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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
中国机构的科研合作名列前茅

  1978年1月，法国作为先行者，法
中两国首次签署了政府间协议，法中双
边科技交流协议正式生效。同年10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签
署了第一个具有实际内容的合作协议。
此举引起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使当
时中国科技交流总量有限，许多机构认
为与其开展合作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赌
注，但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仍然勇
往直前。自八十年代初起，双方合作突
飞猛进，在地球科学方面的大项目开启
了法中合作新的研究领域，即：“板块
构造论”。

  合作直至今日，中国科研能力已
有目共睹，中国正在转型成为科技强
国。据最新评估，2014年中国科研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依照该估算，
按目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将于2022年
超越美国的研发支出1。此前，2013年
最乐观的预期认为，中国研发支出将于
2028-2033年赶上美国。即使这些数据
和预期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却反映出一
个事实：中国科学正在强势崛起！

  面对这一挑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及时针对上述局面做出调整，为其
科研人员开展合作提供必要的资源和专
业指导。这也是新版手册的意义所在。
自2012年起，中国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

前言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 (DERCI)
局长 倪德来

究中心在亚洲的第一大科研合作伙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偏重于结构性合
作(国际混合科研单位、国际联合实验
室、国际研究团队)，同时也不放弃探
索类项目，如：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合
作交流项目(PICS/PRC)，虽然后者目前看
来不大符合与中国开展合作的需要。作
为全球第四大联合出版物发表国，中国
是全球科学届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创新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结构性合作形式的变
革。正如我们在此书中提到的，实际操
作方式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更多科
研混合单位的参与，法中合作机构联合
出资进行研究，以及更加简化的形式。
这样做的预期结果是，每项联合科研机
构合作在正式启动之前都有法律规范，
此前并非如此。

  此外，自2015年6月起，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进
行了组织机构改革。改革后的五大地
域中心包括：(1)美洲-大洋洲，(2)非洲-
中东-印度，(3)欧洲(双边)-俄罗斯，(4)欧
盟，(5)亚洲。亚洲中心除了包括北亚之
外，还覆盖整个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
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副局长Arnaud Lalo先
生，以及亚洲区域内的三个代表处(北
京、新加坡、东京)协助我共同管理整
个区域。Arnaud Lalo先生曾先后出任地
中海地区负责人，以及常驻台湾出任外
交与国际发展部亚太地区的项目负责
人，因此他非常熟悉亚洲的情况。

  在我看来，Arnaud Lalo先生和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
Antoine Mynard先生(2014年初任职至今)的
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在Antoine Mynard
先生的推动下，本手册2015-2016版正
式发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
代表处还推出其它以中国为主题的刊
物，包括：信息简报月刊、《CNRS在
中国》杂志(每年3期，两个风格迥异的
出版物)，以及一些宣传材料。在中国
相关的资助措施及人员政策，在这些出
版物中都做了详细介绍，它们对于研究
人员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机构
都非常有帮助。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
处不仅仅是一所协助机构，同时也是
一所致力于促进在华科研合作发展的
资源与探索中心。这正是它的使命所
在。因此，如果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的研究人员尚未在代表处报道，请
尽快前来注册。

  本书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华
开展的双边合作介绍手册。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在法中双边科研合作中毋庸
置疑地占据着首要位置，它与中国机构
发表的联合出版物占法中两国联合出
版物总量的72%，且该比重处于稳步增
长中。不付出努力，就意味着失守。因
此，我希望本书能激励您继续努力，并
促成更多新的科研合作！

1来源：Battell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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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简介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是一所由法国国家教育、高等教育暨研究部(MENESR)
直接管辖的国立科学技术机构(EPST)，它由院长Alain Fuchs先生领导，以及两位总务主
任协同管理：Anne Peyroche(科学)和Christophe Coudroy(资源)。

  作为欧洲最大的研究机构之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所有科研领域内实施欧
洲合作与国际合作政策，它既与主要的工业国家，也与主要的新兴国家，例如：中
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涵盖的主要研究学科被分置于其下属的十所研究所内。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十所研究所

• 生物科学研究所(INSB)：致力于破译
生物复杂性的生物学研究，其研究范围
从原子到生物分子，从细胞到整个有机
体，乃至人类。 

• 化学研究所(INC)：涉及新型化合物的
制造、化学反应的理解、原子化合物的
结构与性质关系更为精准的解释与预测
等研究。

• 生态与环境研究所(INEE)：生态与环境
学领域的研究，这包含生物多样性以及
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探索。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INSHS)：人类
学研究：人类犹如语言、知识的创造者
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参与者。

• 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所(INS2I)：
数字与信息科学方面的研究。

• 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INSIS)：借助
于研究所中心学科，重点开展“系统”
方面研究，保证基础-工程-技术的研
究连续性。

• 国家数学与其交互作用研究所(INSMI)：
数学领域的不同分支研究。

• 物理研究所(INP)：出于以下两个动机
的物理科学研究：了解世界的意愿和应
对当今社会面临的挑战。

• 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IN2P3)：
借助于大型设备开展地核物理与粒子物
理方面的相关研究。

• 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INSU)：国家与国际
范围内天文学、地球科学、海洋科学、
大气科学以及太空科学的所有研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重要数字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拥有大约33000名科研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法国领
土内设有19个区域委员会，并通过其下属的10个专业研究所实施其科研策略。法科研
中心年度研究预算高达约33亿欧元。

  法科研中心在本国领土上的1100余所研究与服务单位中，约有95%与法国国立大
学、高等商业学院及其它科研单位保持着合作联系。被视为法国科学界最高荣誉的奖
项-金奖，每年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审评并颁发。

科技人才培养的摇篮
每年，众多法国及海外科学工作者加入到法科研中心的研究队伍之中。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成立75年以来，已孕育出2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12位菲
尔兹奖获奖者。

科学知识产生的源泉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拥有11200名研究员，在国际科学界占有重要席位。
根据Global Scimago Institutions Rankings 2013公布信息，法科研中心在科研出版
物发行数量方面，目前位居世界首位，2007-2011平均每年科研刊物发行数
量达43000份。

科技创新的引擎
在法国4500家提交专利申请的单位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始终位列前
10名。其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参与了近1000个企业的创建工作，并涉及了14
个技术转移加速企业(SATT)的相关工作。

重大科研装置研发的主动力
天文望远镜、粒子加速器、超级计算机系统、大型数据库...是当今从事科
学工作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对于各学科中被广泛应用的重大科研装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其设计与制造方面发挥着主动力的作用。

科学研究的灯塔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建设在国际层面上具有多学科研究能力
的重点大学与教育机构的建设工作。法科研中心是五所法国国家研究联盟
的创始成员机构之一。

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科研团体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借助于自身35个国际科研混合单位、海外代
表处网络以及与60个国家签署的双边协议，大力提升了法国科学研
究在国际层面上的影响力。

工业界的合作伙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法国CAC 40大型企业中25家签署了框架协议，并与
众多企业共同拥有103所公共研究实验室。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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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简介：DERCI及其资源

  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DERCI)通过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10个专业
研究所，实施在所有科研领域内的欧洲
合作与国际合作政策，它既与主要的工
业国家，也与新兴国家，例如：中国，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2014年
工作报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拥
有1753名外籍研究员(2014年招聘的研
究员30%为外籍)，11312名外籍在读博
士及2348名博士后。报告显示，法国国
家科研中心发表20207篇国际联合出版
物，占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发表出版物总
量的57%，占法国发表国际联合出版物
总量的60%。

  科研人员之间的最初合作往往出于
双方自愿交流的态度或团队合作政策的
影响。除了由研究人员个人发起的交流
合作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还希望
根据项目的合作成熟度，借助于某些特
殊项目的组织形式，即：双边协议、国
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国际研究团队(GDRI)、国际科研混
合单位(UMI)，以及科研平台(«Plateforme 
de recherche»)，来实施一些有利于组织管
理的双边或者多边合作活动。

  除了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本身所具
有的这些合作形式
外，它还特别鼓励其
研究人员参与由法国
外交与国际发展部
(MAEDI)所提出的合
作计划，尤其是法国
驻华大使馆16推出的
以促进实验室间交流
为目标的一些优秀科技项目。此外，法
国国家科研署(ANR)也面向中国和香港
地区，提出了一些国际合作项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还鼓励其科研
团队参加欧盟“地平线2020”科研计划。
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实施的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有助于扩大其活动的影响，从
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有利于提高法国
科学研究在国外的影响。同时，这也增强
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对全球顶尖科技
人才的吸引力，提高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在国外的知名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
际合作局总部设立于巴黎，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8个海外代表处。它们依托于法国驻
各国大使馆科技处，形成科研网络，共同
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CNRS与其国际合作形式

I- 简介：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及其资源

II-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III-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形式

IV- 行政层面：签证

Clément Narteau和Lu Ping [7154号科研混合单位，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IPGP)] 
在腾格尔沙漠中工作/版权：蒙娜丽莎制片公司

16中法“蔡元培”、“徐光启”、“张衡”交流合作项目，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网站：www.ambafrance-cn.org；
获取法国与香港合作研究计划信息，请登陆以下网站：www.campusfrance.org/fr/procore

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海外代表处会议合影，Paris Michel-Ange，2015年4月

2014年DERCI
年度报告

CNRS与其国际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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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国
地址：CNRS Office
Embassy of France
No60 Tianze lu, Liangmaqiao
3e quartier diplomatiqu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600-PRC-China

东京
日本、韩国、台湾
地址：CNRS Tokyo Office
Maison Franco-Japonaise 6F
3-9-25 Ebisu
Shibuya-ku
150-0013 Tokyo-Japan

新加坡
东南亚
地址：11 Slim Barracks Rise
 #09-01 Executive Centre
 NTU@one-north
 Singapore 138664

比勒陀利亚
南非
地址：CNRS and IRD
The Innovation Hub
P.O Box 66
0087 Pretoria-South Africa

里约热内卢
巴西
地址：Avenida Presidente Antonio Carlos, 58
Sala 621
20020-010 Rio de Janeiro-RJ
Brazil

新德里
印度
地址：Embassy of France
CNRS Offic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Aurangzeb road,
110011 New Delhi-India

布鲁塞尔
欧洲联盟
地址：98 rue du Trône
1050 Brussels-Belgium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地址：Embassy of France
Offic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101 Reservoir Road RD, N.W.
Washington DC 20007-USA 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中国工作团队

• 法国总部
Patrick NEDELLEC，欧洲研究与国际
合作局局长，patrick.nedellec@cnrs.fr
Arnaud LALO，亚洲区副主任，
arnaud.lalo@cnrs-dir.fr
Marion GUES，亚洲区项目负责人，
marion.gues@cnrs-dir.fr

• 中国代表处
Antoine MYNARD，中国代表处主任，
antoine.mynard@cnrs-dir.fr
Karine XIE，助理，karine.xie@cnrs-dir.fr
GAO Peng，助理，peng.gao@cnrs-dir.fr

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
海外代表处
分布图

II-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2-1 历史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开展
的研究合作可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在八十至九十年代期间，这些合作得到
了持续发展。1995年，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代表处在北京法国驻华大使馆内
正式成立。成立初期，代表处主任一职
由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与教育专员兼职

负责。直至2004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中国代表处正式独立自治，设立于
法国驻华大使馆之外。2011,年，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迁至法国
驻华大使馆新址，旨在与法国驻华大使
馆各部门保持紧密的联系。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工作范围涵盖中国整个大陆地区(包括
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蒙古国。

2-2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1995年至今历届主任

1995年 - 1997年 : Jean-Paul Rebouillat (科技专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代表)

1997年 - 2002年 : Antoine Mynard (科技专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代表)

2002年 - 2004年 : Marie-Pierre Van-Hoecke (科技专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代表)

2004年 - 2006年 : Marie-Pierre Van-Hoeck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

2006年 - 2011年 : Jean-Claude Thivoll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

2011年 - 2013年 : Patrick Nédellec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

2014年至今 : Antoine Mynard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

CNRS与其国际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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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任务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是法科研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在全球方针
政策下的区域性机构，致力于法科研中心科学研究的地区性推广。它在法科研中心和中
国各研究单位间发挥了组织协调的媒介作用。同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也为两国研究人员建立科研合作提供了大量建议和协助的工作。此外，中国代表处最重
要的任务即协助法科研中心决定与开展国际科研合作，特别是与中国地区的合作。同
时，中国代表处还致力于提高下属联合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在法中两国开展的丰富科研合
作的影响力，以及介绍同中方科学院、研究机构、大学等的联合研究项目。代表处发行
的信息材料和期刊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CNRS在中国，实验室生活 »期刊；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研合作进展情况；简报月刊；宣传册…)。近年来，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资源大幅度提升，特别是人力资源方面，以应对两国间科研人员交
流互访的增长，这一变化也反映出了中国对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重要性。

  让我们了解您的国际科研合作吧!« CNRS在中国，实验室生活 »，是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发行的一本法中双语期刊，主要服务于法国科研中心研究人
员及其中国合作伙伴。为什么不利用它来发展您的科研合作和提高其影响力呢？或
是借助于它搭建起一个法中双边合作项目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期
待着您的关注与回复！联系方式：karine.xie@cnrs-dir.fr 和 peng.gao@cnrs-dir.fr

III- 法科研中心国际合作形式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通过各种合
作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科研合作
活动。科研合作正规化是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及其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目
标的核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长期
致力于将研究人员业已建立的科研合作
联系，通过各种不同的协议，转化为一
个真正的合作项目。

  2014年以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采取两种形式进行国际科研合作：

• 预结构性合作形式：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和联合研究
项目(PRC)；

• 结构性合作形式：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UMI/UMIFRE)，国
际联合实验室(LIA)和国际研究团队
(GDRI)；

  鉴于法中科研合作目前的成熟
程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
研究与国际合作局更倾向于采用第
二种合作形式。

备忘：

•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UMI)，是真正
的联合实验室，且与法国本土的科
研混合单位 (UMR)具有相同的法律
地位。• 

• 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
单位(UMIFRE)与所在国以及法国的
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关科研机构进行
合作。

• 国际联合实验室(LIA)围绕某个共
同的科研项目建立合作关系，它经
常涉及一个或数个法国以及国外的
科研团队。

• 国际研究团队(GDRI)将两个或更多
的研究网络联系起来。

•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和合作交
流项目(PRC)。(见第21页)

注：自2015年起，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CAS)博士生奖
学金项目取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代表处20周年Logo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简报月刊，

函索即订。

CNRS与其国际合作形式CNRS与其国际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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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
混合单位(UMIFR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作为法国外
交与国际发展部(MAEDI)的合作伙伴，参
与建设和管理27所科研混合单位 - 法
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

  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
位(UMIFRE)是一种研究机构，由法国外交
部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合领导。
它与所在国及法国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研
究机构开展合作。这些单位隶属于法国
对外文化教育中心(IFRE)的科研网络。

什么是国际科研混合单位？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是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为了应对国际科学研究发展
的挑战和研究人员不断变化的需求，
于2002年推出的一个有效的国际合作形
式。它们被视为与法国国内的科研混合
单位(UMR)具有同等地位的实体。国际
科研混合单位将法科研中心的研究人
员、工程师、技术和行政人员，以及外
国合作机构的相关人员集结在同一个实
验室。国际科研混合单位负责人由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合作机构共同确
定，负责人指导管理国际科研混合单位
所有资源。国际科研混科单位需成立在
单一的土地上，在法国或者是在合作机
构所属国。当它建立在国外时，国际科
研混合单位需在法国本土选择一个合作
机构作为它在法国的接待单位，该单位
被称为“un site miroir”。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的期限是多久？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的期限为五年，
在对其科研活动进行审核评估后，可以
延期两次。

谁可以提交国际科研混合单位项目申请?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未来的负责人(
研究人员或从事教学人员)向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和中方相应合作机构同时
提出建立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的申请。

什么时候提交申请？在哪里提交申请？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研究
所和中国合作机构的科研部门，国际科
研混合单位创建申请可以在任何时候被
提交。创建申请包括科研项目说明和为
期五年的暂定预算。

如何评估提交的申请？

  学术评估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科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合作机构平行实
施。在合作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国
际科研混合单位审批过程为择优录取，
各合作机构需签署创建协议。在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对提交的申请进行
评估。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被视为与法国国
内的科研混合单位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
实体，其创建决定需由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院长批准。

  一旦项目获批，协议由法科研中心
院长和中国合作机构的负责人共同签
署，协议包括项目说明、综合暂定预
算，指导条文和知识产权条例。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如何受到科研资助？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合作机
构共同向国际科研混合单位提供人力
与物质资源支持。此外，其它机构、
基金会、事务所，以及私人组织等均
可以为其提供资金资助。这些资金经
费主要用于研究人员和客座研究人员
的工资、出访考察费用、博士生和博
士后的奖学金资助，以及国际科研混
合单位设备购置、运营和基层建设等
所有成本费用。通过双方国家科研和
行政部门的协商，双方合作机构确立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年度暂定预算，并
由合作机构共同进行资助。

3-2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UMI) 

  在业已形成紧密科研合作的情况
下，且双方团队希望在海外或者法
国建立共同的实验室，法科研中心与
相关外国机构可以协商创建国际科研
混合单位。国际科研混合单位是开展
双边科研合作最为有效的一种合作形
式。相对其它合作形式，国际科研混
合单位的建立过程更为复杂。鉴于科
研资源调动和项目经费筹措需要一定
的时间，一个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的成
立通常需要几个月的努力。如同法科
研中心所有实验室，国际科研混合单
位每五年需要进行一次评估。

✖ 上海 - UMI E2P2L

香港 - UMIFRE CEFC

1 UMIFRE
1 UMI

中国

✖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UMI)

UMI E2P2L - 绿色产品和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

UMIFRE CEFC -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CNRS与其国际合作形式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索尔维企业，以及

两所中国大学间的成功合作：国际科研混合

单位-绿色产品和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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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际联合实验室？

  国际联合实验室是一个不具备法人
资格的“无国界”实验室。它由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实验室和其它国家
实验室的研究团队组成。这些实验室共
同分享人力和物力资源，旨在联合实施
共同确定的研究课题。

  国际联合实验室的成员实验室保留
各自的自治权、法规、负责人和驻地。
一般情况下，国际联合实验室不涉及人
员派遣或常驻工作，但它接受法科研中
心与其合作机构的某些特殊合作方式，
例如：设备、运作、出访任务、联合研
究人员职位，等等。国际联合实验室由
两位科研学者共同指导管理，他们负责
制定科研计划，并交由指导委员会进行
评估，委员会由各合作机构代表和国际
联合实验室之外的科学研究人员组成。

国际联合实验室期限是多久?

