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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技合作始于 1978 年签订的政府间协议，如今，依靠四十多个联合科研机构的建立和

双方各近千名研究人员的参与，两国已形成了坚实、稳定和积极的公共科研合作关系。

法国所有重点科研机构和众多的高校都参与了合作。2012 年，超过 2300 人次的法国科

学家来华发展合作，参加学术活动或展现法国丰富的专业经验和雄厚的科研实力。

法国国家科研署（科研署）、中国科学技术部（科技部）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

金委）在中法科技合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机构通过开展联合资助项目，积极落实法国

高等教育与科研部和中国科学技术部 2011 年 5 月在中法科技联委会会议上制定的优先合作

方向指导原则。

本手册中列出的 53 个合作项目体现了科研署与科技部及基金委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和追求卓

越的标准，这也是他们自 2007 年以来形成的合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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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国家科研署（简称科研署）介绍

国国家科研署（简称科研署）成立于 2005 年，其使命是提供项目经费资助以达到激发科研活力的目标。

这一重要目标的根本是增强法国的竞争力和法国科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科研署围绕该目标积极部署，专注于促

进原始创新、消除分歧、新兴科学和合作，集中科研力量落实国家最高层机构与其他科研主体协商确定的经济和

社会优先领域指导原则，鼓励学科间的交叉研究，加强公共科研与企业科研间的联系，开展国际和欧洲合作。

科研署设立了各种资助计划以应对不同的科学挑战和满足各级科学需要，比如：空白计划，青年学者计划，吸引

博士后回国项目，企业讲台，国际合作，重大挑战，联合实验室，公共企业合作项目征集，等等。

从 2010 年起，科研署也成为国家“未来投资”计划的主要实施机构，负责对项目进行遴选、资助和跟踪。

科研署团队伴随着优秀项目的成长，严格按流程办事，力求公正处理申请材料和符合国际标准规定。每年近

3200 人次的国际学者参与评估，一万多项科研项目已得到资助。

为科学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及时反馈，简化程序和始终应对新的挑战构成了科研署的首要任务。

科研署将发展与欧洲和国际合作放在其工作的优先位置，致力于提高法国科研在国际上的先进性、竞争力、吸引

力和影响力。

自 2007 年至今，科研署已和 46 个国家联合资助了 871 个国际项目，其中 27% 的项目是与欧洲之外的国家合作

的。科研署还特别与新兴工业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对世界科技的贡献率增长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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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研署的中国合作伙伴

>>    中国科学技术部

>>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科学技术部（简称科技部）负责制定和实施中国科技发展政策。它设立了多个国家级科技资助项

目，是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科研经费来源单位。它负责指导地方科技管理工作，确定中央和地方科技

机构重点投入的优先项目。科技部在国家高新技术创新发展中也起着关键作用。它还参与制定与新

技术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另外，它组织实施政府间国际合作计划，并审核协调重要民间对外科技合作

与交流项目。

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成立于 1986 年，是国务院直属机构，宗旨是促进和资

助基础科研与创新。它管理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资金，主要受益者为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的科研机构。

基金委依靠独立的专家评审制对项目择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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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科研署 -- 开展中法科技合作的重要主体

迄今，共有 53 项中法合作项目得到了科研署

及其中国合作机构的资助，其中科研署的资助

总额高达 1450 万欧元。

国是法国科研署在欧洲之外的第一大科技伙伴国。科研署与中国联合资助的项目量占其与所有非欧洲

国家资助项目总量的 22%。

科研署的国际合作事务中，它设立国际项目招标，与相关国家联合资助体现两国研究人员工作的协作

性与融合性的具体合作项目。目标不仅是为了挖掘新的合作伙伴，更是为了丰富和扩大业已存在的合

作，建立汇集两国多个实验室参与的实际合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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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合作领域

