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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末最后一期简报上让我们聊聊化学吧！几周

后，联合国公布的 2011 国际化学年即将结束，在这辞

旧迎新的时刻，让我们回顾一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CNRS）在化学领域取得的一系列进展。 
 

    化学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基础，它在应对可持续发

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在中国开展的化学研究活动完美的应对了这些全球性

挑战。在华科研联合机构的设立是推动化学研究所

（INC）开展科研活动的一个重要合作方式：5 个实施

中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其中一项启动于

2011 年）、4 所国际联合实验室（LIA）、1 个国际研

究团队（GDRI）、1 个国际科研混合单位（UMI）和 1

个法中科研平台。 
 

    在本期简报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

«企业合作关系、科研机构间合作与国际事务» 负责

人--Pascal Breuilles 教授将对在化学领域与中国建立的

紧密联系进行一次历史回顾。在“代表处时事”专栏

中，我们将对绿色化学领域首所驻华国际科研混合单

位在上海举行的揭幕仪式进行报道。您们也将在“快

报”专栏了解到化学研究所在华创建的联合研究机构

详细情况，这些信息将通过以下形式呈现给大家：彭

玲教授访谈（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药物释放功能生

物材料»）、Michel Lacroix 教授的«中法催化联合实验

室»介绍、Pei Yu 教授 sous forme d’articles 

(Entretien avec Ling Peng (PICS Biomatériaux 
Fonctionnels pour la Délivrance de Principes Actifs), 
article de Michel Lacroix (LIA LFCC) et de Pei Yu (GDRI 
PHENICS)) ou de fiches techniques (LIA XiamENS 
NanoBioChem, LIA FOM et LIA LMTM). Il apparait, à la 
lecture de ces éléments, le rôle privilégié des PICS dans 
l’émergeance de projets structurés de type LIA. 
 
Le CNRS a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présent à l’occasion de la 
Convention sur les structures publiques conjointes 
franco-chinoises de recherche, organisée par le Service 
Scientifique de cette Ambassade les 28-29 novembre 
dernier. De nombreux chercheurs de nos structures ont 
fait le déplacement à cette occasion, démontrant la forte 
mobilisation de nos chercheurs pour la coopération avec 
la Chine. Le bureau du CNRS en Chine vous souhaite de 
très bonnes fêtes de fin d’année et une bonne lecture.  
Nota Bene : Christelle Chon-Nam, quittera le bureau du 
CNRS en Chine à la fin du mois de décembre. Nous 
perdons là une collaboratrice qui aura démontré sa 

 

物材料»）、Michel Lacroix 教授的«中法催化联合实验室（LIA LFCC）»介绍、Pei Yu 教授的«光转换有机分子系

统与设备国际研究团队 (GDRI PHENICS)»概况说明，以及«纳米生物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XiamENS 

NanoBioChem）»、«中法有机磷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FOM）»和«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LIA LMTM）»

的技术说明资料。通过以上文章的阅读，广大读者可以看出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对于国际联合实验室合作形式的

出现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众多研究人员于 11 月 28 至 29 日专程来京出席了由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处组织

的«中法公共联合科研机构-中法科技合作的优势资源»交流会，侧面也呈现出我们机构在与中国合作方面强大的

人员流动性。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中国代表处工作团队借岁末年初之际，祝大家阅读愉快、佳节快乐！ 

 

注意：楠欣是该份简报撰写与发行的积极参与者。她将于 2011 年 12月底离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中国代表处。

我们将失去一位富有热情、具有专业能力且奉献其大量时间与精力于工作的优秀同事。我们对于她离开中国回

到留尼旺岛的决定表示遗憾，但同时也祝福她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生活幸福美满。 
 

代表处主任 - 倪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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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CNRS 化学研究所在华科研合作分布图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启动于 2011 年) 
 
 

国际联合实验室 
 

国际研究团队 
 

国际科研 

混合单位 

传传统统医医学学分分子子实实验验室室  --  22000099  

 

香港 

纳纳米米生生物物化化学学国国际际联联合合实实验验室室  --  22000077 

厦门 

上海 

中中法法高高效效

生生态态产产品品

与与过过程程国国

际际联联合合实实

验验室室  --  
22001111  

郑州 

中中法法有有机机磷磷功功能能材材料料国国际际

联联合合实实验验室室  --  22000099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基于芳酰胺类折叠体的分子动力研究 

光光转转换换有有机机分分子子系系统统与与设设备备国国际际研研究究团团队队  --  22000088  

 

北京 

中中法法催催化化联联合合

实实验验室室  --  22000044  

 

大连 



 

 

 

 

 

 

 

 

 

 

 

 

 

 

 

 

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于 2011年 11月 4日在上海举行了揭幕仪式 

国际联合实验室 

 
Le CNRS, Rhodia, l’ENS Lyon et l’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CNU) ont inauguré le 4 novembre dernier, en 
présence de Mme Nathalie Kosciusko-Morizet, Ministre de l’écologi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des transports et 
du logement, la première Unité Mixte Internationale (UMI) en Chine, dédiée à la chimie verte. Cette unité est 
localisée à Shanghai dans les locaux du centre de R&D de Rhodia (Groupe Solvay). 
 
L’UMI E2P2L (« Eco-Efficient Products & Processes Laboratory ») regroupera environ une quinzaine de chercheurs d'ici 
à la fin de l'année avec un objectif d'une vingtaine l'an prochain. Le laboratoire hébergera également des stagiaires 
des grandes écoles et universités francaises et chinoises. Actuellement, 2 chercheurs du CNRS y travaillent à plein 
temps : Jean Marc Clacens (sous-directeur de l'UMI) et Marc Pera-Titus.  
 