国际联合实验室为期四年，可延期一次。

谁可以提交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申请?

法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研究
单位(UPR/UMR)的研究人员和教研人员，
且有意愿成为实验室法方负责人。
中国：中国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和
教师，且有意愿成为实验室中方负责人。

什么时候提交申请？在哪里提交申请？

  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创建申请可以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研究所的
国际任务服务局(CMI)任何时间被提交。
创建项目应该同时被转交至法方相关下
属研究所和中方合作机构。

如何评估提交的申请？

  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由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研合作机构共同进
行审核。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内
部，项目由相关下属研究所进行评估。

国际联合实验室是否创建由谁决定?

  国际联合实验室创建的决定由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合作机构共同
决定。一旦申请获批，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院长与合作研究实验室的上级单
位负责人将签署创建协议。

国际联合实验室如何受到科研资助？

  除了研究单位所属机构的资源之
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合作
机构支付国际联合实验室专项经费资
助。运营费用、人员流动费用、小型科
研设备购置所需的费用均属于国际联合
实验室科研经费资助范围。

  资助经费在国际联合实验室创建决定
确认后的财政年度初开始计算。科研报告
和资助经费说明每年需提交相关部门。

✖

LIA SCSD-FCLAB, LIA METISLAB - 哈尔滨
北京 - LIA BioMNSL,
LIA FCPPL, LIA MONOCL,
LIA ORIGINS, LIA CHINE Q,
LIA POSTWESTSOCIO,
LIA G-quadruplex-HELI

3-3 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您希望两个研究团队(或两所实验
室)共同建立一个科研合作机构吗？
地处法中两国的研究团队是否业已发
表了联合科研成果？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那么您将有机会申请创建国际联
合实验室项目。

18 LIA

中国

✖

✖

✖

✖

✖✖

LIA SALADYN - 兰州

LIA FOM - 郑州
上海 - LIA PER, LIA SFMA, LIA VIRHOST,
LIA Hematology and Cancer

LIA LSFM - 广州

香港 - LIA LMTM

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厦门 - LIA NanoBioCatEchem✖

LIA BioMNSL - 中法生物矿化与纳米结构联合实验室

LIA G-quadruplex-HELI - 中法解旋酶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Hematology and Cancer - 中法生命科学与基因组研究中心血液学与癌症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PER - 植物表观遗传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VIRHOST - Analyzing Virus – “人类病毒感染靶向治疗，病毒宿主相互作用分析”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FOM - 中法有机磷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LMTM - 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

LIA NanoBioCatEchem - 纳米生物催化电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CHINEQ - 中国不平等性：实证与实验研究方法

LIA PostWestSocio - 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METISLAB - 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实验室

LIA SCSD-FCLAB - 可持续发展智慧计算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LSFMF - 法中基础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LIASFMA -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FCPPL -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

LIA MONOCL - 绿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ORIGINS - 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

LIA SALADYN - 中法地貌过程与景观动力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CNRS与其国际合作形式

第七届中法粒子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研讨会，

克莱蒙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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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国际研究团队(GDRI)

  围绕某一特定科研课题，在灵活多
样的合作形式下，您想聚集多所法国和
外国实验室吗？您可以创建一个国际研
究团队(GDRI)。该研究团队的特点之一
便是能够联合多所国际合作机构，共同
创建有利于科研发展的平台。

什么是国际研究团队?

  国际研究团队是一个具有一项或多
项科研优势的无法人资格的国际合作机
制。它集结了欧洲及国际众多国家的实
验室，组成了一个科研网络。国际研究
团队由科学指导委员会协调管理，该委
员会由相关实验室代表组成，并设有一
位总协调人。

国际研究团队期限是多久？

国际研究团队为期四年，可延期一次。

谁可以提交国际研究团队项目申请?

法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
员、及其下属研究单位的教研人员或研
究人员均可提出申请。
中国：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均可
提出申请。 

什么时候提交申请？在哪里提交申请？

  国际研究团队创建申请可以在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研究所国际任务
服务局(CMI)任何时候被提交。

如何评估提交的申请?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方相关
合作机构对提交的项目申请共同进行
审核评估。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内部，项目由相关下属研究所进行评
估。国际研究团队的首要目标是组建一
个具有科研能力的团体，进而推动实
现更加宏伟的研究项目(法国国家科研
署，2020年展望...)。 

国际研究团队是否创建由谁决定?

  国际研究团队的创建由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和中方合作伙伴联合决定。
一旦获批，各参与机构将签署协议，该
协议包括科研项目介绍、科学指导委员
会成员、暂定预算。 

国际研究团队如何受到科研资助？

  科研经费的资助由所有的合作机构
共同提供，经费主要涉及国际会议、研
讨会、座谈会、报告会、专题学校，以
及特定主题工作会议的组办。

  资助经费在团队成立后的财政年度
初开始计算。科研报告和资助经费说明每
年需提交相关部门。

北京 - GDRI PHENICS✖✖

✖

✖

GDRI EHEDE - 银川

GDRI RFCCT - 南京

厦门 - GDRI EuroAsiaTradeNet

6 GDRI

中国

国际研究团队(GDRI)

自2015年6月起的新变化！

结构性合作(国际研究团队、国际
联合实验室)的审批和资助方式发
生变化。

  鉴于存在众多没有签署的协
议，考虑到国际联合实验室和国际
研究团队的复杂性，新项目将设有
一年的预审期。这一年同样也有资
金补助。同时，外国合作机构数量
受到限制。三个目标：改进对项目
的认知、在法国和外国合作伙伴间
建立起真正的对话、推动联合资助
研究项目的进展。

GDRI CeSMeR, GDRI Photonet - 武汉 ✖

EHEDE国际研究团队全球分布图(详细信息，请参阅78-81页)

GDRI PHENICS - 光转换有机分子系统与器件国际研究团队

GDRI RFCCT - 法中理论化学国际研究团队

GDRI EHEDE -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

GDRI EurAsiaTrajEco - 欧亚贸易网络国际研究团队

GDRI CeSMeR -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国际研究团队

GDRI Photonet - 中法光子与光电子学国际研究团队

CNRS与其国际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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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预结构性合作形式：国际科研合作
项目(PICS)和合作交流项目(PRC)

  在业已出版一份或多份联合刊物的
前提下，您是否与外国科研伙伴保持一
个长期稳定的合作？国际科研合作项
目/合作交流项目可以为您的合作赋予
一个正式的形式。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合作交流项目推动两个研究团队根据特
定的研究主题共同开展研究工作，同时
特别鼓励青年研究人员的参与。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为期三年，
向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提交申请，并
由其进行评估审核。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是由两个研究人
员共同开展的科研项目，其中一人来自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实验室，另
一人来自外国科研合作机构。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为期三年，不可延期。该项目
可以提供“国际补充经费”，用于资助
国际交流互访、研讨会和工作会议的组
织安排、实验室的日常运营及小型设备
的添置。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由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进行选拔和资助。该项目
的基础是双方业已建立的研究合作，
即：在科研杂志上，与外国合作伙伴
已联合发表一篇或多篇文章。自2015年
起，国际科研合作项目重点面向45岁以
下的研究人员。

合作交流项目(PRC)：为期三年，向法
中双方机构提交申请，并由双方共同评
估和资助

  合作交流项目是由两个科研团队联
合开展的科研项目，其中一方为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实验室，另一方为
外国研究机构或高校，且符合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合作伙伴-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的资助条件。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发出招标，并对项目
进行联合评估和筛选。

PRC、PICS、
KCWEF

中国

PRC/PICS申请日程及形式 : 
- CoopIntEEr : www.cooperation.cnrs.fr
- 4月: 申请开始
- 6月：申请结束
- 次年1月：公布结果

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编辑的

易拉宝宣传制品 (法、英、中文三个版本)。
如需电子版，请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

国代表处联系。

17http://www.ambafrance-cn.org/Circonscriptions-consulaires
18http://www.ambafrance-cn.org/Visas-pour-la-Chine / http://www.amb-chine.fr/fra/zgzfg/zgsg/lsb/qzyw/ 
19http://www.ambafrance-cn.org/Demander-un-visa-pour-la-France,15513 / http://www.ambafrance-cn.org/%E7%94
%B3%E8%AF%B7%E8%B5%B4%E6%B3%95%E7%AD%BE%E8%AF%81 (中文)

3-6 其它: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KCWEF)资
助博士后交流项目 

  2015年4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与王宽诚教育基金会(香港)签署了一项
合作协议。该协议为期五年，旨在每年
资助两名中国研究人员赴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下属单位中进行博士后研究。
该年度项目由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负
责，招标对象为法国国家研究中心驻中
国联合研究单位的相关人员。博士后交
流项目旨在进一步巩固结构性合作。

招标日程： 
- 5月：申请开始
- 6月末：申请结束
- 9月-10月：公布结果
- 次年1月：交流启动

获取该项目更多信息，请联系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IV- 行政层面 : 签证

  法中双方的交流或合作都离不开签
证程序。鉴于交流时间(短期、长期…), 
护照类型 (普通护照及其它 )，及申请
人情况(研究员、实习生、学生等)的不
同，本手册提供了几个直接相关网址链
接。签证政策和手续会实时发生变化，
建议双方出访人员预留足够的时间办理
相关手续。需要注意的是，签证申请需
注意领区划分17，且签证申请由外包公
司受理(目前普通护照需要通过中智签
证法国受理中心TLS)。

  最后要提醒的是，除了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资助的特殊项目，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不参与办理赴
华18或赴法19签证。

自2015年起的新变化 : 

  由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
外国机构对于合作项目资助形式的
改变，自2015年起“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改名
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合作交流
项目”。

简而言之 :
PRC：CNRS-NSFC合作交流项目招标
PICS：CNRS招标 (除NSFC以外的其
它合作机构) 

  两个合作形式的区别在于项
目筛选方式：PRC由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与一所外国机构联合筛
选；PICS则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独立筛选。PRC与PICS项目重点
面向青年研究人员和业已发表出版
物的科研合作。

CNRS与其国际合作形式CNRS与其国际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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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研机构双边合作协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是首批与中国科研部门与机构签署双边合作协议的国际组
织之一，也是第一个法国组织。法中两国于1978年1月签署科技交流框架协议后，同
年10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CAS)建立了合作联系。自此，与中科院
的合作成为了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的主轴心。

双边协议一览表(主要的框架协议和特殊协议)
• 中国科学院(CAS)，1978年 [框架协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MGRM)，1986年 [框架协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1994年 [框架协议]
•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1995年 [框架协议]
• 香港中文大学(CUHK)，2006年 [框架协议]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CAS-IHEP)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
物理研究所(CNRS-IN2P3)，2006年 [特殊协议]
• 中国科学技术部(MoST)，2007年 [其他协议]
• 上海社会科学院(SASS)，2008年 [框架协议]
• 中国教育部(MoE)，2009年 [框架协议]
• 中国地震局(CEA)，2009年 [其他协议]
•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CAS-BSTRE)，2009年 [其他协议]

II-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合作交流项目(PICS/PRC)：
2010-2014年项目总结及2015年启动项目

  关于与中国科研机构开展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合作交流项目，作为合作伙伴，
自2013年以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合资助了大
部分项目： 

• 2010年共资助13个项目；2011年共
资助9个项目；2012年共资助13个项
目；2013年共资助14个项目

• 2013年，项目更名为“国际联合科
研合作项目”(项目为期三年，需同
时向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提出申请)

• 2014年初，共与中国科研机构达成
8个新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其中5
个入选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为期三年；2015年项目
数量相同。

协议与项目

I- 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科研机构双边合作协议

II-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合作交流项目：总结

III- 法科研中心和中国科学院2015年启动项目

IV- 联合科研机构

• 法中联合科研机构一览表

• 法中联合科研机构在华分布图

• 联合科研机构说明资料

中法解旋酶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签约仪式：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局长 

Patrick Nédellec先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教授。

合影摄于2015年5月29日，来源: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来源：Marie-Luce Chevalier

协议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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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法国国家科学中心和中国科学院2015年启动项目

  下表是2015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交流互访项目获选名
单，这些项目已于同年末结束。

IV- 联合科研机构：国际联合实验室(LIA)、国际研究团队(GDRI)、国际科研混合单位/
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UMI/UMIFRE)

  下表涵盖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建立的所有联合科研机
构(UMI、LIA、GDRI)。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合作进展情况2016版》中，我
们对处于创建初始阶段(协议签署阶段)的机构或处于最终评估阶段的机构也做出了相
关介绍。4所备注“初始阶段”的联合科研机构是指在科研层面及合作关系方面均已
落实的项目。

表1：2014年CNRS / NSFC项目招标框架下由
双方在2015年资助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项目名称 中方合作机构和
主要实验室

法国主要合作研究机构 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

透明电子陶瓷 桂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科研直属单位3079，材料的

高温高辐射极端条件研究单

位(CEMHTI，法科研中心)，
奥尔良

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

B-N配位驱动分子自

组装与功能载体/传
感器相关的基础问

题研究

厦门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科研混合单位5223，聚合材

料工程学实验室，里昂

(法科研中心 / 里昂国立应

用科学学院 / 里昂第一大学 
/ 让•莫纳-圣艾蒂安大学)

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

下一代大数据存储技

术在高能物理研究中

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

科研服务单位6402，法科研

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

研究所计算中心

(CCIN2P3 - CNRS)

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

超声评价骨强度的定

量生物标记

复旦大学 - 医学

超声实验室

科研混合单位77371，生物

医学图像实验室(LIB) (法科

研中心 / 法国国家医学与健

康研究院 / 巴黎第六大学)

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

中枢神经系统重要神

经递质Y-氨基丁酸的B
型受体的神经信号转

导机制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 
生物物理和生物化

学研究所

科研混合单位5203，功能基

因组研究所(IGF) (法科研中

心 / 法国国家医学与健康研

究院 / 蒙彼利埃大学)

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

非线性一维准周期性

动力之上的薛定谔

运算子

清华大学 - 数学系 科研混合单位7586：巴黎左

岸加希耶(Jussieu - Paris Rive 
Gauche)数学学院

(法科研中心 / 巴黎第六大

学 / 巴黎第七大学)

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

数字技术和B2B网上

贸易：国际商业环境

下战略性分析中欧的

B2B交易

江苏大学 - 管理学

院，电子商务创新

及应用实验室

科研混合单位6211：经济与

管理研究中心(法科研中心 

/ 卡昂大学 / 雷恩第一大学)

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

电子化学联合处理污

水的新方法

南开大学 - 可持续

能源和环境技术研

究中心

科研混合单位5503：化学工

程实验室(LGC) (法科研中心 / 
图卢兹国立综合理工学院 / 
图卢兹第三大学)

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

表2：2014年CNRS/CAS项目招标框架下
由双方在2015年资助的研究人员交流互访项目

项目名称(一年期项目) 中方合作机构和主要
实验室

法国主要合作研究机构

Caboxamycin及相似物的全合

成研究

中国科学院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

重庆

科研混合单位8180，
凡尔赛Lavoisier研究所(ILV)
(法科研中心 / 圣康丁昂伊夫利

纳-凡尔赛大学)

Redshift云数据仓库中宇宙分

子气体、星际辐射及恒星形

成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

南京

科研混合单位7158，天体物理、

解释与建模研究单位(AIM)，巴

黎-萨克雷 (法科研中心 / 法国原

子能委员会 / 巴黎狄德罗大学)

沿海水域表层沉积物中氮的

去除研究

中国科学院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科研混合单位7266，海滨环境与

社会研究单位(LIENS) (法科研中心 
/ 拉罗谢尔大学)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物理研

究与相关网格计算技术

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科研混合单位7346，马赛粒子物

理研究中心(法科研中心 / 埃克

斯-马赛大学)