纳米技术 : 共８项

能源 : 共５项

信息与通信技术 : 共 19 项

工程与材料，化学 : 共 15 项

地质，环境 : 共 3 项

2007 年，法国科研署和中国科技部启动了首个项目征集 - “微生物基因组”领域合作计划。集合了

十家中法科研机构的一个大型项目在该征集框架下受资助，其中科研署投入经费为 220 万欧元。

2010 年法国科研署与中国科技部在生态技术领域继续合作，两个项目入选“生态技术 EcoTech”合作

计划。这两个雄心勃勃的项目集合了两国 15 家科研与企业研究机构，每个项目获得科研署 85 万欧元

的资助 2013 年双方扩大了合作领域并启动了“Eco-TS”项目，涵盖生态技术和生态服务两个方面。

2008 年起，法国科研署和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每年都发布联

合项目征集。至今，在其“空白计划”框架下，科研署已支持了

50 多个中法项目，涉及 134 个合作单位参与。

平均每个项目集合中法三家不同的科研单位，得到科研署超过 20

万欧元的资助。

2012 年 9 月在巴黎举行的研讨会展示了这些项目取得的成果。

2013 年，科研署和基金委启动了在传染病和绿色信息通信技术方

面的两项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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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署 - 科技部合作项目列表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07

MICRO-Obes 肥胖与营养转化

Joël DORE
Unité Ecologie et Physiologie du 

Système Digestif (INRA, Jouy-en-
Josas)

Autres partenaires :
Centre de Recherche en Nutrition 
Humaine d’Ile-de-France (INSERM 
et Université Pierre et Marie Curie, 

Paris),
Genoscope (CEA-Genoscope, 

Evry),
Unité Mathématiques Informatique 
et Génomes (INRA, Jouy-en-Josas)

Mathématiques et Iinformatique 
Appliquées (INRA, Jouy-en-Josas)

Génétique Microbienne (INRA, 
Jouy-en-Josas)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
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
养科学研究所

上海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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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10

CreativERU 城市污水强化处理和再生
利用技术的创新设计

Alain GRASMICK
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 2
Autres partenaires : INSA 

Toulouse, INRA LBE Narbonne, 
Veolia Environnement Recherche et 
Innovation, Pôles de compétitivité: 

Pôle eau et Trimatec

吴晓磊，北京大学工学院
其他参与者：

黄霞，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王志伟，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
李保安，天津大学化工学院膜科学

和海水淡化技术实验室

PETZECO 利用沸石－臭氧处理石化
废水

Marie-Hélène MANERO
INPT Laboratoire de génie chimique 

Autres partenaires :
Total Petrochemicals,

Université Montpellier II LGPEB,
Institut Charles Gerhardt 

Montpellier,
INSA de Toulouse LISBP 

乔琦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洁生产与循

环经济研究室

科研署 - 科技部合作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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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08

PEDO COTESOF 复杂地形下沙尘颗粒的释
放和沉积

Serge SIMOENS
CNRS - Ecole centrale de Lyon - 
Université Lyon 1 - INSA Lyon
Laboratoire de mécanique des 

fluides et d'acoustique (LMFA) - 
UMR5509  

黄宁
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Multiple Impact 多体系统多点碰撞问题的
建模与仿真

Bernard BROGLIATO 
INRIA Grenoble Rhône-Alpes

刘才山
北京大学力学与空天技术系

SIVES 嵌入式系统仿真与验证平
台开发

Frédéric BLANQUI
INRIA Paris Rocquencourt

顾明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

2009

CAMELEON 在纳米尺度上操控电子序

Alexandre ZIMMERS
CNRS - Université Pierre et Marie 
Curie Paris 6 - Ecole supérieure de 
physique et de chimie industrielles 

de la ville de Paris 
Laboratoire photons et matière 

(LPEM) - UPR A0005 

李洁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11 -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09

CANAPE 用于乙烯聚合的碳纳米管
负载催化剂

Jerôme DURAND
CNRS Institut de chimie -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Laboratoire de chimie de 

coordination (LCC) - UPR8241 

孙文华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SpinMan
半导体二维纳米结构中自
旋输运和自旋操纵的实验

研究

Xavier MARIE
CNRS - INSA Toulouse - Université 

Toulouse 3
Laboratoire de physique et chimie 

des nano-objets (LPCNO) - 
UMR5215 

刘宝利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ATOPLAST 金属和合金基本塑性过程
的原子模拟

David RODNEY et Patrick 
VEYSSIERE

CNRS - INP Grenoble
Laboratoire Science et Ingénierie 

des Matériaux et Procédés (SIMAP) 
- UMR5266 

徐东生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Melani 各向异性岩石力学研究

Jianfu SHAO
CNRS - Université Lille 1 - Ecole 
centrale de Lille - Art et métiers 

