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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的截面曲率的紧致无边流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类流形，其研究在
黎曼几何中具有重要地位。常见例子有n维标准球面S n ，赋予轆轵轢轩轮轩輭轓轴轵轤轹度量
的二维复射影平面CP 2 輬 标准球面的乘积空间S 2 ×S 2 等等。这类流形有比较好的
几何和拓扑性质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直径下界估计，有限基本群定理，轓轹轮轧轥定
理，拓扑（微分）球面定理輨轳轰轨轥轲轥 轴轨轥软轲轥轭輩等。条件略微放宽，具有非负截面
曲率的单连通完备非紧流形上的灵魂定理輨轳软轵转 轴轨轥软轲轥轭輩是非负截面曲率对流形
整体结构的有力控制。这类流形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方法往往不是通过求解偏
微分方程的思路展开的輨当然，轒輮 轈轡轭轩转轴软轮輬 轓輮 轂轲轥轮轤转轥輭轒輮 轓轣轨软轥轮仍能够用热流
的一种轻轒轩轣轣轩 輍软轷在其拓扑结构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輩，通常黎曼几何的这个研
究领域被放在度量几何輨轭轥轴轲轩轣 轧轥软轭轥轴轲轹輩中。
关于正截面曲率流形的分类问题， 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现在还没有完全
解决。三维正截面曲率輨甚至正的轒轩轣轣轩曲率輩流形微分结构分类已经确定，可参
见轈轡轭轩转轴软轮的文章。其他维数尚未解决。四维流形有著名的尚未解决的困难猜
想(Hopf conjecture): S 2 × S 2 上不存在具有正的截面曲率的度量。 高维情形
更多是利用对称性輨如：群作用輩比较成批地构造具有正的截面曲率的度量的例
子輨通常构造这样的例子很不平凡輩，专家有轋輮 轇轲软轶轥輬 轗輮 轚轩转转轥轲等人。

因为本评论员不是该研究领域直接专家，下面的评论部分地参阅了轌轥轥 轔輮
轋轥轮轮轡轲轤教授在轍轡轴轨轓轣轩轎轥轴对该文的评价。
这篇文章是该领域的重要进展。这里不是继续构造新的例子，而是给出正
截面曲率流形上存在某些对称性輨群作用輩的刚性刻划，或者说：搞清了具有某
类对称性的正的截面曲率流形所具有的新的障碍。这为轋輮 轇轲软轶轥提出的通过对
称性来研究正的截面曲率流形这一计划輨参见轛轇轲輬 轚轩轝輩提供了重要看法。
这里对称性是对齐性空间和轣软轨软轭软轧轥轮轥轩轴轹輭软轮轥 流形等的更一般的推广。我
们称輨M, g輩上一个等距群輨G輩作用为polar actions輺 指存在一个浸入子流形N ⊂
M 輬 使得N 与群作用的任一轨道都垂直相交。这里N 称为一个section輮 如轌轩轥群G为
紧群时，特例如：N 为一点时，M 为齐性G輭流形；N 维数为輱时，这是轣软轨软轭软轧轥轮輭
轥轩轴轹 软轮轥的作用。紧李群到自身的共轭作用是轰软转轡轲的，这里轳轥轣轴轩软轮是一个极大圆
环輨轴软轲轵轳輩輮 其往一般流形上的推广已被前人研究。轣软轨软轭软轧轥轮轥轩轴轹 软轮轥 的正截面
曲率流形这里称为例外情形，已由 轛轇轗轚轝輬 轛轖轥轝研究。
正截面曲率齐性空间已于輱輹輷輰年代被轗轡转转轡轣轨和 轂輓轥轲轡轲轤輭轂轥轲轧轥轲轹分类。除去
七维情形，轃软轨软轭软轧轥轮轥轩轴轹 软轮轥的正截面曲率流形于輲輰輰輰年代被轇轲软轶轥輬 轖轥轲轤轩轡轮轩輬
轗轩转轫轩轮轧 和 轚轩转转轥轲等分类 轛轇轗轚輬 轖轥轝輮 这其中包含了轅轳轣轨轥轮轢轵轲轧和轂轡轺轡輔輐轫轩轮的甚
至在同伦等价意义下非齐性的例子。作为分类遗留下的问题，仍有两个无穷族
的轣软轨软轭软轧轥轮轥轩轴轹 软轮轥的流形尚未被证实其上存在正截面曲率度量輨作为輲輰年内的
唯一进展，轄轥轡轲轩轣软轴轴 轛轄轥轝 和轇轲软轶轥輭轖轥轲轤轩轡轮轩輭轚轩转转轥轲 轛轇轖轚轝 证实其中一族存在正截
面曲率度量輩。
作为对比，本文证明具有轣软轨软轭软轧轥轮轥轩轴轹 轴轷软的轰软转轡轲 轡轣轴轩软轮轳的流形具有很
强的限制（刚性）：
定理 1. Cohomogeneity at least two的单连通闭流形上的polar action equivariantly 微分同胚于rank-輱的紧致对称空间上的polar action (后者已分类).
主定理的证明用到了轔轩轴轳几何中的轳轰轨轥轲轩轣轡转 轢轵轩转轤轩轮轧轳理论。证明分为两步。
作者先证明这样的轰软转轡轲群是轃软轸轴轥轲群或Z2 轱轵软轴轩轥轮轴輬 对应的轳轥轣轴轩软轮则轥轱轵轩轶轡轲轩轡轮轴转轹
微分同胚于球面或者其上存在线性作用的实射影空间；然后作者将輨M, G輩关联
到轔轩轴轳意义下的M 型轣轨轡轭轢轥轲系统，且证明比较好的情形下轣轨轡轭轢轥轲系统的万有
覆叠是轳轰轨轥轲轩轣轡转 轢轵轩转轤轩轮轧輬 用之得到万有覆叠的分类，进而由轇轲软轶轥和轚轩转转轥轲轛轇轚轝得
到所需分类。更一般情形的讨论参见轛轆轇轔轝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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