沿海水生植物生态研究：栖

息地细碎化对生物多样性与

底栖生物食物链细碎的人

为影响

中国科学院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科研混合单位9190，海洋生物多

样性及开发保护中心(MARBEC)，
蒙彼利埃 (法科研中心 / 法国海

洋开发研究所 / 法国发展研究院 
/ 蒙彼利埃大学)

协议与项目协议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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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科研机构 (开展中合作)

机构
缩写

研究所 联合科研机构全称 日期

UMI E2P2L INC 绿色产品和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1年1月-

UMIFRE CEFC INSHS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1991年-

LIA BioMNSL INSB 中法生物矿化与纳米结构联合实验室 2009年1月-2017年1月

LIA PER INSB 植物表观遗传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3年1月-2017年1月

LIA FOM INC 中法有机磷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 2008年11月-2016 年10月

LIA LMTM INC 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 2009年3月-2017年1月

LIA PostWest-
Socio

INSHS 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3年1月-2017年1月

LIA SCSD-
FCLAB

INS2I 可持续发展智慧计算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2年1月-2016年1月

LIA LSFMF INSMI 法中基础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4年1月-2018年1月

LIA SFMA INSMI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4年1月-2018年1月

LIA FCPPL IN2P3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 2007年4月-2015年4月

LIA MONOCL INSU 绿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1年1月-2019年1月

LIA ORIGINS INSU 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 2008年10月-2016年10月

LIA SALADYN INSU 中法地貌过程与景观动力学

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2年1月-2016年1月

GDRI PHENICS INC 光转换有机分子系统与器件国际研究团队 2008年1月-2015年1月

GDRI RFCCT INC 法中理论化学国际研究团队 2014年1月-2018年1月

GDRI EHEDE INEE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

国际研究团队

2013年1月-2017年1月

GDRI EurAsia-
TrajEco

INSHS 欧亚贸易网络国际研究团队 2013年1月-2017年1月

Autre JORISS INSHS 中法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 2010年-

Autre MAFCX INSHS 中法新疆考古项目 1991年-

Autre LIAMA INS2I 中欧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 1997年-

法中联合科研机构一览表

联合科研机构 (自2015年起开展的新合作)

机构
缩写

研究所 联合科研机构全称 日期

LIA G-quadru-
plex-HELI

INSB 中法解旋酶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5年1月-2019年1月

LIA Hémato-
logie et 
Cancer

INSB 中法生命科学与基因组研究中心血液学

与癌症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5年7月-2019年7月

LIA CHINEQ INSHS 中国不平等性：实证与实验研究方法 2014年1月-2018年1月

LIA METIS-
LAB

INS2I 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实验室 2014年1月-2018年1月

联合科研机构 (已到期的合作)

机构缩写 研究所

LIA PMC INSB

LIA ROCADE INSB

LIA LFCC INC

LIA XiamENS NanoBioChem INC

LIA LSE INSIS

LIA 2MCIS INSIS

LIA LAS2M INP

机构缩写 研究所

GDRI CEERBIO INEE

GDRI QMAP INP

GDRI SAMIA INP

Autre Pôle de Génomique INSB

Autre PROGRAMME SEED -

联合科研机构 (处于签署阶段的新合作)

机构
缩写

研究所 联合科研机构全称 启动日期

LIA VIRHOST INSB “人类病毒感染靶向治疗，病毒宿主相

互作用分析”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6年-

LIA Nano-
BioCatE-
chem

INC 纳米生物催化电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5年1月-2019年1月

GDRI CeSMeR INSIS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国际研究团队 2016年-

GDRI Photonet INSIS 中法光子与光电子学国际研究团队 2016年-

更多信息，请参照2014版手册。

协议与项目协议与项目

来源：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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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LIA BioMNSL、LIA FCPPL、
LIA MONOCL、LIA ORIGINS、
LIA POSTWESTSOCIO、
LIA CHINE Q、
LIA G-quadruplex-HELI、
GDRI PHENICS、LIAMA

上海
LIA PER、LIA SFMA、LIA VIRHOST、
LIA Hématologie et Cancer、
UMI E2P2L、JORISS

广州(广东省)
LIA LSFM

香港
LIA LMTM、UMIFRE CEFC

南京(江苏省)
GDRI RFCCT

厦门(福建省)
LIA NanoBioCatEchem、
GDRI EuroAsiaTradeNet

武汉(湖北省)
GDRI CeSMeR、GDRI Photonet

哈尔滨(黑龙江省)
LIA SCSD-FCLAB、LIA METISLAB

银川(宁夏省)
GDRI EHEDE

兰州(甘肃省)
LIA SALADYN

郑州(河南省)
LIA FOM

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MAFCX

北京 - LIA BioMNSL,
LIA FCPPL, 
LIA MONOCL,
LIA ORIGINS, 
LIA CHINE Q,
LIA POSTWESTSOCIO,
LIA G-quadruplex-HELI
GDRI PHENICS
LIAMA

✖

✖

✖LIA SALADYN - 兰州

✖LIA FOM - 郑州

✖ 上海 - LIA PER, 
LIA SFMA, 
LIA VIRHOST,
LIA Hématologie et Cancer
UMI E2P2L, JORISS

✖

✖GDRI EHEDE - 银川

✖GDRI RFCCT - 南京

法中联合科研机构在华分布图20

✖
✖

LIA LSFM - 广州
香港 - LIA LMTM, UMIFRE CEFC

LIA SCSD-FCLAB, LIA METISLAB - 哈尔滨

GDRI CeSMeR, GDRI Photonet - 武汉 ✖
✖

厦门 - LIA NanoBioCatEchem,
GDRI EuroAsiaTradeNet

✖✖

✖

1个国际科研混合单位(UMI)

1个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
科研混合单位(UMIFRE)

18所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4所新建国际联合实验室、

2所筹备中国际联合实验室)

6支国际研究团队(GDRI)
(2支筹备中国际研究团队)

其它联合科研机构

20以联合科研机构中方负责人或

协调人隶属机构所在地为基础。

通常，对于国际研究团队或某些

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合作并不

会局限于单一地点。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  29 

协议与项目

✖

✖

✖

MAFCX - 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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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RS   Dépasser les frontières

来源：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图片库 - LEBEDINSKY Christophe

联合科研机构说明资料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华联合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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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 conjointes 
du CNRS en 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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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 UMI E2P2L p.32-33

INSHS UMIFRE CEFC p.34-35

INSB LIA BioMNSL p.36-37

INSB LIA G-quadruplex-HELI p.38-39

INSB LIA Hématologie et Cancer p.40-41

INSB LIA PER p.42-43

INSB LIA VIRHOST p.44-45

INC LIA FOM p.46-47

INC LIA LMTM p.48-49

INC LIA NanoBioCatEchem p.50-51

INSHS LIA CHINEQ p.52-55

INSHS LIA PostWestSocio p.56-57

INS2I LIA METISLAB p.58-59

INS2I LIA SCSD-FCLAB p.60-61

INSMI LIA LSFMF p.62-63

INSMI LIA SFMA p.64-65

IN2P3 LIA FCPPL p.66-67

INSU LIA MONOCL p.68-69

INSU LIA ORIGINS p.70-71

INSU LIA SALADYN p.72-73

INC GDRI PHENICS p.74-75

INC GDRI RFCCT p.76-77

INEE GDRI EHEDE p.78-81

INSHS GDRI EurAsiaTrajEco p.82-85

INSIS GDRI CeSMeR p.86-89

INSIS GDRI Photonet p.90-93

INSHS Autre JORISS p.94-95

INSHS Autre MAFCX p.96-97

INS2I Autre LIAMA p.98-99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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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2P2L国际科研混合单位位于上
海，是一个专注于新型高效生态产品与
工艺研发的化学实验室。它的成立旨在
集合模拟、化学、催化剂设计与工艺开
发，为可再生能源与可持续化学领域带
来突破性创新，以及全面的方法。

INC - 化学研究所

UMI E2P2L
绿色产品和工艺
国际联合实验室 
Eco-Efficient Products and 
Processes Laboratory

研究任务与主题：

  化石资源的枯竭及其对气候变化的
影响，促使我们聚焦于新技术的研究，
以减少对石油产品的依赖。在此背景
下，化学工业起主导作用：开发可持续
原材料，通过有效洁净的方式，将其加
工成化学产品，可为环境问题提供可持
续解决方案。

  生物量因其化学多样性与多价性，
而成为一种首选的原材料。但是，我们
仍需进行多项创新来控制相关化学反应
过程中的选择性与生产率。其它基本原
料，例如水或二氧化碳，广泛存在于我
们的环境中，并且可以用来制造更加复
杂的分子。但是，激活这些分子的同
时，维持可接受的能源需求，这仍待论
证。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催化都起着
核心的作用，以便开发出具有可接受成
本且最小环境影响的技术。

  E2P2L的目标是以催化为核心技
术，开发新型高效绿色产品和工艺，以
降低对石油产品的依赖程度。科研所
面临的挑战，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关键技
术，以便快速突破技术瓶颈。

主要研究项目：

• CatOx – 清洁氧化工艺使用的新型催
化剂(始于2013年)。

• Monalisa – 以单体合成作为生物基聚
合物的分子平台(始于2011年1月)。

• CO2增值 – 以二氧化碳为化学构筑块
(始于2011年1月)。

• CatEProc – 绿色催化工艺
(始于2011年1月)。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化学实验室， 
UMR 5182
• 里尔第一大学，催化与固体化学
实验室

中方：
• 华东师范大学 (ECNU)绿色化学与
化工过程重点实验室
• 复旦大学先进材料实验室

联合出版物数量：
35份出版物，30份专利

参与城市：
法国：里昂、里尔
中国：上海

工业合作伙伴：索尔维(SOLVAY)

网站：www.e2p2l.com

创建日期：2011年1月

法方主任：Armin T. Liebens
armin.liebens@solvay.com

员工人数：法国：5 / 中国：6

博士生人数：4

博士后人数：5

实验室数量：法国：2 / 中国：2 

中国上海索尔维研发与创新中心Ginkgo大楼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索尔

维E2P2L实验室博士后，Bright 
Kusema博士在编号3464国际科

研混合单位实验室留影。

北京，2014年12月4日：该国际科研混合单位(UMI)获得“法中团

队创新奖”特别提名奖以及“合作团队奖”二等奖。

关键词：新型高效生态产品与工艺、可持续化学、全面方法、模拟、化学、催化剂设
计和工艺开发



34  |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  35 

简介：

  创立于1991年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
中心(CEFC)，是位于香港的法国国家研
究单位。该中心自2007年起作为东亚研
究与服务单位，隶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中心旨在研究现代华人世界的
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中心目
前有十几名研究人员与博士生，他们在
香港开展研究工作的平均年限为两到四
年。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拥有三个分
支，分别位于香港、北京和台北，这在
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是唯一的。

研究任务与主题：

  作为交流平台，法国现代中国研究
中心对中法研究人员在社会科学领域建
立合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创立

INSHS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UMIFRE CEFC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The French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以来，中心已经接待了数十名研究人
员，并资助了二十余位博士生进行实地
研究工作。曾在中心工作的研究人员也
继续组建了一个涵盖人文社科领域所有
学科的研究网络。

主要研究项目：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在1992年
出版法语季刊“Perspectives chinoises (
神州展望 )”，其英文版“China Pers-
pectives”于1995年面世，这两份杂志
电子版在大多数学术门户网站(Revues.
org, Persée, EBSCO, ProQuest)均可下载。
杂志专注于多学科主题，被法国高
等教育与研究评估局 (AERES)收录在三
个科研领域优质期刊排名，并受到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
研究所的支持。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
心接收法文或英文撰写的科研文章手
稿，并进行双匿名评审。法国现代中
国研究中心同华人世界各大高校、学
术界以及科研机构保持着直接密切
的联系。它定期与当地科研机构召开
学术座谈会、研讨会以及联合发布科
研项目招标，共同开展科研活动。同
时，中心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台北中央研究院与法国国家科

博士生人数：1名受长期资助的博士生

参与城市：
中国：香港、北京及台北

网站：http://www.cefc.com.hk

创建日期：1991年

法方主任：Eric Florence
eflorence@cefc.com.hk
员工人数：
7名研究人员和16名联合研究人员

研署等机构的研究人员维持着长期稳
定的交流合作。此外，作为唯一从事
当代中国研究的驻华欧洲科研单位，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在整个欧洲发
挥着协调作用。自2012年，该中心每
两年举办一次《新欧洲当代中国研究
会议》(New European Research on Contem-
porary China Conference)，作为一项重要的
科学活动，吸引了人文与社科领域50
多名研究现代中国的青年研究人员。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巴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 (EHESS)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MAEDI)

中方：
• 清华大学
• 华东师范大学 (ECNU)
• 香港大学 (HKU)
• 台北中央研究院
• 香港理工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
• 香港浸会大学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来源：CE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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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B - 生物科学研究所

LIA BioMNSL
中法生物矿化与纳米
结构联合实验室
Bio-Mineralization and 
Nano-Structures Laboratory

简介：

  生物矿化与纳
米结构联合实验室
集合了基础生物
学、海洋学、地质

学和磁学等领域的中法科研人员，目的
是进行磁场环境生物反应机制分析与磁
性纳米合成机制体内、体外研究。

研究任务与主题：

  联合实验室通过生态、环境与地质
多学科方法，致力于研究趋磁细菌多样
性及其在环境中的作用。实验室利用分
子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物理学、材
料科学与微流体学，结合电子显微镜技
术，重点开发磁性晶体与趋磁细菌在医
学、生物技术与环境领域的应用。

主要研究项目：

  生物矿化和纳米结构”项目在2009
年1月启动，并于2013年续签。
• 联合实地考察：收集来自地中海以
及中国南海的样本，开发采用显微操
作器与连接至磁操作的微芯片的细菌
细胞分离技术。
• 全基因扩增与单细胞测序的新协议
的开发
• 趋磁细菌多样性、演化及生态功能
• 研究微生物与动物磁场与磁导航检
测机制
• 通过共同管理、联合实验与研讨
会，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与学生。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马赛大
学，7283号科研混合单位，细菌化学
实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物
科学研究所
• 系统分析与结构实验室；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巴黎六
大，7590号科研混合单位，矿物和凝
聚物理研究所
• 马赛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法国研究与发展研究所，环境微生物
学与生物技术实验室；马赛海洋学地
中海研究所

联合出版物数量：15份

重大事件：
• 考察：2013年至2015年间，法方赴
华考察6次，中方赴法考察8次
• 2015年7月12-14日，第六届趋磁细
菌研究与应用研讨会在中国无锡召开 

参与城市：
法国：马赛、巴黎、图卢兹
中国：北京、青岛、福州、三亚

网址：http://www.biomnsl.igg.cas.cn/

项目期限：2009年1月-2017年1月

法方主任： 吴龙飞
wu@imm.cnrs.fr

中方主任：潘永信 
yxpan@mail.iggcas.ac.cn

员工人数：法方：10 / 中方：24

博士生人数：10

博士后人数：3

实验室数量： 法国：4 / 中国：6

中方：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生物
地磁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与
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生物电磁学
与电磁探测技术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结
构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深海微生物活性物质研究组”
•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

关键词：生物矿化、磁性晶体、生物多样

性、生物医学及环境应用

Novel invention of prokaryote multicellularity : Mulberry-like (up row) and Pineapple-like (bottom row) Magne-
toglobules collected from the Chine Sea and Mediterranean Sea and observed with transmission (TEM) or 
scanning (SEM) electron microscope, or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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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G-qua-
druplex-HELI
中法解旋酶研究
国际联合实验室 
“Helicase-mediated G-quadru-
plex DNA unwinding and genome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Associated 
Laboratory

简介：

  G-四链体(G4)是由富含串联重复鸟
嘌呤序列的核酸(DNA或RNA)折叠形成的
一种四股螺旋结构。G-四链体会参与了
众多细胞过程，如核糖体生物合成、核
糖体RNA成熟、同源重组、端粒结构调
整、核糖体DNA和端粒DNA的复制。中
法解旋酶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致力于打
开G-四连体结构的解旋酶的研究。

研究任务与主题：

  中法解旋酶研究国际联合实验致力
于推动法中双方在与DNA相互作用的蛋
白质结构和功能领域的合作。双方的合
作成果丰硕，同时开展了从单分子到结
构生物学的多学科研究，研究方法涉及
到生物化学、生物物理、酶学等，旨在
开展解旋酶和聚合酶研究。

主要研究项目：

  法中双方希望继续开展关于体内体
外解旋酶打开G-四链体结构的分子机制
方面的合作。

• 用单分子方法，解析DNA和RNA解旋
酶特征，以揭示传统方法难以观测的
分子机制。

• 用结构生物学方法，阐明解旋酶-
核酸相互作用的结构基础。

• 发展体内FRET研究新方法，在细胞
内实时观察G-四连体结构的打开。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生物和应用药理实验室(LBPA)，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卡尚高等师范学
院/巴黎-萨克雷大学
• 法国达隆贝研究所(3242号研究联盟)

中方：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凝聚态
物理国家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物物理研究所软物质物
理重点实验室
• 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联合出版物数量：自1999年起，在SCI刊
物上联合发表35余篇出版物

重大事件：
2015年5月，中法解旋酶研究国际联合
实验室成立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欧
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DERCI)局长Patrick 
NEDELLEC先生出席仪式。 