Paristech Centre Lille
Laboratoire de mécanique de Lille 

(LML) - UMR8107 

徐卫亚 
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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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09

OPTIMAG 强磁场优化材料微观组织
和性能基础研究

Claude ESLING - Yves 
FAUTRELLE 

CNRS - École nationale d’ingénieurs 
de Metz (ENIM) - Université Paul 

Verlaine
Laboratoire d’étude des textures et 
application aux matériaux (LETAM) 

- UMR7078 

任忠鸣
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MIGALI 微反应器内气 - 液传递过
程强化行为研究

Joëlle AUBIN
CNRS - INP Toulouse - Université 

Toulouse 3
Laboratoire de génie chimique 

(LGC) - UMR5503

陈光文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EXACTA 代数系统的准确、可信计
算

Dongming WANG - Fabrice 
ROUILLIER 

INRIA et CNRS - Université Pierre 
et Marie Curie

Laboratoire d'informatique de Paris 
6 (LIP6) - UMR7606 

支丽红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数学机械化重点实验室

FADIHEART 人活体心脏扩散张量快速
成像的研究

Yuemin ZHU
CNRS - INSA LYON - Université de 

Lyon - INSERM
Centre de recherche et 

d'applications au traitement de 
l'image et du signal (CREATIS) - 

UMR5220 

骆建华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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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09

MCorePHP 基于异构多核的分布式编
程模型研究

Denis CAROMEL
INRIA Sophia-Antipolis

武永卫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SHA 形状造型 : 新理论和新算
法

Jean-Claude PAUL
INRIA Paris - Rocquencourt 

雍俊海
清华大学计算机图形学与辅助设计

研究所

TIGRE 精确放疗中的图像引导与
生物优化问题研究

Renaud DE CREVOISER
INSERM - Université Rennes 1

Laboratoire Traitement du Signal 
et de l'Image (LTSI)

舒华忠
东南大学影像与科学技术实验室

2010

ArchiFlame 阻燃纳米结构纤维的研究

Serge BOURBIGOT
CNRS - 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e chimie de Lille - Université 
Lille1

Unité matériaux et transformations 
(UMET) - UMR8207 

张胜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COBMUL 极紫外波段新型钴 (Co) 基
多层膜材料研究

Philippe JONNARD
CNRS - Université Pierre et Marie 

Curie 
Laboratoire de chimie physique-

matière et rayonnement (LCP-MR) 
- UMR7614 

王占山
同济大学精密光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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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10

COMAGNET
强磁场辅助脉冲电沉积法

生长 Co 基磁性薄膜的基础
研究

Jean-Paul CHOPART
Université de Reims Champagne-

Ardenne
Laboratoire d'ingénierie et sciences 

des matériaux (LISM) - EA 4695 

王强
东北大学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

CURIE-
TSINGHUA

液晶弹性体仿生响应表面
的构筑和功能研究

Patrick KELLER
CNRS -Institut Curie - Université 

Pierre et Marie Curie
Université physico-chimie Curie 

(P.C.C) - UMR168 

王晓工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高分子研究所

HSynThEx
聚变用体心立方金属材料
H/He 效应的理论及实验研

究

Chu Chun FU
Commissariat à l'énergie atomique 
et aux énergies alternatives (CEA) 

- SRMP

吕广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科学与核能

工程学院

Nano-
BioCarbonate

纳米结构生物材料的有机
调控－典型生物矿物鱼耳

石和淡水珍珠

Xavier BOURRAT
CNRS - Université d'Orléans - 

Bureau de recherches géologiques 
et minières 

Institut des sciences de la terre 
d'Orléans (ISTO) - UMR7327 

冯庆玲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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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10

Synapp

碳纳米管 / 石墨烯复合结构
的制备及其在锂离子电池
和多功能复合材料中的应

用

Jinbo BAI
CNRS - Ecole centrale Paris

Laboratoire mécanique des sols, 
structures et matériaux (LMSSMat) 

- UMR8579 

王惠
西北大学陕西省物理无机化学

重点实验室

T-shock 陶瓷材料热震断裂的实验、
理论和数值研究

Jia LI
CNRS - Université Paris 13 

Département de mathématiques 
Laboratoire des sciences des 

procédés et des matériaux (LSPM) 
- UPR9001 

宋凡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PROMET
强化厌氧产甲烷的污泥与
水力剪切力的相互作用的

