsawa-Takegoshi theorem gives a proof of the theorem on variation of Bergman 

kernels”这里指的是关-周的最优 L2 延拓定理蕴含 Berndtsson 关于纤维依赖的

Bergman 核函数的对数多次调和性的著名定理;   

McNeal-Varolin 在他们 2015 年发表在 Bull. Math. Sci.的论文中指出:“We should 

mention that the recent resolution of the openness conjecture by Guan and Zhou [19] 

has opened the door to new types of approximation techniques”，这里 [19]指的是代

表性论文 2.  

 

 

 

 

 



六、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序
号

论文专著
名称/刊名

/ 作者

年卷页码
（xx年

xx卷
xx页）

发表
时间
（年

月
 日）

通讯
作者
（含

共
同）

第一
作者
（含

共
同）

国内
作者

SCI
他引
次数

他引
总次

数

论文署名
单位是否
包含国外

单位

1

A solution of an L2
extension problem with
an optimal estimate and
applications/Ann. of
Math./Qi’an Guan,
Xiangyu Zhou

Vol. 181,
pp. 1139-
1208, 2015

2015年
05月
01日

Xian
gyu
Zho
u

Qi
’an
Gua
n

关启安，周
向宇 14 16 否

2

A proof of Demailly’s
strong openness
conjecture/Ann. of
Math./Qi’an Guan,
Xiangyu Zhou

Vol. 182,
pp. 605-616,
2015

2015年
09月
01日

Xian
gyu
Zho
u

Qi'a
n
Gua
n

关启安，周
向宇 10 13 否

3

Effectiveness of
Demailly's strong
openness conjecture
/Invent. Math./Qi’an
Guan, Xiangyu Zhou

Vol. 202,
pp.
635–676,
2015

2015年
12月
01日

Xian
gyu
Zho
u

Qi'a
n
Gua
n

关启安，周
向宇 4 4 否

4

On the Ohsawa-
Takegoshi L2 extension
theorem and the
Bochner-Kodaira identity
with non-smooth twist
factor/J. Math. Pures
Appl./Langfeng Zhu,
Qi’an Guan, Xiangyu
Zhou

97, pp.
579–601,
2012

2012年
06月
01日

Xian
gyu
Zho
u

Lang
feng
Zhu

朱朗峰，关
启安，周向
宇

3 3 否

5

Characterization of
multiplier ideal sheaves
with weights of Lelong
number one/Adv. in
Math./Qi'an Guan,
Xiangyu Zhou

Vol. 285,
No. 5, pp.
1688–1705,
2015

2015年
11月
05日

Xian
gyu
Zho
u

Qi'a
n
Gua
n

关启安，周
向宇 4 4 否

6

Optimal constant
problem in the L2
extension theorem/C.R.
Acad. Sci. Paris/Qi’an
Guan, Xiangyu Zhou

Ser. I, 350,
pp.
753–756,
2012

2012年
08月
01日

Xian
gyu
Zho
u

Qi'a
n
Gua
n

关启安，周
向宇 4 4 否

7

Positivity of direct images
of  positively curved
volume forms/Math.
Z./Deng, Fusheng;
Zhang, Huiping; Zhou,
Xiangyu

278 (2014),
no. 1-2,
347–362

2014年
10月
01日

Xian
gyu
Zho
u

Fush
eng
Den
g

邓富声，张
会平，周向
宇

0 0 否

8

Optimal constant in an
L2 extension problem
and a proof of a
conjecture of
Ohsawa/Science China
Math./Qi’an Guan,
Xiangyu Zhou

Vol. 58,
no.1, 35-59,
2015

2015年
01月
01日

Xian
gyu
Zho
u

Qi'a
n
Gua
n

关启安，周
向宇 1 1 否

合计 4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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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知识产权归国内所有且无争议。以下情况和规定已向所有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的作者明确告
知并征得同意：①上述论文专著用于提名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②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所用论文专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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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    名 周向宇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 毕业时间 1990 年 7 月 所学专业 数学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55 号 邮政编码 100190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所 党    派 无党派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0.01.01  至  2015.12.01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对本项目起主导、关键作用。对 8篇代表性论文作出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2004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6 年获陈嘉庚科学奖 

 

 

姓    名 关启安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

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 
毕业时间 

2011 年 7

月 
所学专业 数学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号 邮政编码 100871 

工作单位 北京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数学科学学院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教学科研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6.9.1  至  2015.12.1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对代表性论文 1-6、8做出贡献。 

 



姓    名 邓富声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 
毕业时间 2008年 7月 所学专业 数学 

通讯地址 北京市玉泉路 19号（甲） 邮政编码 100049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数学科学学院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教学科研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3.9.1 至  2015.12.1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对代表性论文 7做出贡献。 

 

 

姓    名 朱朗峰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技术职称 讲师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理学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 
毕业时间 2011 年 7 月 所学专业 基础数学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299 号，武汉大学数学与

统计学院 
邮政编码 430072 

工作单位 武汉大学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所 在 地 武汉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6.9.1  至  2015.12.1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对代表性论文 4做出贡献。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合作自周向宇指导硕博生关启安、邓富声、朱朗峰开始，经长期深入探讨与合

作，完成本项目。  

周向宇与关启安合作完成本项目主要部分，完成代表性论文 1、2、3、5、6、

8；  

周向宇与关启安、朱朗峰合作完成代表性论文 4；  

周向宇与邓富声等合作完成代表性论文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