参与城市：
法国：卡尚 / 中国：北京

网址：http://www.lbpa.ens-cachan.fr/ (临时)

项目期限：2015年1月-2019年1月

法方主任： 奚绪光
xxi01@ens-cachan.fr

中方主任：李明
mingli@iphy.ac.cn

员工人数：法方：8 / 中方：15

博士生人数：6

博士后人数：3

实验室数量： 法国：2 / 中国：2 

INSB - 生物科学研究所

图一，从左到右：窦硕星和王鹏业(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软物质物理重点实验室)，Norbert Paluch(法
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李明(中法解旋酶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中方负责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软物质物理实验室主任)，Patrick Nédellec(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局长)，奚

绪光(中法解旋酶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法方负责人)，Chantal Khan-Malek(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
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Antoine Mynard(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来源：CNRS

图二：单分子DNA科学实验操作示意图(上图)；
解旋酶实时打开双链DNA(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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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Héma-
tologie et 
Cancer
中法生命科学与基因
组研究中心
血液学与癌症
国际联合实验室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in Hema-
tology and Cancer associated with 
the Sino-French Research Center for 
Life Sciences and Genomics

简介：

  血液学与癌症国际联合实验室是上
海瑞金医院中法生命科学和基因组研究
中心合作工作的延续，主要由陈竺教
授、陈赛娟教授以及Hugues de Thé教授
共同牵头，致力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靶向治疗的研究。实验室成立于2015
年，反映出中法双方关于加强医学研究
领域合作的意愿。

研究任务与主题：

  该国际联合实验开发创新项目，旨
在识别并利用新型的、适合的靶分子和
靶细胞，用以治疗癌症。该实验室同时
也创造条件，向医学研究领域的国际科
研混合单位(UMI)迈进。 

  在科技方面，该实验室的独特之处
在于，它汇集了癌症所涉及的三个最重
要机制的科研团队：蛋白质翻译后修
饰、端粒、血管生成调控。由于老化生
物学同样涉及以上三个机制，因此主题
的接近产生了新的协同作用，在癌症和
老年慢性病领域都产生有价值的基本和
转移的成果。

  这一医疗科学机制充满活力，不仅
促进了中法实验室交换最优秀的学生、
青年研究人员和医生，同时也推动了新
科研团队的成立，以及与在华法国企业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主要研究项目：

•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病理生
理学：陈竺、陈赛娟教授以及Hu-
gues de Thé教授
PML RING和砷相互作用研究
PML/RARA和DNA相互作用分析
• SUMO化修饰和造血系统研究：ZHU 
Jun医生及Hugues de Thé教授
斑马鱼原始和永久造血中SUMO化修饰 
(RNF4)的信号
• 癌症和衰老的粒端信号：陆一鸣教
授， 叶静医生和E. Gilson教授
• 人类淋巴瘤进展和抗血管生成治疗
研究：Anne Janin和赵维莅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 巴黎第七大学
• 尼斯索菲亚-安提波利斯大学

-7212号科研混合单位-分子病理学和
病毒学实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巴
黎第七大学
-7284号科研混合单位-癌症与老年中
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国
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尼斯索菲亚-安
提波利斯大学
-癌症与移植-病理生理学及治疗反应
实验室，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
院/巴黎第七大学

中方：
• 上海交通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瑞金
医院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

联合出版物数量：LU/YE/GILSON团队：
自2010年起，在阅读委员会刊物上发表
联合出版物10篇。CHEN/de Thé团队：自
2010年起，发表联合出版物10篇。

重大事件：
2011年荣获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尼斯 / 中国：上海

项目期限：2015年7月-2019年7月

法方主任：Hugues DE THE
hugues.dethe@inserm.fr

中方主任：陆一鸣
luyiming@rjh.com.cn

员工人数：法方：10 / 中方：15

博士生人数：5

博士后人数：4

INSB - 生物科学研究所



42  |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  43 

INSB - 生物科学研究所

LIA PER
植物表观遗传学
国际联合实验室
Plant Epigenome Research 
Laboratory

简介：

  沈文辉与董爱
武教授分别任职于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斯特拉斯堡植
物分子生物学研究
所和中国上海复旦
大学。十五年来，

他们带领的研究团队共同致力于植物关
键染色质调控机制的研究以及环境变化
应答。

研究任务与主题：

  十五年来，沈文辉教授(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斯特拉斯堡植物分子生物
学研究所)和董爱武教授(上海复旦大学)
带领双方研究团队，共同致力于植物关
键染色质调控机制的研究以及环境变化
应答。

  植物表观遗传学国际联合实验室通
过在逆境条件下(例如疾病)，改变植物
染色质结构来加深对基因表达调控机制
的认识，旨在促进中法双方在思想、知
识、方法与材料方面的交流。除此之
外，实验室致力于丰富的品种种类研究
以保证较高的产量与较优的生产规律性
(例如：拟南芥、水稻与油菜生长发育
过程中遗传与表观遗传的变化)。

主要研究项目：

• 植物生长发育的遗传与表观遗传
控制以及环境变化应答 (01/01/2013–
31/12/2016)。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2357号下属
研究单位，斯特拉斯保植物分子生物
学研究所(IBMP)

中方：
• 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长沙)
• 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中方协调人所属机构)

植物表观遗传学国际联合实验
室研究工作：

  植物是研究表观遗传机制的非常
好的体系，例如：DNA甲基化、小分子
RNA和染色质重塑。事实上，染色质调
节基因的突变通常并不致命，且有助于
基因功能的遗传学研究。此外，植物研
究可以在有机体整体上或细胞培养两方

重大事件：

• 2013年3月21日：植物表观遗传学国
际联合实验室揭幕，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生物科学研究所所长Patrick Net-
ter先生率团到访复旦大学
• 2013年3月29日：Alexandre Berr先生
(CR CNRS)参观访问中国湖南农业大
学，并做讲座
• 2013年4月25日：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MA Jinbiao先生参观访问斯特拉斯堡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植物分子生物学
研究所(IBMP)，并做讲座
• 2014年5月8日：沈文辉参加法国高
等教育署(Campus France)在长沙组织的
《法国魅力日》活动，并做讲座
• 2014年5月26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生物科学研究所所长Catherine Jessus女
士率团参观复旦大学中法植物表观遗
传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并举行会议

项目期限：2013年1月-2017年1月

法方主任：沈文辉
wen-hui.shen@ibmp-cnrs.unistra.fr

中方主任：董爱武 
aiwudong@fudan.edu.cn

员工人数：法方：2 / 中方：7

博士生人数：8

博士后人数： 2

实验室数量：法国：1 / 中国：2  

联合出版物数量：
在高水平科学杂志，如Curr. Biol、Plant 
Cell、PloS Genetics、Plant Journal、Plant 
Physiology等，联合发表出版物36份

参与城市：
法国：斯特拉斯堡
中国：上海、长沙

关键词：
基因、植物、调控机制、基因表达

面着手进行。因此，植物表观遗传研究
对于阐明染色质调节机制具有一定优
势，并且对其它有机体研究会产生重要
影响。最后，植物具有显著的发育可塑
性，这说明植物体系内存在着特殊的染
色质调控。

  植物表观遗传学国际联合实验室通
过以下图示展示了围绕与染色质结合与
重塑相关的调控因子家族开展的研究工
作，并例举出拟南芥由于基因突变显现
出的明显表型，即：茎的扁化现象以及
花器官形成与配子形成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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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VIRHOST
“人类病毒感染靶向
治疗，病毒宿主相互
作用分析”国际联合
实验室 
“Analyzing Virus – Host interactions 
for therapeutic targeting of human 
viral infections” Laboratory

简介：

  一些病毒是人类慢性和退行性疾病
的罪魁祸首，LIA VIRHOST国际联合实验室
将开展联合研究项目，通过对HIV-1和HBV
感染和复制过程中与宿主相互作用机制
的研究，找出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的关
键分子，作为药物和基因治疗的靶标。

研究任务与主题：

  LIA VIRHOST国际联合实验室将开展
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一、利用法国国
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巴黎第五大学S. Benichou团队团
队在HIV-1团队细胞生物学方面的专业知
识和平台，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
究所蓝柯团队合作，进行HBV感染和复制
过程中与宿主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找
出病毒和宿主相互作用的关键分子，作
为药物治疗的靶标。二、利用由S. Beni-
chou团队分离的抗HIV-1的骆驼单链抗体
片段，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周保罗团队合作，将骆驼单链抗体通过
GPI锚定的方式展示在HIV-1易感细胞的
表面，进而阻断HIV-1进入宿主细胞。此
外，将抗Nef的单链抗体以基因编码的形
式转录到HIV-1易感细胞的胞浆内，从而
阻断HIV-1病毒的复制。

主要研究项目：

• 研究新型抗HIV-1策略：靶向包膜蛋白
和致病因子Nef；

• 分析DNA修复途径在HBV DNA复制过程
中的作用；

• 分析细胞内吞途径在HBV包膜蛋白和
衣壳蛋白胞内运输以及感染性病毒颗
粒的组装和释放过程中的作用。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 巴黎第五大学
•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
• 科尚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8104混合科研单位-法国国家健康与医
学研究院1016号单位，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
院/巴黎第五大学

中方：
•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抗
病毒免疫与遗传治疗研究组
•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肿
瘤病毒学研究组

博士后人数： 3

实验室数量：法国：1 / 中国：2 

联合出版物数量：
3篇文章即将在阅读委员会刊物上发
表，其手稿目前处于筹备中。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 / 中国：上海

创建日期：2016年

法方主任：Serge Benichou
serge.benichou@inserm.fr

中方主任：ZHOU Paul
blzhou@sibs.ac.cn

员工人数：法方：6 / 中方：15

博士生人数：8

INSB - 生物科学研究所

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HIV-1/重叠
用免疫荧光法观察HIV-1病毒颗粒(红色)从受感染的T淋巴细胞(黄色虚线)转移到巨噬细胞(绿
色)，HIV-1两个主要的细胞靶标。下方图像为上方图像放大后的效果(x2.5)。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Paul Zhou教授领导，

抗病毒免疫与基因治疗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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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主要目标是合成
包含共轭体系的有机磷材料，并研究它
们用于“导电塑料”中的性质。

LIA FOM
中法有机磷功能材料
国际联合实验室
Functional organophosphorus 
materials Laboratory

研究任务与主题：

  有机磷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创
立于2009年。它结合了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研究人员François Mathey领导的
中国“国际磷实验室”以及来自雷恩化
学科学研究所的Muriel Hissler带领的“磷
与分子材料”团队。通过组合，这两个
团队可以在项目中相互取长补短：郑州
François Mathey团队在磷衍生物的合成、
性能分析以及反应机理方面，拥有丰富
的经验；雷恩Muriel Hissler团队则擅长磷
单元掺入金属的聚合物与络合物合成及
其物理化学性质研究，以及将其引入光
电装置的研究。

主要研究项目：

  国际联合实验室提议了各类研究项
目，这些项目以中国和法国实验室的专
业知识为基础，涵盖包含π共轭体系的
有机磷衍生物的开发与研究：
• 线性有机磷系统物理化学特性的合
成与研究
• 基于磷周期的共轭大环化合物合成
• 用于光电学(OLED、太阳能光电管等)
的新型有机磷共轭化合物的开发
• 用于超分子化学的有机磷配位体的
开发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雷恩第
一大学雷恩化学科学研究所

中方：
•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实验室数量：法国：1 / 中国：1

联合出版物数量：5
2, 2’–Biphospholes : Building blocks for tuning 
the HOMO-LUMO gap of pi systems using ca-
valent bonding and metal coordination Angew. 
Chem. Int. Ed. 2012, 51, 214-217

参与城市：
法国：雷恩
中国：郑州

项目期限：2008年11月-2016年10月

法方主任：Muriel Hissler
muriel.hissler@univ-rennes1.fr

中方主任：Francois MATHEY
fmathey@ntu.edu.sg

员工人数：法方：15 / 中方：23

博士生人数：12

博士后人数：3

INC - 化学研究所

从左至右：Z.Duan、F. Mathey、M. Hissler、
J. Crassous (FOM)

中法有机磷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在郑州举办的科学聚会(2015年9月21-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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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通过建立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法
中两国的研究团队希望能够分享各自的
专业技能，以便为传统中医药分子(植
物、天然产品、抗生素)的临床应用建
立一个科研基地，并且能够鉴别出一些
有可能用于进一步开发有效安全药物的
成分，来进行多抗药性金黄葡萄球菌类
疾病的治疗。

研究任务与主题：

  传统医学分子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LMTM)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适当的科学方
法，加强传统中医药在临床上的使用。
主要的治疗领域包括传染病、癌症以及
寄生虫驱除剂。研究主要包括鉴别从植

LIA LMTM
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
Laboratory of Molecules from 
Traditional Medicine

物中提取的新分子，这些新分子的单体
或组合体将有助于开发安全有效的药
物。此方法旨在提高中草药生物多样性
资源的价值，具体实施步骤如下：提取
和分馏生物行，然后纯化活性分子，并
确定分子之间可能存在的协同作用，确
定其结构。最后，通过抗菌试验评估分

子的生物活性并确定分子毒性。

主要研究项目：

•  扩大含有传统中医(MTC)生物活性分
子且具有抗菌性的植入物面积
• 通过HPLC-MS寻找潜在抗细菌分子
• 确定传统中医药提取物的代谢痕迹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7223号科研混合单位，Charles Frie-
del实验室，巴黎
•7197号科研混合单位，表面反应实
验室(巴黎第六大学)，巴黎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化学研究所
• 8076号科研混合单位，BIOCIS(生
物分子、设计、分离、合成)实验
室， 巴黎第十一大学

中方：

• 香港中文大学(CUHK)中医中药研究
所(ICM)

• 2012年9月，该实验室领导在韩国大
邱举行的国际生物技术大会(IBS)上发
表演讲
• 2013年7月，该实验室指导委员会领
导到访中医研究所(ICM)
• 2014年7月，一名中医研究所研究人
员参观访问表面反应实验室(LRS)，为
期三周
• 2015年5月，该实验室领导在新加坡
举行的亚洲生物学会议上发表演讲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 / 中国：香港

项目期限：2009年3月-2017年1月

法方主任：Claude Jolivalt
claude.jolivalt@upmc.fr

中方主任：梁秉中
pingcleung@cuhk.edu.hk

员工人数：法方：4 / 中方：10

实验室数量：法国：2 / 中国：1

联合出版物数量： 6

重大事件：
• 2010年9月12日，该实验室在香港参
加亚洲生物学会议
• 2011年3月21日，该实验室指导委员
会领导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总部
与院长Alain fuchs会晤

INC - 化学研究所

2013年7月17日，香港中医研究所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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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Nano-
BioCat
Echem
纳米生物催化电化学
国际联合实验室
NanoBioAnalytics and 
NanoCatalysis Electrochemistry

简介：

  纳米生物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XiamENS 2007-2014)由8640号科研混合单
位-“结合电子能或辐射能转化选择
性激化过程实验室-PATSEUR”(巴黎高
等师范学院)和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共同建立，经过
八年的合作检验，该项目已成为一项
高水平的科学合作。随着6226号科研
混合单位-“雷恩化学研究所”雷恩
MACSE团队和武汉大学生物医学分析化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加入，这项合作
的研究课题将更为丰富，涉及了单细胞
分析、痕量物种的理化分析检测和小分

子催化活性及机制研究(巴黎高等师范学
院、雷恩、武汉和厦门团队)。

  法中参与机构调动整个团队，包括
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及所拥有的设备
和技术用于研究之中。
• 雷恩团队致力于物理电化学和催化
反应机制的研究。
• 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团队聚焦于物理电
化学、反应机制、微流控、微制造、
自然及人工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 武汉大学团队旨在开展单细胞电化
学和纳米生物标记及成像。
• 厦门大学团队致力于物理电化学和
纳米催化反应机制研究。

  这些团队在纳米生物化学国际联
合实验室框架下发挥各自的优势，共
同从事创新研究工作，同时也通过一
些非正式性的合作开展联合研究，并
取得了积极的科研成果。鉴于两支新
团队的加入(雷恩和武汉)，原纳米生物
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团队认为需要转
型为“纳米生物催化电化学国际联合
实验室”，加强初始阶段机构建设，
促进有效、灵活机构运转，旨在集中
精力在更加丰富的科技层面，共同开
展研究合作。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化学研
究所  • 8640号科研混合单位 -“
结合电子能或辐射能转化选择
性激化过程实验室 -PASTEUR”，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ENSP) • 6226号
科研混合单位 -“雷恩化学研究
所”，雷恩MACSE团队  • 巴黎第
六大学(UPMC) •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ENSP) • 雷恩第一大学  • 雷恩国立
高等化学学院(ENSCR)

中方：
• 福建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PCOSS)
•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
院，生物医学分析化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ACBM)

联合出版物数量： 纳米生物化学国际
联合实验室(LIA XiamENS)自2007-2014年
合作框架下，在国际顶级科研刊物中发
表联合文章30余篇(IF >3)

重大事件：
国际会议、研讨会、研究人员交流互访...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里昂、雷恩
中国：厦门、武汉