多尺度研究

Huai Zhi LI
CNRS - Université de Lorraine - 

INRIA
Laboratoire réactions et génie des 

procédés (LRGP) - UMR7274 

吴静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QUASIMODO
面向传感器网络和移动目
标的 QoS 研究：参数自适

应方法

Ye-Qiong SONG
CNRS - Université de Lorraine - 

INRIA
Laboratoire lorrain de recherche 

en informatique et ses applications 
(LORIA) - UMR7503 

孙优贤
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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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10

3D Face 
Analyzer

三维人脸信息理解

Liming CHEN
CNRS - Ecole centrale de Lyon - 

INSA Lyon - Universités Lyon 1 et 2
Laboratoire d'informatique en 

images et systèmes d'information 
(LIRIS) - UMR5205 

王蕴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EBONSI 基于扩展模块化模型的非
线性系统辨识

Qinghua ZHANG
INRIA Paris - Rocquencourt / EPI 

SYSIPHE

王建东
北京大学工学院

FIREFLIES 干扰受限蜂窝网络中的新
型中继技术研究

Mérouane DEBBAH
SUPELEC

宋令阳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Pflower 基于多核处理器的并行流
量识别研究

Kavé SALAMATIAN
Université de Savoie

Laboratoire d'informatique, 
systèmes, traitement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nnaissance 
(LISTIC) - EA 3703 

谢高岗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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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10

XIMRI 多尺度遥感影像信息提取
与解译 

Jocelyn CHANUSSOT
CNRS - Université de Grenoble - 

INP Grenoble - INRIA
Laboratoire Grenoble images 

parole signal automatique (GIPSA-
lab) - UMR5216 

张良培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

2011

RISMOGEO 基于风险分析的土体本构
模型选择 

Pierre-Yves HICHER
CNRS - Ecole centrale de Nantes - 

Université de Nantes
Institut de recherche en génie civil 
et mécanique (GeM) - UMR6183 

黄宏伟
同济大学岩土及地下工程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PWTELEMAN 用于研究分子和纳米体系
的时间相关的动力学

Florent CALVAYRAC
CNRS - Université du Maine

Laboratoire physique de l'état 
condensé (LPEC) - UMR6087 

张丰收
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QuExSuperC 超导电路中的量子实验

Olivier BUISSON
CNRS - Université Joseph Fourier 

Grenoble
Institut Néel - UPR2940 

郑东宁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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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11

SANAM 微纳颗粒组装体的自组装

Claude R. HENRY
CNRS - Université Aix Marseille 

Centre Interdisciplinaire de 
Nanoscience de Marseille (CINaM) 

- UMR7325 

江龙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SISTER
通过自旋转移力矩效应实
现无磁场全电控自旋注入

半导体发光二极管 

Yuan LU
CNRS - Université de Lorraine

Institut Jean Lamour (matériaux 
- métallurgie - nanosciences - 

plasmas - surfaces) - UMR7198  

王占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France-Chine 
implants 

vitrifiés in vivo

新型生物医用非晶合金植
入材料的应用基础研究

Alain R. YAVARI
CNRS - INP Grenoble - Université 

Grenoble 1
Laboratoire science et ingénierie, 

des matériaux et procédés (SIMaP) 
- UMR5266 

张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InTail 界面处理抑制高压直流绝
缘中空间电荷注入的研究  

Gilbert TEYSSEDRE
CNRS -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Laboratoire plasma et conversion 
d'énergie (LAPLACE) - UMR5213 

李盛涛 
西安交通大学电力设备电气绝缘国

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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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11

AXIOOM 叶轮机械内复杂流动的先
进实验与数值模拟研究

Xavier OTTAVY
CNRS - Ecole centrale de Lyon
Laboratoire de mécanique des 

fluides et d'acoustique (LMFA) - 
UMR5509 

马宏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喷气推进实

验室

OLSYNCAT
生物质或煤基合成气转化
制烯烃新催化材料和强化

过程 

Andrei KHODAKOV
CNRS - Université Lille 1 

Unité de catalyse et de chimie du 
solide (UCCS) - UMR8181 

王野
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

Greencocom 体域网的绿色协作通信

Benoit GELLER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techniques avancées 
Laboratoire électronique et 

informatique (LEI)