项目期限：2015年1月-2019年1月
法方主任：
Christian AMATORE et Philippe HAPIOT
christian.amatore@ens.fr
philippe.hapiot@univ-rennes1.fr

中方主任：田中群和庞代文
zqtian@xmu.edu.cn
dwpang@whu.edu.cn

实验室数量：法国：2 / 中国：2

INC - 化学研究所

子催化活性。

  跨学科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制
定科学政策的重心，为了解决纳米科
学、纳米催化和单细胞生物学形成的“
三接口”问题，应对跨学科挑战，加之
纳米生物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成功经验
带来了极大鼓舞，纳米生物催化电化学
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NanoBioCatEchem，目
前处于初始阶段)应运而生。

  该实验室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化学研究所电化学领域最优秀的两
家科研混合单位，它们拥有独特和互补
的研究方法，以及从事该研究课题不可
或缺的中国合作伙伴。

 研究任务与主题：

  该国际联合实验室主要目标是集合
物理化学、电化学、单细胞电化学和纳
米生物标记与成像领域，来自四个研究
单位的国际知名专家，推动全球范围
内“三接口”-纳米科学、纳米催化作
用、单细胞生物学，相关课题的基础创
新研究。

  该实验室具备的知识能力使其能够
在以下四个领域开展最高水平的研究：
• 单细胞基础生物学
• 微流控和纳米系统
• 纳米催化和功能纳米材料及表面
• 利用纳米分辨光谱、理论模拟及电
化学研究多相催化机制

主要研究项目：

  该实验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包括单
细胞的基本生物现象研究(主要是巴黎高
等师范学院、武汉和厦门团队)、痕量物
种的理化分析检测(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雷恩、武汉和厦门团队)、功能纳米材
料结构及纳米尺度电极表面研究、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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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CHINEQ
中国不平等性：实证
与实验研究方法
Inequalities in China: empirical and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简介：

  “中国的不平等性：实证与实验
研究方法”国际联合实验室成立于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 (BNU)经济与工商管
理学院(SEBA)和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经济
理论和分析中心(GATE，5824号科研混
合单位)合作历史悠久，可追溯到2004
年。该实验室以两机构间的科研和培训
合作为依托，开展联合研究工作。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通过开展国
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 5716，2011-2013
年 )，与中方机构建立了紧密合作联
系。该国际联合实验室旨在推动在“中
国不平等”研究课题方面的新合作，并
且针对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为不平等的
产生和传递问题，提供创新型观点。

研究任务与主题：

  增长是否公平地传递到中国群众之
中？增长的成果如何在不同的群体之中
分配？该国际联合实验室的研究旨在回
答这些问题，揭露不同群体间在获得成
果和机会方面不平等的混杂性，以及对
这些不平等性的看法观点。

  该国际联合实验室希望在法国开
展“中国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旨在促
进法国研究在这一蓬勃发展领域获得一
席之地。北京师范大学是一所优秀的合
作机构，它拥有众多劳动经济学和不平
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其研究在国内外享

有盛名。此外，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CIID，http://www.ciidbnu.org/index.asp)位于
北京师范大学内，其主要目标之一即为
开展中国社会福利问题研究，该国际联
合实验室的多位成员隶属于该研究院。

  在国际联合实验室框架下，科研活
动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合作形式开展：

• 每年在法中两国轮流举办SEBA-GATE
年度研讨会(自2010年起)；

• 合作院校学生、教师、研究人员的
交流互访；

• 硕士和博士生培养

联合出版物数量： 自2011年起，在阅
读委员会杂志上发表联合出版物8份；
提交工作报告5份。

重大事件：

• 2015年10月5-6日，在里昂举办第6届
SEBA-GATE研讨会

• 2015年10月6日，在里昂召开MARCO_
P项目启动会议

• 2014年4月28-2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
举办第5届SEBA-GATE研讨会

参与城市：法国：里昂 / 中国：北京

项目期限：2014年1月-2018年1月

法方主任：Sylvie Démurger
demurger@gate.cnrs.fr

中方主任：李实
lishi@bnu.edu.cn

员工人数：法方：7 / 中方：5

博士生人数：5

博士后人数：2

实验室数量：法国：1 / 中国：1

网址：https://www.gate.cnrs.fr/chineq INSHS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Mao Lei (中间)博士论文答辩合影，2014年4月18日。

第六届SEBA-GATE年度研讨会，2015年10月5-6日。

http://www.ciidbnu.org/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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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CHINEQ
中国不平等性：实证
与实验研究方法
Inequalities in China: empirical and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INSHS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主要研究项目：

  该国际联合实验室以应用和试验经
济学为共同的研究方法，围绕以下四
大方向开展具有互补性的科研项目，
且每个方向侧重某个特定方面的不平等
性：1)迁移与不平等性；2)不平等性和
居住隔离；3)机会不平等性；4)不平等
的偏向不对称性。

  该项目将带来众多研究贡献：首
先，该项目从崭新的角度研究中国不平
等问题，如机会的不平等性、居住隔
离、社会偏向，从这些角度开展研究对
于理解不平等的动力、制定有效减少不
平等性的公共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其次，通过社会经济划分，了解不
同人口群体间的不对称性，该划分来自

于制度束缚，这些制度束缚将中国人口
划成不同层级，并为不平等的固化提供
了肥沃的土壤。广义上群体的概念越来
越多地被应用，“中国不平等性”也出
现于有关的读物中，然而，对于更为细
化的群体，为了更好地理解其机会、消
费、住房或满足方面不平等性的差异，
仍需开展大量研究工作。

  由 ANR-DFG-ESRC-NSFC联合资助
的MARCO_P Migration and the Reshaping of 
Consumption Patterns项目于2015年启动，
为该国际联合实验室“迁移和不平等”
研究提供了支持。该项目主要研究迁移
人群和间接受迁移影响人群的消费情
况，同时特别关注消费不平等引起的相
关问题。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里昂第二大学
• 圣埃蒂安大学
• 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 里昂第一大学
• CNRS GATE Lyon Saint-Etienne-5824号科研
混合单位(经济理论与分析研究组)

中方：
• 北京师范大学(BNU)
•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第六届SEBA-GATE年度研讨会海报，2015年10月，里昂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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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POST
WESTSOCIO
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研
究国际联合实验室
Post-Western Sociologies and 
field research in China and France 
Laboratory

简介：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自2006年起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社会学研究
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联系，并开展了
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为此，后现在西方
社会学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于2013年由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在
北京共同创建，为期4年。该国际联合
实验室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主
任Laurence Roulleau-Berger教授(5206 号科
研混合单位-Triangl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和里昂高等师范学院)，与中国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教授李培林
先生共同指导与管理。

研究任务与主题：

  在知识与技能更新速度加快且全球
化传播背景下，该国际联合实验室的研
究项目，通过实地研究，致力于科学知
识构建模式分析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
联合实验室注重研究人员之间科学观点
的交流，因为它能够揭示知识制造条件
的巨大差异性，并探究阐释该差异性与
法中两国提出不同范例和方法的联系。
以近三十年来社会学研究为例，新的知
识质疑推翻并超越了西方霸权理论，该
国际联合实验室基于对法国和中国研究
实践的比较，旨在对这些知识的交流、
对比及混合进行动态描述。事实上，跨
国知识和“后西方社会学”知识的独立
空间与共享空间在法中两国出现；由于
东西方思想之间的记载，以及等级制度
在这些思想中逐步消失，新的知识制造
中心相继产生，这些社会学理论知识
在“后殖民研究”之后形成。学术界所
面临的最基本科学问题，就是如何使非
西方的知识与技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
以便它们在当地和全球社会新知识与技
能生产过程中迅速发展。

研究方向：

该实验室围绕五个轴心开展研究：  
• 法中社会学传统、争议与轨迹 • 命名和分类问题 • 集体叙述和个
性化 • 背景、情况和社会实践的思考 • 外行与学术知识的产生

以上述五个轴心为研究方向，本实验室确立三个研究项目：
• 城市、人口流动与工作,
• 社会冲突，城市管理与集体行动
• 城市、环境风险和居住空间社会公正

开展中的研究项目：

• 法中两国优秀青年流动人口、全球化工作、流动能力(2012-2015)
• 法中城市中青年工作者、经济社会边缘化、集体行动(2015-2017)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里昂高等国立学院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5062号科研混
合单位-Triangle(经济与政治的活动、言语、思想) • 里昂第二大
学 • 里昂政治学院 • 法国国立圣艾蒂安大学 • 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其它实验室(巴黎社会学与政治研究中心CRESSPA、
城市规范建筑实验室LAVUE、Max Weber中心、SOPHIAPOL实验室)

中方：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 2013年11月10日，Cities, risks and disas-
ters: new experiences in China and Europe
• 2014年1月23日，Traditions, controversies 
and trajectories of sociology in France and China
• 2014年1月24日，Uncertainties, Social 
Conflict and Mobilization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 2014年10月16-18日，The fabric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 2015年6月24-26日，Doing Post-Wes-
tern Sociology
• 2015年11月28-29日，Metropolis, Urban 
governance and citizenship in China and in Europe

参与城市：
法国：里昂、巴黎
中国：北京、上海、南京

项目期限：2013年1月-2017年1月

法方主任：Laurence Roulleau-Berger
laurence.roulleau-berger@ens-lyon.fr

中方主任：李培林 
lipl@cass.org.cn

员工人数：法方：35 / 中方：34

实验室数量：法国：5 / 中国：4

联合出版物数量：
4部著作，2008年、2012年、2013
年、2014年及2015年各一期杂志，自
2016年起联合指导4部著作

重大事件：
• 2013年11月9日，Traditions, controversies 
and trajectories of sociology in France and China

INSHS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国际联合实验室第三期中法研讨会-The Fabric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2014年10月

China’s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outledge，2013)

法中经济社会学：

交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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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METISLAB
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
国际实验室
Medical Engineering and Theory in 
Image and Signal Laboratory

简介：

  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实验室旨
在搭建“法中”医学成像领域的国际研
究平台。

研究任务与主题：

  从事心脏和胸科医学信号和图像处
理研究，包括基础理论、建模方法以及
高性能数字仿真技术。

主要研究项目：

• 图像稀疏表达
• 心脏磁共振张量成像数据处理
• 强噪医学数据分割(超声波、核磁共振)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
• 里昂第一大学
•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 法国国家医学信号与图像应用技术
研究中心-Creatis(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5220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国
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1044号单位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里昂国
立应用科学学院/里昂第一大学/法
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中方：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哈尔滨医科大学

重大事件：
• 2012年：在哈尔滨举办“医学成像”
夏令营，来自中国、法国、罗马尼亚
的科学家任主讲人
• 2013年：在哈尔滨举办“信号处理
和超声波”夏令营，来自中国哈尔滨
工业大学、法国国家医学信号与图像
应用技术研究中心(Creatis)和法国格勒
诺布尔图像语音信号与自动化实验室 
(Gipsa Lab)的科学家任主讲人
• 2014年：在里昂举办的全体大会上，
对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实验室(LIA 
Metislab)进行介绍
• 2014年11月：在哈尔滨举行国际联合
实验室签字仪式

项目期限：2014年1月-2018年1月

法方主任：Isabelle Magnin
isabelle.magnin@creatis.insa-lyon.fr

中方主任：刘宛予
liu_wanyu@hit.edu.cn

员工人数：法方：12 / 中方：7

博士生人数：5

博士后人数：2

实验室数量：法国：1 / 中国：1

联合出版物数量：50余份

参与城市：
法国：里昂 / 中国：哈尔滨

INS2I - 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所

基于区域非平稳度的图像自适应滤波以提高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质量
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实验室创建协议签署仪式，里

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和哈尔滨工业大学(HIT)双学位联

合培养项目协议签署仪式，2014年11月，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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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2I - 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所

LIA SCSD-
FCLAB
可持续发展智慧计算
国际联合实验室
Smart Comput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anco-Chinese 
Laboratory

简介：

  法中双方自1997年建立科学研究合
作关系，并于近期创建了国际联合实验
室：可持续发展智慧计算国际联合实验
室(SCSD-FCLAB)。

  2013年1月7日，该国际联合机构正
式启动，它为法中研究人员共同开展环
境监控的信息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工作提
供了一个科研平台。

研究任务与主题：

  信息科学与技术，环境监测，智能
家居服务，移动计算领域创新(数据获取
系统、数据管理、互操作、Web服务)。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LIMOS成立于1995年，隶属于法
国信息化、建模及其应用研究高
等学院(ISIMA)，长期致力于信息与
通讯科技(STIC)领域的研究工作。
实验室于2000年加入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目前有教学研究人
员23名，其中新雇用人员7名。
• 法国克莱蒙费朗第二大学
• 法国克莱蒙费朗第一大学
• 法国国立圣-艾蒂安纳高等矿业
学院
• 法国波尔多大学

中方：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武汉大学

重大事件：
法中国际研讨会
http://edss.isima.fr/workshop/NICST’2013
Atelier NICST (威海，2014年5月)

参与城市：
法国：克莱蒙费朗
中国：哈尔滨、武汉

项目期限：2012年1月-2016年1月

法方主任：Alain Quilliot
alain.quilliot@isima.fr

中方主任：徐晓飞 
xiaofei@hit.edu.cn

首届未来计算技术中法研讨会CF-WoFUCT 2012，2012年2月，哈尔滨

第二届信息技术中法研讨会NICST 2013，2013年9月，克莱蒙费朗 第三届信息技术中法研讨会NICST 2014，2014年5月，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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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各地存在大量的以基础数学作
为研究主题的团队或个人。在研究工作
者频繁交流的基础上，中方与法国合作
伙伴的交互作用逐步发展。现今，建立
联合机构的时机已经成熟以便长远发
展。一些中国同行已经赴法接受了培训
或在法国工作；该国际联合实验室开展
的研究合作将巩固业已建立的联系，促
进法国团队与中国大学建立开展持久的
合作伙伴关系。

研究任务与主题：

  该项合作涉及主要科研领域为基础
数学：代数、表示论、算子代数、非交
换几何学、数论、几何学。

LIA LSFMF
法中基础数学国际
联合实验室
Sino-French Laboratory of 
Fundamental Mathematics

主要研究项目： 

作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下属单
位，新联合机构将：

- 通过资助教师研究人员短期访问，
以及筹办国际研讨会，特别是针对新
兴课题的国际研讨会，以了解最前沿
走向，进而推动研究合作；
- 针对法中学生，两国轮流举办夏令营
活动或开办强化课程，进而加强培训；
- 实施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其科研
主题特别偏向于夏令营活动中开展的
研究内容。

未来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 代数、几何或算子代数的角度开展
的量子群研究、代数、几何表示论以
及范畴化研究；
- 非交换几何学巴拿赫空间、算子空
间、K理论、几何群论；
- 丢番图几何、代数几何、算数几
何……
- 解析数论

  除了提高科研能力的培训，法国实
验室将举办研讨会并在法国开展暑期夏
令营活动，例如庞加莱研究院与数学国
际交流中心。 IMJ-PRG暑期夏令营活动
面向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的所有成员和
参与者。

  同样，中国实验室也将举办研讨会
以及夏令营活动，例如两大国际交流中
心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与北京国际数学研
究中心，夏令营活动也是面向国际联合
实验室项目的所有成员和参与者。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巴黎第七大学加希耶数学研究所
• 卡昂大学Nicolas Oresme实验室
• 斯特拉斯堡大学高等数学研究所
• 蒙彼利埃第二大学I3M医学成像中心
• 格勒诺布尔大学傅立叶研究院

中方：
• 华南师范大学，广州
•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 复旦大学，上海
• 北京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BICMR)
• 天津南开大学，陈省身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 清华大学

实验室数量：法国：5 / 中国：6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卡昂、斯特拉斯堡、
蒙彼利埃、格勒诺布尔
中国：广州、北京、天津、上海

项目期限：2014年1月-2018年1月

法方主任：Marc Rosso
marc.rosso@imj-prg.fr

中方主任：孙笑涛 
xsun@math.ac.cn

INSMI - 国家数学与其交互作用研究所

基础数学研讨会

  通过在广东众多高校举办系列研讨
会，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研究团队与巴黎第七大学Marc Rosso
教授带领的机构财团，在基础数学领域
(特别是量子群研究)的合作得到了巩固。

  2012年12月4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Patrick Nédellec先生到
访华南师范大学，向中方人员介绍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实施的国际合作形
式，例如：国际联合实验室(LIA)、国际研究团队(GDRI)等，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郭
杰先生和数学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裕群先生出席了活动。此外，法国驻广东领事馆
负责合作事务专员Christophe Bonté介绍了科技处资助形式，例如徐光启项目和蔡元
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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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SFMA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
联合实验室
Sino-French International Associated 
Laboratory for Applied Mathematics 主要研究项目：

  这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全
新联合研究机构将聚焦于中法研究人
员之间的合作研究，并促进法中合作
伙伴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为了庆祝
实验室的成立，2014年6月2-6日，一
场大型应用数学会议在厦门召开(中法
应用数学会议)。

  为了开展具体科研工作以及联合撰
写文章，实验室将共同组织暑期学校与
会议，以及法中两国数学家的交流互访
活动。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应用数学
研究中心以及Laurent Schwartz数学研究
中心(巴黎综合理工大学) • Jacques-Louis 
Lions实验室(巴黎第六大学) • 波尔多数
学研究所(波尔多大学、波尔多综合理
工大学) • 南锡Élie Cartan数学研究所(法
国洛林大学)

中方：
• 上海复旦大学ISFMA • 教育部数学中
心(北京大学) • 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
心(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中方主任：李大潜 
dqli@fudan.edu.cn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波尔多、南锡
中国：上海、北京

项目期限：2014年1月-2018年1月

创立时间：1998

法方主任：Jean-Michel CORON
Jean-Michel.Coron@upmc.fr

INSMI - 国家数学与其交互作用研究所

简介：

  为了加强中国
与法国在应用数
学领域的合作，
中法应用数学研
究所(ISFMA)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发
起创建中法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SFMA)。 

研究任务与主题：

  研究主题广泛多样，其中包含：应
用数学，特别是半线性椭圆方程、半线
性抛物线型方程、随机方程、拟线性双
曲型方程以及它们的控制。

  目前，法中两国在应用数学领域的
研究合作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密切的合
作将有助于双方团队更好的受益于这种
互补性，加强并改善法中研究学者的交
流，在优秀的中国年轻学者中进一步提
高法国数学研究的影响力。

  ISFMA既是
应 用 数 学 领 域
中法科学合作平
台，也是应用数
学研究生与博士
生的培育基地。

  复旦大学和综合理工大学在1998
年创建了中法应用数学研究所，已在
中国多个城市(上海、西安、南京、
杭州、广州)组织了以应用数学为主题
的会议，例如图像分析，金融数学，
空气动力学、数学与环境科学，板与
壳，精算学，Ginzburg-Landau涡，微分
几何，子波，双曲型方程，麦克斯韦
方程组，控制理论与多尺度分析。研
究所也常常借会议的机会，为来自中
国和法国的博士生与青年研究人员举
办暑期学校。

  中法应用数学研究所 (ISFMA)在
文章发表方面也取得突出业绩。 « 
Contemporary Applied Mathematics »、«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World Scientific »已
对上述大部分会议与暑期学校进行介
绍。中心还在« Chinese Annals of Mathe-
matics »上发表三期纪念J.-L. Lions的特
刊，以及两期R. Temam荣誉特刊。

  平台已接待三百多名法国学者到
复旦大学进行研讨工作，还为前往法
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以及来到
中国攻读学位的法国学生给予了支持
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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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
2008年1月，第一届研讨会，马赛;
2009年3月，第二届研讨会，武汉;
2010年4月，第三届研讨会，里昂;
2011年4月，第四届研讨会，济南;
2012年3月，第五届研讨会，奥赛-萨克雷;
2013年3月，第六届研讨会，南京；
2014年4月，第七届研讨会，克莱蒙费朗；
2015年4月，第八届研讨会，合肥；
2016年3月，第九届研讨会，斯特拉斯堡。

参与城市：
法国：马赛、巴黎、
奥赛、里昂、克莱蒙费朗
中国：北京、大连、上海
合肥、济南、南京、武汉

项目期限：2007年4月-2015年4月

法方主任：
Olivier Martineau-Huynh
omartino@in2p3.fr

中方主任：陈刚
gang.chen@ihep.ac.cn

员工人数： 法国：150 / 中国：100

博士生人数：15

博士后人数：1

实验室数量：法国：9 / 中国：11

联合出版物数量：约200份

网址：fcppl.in2p3.fr

第七届中法粒子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研讨会，

克莱蒙费朗

简介：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是一所“
无边界”的实验室，其主要的科学活动
集中于大型强子对撞器(LHC)与国际直线
对撞机(ILC)的粒子物理研究，以及网格
计算技术研究。在FCPPL框架内，还开
展了其它粒子物理，中微子物理，粒子
天体物理各个领域中的其它理论与实验
物理研究。

研究任务与主题：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是粒子物
理及相关领域(粒子天体与宇宙学、理
论、技术开发、粒子物理、网格计算的
分布式计算、云计算、加速器物理、
粒子物理与相关电子探测器)的法国和
中国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机构。2015
年，实验室协调并资助了由19名研究室
成员主导的24个研究项目。马赛粒子物
理中心是该联合实验室的行政中心。 

IN2P3 - 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LIA FCPPL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
实验室
France China Particle Physics 
Laboratory

主要研究项目：

  2007至2016年间发起56个国际合作研
究项目。其中12个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
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7个为理论物理研
究；12个为粒子天体与宇宙学项目(其中
LHAASO与TREND实验在中国进行)；其它一
批粒子物理及技术发展项目，特别是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中微子实验，
针对国际直线对撞机，分布式网格计算
以及粒子探测器电子参学与项合目。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
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 法国原子能科学委员会
• 马赛大学 • 里昂第一大学
• 巴黎第六大学
• 巴黎第十一大学
• 克莱蒙费朗大学

中方：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
• 山东大学 • 南京大学
• 大连理工大学
•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第八届FCPPL合肥学术研讨会《粒子物理学合作的总结与展望》(2015 年4月)

FCPPL会议，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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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 - 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

LIA MONOCL
绿中法季风、海洋与
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
Monsoon, Ocean and Circulation 
Laboratory

立季风变化、降水率和大洋环流的气候
模型，旨在重建南中国海海洋时空多样
性及其演化规律。

主要研究项目：

  继续开展CIRCEA海洋科考 (2012年
6月 )采集岩心的实验室分析、数据处
理、气候模型建立和论文撰写工作；开
始计划2017-2018年的联合海洋科考沉
积岩心采样；在联合实验室工作框架
下，继续推进交换留学生和联合培养研
究生计划，推动科学家交流互访计划。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环境与气候科学实验室(LSCE)
• 巴黎第十一大学法国表面环境动力
学与相互作用研究所(IDES)

中方：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 中国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
验室

重大事件：
• 2012年9月，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
际联合实验室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在中
国北京举办学术会议
• 2013年11月：在中国杭州举办学术会议
• 2014年9月：在法国伊维特河畔吉夫举
办学术会议
• 2015年5月：在中国北京举行中法季
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为期四
年的续约签字仪式
• 2016年3月：法方主任Kissel C.博士访问中
国，并开展合作研究

参与城市：
法国：伊维特河畔吉夫、奥赛
中国：北京、上海

项目期限：2011年1月-2019年1月

法方主任：Catherine KISSEL
catherine.Kissel@lsce.ipsl.fr

中方主任：朱日祥
rxzhu@mail.iggcas.ac.cn
秘书：李金华 
lijinhua@mail.iggcas.ac.cn

员工人数：法方：16 / 中方：13

博士生人数：2

博士后人数：4

实验室数量：法国：2 / 中国：3

网址：https://monocl.lsce.ipsl.fr

中法季风、海洋、气候国家联合实验室研讨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总部(2014年9月)2015年5月29日，《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续约签字仪式，北京

简介：

  LIA MONOCL汇集
了法中两国在古海
洋、古气候与古地磁
学领域的研究团队，
旨在研究东南亚季风的演化历史以及该
地区海洋水体交换。

研究任务与主题：

  联合开展海洋科考和沉积岩心采
样，对提取岩心进行沉积学、地球化
学、古地磁学和年代学的综合研究，建

2015年5月29日，《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

际联合实验室》续约签字仪式，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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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
致力于中法天文物理与其相应仪器方面
的合作发展。

研究任务与主题：

  该实验室研究涉及众多前沿领域，
如：宇宙学，利用观测数据研究星系的
形成和演化(如甚大望远镜VLT,、斯隆数
字化巡天望远镜SDSS……)，建立星系
形成模型，开展暗物质与暗能量的研究
(超新星、引力透镜效应、宇宙微波背
景辐射……)，太阳系外行星的研究和
仪器设备的发展，空间天文设备的利用
(空间变源监视器、国际紫外天文台、X
射线天文观测计划……)。

  实验室在X射线、光学、射电和亚
毫米等波段开展技术合作，并探索未来
在大型射电望远镜SKA合作的可能性。

主要研究项目：

• 不同标度的暗物质研究/2015/10年
• 近邻超新星工厂计划(SNfactory)/2005/15年
• 中法合作空间天文卫星“空间变源监
视器”(SVOM)/2005/15年(用于监测伽马
暴的法中卫星)

INSU - 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

LIA ORIGINS
中法“起源”国际
天文联合实验室
Origins of matter and life in the 
Universe Laboratory

• 平方公里阵列(SKA)/2005/20年，全球
最大射电望远镜项目

  经过“起源”研究，国际天文联合
实验室旨在通过培训博士生与博士后以
及组织研究团队，进行共同项目与仪器
的开发，以对地面和空间进行观测，并
促进技术的进步。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宇宙科
学研究所 / 巴黎天文台 / 巴黎第七大
学，星系、恒星、物理、仪器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宇宙科
学研究所 / 巴黎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
学，巴黎天文物理研究所(UPMC)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宇宙科
学研究所 / 艾克斯-马赛一大学，马赛
天文物理研究所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理
及粒子物理研究所 / 巴黎天文台 / 巴
黎第七大学，天文粒子与宇宙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宇宙科
学研究所 / 法国原子能署 / 巴黎第七
大学，天体物理与多尺度互动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理
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 地中海大学，法
国马赛粒子物理中心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宇宙科
学研究所 / 巴黎天文台 / 巴黎皮埃尔
与玛丽-居里大学，天文物理辐射与物
质研究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宇宙科
学研究所 / 巴黎天文台 / 巴黎第七大
学 / 巴黎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学，天
体物理天空研究与仪器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宇宙科
学研究所 / 巴黎天文台 / 巴黎第七大
学，宇宙与其理论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宇宙科
学研究所 / 巴黎第十一大学，法国空
间天体物理学研究所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
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 巴黎第七大
学 / 巴黎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学，核
子物理与高能量实验室

中方：
•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 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  / 北京师范大
学 / 上海师范大学 / 南京大学 / 中国科
学院中国科技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天文台
• 紫金山天文台
• 云南天文台

重大事件：
• 2012年5月，第五届国际联合实验室
研讨会-数值模拟，拉隆代勒莫勒
• 2013年4月，国家联合实验室指导委
员会会议，巴黎
• 2013年4月，SKA项目会议，南锡
• 2014年9月，签署SVOM项目(B阶段，
伽玛暴探测)，上海
• 2014年11月，第六届国际联合实验
室研讨会-暗物质，北京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马赛、图卢兹
中国：北京、上海、南京

网址：http://lia-origins.obspm.fr/

项目期限：2008年10月-2016年10月

法方主任：Francois HAMMER
francois.hammer@obspm.fr

中方主任：武向平 
wxp@bao.ac.cn

员工人数：法方：80 / 中方：100

博士生人数： 5

博士后人数：4

实验室数量：法国：11 / 中国：11 

联合出版物数量：自2013年起，在阅
读委员会权威杂志上联合发表出版物
100篇

两个星系巨大撞击所产生的大熊星座

NGC4013螺旋星系模拟图，可以看出星系

内部的详细结构、巨大的物质环在光晕

下沿轨道飞行，还可以看到气体盘的解体

[Wang等人，2015年，皇家天体物理学会

月报(MNRAS)，452，3551]。

2014年11月，出席中法起源国际联合实验室第

六届法中研讨会(宇宙中的暗物质)人员合影，

中国北京。

SVOM项目B阶段启动会议人员合影，上海，

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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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 - 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

LIA SALADYN
中法地貌过程与
景观动力学国际
联合实验室
Sediment Transport and Landscape 
Dynamics Laboratory

研究任务与主题：

  实验室尤其关注亚洲景观问题。国
际联合实验室的成员们围绕下列主题开
展工作：
其主要研究课题为：
• 沙丘动力学研究(个体沙丘或沙丘群)
• 物质运移与生态学、水文学、动力
学的相互作用
• 泥沙动力学，特别是河流形态的变
化研究
• 化学风化、机械侵蚀和流体动力学
之间的耦合研究

主要研究项目：

• 沙丘动力学研究，由C. Narteau(巴黎
地球物理学研究所， IPGP)和吕萍(CA-
REERI)牵头(数次联合实地调研)
• 河流形态学研究，由F. Métivier(巴黎
地球物理学研究所，IPGP)和范煜婷(中
国科学院，新疆，XIEG)牵头
• 河流同位素的地球化学，由J. Gaillar-
det(巴黎地球物理学研究所，IPGP)和陈
玖斌 (中国科学院，贵阳)牵头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7154号科研混合单位，巴黎地球物
理研究所(IPGP)
• 7057号科研混合单位，复杂系统与
物质实验室
• 8538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高等师
范学院地质实验室
• 5276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里昂地
球、行星与环境地质实验室
• 6118号科研混合单位，雷恩地球科
学实验室
• 5023号科研混合单位，自然水系和
人造水系生态实验室

• 5600号科研混合单位，环境、城市
与社会实验室
• 法国德尼-狄德罗大学/法国巴黎高
等师范学院/法国克洛德-贝纳尔-里昂
第一大学/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法国让-
穆兰-里昂第三大学/法国让-莫纳-圣艾
蒂安大学/法国里昂国立应用科学研究
院/法国国家公共工程学院/法国里昂
高等师范学院/法国雷恩第一大学

中方：
•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
究所,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兰
州)
•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
究所,中科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
室(兰州)
•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
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
•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干旱与草地
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中科院绿洲生态与荒漠环境重点实验
室(乌鲁木齐)
•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巴音布鲁克草原生态系统研究站(乌鲁
木齐)

联合出版物数量：
《地球科学进展》杂志特刊
http://www.adv-geosci.net/37/index.html

重大事件：
• 2012年11月5-7日于巴黎召开2012年
SALADYN国际会议
• 预计于2016年3月：在中国举办冬季
学校(CAREEERI)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里昂、雷恩
中国：兰州、乌鲁木齐、贵阳

项目期限：2012年1月-2016年1月

法方主任：François Métivier
metivier@ipgp.fr

中方主任：董治宝 
zbdong@lzb.ac.cn

员工人数：法方：31 / 中方：27

博士生人数：1

博士后人数：1

实验室数量：法国：7 / 中国：6

网址：https://morpho.ipgp.fr/saladyn

简介：

  中法地貌过
程与景观动力学
国际联合实验室
的目的是研究地表物质运移的动力学，
以及地貌形成、景观演变的方式(沉积物
运移、恶劣天气引起的风化、侵蚀、沙
丘和流水动力地貌、沙漠、生态学、构
造地质学、水文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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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I
PHENICS
光转换有机分子系统
与器件国际研究团队
PHoto-switchablE orgaNIC molecular 
systems & deviceS

主要研究项目：

• STIM MAT BIO项目(法国图卢兹大学的分
子互动化学及光化学反应实验室，上海
复旦大学光功能材料实验室，2010-，
徐光启项目)
非特定项目：
• 新型可变光致变色组件的光化学性
(2009年法国卡尚高等师范学院与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以及2012年博士生联
合培养项目)
• 肽的光致异构化(法国图卢兹大学的
分子互动化学及光化学反应实验室，
大连理工大学光化学与光物理实验
室，2004年)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马赛纳米跨学科研究中心，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马赛大学 •
分子互动与化学及光化学反应实
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图卢兹第三大学 • 奥赛材料与分
子化学实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巴黎第十一大学 • 雷恩化
学科学实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雷恩第一大学 • 超大分子
和大分子光物理与光化学研究实
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卡
尚高等师范学校 • 界面、处理、
组织和系统动力学研究实验室，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第七
大学 • 物理光谱实验室，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 /约瑟夫 -福里耶
大学 • 红外和拉曼光谱实验室，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里尔第一
大学/里尔第二大学 • 拉瓦锡研究
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圣康
丁昂伊夫利纳-凡尔赛大学 • 分子
科学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 /波尔多第一大学  • 裴林-法

兰西斯实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法国原子能署 • 化学与跨
学科“合成、分析、建模”实验
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南
特大学 • 分子化学系，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 /约瑟夫 -福里耶大
学 • 结构生物学研究院，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原子能署/约
瑟夫-福里耶大学 • 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波尔多凝聚态材料化学
研究院 • 超大分子科学与工程研

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斯
特拉斯堡大学 • 巴斯德实验室，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高等
师范学校。

中方：
•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 大连理
工大学化工学院 • 复旦大学化学
系 • 华东理工大学 • 南京大学

其他国家：日本25间实验室，俄罗
斯8间实验室以及1间德国实验室

重大事件： 
2015年11月23-27日，在法国Cargèse举办
第十届国际光转换有机分子系统与器件
国际研究团队(Phenics)研讨会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卡尚、奥赛、萨克雷、凡尔
赛)、波尔多、格勒诺布尔、里尔、马
塞、南特、雷恩、斯特拉斯保、图卢兹
中国：大连、北京、南京、上海

网址：www.photochromism.org / 
http://finechem.dlut.edu.cn/photochem

项目期限：2008年1月-2015年1月

法方主任：Keitaro Nakatani
nakatani@ppsm.ens-cachan.fr

中方主任：赵建章
zhaojzh@dlut.edu.cn

员工人数：法方：72 / 中方：7

博士生人数：44 (法方23 + 中方21)

博士后人数：12 (法方10 + 中方2)