陈文 
上海交通大学无线网络传输实

验室

Locali 基于逻辑的新型计算模型
Gilles DOWEK

INRIA Paris-Rocquencourt
Université Paris 7

蒋颖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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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11

PRETIV
基于多模态信息融合的智
能车感知技术的跨国界研

究

Franck DAVOINE
CNRS - Université de technologie 

de Compiègne 
Heuristique et diagnostic des 

systèmes complexes (HEUDIASYC) 
- UMR7253 

赵卉菁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2012

MICROGREEN 多孔材料：绿色合成及绿
色应用

Valentin VALTCHEV
CNRS - ENSICAEN - Université de 

Caen Basse Normandie
Laboratoire catalyse & 

spectrochimie (LCS) - UMR6506 

裘式纶
吉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POSISLOT 铒掺杂聚合物 -SOI 慢光
光放大器研究

Eric CASSAN
CNRS - Université Paris-Sud 11 

Institut d'électronique 
fondamentale (IEF) - UMR8622 

张大明 
吉林大学集成光电子学国家联合重

点实验室

I2-Mars
基于多源遥感图像的火星
地表场景认知与检索技术

研究

Sylvain DOUTE
CNRS - Université Grenoble 1

Institut de planétologie et 
d'astrophysique de Grenoble 

(IPAG) - UMR5274 

罗斌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

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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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领域 法方项目单位 中方项目单位

2012

WAENO 用能与用水同时优化的工
业水网络系统集成

Serge DOMENECH
CNRS - INP Toulouse - Université 

Toulouse 3
Laboratoire de génie chimique 

(LGC) - UMR5503 

冯霄 
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工程系

Green - Dyspan 动态频谱环境下的绿色离
散谱聚合机制

Lin CHEN
CNRS - Université Paris-Sud 11

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en 
informatique (LRI) - UMR8623 

王玮 
浙江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研究

所

GuWenShiBie 手写体中文古籍识别

Franck LEBOURGEOIS
CNRS - INSA Lyon - Ecole centrale 
de Lyon - Universités de Lyon 1 et 2

Laboratoire d'informatique en 
image et systèmes d'information 

(LIRIS) - UMR5205 

彭良瑞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Lindicle 跨语言环境中语义链接关
键技术研究

Jérôme EUZENAT
INRIA Grenoble Rhône-Alpes

李涓子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PACE 非普通进程的分析技术、
余归纳和可表达性

Daniel HIRSCHKOFF
INRIA Sophia Antipolis-

méditerranée

傅育熙 
上海交通大学软件学院

科研署 - 基金委合作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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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法国科研署 - 中国科技部合作项目

法国科研署 -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

CreativERU
MICRO-Obes
PETZECO

3D Face Analyzer
ArchiFlame
ATOPLAST
AXIOOM
CAMELEON
CANAPE
COBMUL
COMAGNET
CURIE-TSINGHUA 
EBONSI 
EXACTA
FADIHEART
FIREFLIES
France-Chine implants vitrifiés in vivo  
Green - Dyspan 
Greencocom
GuWenShiBie
HSynThEx
I2-Mars
InTail 
Lindicle 
Locali   

MCorePHP
Melani
MICROGREEN
MIGALI
Multiple Impact
NanoBioCarbonate
OLSYNCAT 
OPTIMAG
PACE
PEDO COTESOF 
PFlower 
POSISLOT 
PRETIV
PROMET
PWTELEMAN
QUASIMODO 
QuExSuperC
RISMOGEO
SANAM
SHAN 
SISTER
SIVES 
SpinMan 
Synapp
T-shock 
TIGRE
WAENO 
XI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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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处官方网址 :

WWW.AMBAFRANCE-CN.ORG/SCIENCES-INNOVATION
 
HTTP://TWITTER.COM/#!/AMBATECH_CHINE
HTTP://WWW.WEIBO.COM/SCIENCEFRANCE

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处
中国北京朝阳区亮马桥天泽路 60 号
第三使馆区 , 邮编 100600

Pour plus de détails sur les projets: 
HTTP://WWW.AGENCE-NATIONALE-RECHERCH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