实验室数量： 法国：17 / 中国：5

联合出版物数量：3

INC - 化学研究所

简介：

  光转换有机分
子系统与器件国际
研究团队致力于以
下领域：有机化
学、光化学、光物理、光谱、光转换、
功能材料、反应机理、断路器、光存储
卡、传感器。

研究任务与主题：

  光转换分子化学近些年来迅速发
展，例如：可变光致变色镜片现在是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化学在此方面的
应用前景目前可以认为是非常大的，
无论是在光电子学 (快速断路器、有
机微电子组件、2D或3D存储卡，非线
性光学…… )，还是生命科学 (离子运
输调控、成像，光活化探针或光致发
光……)。

  GDRI PHENICS召集法国、中国、德
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五十多个在该领
域著名的国际科研团体，旨在取各家之
长，通过新型组件合成、反应机制的研
究、探测方法的发展和针对性的光转换
器设备的实际应用，共同实施分子光转
换器件。

光转化有机分子系统与器件国际研究团队在华

东师范大学召开团队合作会议

有机光致变色分子：光作用下，颜色的可逆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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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经法国理论化学组织(RFCT)支持与
国家教育与研究部主持，理论化学国际
研究团队于2005年成立，并于2010年隶
属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编
号3333。

  法中理论学研究团队之间的科研
合作(奥赛与厦门之间，图卢兹与南京
之间)建立已有15余年。自2008年，通
过频繁的交流互访以及五次学术研讨
会(每次均有五十余位人员参加：第一
届，在2008年11月于法国罗伊奥蒙特召
开；第二届2010年5月中国北京；第三
届2011年10月法国卢河畔拉科尔；第四
届2013年6月中国南京；第五届2015年
5月法国斯特拉斯堡)，法中两国理论化
学研究领域的合作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
巩固。五次研讨会不仅汇集了法中理论
化学领域的专家，建立了二元和三元的
课题格局；研讨会过后，多项科学交流
项目与联合项目业已启动。

  鉴于此经验，RFCCT希望在GDRI框
架下，加强双方年轻研究人员之间的交
流，并且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定期
召开会议。

INC - 化学研究所

GDRI RFCCT
法中理论化学
国际研究团队
French-Chinese Network in Theoreti-
cal Chemistry Group

研究任务与主题：

  法国理论化学组织在法国有多种多
样的主题活动，并积极促进法中合作。
理论化学旨在开发新方法，并付诸于广
泛的应用。目前，理论化学越来越注重
研究和揭示复杂化学现象的过程与机
理。理论化学发展了众多研究方法和应
用领域。所研究的系统不仅包括各类尺
寸的独立分子，还涵盖周期性的体系、
分子聚集体与复杂体系(包含有序及无
序的凝聚态体系、表面现象及生物大
分子等)。研究方法涉及基本理论(从头
算、密度泛函理论及半经验量子力学
方法)、计算方法[如线性标度、量子及
量子与经典力学(QM/MM)的组合方法]，
以及各种物理-化学的具体问题(包括光
谱、化学反应动力学与动态学、光学或
磁学性质等)。该组织希望推动理论化
学的整体发展：一方面，发展从电子、
原子到介观乃至宏观体系的多尺度、粗
粒化计算方法；另一方面，在量子力学
水平上，更准确并完整地刻画复杂分子

体系的结构、性质和动力学行为。

主要研究项目与近期合作项目：

• 通过QM/MM杂交方法，研究水母和萤
火虫的化学和生物发光性；
• 苝衍生物的研究，如三重态受主；
• Rb2分子违背41g+状态观测；
• 近距离释放或吸收红外线的铱络合物
光化学性研究；
• 向新生氢化键迈进；
• 金属系统中乙烯化合价键理论和量子
动力学；
• 通过创新方法和DFT计算研发新型
材料；

• 电子核相互作用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 量子分子动力学的反应率；
• 开放系统动力学：混合价化合物中电
子转换；
• 预估药物半透膜的磁导率；
• 光动力过程研究。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法国理论化学研究网络相关的所
有实验室；中方：约二十间中国实验室
(上述官方合作伙伴除外)

员工人数：约200

实验室数量：约30 

联合出版物数量：20

重大事件：五届法中双边理论化学研讨
会：2008年11月法国罗伊奥蒙特，2010
年5月中国北京，2011年10月法国卢河
畔拉科尔，2013年6月中国南京，2015
年5月法国斯特拉斯堡。

项目期限：2014年1月-2018年1月

法方主任：Roberto Marquardt
roberto.marquardt@unistra.fr

中方主任：

黎书华(南京大学)
shuhua@nju.edu.cn
方维海(北京师范大学) 
fangwh@bnu.edu.cn
杨金龙(中国科技大学，合肥) 
jlyang@ustc.edu.cn

法中理论化学研讨会 (2015年5月，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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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E - 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GDRI EHEDE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
疾病生态学国际
研究团队 
Groupement Ecosystem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disease ecology

简介：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
际研究团队旨在促进交流，并提高生态
系统健康(生态过程的长期可持续性以
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完整性)与疾病生态
学(将疾病保持或控制在一个生态系统
的过程)在亚洲和欧洲的研究可读性。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
际研究团队是当今世界唯一汇集了七个
国家20间实验室绦虫纲领域顶尖专家的
机构。团队里有生态学家、寄生虫学
家、医生、地理学家、建模专家，这些
专家的专业技能与互补性经历了近二十
年的证明。

研究任务与主题：

  生态学(群体、群落、景观)、环境
工程、环境风险与危害、生态系统健
康、卫生、时空建模。该国际研究团队
的活动以一个国际研究网络为基础，该
网络汇集了群体生态学与保护专家、景
观与群落生态学、地理学家、寄生虫学
家、建模专家与健康科学家。团队还动
员农业、保护与公共卫生行业的从业人
员以研究区域生态系统多尺度紊乱的相
关主题(改变土地用途，如农业推广、
畜牧管理、森林砍伐与植树造林等)。

团队设有三项主题活动，并可借此逐步
评估所得结果：

- 绦虫在欧亚大陆的传播生态学与起源
- 生态系统健康与野生动物管理
- 关于适应监控与数据管理的长期研讨会

联合出版物数量：近五年发表130多份

重大事件：
每年合作进行实地考察、培训会议、数
据分析、软件制作、讨论会。

参与城市：
法国：贝桑松
中国：银川、昆明、兰州、
成都、乌鲁木齐、上海

网址：http://gdri-ehede.univ-fcomte.fr

项目期限：2013年1月-2017年1月

法方主任：Patrick Giraudoux
patrick.giraudoux@univ-fcomte.fr

中方主任：

杨玉荣 (人类健康) 
yangyurong@hotmail.com
李丽 (生态学) 
lilyzsu@126.com

员工人数：30余人

实验室数量：
10所成员实验室，10所合作实验室

湄公河上游河谷的藏族村庄，海拔三千米，云南省德钦县。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合作机构的全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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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贝桑松大学，时空环境6249号科研混
合单位，即：配位连接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 其它实验室：勃艮第大学6049号科研
混合单位ThéMA

中方：

• 宁夏医科大学 

• 中国昆明云南财经大学，野生动
植物管理与生态系统健康研究中心

• 中国四川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研
究所，以及相关合作伙伴，新疆医科大
学、兰州兽医研究所、兰州大学以及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

其他国家：• 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环
境与生命科学学院) • 日本(旭川医科
大学-寄生虫教研室) • 澳大利亚(昆
士兰大学)，以及相关合作伙伴，德
国霍恩海姆大学与澳大利亚昆士兰
医学研究院 

(续)

INEE - 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GDRI EHEDE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
疾病生态学国际
研究团队 
Groupement Ecosystem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disease ecology

主要研究项目与近期合作项目：

  自创建以来，“时空环境”实验室
是研究团队的核心机构，并处于一个
独特的研究领域。作为创始和协调机
构，“时空环境”实验室进行有关疾病
传播的生态研究，并为生态流行病学与
(地理)统计学领域注入了更多的专业技
能。经过长期合作，THéMA实验室与时
空环境实验室也为空间建模领域带来了
附加值。因此，在整个国际研究团队生
态研究的配置与方向中，空间环境室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与Jean-Minjoz

大学医护中心(法国包虫病研究中心)以
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针对人类包
虫病的预防与治疗)的合作，实验室培
养了寄生虫学与临床研究领域的国内
及国际级专家。当实验室启动亚洲(中
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实地研究时，获
得了免疫酶、分子遗传学、保护生物
学、寄生虫学以及人类和动物健康学领
域的国外实验室的支持。

  大部分国外实验室从事寄生虫学或
临床研究领域。其中，寄生虫学实验室
不仅掌握了寄生虫的鉴别技术与菌株分
型，还可自筹资金连续进行实地考察。
临床部门则可在人体及动物身上进行检
查并获得医院记录。此外，亚洲实验室
还为实地研究提供重要的人力与后勤援
助。2012年，云南财经大学成立了“野
生动物管理和生态系统健康”系。该系
的研究目标与GDRI EHEDE的创建目标相
同，尤其侧重于保护生物学。它为在云
南进行的实地考察以及全球多样性热点
的研发问题提供了便利。GDRI EHEDE协
调员是法方主任，这一职位便于中国负
责人与其共同协调以确定科学政策。另
外，英国与澳大利亚实验室也巨有庞大
的国际资金捐助能力(基金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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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I EurA-
siaTrajEco
欧亚贸易网络
国际研究团队
« The Globalisation’s origins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Trading Networks 
and the Trajectory of Economic Insti-
tutions - Europe-Asia, 1500-2000 »

简介：

  欧亚贸易网络国际研究团队为期4
年(2013-2016)，该项目以经济制度和商
业实践为研究对象，对中欧经济历史进
行比较研究。

研究任务与主题：

  该项目研究时间跨度大(11世纪至
20世纪)，聚焦于第一次全球化(16世纪)
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经济制度，以及
后来欧亚之间的“大分流”现象：商贸
合作、资金流动、合伙企业等。研究团
队通过将欧洲与亚洲的经济史系统地联
系在一起，研究其相互间的影响。该国
际研究团队是科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团队
的组建，以欧亚经济互联史问题的碰撞
为媒介开展研究。

主要研究项目：

• 透过丰富的原始材料来理解欧洲与亚
洲商业发展的决定机制与异同。
• 除了具体史料之外，也着重于无形史
料的分析比较，例如在中国，无形的法
律体制如文化、习惯、社会体制是所有
经济概念的基础，无形的法律约束与欧
洲的商业体制运作方式十分不同，为何
会有这样的差异性，对于中国的商业环
境有何影响? 

• 在欧亚两个极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
公司、资金及会计体系等重要概念是如
何形成的? 欧亚贸易网络国际研究团队
的中心任务在于解读欧亚大陆两个区域
内各自使用的概念，并开展相关概念的
比较研究工作。
• 利用比较研究方法来产生新历史知
识，并重新解释欧洲与华人世界之间
相同与分歧的各种商业现象与问题。 
• 避免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待亚洲的经
济制度发展差异，重新参考每个社会经

济体制内的生长动力与轨迹。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8173号科研混合单位-中国、韩
国、日本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
• 里昂高等师范学院-里昂东亚学院

中方：
•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院 
• 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院 
•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其他国家：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史料
编纂所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 
•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全球经济史
研究中心-社会经济史研究团队 
•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研究
学系 
• 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国际教育中
心(吉隆坡)

联合出版物数量： 4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里昂
中国：厦门、广州、香港

网址：http://www.eurasiatrajeco.cnrs.fr/

项目期限：2013年1月-2017年1月

项目负责人：François Gipouloux
gipouloux@ehess.fr

博士生人数：3

实验室数量： 法国：2 / 中国：4

INSHS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2014年11月28-29日，第二届欧亚贸易网络国际研究团队研讨会，“历史连接：追溯欧亚大陆贸易网

络的结构、做法、社会经济影响”。

2015年10月23-24日，第三届欧亚贸易网络国际研究团队研讨会，“十到二十世纪之间欧亚大陆的帝

国、贸易和移民”，欧洲大学学院，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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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I EurA-
siaTrajEco
欧亚贸易网络
国际研究团队
« The Globalisation’s origins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Trading Networks 
and the Trajectory of Economic Insti-
tutions - Europe-Asia, 1500-2000 »

INSHS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合作重要性与团队互补性：
•  参与国际会议：世界经济史会议
(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欧洲商
业历史学会议(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Association)、欧洲全球史网络组织会议 
(ENIUGH) 等。
• 建设官方网站以及博客：

http://gdri.hypotheses.org/
• 编辑有关十六至十九世纪海上贸易投
资人的数据库，用于识别政治动荡与帝
国政府颁布法规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 

科研合作为法国实验室带来的
益处：
  在国际研究团队的合作之下，各研
究人员共同执行研究和开发工作。在项
目执行的四年中，将每年在欧洲和亚洲
交替举办国际研讨会，透过研讨会分享
成员间的主要科研成果并进一步精进研
究文章撰写。第一届和第二届欧亚贸易
网络国际研究团队研讨会相关介绍请参
阅：http://gdri.hypotheses.org/525

关于“大分流现象起因”的读物

黄鉴晖教授关于票号、中国银行体系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讲座

外国实验室对合作项目的支持：
  在欧亚贸易网络国际研究团队的合
作之下，不同研究单位可以透过历史材
料上的分享与交换，促进欧亚观点上的
交流与知识的传播。

来源：EurasiaTrajeco网页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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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I
CeSMeR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国际研究团队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Rege-
nerative Medicine

简介：

  该国际研究团队致力于开展细胞和
组织工程这一新兴课题研究，并搭建中
法研究团队互动网络。其科研目标是将
专业知识互补的优秀实验室联合起来，
从事再生医学领域的跨学科、临床前研
究，寻找新的疗法用以治疗和年龄相关
的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骨关节疾
病、纤维化、肝硬化…)。该项目依托
于南锡和武汉两地研究团队间业已建立
的悠久合作，运用各种实验方法手段(
间充质干细胞的收集、扩增及分化)，
致力于设计、优化、合成新型生物材
料，并将其应用于疾病研究和组织或器
官的功能修复之中。

研究任务与主题：

  组织工程项目是结合生命科学和工
程科学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它不仅包括
细胞分化的分子机制和细胞-基质相互
作用的基础性研究，还包括新型生物材
料设计和研发的应用型研究。

本项目涉及的四个研究方向： 
- 间充质干细胞的特性和向不同细胞
表型分化条件的优化，以及相关分子
机制研究；
- 设计合成有利于细胞克隆形成和生
物组织再生的新型基质材料，并研究
细胞-基质相互作用；
- 机械刺激对细胞分化(力学信号转导)的
影响，软硬组织生长的建模和模拟；
- 在动物在体水平，对新组织的生物
性能进行评估。

主要研究项目与近期合作项目：

  南锡第一大学和武汉大学(武汉)于
2000年建立合作关系。自2008年以来，
双方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南锡第一大
学和武汉大学医学部联合创立以“组织
工程和生物治疗”为研究方向的“无边
界实验室”。在此期间，法国南锡团队
和中国的一些团队建立了相应的科学合
作关系，主要是北京和昆明团队。在南
锡获得博士学位并返回中国的医生和研
究人员，积极促进了这些科研合作的顺
利开展。直至目前，在学生和研究人员
交流互访、签署国际合作协议、联合发

表高质量学术论文、联合举办中法国际
研讨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些医院也参与到了上述研究中，确保
了临床转化的可能性，这些医院包括：
南锡Brabois医院及其细胞与组织治疗中
心(UTCT)、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昆明甘
美国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
研究所血液病医院、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
疾病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干细胞
研究中心。

  这些研究项目的开展还归功于签
署的众多协议[中法先进研究计划项目
(PRA)、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PFCC)、蔡
元培计划、徐光启计划、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相关项目…]。在法国
驻武汉总领馆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代表处的共同推动下，该项重大科
学活动搭建起“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
究课题的合作网络，促进了不同科研机
构间取长补短。

在此背景下，研究的主要方向为：
- 不同来源的的人类间充质干细胞(骨
髓、脐带、胎盘)的扩增，及根据组织
工程和细胞治疗的需求诱导其向不同细
胞表型分化的研究。
- 设计合成基质材料，用于细胞克隆
和组织再生；探讨环境刺激的影响：
关节病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关节病韧
带和肌腱修复、用于治疗心梗后期病
人的心脏静脉组织研发、肝再生(肝硬
化、纤维化)。
- 机械刺激的重要性，组织再生的建
模和模拟。
- 开发动物模型，用于评估再生组织
的生物功能。

作为补充，国际研究团队还将开展以下
更为基础的研究： 

- 人类间充质干细胞分化的分子机理
研究
- 在胎儿阶段，环境对发育性疾病(胎
儿编程)的影响(药物、有毒物、食物
成份)
- 从中医中寻找治疗关节病的新物质
- 软骨性肿瘤的形成研究(软骨肉瘤)

• 2011年6月，在武汉召开第四届中法
生物治疗国际会议
• 2013年6月，在武汉召开无边界实验
室展望交流会
• 2013年9月，在南锡召开组织工程
研讨会
• 2013年12月，第五届再生医学论坛
• 2014年11月，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武
汉圆桌会议
• 2016年7月，在南锡召开研讨会

参与城市：
法国：南锡、斯特拉斯堡、巴黎
中国：武汉、北京、昆明

网址：http://www.imopa.cnrs.fr

创建日期：2016年

法方主任：Danièle Bensoussan
d.bensoussan@chu-nancy.fr

中方主任：何小华 
hexiaohua@whu.edu.cn

员工人数：95

实验室数量：
13所，其中4所为联合实验室

联合出版物数量：
自2005年起，已共同发表学术论文58篇

重大事件：
• 举办中法科研论坛和研讨会
• 2005年6月，在武汉召开中法科研论
坛(法国文化年)

INSIS - 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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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I
CeSMeR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国际研究团队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Rege-
nerative Medicine

INSIS - 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国际合作项目
- 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PFCC，2008-
2010年)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团
队与其它三个科研单位建立的合作
(IMPRES 2005-2007年)
- 于贝尔-居里安中法合作计划(Hubert 
Curien)的两个项目(2009-2010年)
- 蔡元培计划(项目编号：30472WA， 
2013-2015年)
-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81220108026)
-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30973539, 81072644, 81001617, 
81401832,81371422,8147189)
- 徐光启计划框架下的三个项目(2011
年、2012年、2013年)
- 法国洛林地区合作项目(2015
年、2016年、 2017年)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法科研中心实验室-南锡•
• 7365号科研混合单位-IMoPA«分子工
程与关节病理生理学»，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洛林大学
• 3209号科研联盟-«分子、细胞工
程与治疗»，南锡Brabois医院细胞
与组织治疗研究团队，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洛林大学
• 7563号科研混合单位-力能学和理
论与应用力学实验室(LEMTA)，生物
力学与生物工程学研究团队，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洛林大学

法科研中心实验室-斯特拉斯堡
• 7357号科研混合单位-Icube工程、
信息与成像科学实验室，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斯特拉斯堡大学

联合实验室
• 4370号高等教育与研究直属单位
接待团队(EA)-木质材料研究实验室
(LERMAB)，洛林大学
• 1109号科研混合单位-再生纳米医
学研究单位，法国国家健康与医
学研究院(INSERM)/斯特拉斯堡大学
•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
(CEA)/巴黎第七大学科研混合单位-
移植免疫学实验室，法国原子
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 -生命科学
局-IMETISRHI/巴黎圣-路易医院

中方：
武汉
• 武汉大学医学部

-病理生理学系
-生物医学工程系
-药理毒理系 (发育源性疾病湖北
省重点实验室)
-中南医院骨科

干细胞. © PublicDomainPictures - 公共领域

昆明
• 昆明甘美国际医院，生物医学研
究中心

北京
•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
所，血液病医院，北京健康和干
细胞研究所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
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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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

创立国际研究团队四大标志性事件：
• 2012年，该项目多支团队在计划创
立初期，均参加了在中国武汉召开的
2012 POEM会议的法中研讨会。
• 2014年6月17日，在2014 POEM会议召
开之前，希望创立研究网络的法中教
职研究人员在武汉举办圆桌会议，商
讨创立国际研究团队事宜。
• 2014年9月25日，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巴黎总部召开法中研讨会，潜在
的法中合作伙伴和企业参加了会议。
• 2015年6月15日，国际研究团队“光
子耦合”研讨会”在武汉成功举办。

网址：http://photonet.cnrs.fr/ (建设中) 

创建日期：2016年

法方主任：Béatrice Dagens et Eric Cassan
beatrice.dagens@u-psud.fr
eric.cassan@u-psud.fr

中方主任：张新亮和何赛灵 
xlzhang@mail.hust.edu.cn
sailing@zju.edu.cn

员工人数：法方：53 / 中方：22

博士生人数：10 (2015年)

博士后人数：10 (2015年)

实验室数量：法国：6 (2016年并入两所
实验室) / 中国：6

联合出版物数量：国际研究团队创立
前，发表联合出版物30余份

参与城市：
法国：奥赛/马尔库西、里昂、拉尼翁
(雷恩)、昂热、马赛、斯特拉斯堡
中国：武汉、北京、上海、杭州

GDRI
Photonet
中法光子与光电子学
国际研究团队
Sino-French Photonics and Optoe-
lectronics network

简介：

  十几年来，在光子与光电子学领
域，法中各个研究团队之间存在独立
的交流合作。该国际研究团队项目的
首要目标是为这些业已建立的合作搭
建一个正式的科学网络平台。此外，
该国际研究团队还能够联络曾经在法
攻读博或博士后学位，目前已就职于
中国某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
并与其保持长期联系。对于新合作项

目的实施，该国际研究团队也起到了
积极的推进作用。

  该国际研究团队希望在上述领
域，依托于前期的双边合作(仅上述
12支团队已联合发表30多份出版物)，
通告法中合作形式，汇集两国更多
的研究团队和实验室，共同开展研
究工作。

研究任务与主题：

  该国际研究团队主要以人员流
动形式(访问学者、国际博士生联合
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交换)和科学
交流机制(科学日、主题研修班)为基
础，开展联合研究活动。作为国际
研究团队的重要会议，以及法中参
与团队进行会晤和交流的场所，中
法光子与光电子学国际研究团队每
年轮流在法中两国举办研讨会。此
外，围绕博士学位开展活动，旨在
促进中法高校间的对称交流，为双
方博士生提供法中双博士学位。同
时，为了保证法中两国合作的对称
性，该国际研究团队在法中两地任
命两名负责人，共同负责管理团队
的相关工作。

  该国际研究团队确认了相互作
用的以下三大科研课题：集成光子
学、纳米光子学、光子学材料。第
一个课题方向主要包括以下领域：
硅光电子、光子集成电路、全光信
号处理、光学感应器。第二个课题
方向主要研究光电纳米结构 (超材
料、纳米天线,、等离子激元)的上
游特性。第三个课题通过制作新材
料，尤其是纳米结构材料支持前两
个课题。这些研究课题旨在将参与
合作团队在工作中经常出现的应用
与基础理论联系起来。

INSIS - 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WNLO)，
2015年6月15日，武汉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2014年9月25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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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I
Photonet
中法光子与光电子学
国际研究团队
Sino-French Photonics and Optoe-
lectronics network

INSIS - 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主要研究项目与近期合作项目：

  目前大部分项目处于初始阶
段，主要涉及但又并不局限于以下
领域，如微环谐振器、滤波器、集
成多路复用器和解复用器、全光信
号处理、慢光狭缝和光子晶体波
导研究、硅基非线性等离子体波导
研究、基于等离子体效应器件微型
化、有机发光二极管、有机光放大
器、亚波长结构等离子体金属材
料研究、光学和等离子体传感器研
究、电磁建模或第三代光伏电池。
其中某些项目已经开展合作，并且
得到众多国内外的资金支持。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科研机构：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巴黎第十一大学
• 斯特拉斯堡大学
• 艾克斯-马赛大学
• 马赛中央理工学院
• 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
• 里昂第一大学
• 里昂中央学院
• 里昂高等化学物理电子学院
• 昂热大学
• 雷恩第一大学
• 雷恩国立应用科学学院

实验室： 
• 基础电子研究所(IEF)-8622号科研
混合单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巴黎第十一大学)，正在与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20号科研直属单位
光电-纳米结构实验室(LPN)合并
• 斯特拉斯堡材料物理与化学研究
所(IPCMS)-7504号科研混合单位，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斯特拉斯堡
大学
• 马赛菲涅尔研究所(Institut Fresnel)-
7249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艾克斯-马赛大学/马赛
中央理工学院
• 里昂纳米技术研究所(INL)-5270号
科研混合单位，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里
昂第一大学/里昂中央理工学院/里
昂高等化学物理电子学院
• 昂热分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MOL-
TECH ANJOU)-6200号科研混合单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昂热大学
• 光学功能信息技术研究单位(FO-
TON)-6082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雷恩第一大学/雷
恩国立应用科学学院

中方：
科研机构： 
• 华中科技大学
• 浙江大学
• 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
• 复旦大学
•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实验室： 
•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
室(WNLO)

表达意向的机构：
• 中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郑铮教授)
•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陈四海教授)
• 法国贝桑松FEMTO研究机构
• 法国GDR Ondes相关机构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2014年6月17日，武汉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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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ISS
中法社会与科学
联合研究院
Joint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INSHS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科学。在众多中法合作机构中，中法社
会与科学联合研究所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是一个彻底的跨学科平台，它致力于
打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传统分
界线，为了适应社会需要，促进科学知
识更好衔接，进行坚持不懈的研究。

  中法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与Pros-
fer博士生交换项目密切合作，集合了华
东师范大学和法国四家高等师范院校。

主要研究项目：

(从2010年起，共19个项目，其中5
个项目已完成)
2011项目，化学：基于FDU和MCM-
41钛催化剂的清洁氧化过程
2011项目，哲学：知识与行动实验
室(KAL)：“实用主义和理智主义之
争的再次崛起”调研
2012项目，生命科学：转录差异调
控下的分子潜在机制与核同形荷尔
蒙感受器的功能研究
2013项目，历史：生存空间和设想
空间中的媒体通告
2013项目，教育科学：转型期间的
数学教学
2014项目，生命科学：新型抗病毒
细胞的蛋白质表征
2015项目，信息技术学：遏制无声
和非运行错误的计算

  此外，对于第一个驻华国际科研
混合单位(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合
实验室，E2P2L)的成立，联合研究院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联合研究
院还通过开展Joriss Club，着手加强与
企业界的联系，旨在与在华法企以
及在法华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实验室数量：法国：11 / 中国：11

联合出版物数量：13

重大事件：
在上海和里昂召开会议、研讨会、专
题讨论会

参与城市：
法国：里昂 / 中国：上海

网址：http://joriss.ens-lyon.fr/

创建日期：2010年

法方主任：Jean-François Pinton
Jean-michel.Roy@ens-lyon.fr

中方主任：陈群 
hlgu@admin.ecnu.edu.cn

员工人数：法方：25 / 中方：30

博士生人数：15

博士后人数：3

中法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首届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
2010年，Jacques Samarut主席和俞立中校长签

署合作协议

2014年，Jean Francois Pinton校长和陈群校长续签

合作协议。

简介：

  2010年，法
国里昂高等师
范学校 (ENSL)、
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与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ECNU)签署了成立科学
与社会联合研究院(JoRISS)的合作协议。
本协议于2014年续签。

研究任务与主题：

  本院旨在推动交叉学科以及科学对
社会贡献等方面的联合研究项目，这些
项目主要涉及了自然科学、社会与人文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里昂高
等师范学校 • 索尔维集团

中方：
•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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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FCX
中法新疆考古项目
Sino-French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Xinjiang

简介：

  中法新疆考古项目(MAFCX)是中国
重新开放 (1991年 )获批的首个外国项
目，得到了外交和国际发展部的支持,
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新疆文物考
古研究所的合作为基础。新疆位于中国
西北部，在欧亚大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
位置。该项目致力于文物的修复和保
护，它的三个主要目标如下：(1)填补古
代史上的空白；(2)更好地理解人口布局
和环境变化的长期关系；(3)研究新疆古
代文明和毗邻地区文明之间的关系(中
国内地、草原、中亚、印度)。

研究任务与主题：

  依靠卫星图像分析技术，通过研究
克里雅河(新疆南部和田地区)三角洲的
内部化石，研究团队成功验证了塔克拉
玛干沙漠存在古代居民的假设。从它目
前流域到古代三角洲，时间追溯可以还
原长期以来，三角洲地区人口布局变化
以及以小镇为中心的绿洲变化：
• 三世纪古代遗址-喀拉墩(Karadong)发
现中国最古老的神殿，并出土了一批
佛教绘画；

• Djoumboulak  Koum(公元前一千年中叶)
是一个筑有防御工事的村庄。该村庄
和其城市公墓(干尸)地处于当时一片
开阔的绿洲之中。这个村庄更新了人
们对新疆的认识，同时证明了新疆在
中亚地区农业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这
里是铁器时代的重要遗址，被评为“
国家重点区域”。
• 数套铜器的出土 (公元前2200-1500
年)证明了该地区与草原地区的联系，
如同与中亚西边绿洲的联系。在出土
铜器中，北方墓地是罗布泊附近小河
墓地杰出的孪生墓地，它由新疆考古
研究所A. Idriss牵头开发发掘。这些遗
迹证明青铜时代文明的消逝，我们开
始了解其规模，对易变质材料分析研
究，以对其进行识别。目前，我们致
力于遗迹研究，分析其性质，并努力
调查出现这种现象前的必然现象。

关键词：新疆、中亚、克里雅河、土耳
其斯坦、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荒漠
化、游牧 / 定居、丝绸之路、交换、人

口布局形式、生物考古学

主要研究项目与近期合作项目：

  在方法论和科技的双重作用下，该
项目对新疆原始史时期研究的发展产生
了极大影响，启发了众多培训活动。这
些遗址中存在大量风化后易变质材料，
推动了以生物材料(自然风化干尸、织
物、动植物原始材料、特别是染色剂)
为主的多学科研究项目蓬勃发展，该项
目得到了公共和私立机构的通力支持。
参与该项目的法中研究人员分别来自两
国不同的研究机构(考古学家、建筑学
家、地形学家、考古动物学家、考古植
物学家、人类生物学家及专家、墓葬考
古学专家、卫星图像专家、织物和染料
专家、考古材料专家、修复人员-馆员

以及化学家)。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外交部及国际发展部(MAEDI)，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7041号混
合科研单位-ArScAn实验室，项目负
责人和部分团队人员隶属于该实
验室，以及5648号、7209号、8220
号、8558号科研混合单位 ) • 法国
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MNHN) • 博
物馆修复与研究中心实验室(LC2R-
MF) •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EHESS)

中方：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 和田地区
文物保护管理所 • 中国科学院新疆
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 新疆植物标本
馆 • 东北大学 • 多所地质年代测定
和分析实验室

其他国家：
•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阿
拉木图市) • 瑞士(ArchéoTex)

联合出版物数量：发表多篇文章，3部
综合著作筹备中

重大事件：考古研究奖(2013)；Simone和
Cino del Duca基金会考古学大奖(2014)。

参与城市：
法国：南特尔、巴黎、里昂、图卢兹
中国：乌鲁木齐、北京、长春

网址：http://grands-prix-2014.institut-
de-france.fr/mission-archeologique-franco-
chinoise-au-xinjiang

创建日期：1991年

法方主任：Corinne Debaine-Francfort
corinne.debaine@mae.cnrs.fr

中方主任：
Abduressul IDRISS (Yidilisi Abuduresule)
yidilisi@hotmail.com / yidilisi0329@163.com

员工人数：法方：15 / 中方：10

博士生人数：3

博士后人数：2

实验室数量：≥ 15

INSHS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ArScAn实验室-考古学与古代科学

(7041号科研混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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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MA
中欧信息、自动化与
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
Sino-European Lab in Computer 
Science, Automation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INS2I - 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所

简介：

  中欧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
实验室(LIAMA)是一所由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CASIA)与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
化研究所(INRIA)共同创建的中国与欧洲
联合研究机构。

研究任务与主题：

  其主要任务是实施中欧科研人员的
联合研究项目，推广开放源码软件发
展，加强中欧大学与工业界间的联系，
推动中欧双方相互参与彼此研究项目，
以及加强中欧科研人员交流和学生的研
究培养。

主要研究项目：

11个项目：
- 脑网络组
- 环境建模
- 几何建模
- 多模态感知
- 场景理解
- 软件工程
- 程序证明
- 嵌入式计算
- 模拟
- 密码学

- 未来架构

联合出版物数量：自2009年发表186份
联合出版物

重大事件：自2009年以来，举办32场
重大活动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格勒诺布尔、雷恩、
索菲亚-安提波利斯
中国：北京、上海、深圳、西安
其它：布鲁塞尔

工业合作伙伴： 
自2012年，与欧洲宇航防务集团合作

网址：http://liama.ia.ac.cn

创建日期：1997年

法方主任：Jean-François Monin
jean-francois.monin@imag.fr

中方主任：陶建华 
jhtao@nlpr.ia.ac.cn

员工人数：法方：29 / 中方：51

博士生人数：103

博士后人数：27

实验室数量：
法国：8 / 中国：10 /
荷兰：3 / 比利时：1

中欧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

国际联合实验室位于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院大楼

自2008年以来，中欧信息、自动化与应用

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吸引了许多来自欧洲与

中国的合作伙伴，其中包括研究院、高等院

校以及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实验室欧化正

在进行中。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工程与
系统科学研究所，信息学与其相
互作用研究所)
• 格勒诺布尔大学、贡比涅技术大学
• 法国中央理工学院
• 矿信研究院

中方：
•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 北京大学、清化大学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NWPU)

其它国家：
•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 荷兰计算机科学与数学研究中心
(CWI)

中欧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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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团队、由A. Lalo领导的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
局亚洲团队，以及负责信息统计处理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APPS部门为本
书的编撰共同付出了努力，我在此向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向法中
联合机构所有负责人付出的努力致以诚挚的敬意！

李岚珩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

2016年1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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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天泽路60号，
第三使馆区法国驻华大使馆，邮编：100600

电话: +86 10 8531 2264 / 传真: +86 10 8531 2269 / www.cnrs.fr

www.cnrs.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