研究方向与课题： 

    化石资源日益枯竭并且成为产生温室气体的重要因素，因此迫切需要

开发新型技术，能够降低对石油产品的依赖程度。对于化学工业来说，必

须开发新型的可再生原料，能够将它们有效地转化成为化学产品，这些产

品本身也是众多环境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基础。 

 

由于生物质的多样性及其化学性质的易变性，使其成为一种可供选择

的原材料。但是，需要进行许多创新，以便控制与其化学性质相关的化学

与化工过程的选择性和生产率。其它的一些初级原料，例如水或者二氧化

碳，大量地存在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有可能用来改变一些更加复杂的

分子结构。然而，真正的挑战是，在激活这些分子结构的同时，维持可接

受的能源需求。 

 

很明显，在利用生物质或者初级原料的情况下，催化作用具有核心的

影响力，以便能够借助于此开发出一些技术，它们不但具有可以接受的成

本，而且可以将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 

 

成立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的目的，就在于提供新

型的高效生态产品和化工过程，它们能够降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科研方

面所面临的挑战，需要利用多方面的关键性专业技能，以便快速地突破技

术瓶颈。正因为如此，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使命，

就是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实验室，开展中国与欧洲的各个科研机构和工业合

作伙伴之间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该实验室设于法国罗地亚集团上海研究

与开发中心内，将接纳来自科研与工业领域的研究人员与学生。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化学联合实验室

（LC），第 5182科研混合单位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有机化学催化作用实验室（LACCO），第

6503 科研混合单位 

• 法国里昂催化作用与环境研究所（IRCELyon），第 5256 科研混合

单位 

•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绿色化学与化工过程绿色化重点实验室 

• 法国罗地亚集团 
 

 
Institutions et laboratoires impliqués :  

• Ecole Normal Supérieure de Lyon, ENSL, Laboratoire de Chimie, LC 
UMR 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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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1 月 4 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国罗地亚集团（Rhodia）、法国里昂

高等师范学院（ENS Lyon）和中国华东师范大学（ECNU）共同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首所驻华国际科研混合单位举行了揭幕仪式，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交通及住房部

部长娜塔莉•科修斯柯-莫里塞（Nathalie Kosciusko-Morizet）女士出席了此次活动。该实

验室设于法国罗地亚集团（苏威集团 Groupe Solvay）上海研究与开发中心内，其主要

目标为促进绿色化学领域的研究发展。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UMI E2P2L）2011

年底将重组一支大约 15 位研究人员的科研队伍，明年扩充至 20 人左右。实验室也将

接待来自法中各大学和高等商学院的实习生。目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两位研究人

员以全职形式工作于该科研单位：Jean Marc Clacens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助理研究主

任) 和 Marc Pera-Titus。  
 

联系方式 : 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 Floryan Decampo 教授 
(floryan.decampo@ap.rhodia.com) 

 

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 

揭幕仪式 

法国罗地亚集团上海研究与开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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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cal Breuilles教授概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与中国 

 

Le partenariat entre le CNRS et la Chine est à l’image de cet immense pays : 

ancien, divers et dynamique ! La Chimie a très tôt décidé d’entretenir des 

liens étroits avec la Chine et dès 2000 alors qu’on ne parlait pas encore de 

la zone BRIC (Brésil, Russie, Chine, Inde), l’Institut de Chimie débutait une 

collaboration à  Dalian qui a abouti 4 ans plus tard à  la cr é ation d’ un 

premier laboratoire international associ é  (LIA) : le « Laboratoire franco-

chinois de catalyse » dans le domaine de la catalyse p é troli è re et de la 

catalyse pour l’énergie. La collaboration entre organismes de recherche et 

universités françaises et chinoises avec la participation privilégiée d’un 

industriel chinois pr é figurait d é j à  ce qu’ aujourd’ hui on qualifie de 

triangle vertueux à savoir la synergie « Recherche- Formation- Innovation » .  

 

L’aventure ne fut pas de tout repos car nous n’avions pas encore assez de 

recul pour appréhender efficacement tous les obstacles liés par exemple à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mais cette fructueuse association durera 11 ans et 

nous avons beaucoup appris les uns des autres. S’ensuivirent la création de 3 

autres LIA : en 2007 à  Xiamen le LIA «Xiam ENS Nano Bio Chem», en 2009 à 

Zhengzhou le LIA «Matériaux organophosphorés fonctionnels» et à Hong-Kong le 

LIA «Laboratory of Molecules from Traditional Medicine ».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de l’Institut de Chimie est de couvrir le plus 

largement possible la palette des thématiques de la Chimie dans le cadre d’

une approche bottom-up : les chercheurs nous proposent des partenariats 

solides et nous les rendons « visibles » grâce aux outils structurants comme 

les LIA mais aussi au travers de la création de réseaux internationaux qui 

favorisent l’é mergence de communaut é s de chercheurs dans des th é matiques 

prioritaires ou naissantes et à la pointe de la recherche. En 2008, nous avons 

ainsi créé le groupement de recherche international «Systèmes et dispositifs 

moléculaires organiques photo-commutables» (GDRI PHENICS) qui couvre pas moins 

de 3 continents (Chine, Russie, Japon et bientôt l’ Allemagne) et, depuis 

2009, nous participons au GDRI «Spectroscopie d’absorption de de molécules 

d’intérêt atmosphérique et planétologique» (SAMIA) qui couvre la Chine et la 

Russie. En août 2010, nous avons signé pendant l’ Exposition Universelle à 

Shanghai un MOU entre le CNRS, la sociéte Rhodia, l'ENS Lyon et l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nonçant ainsi de mani è re solennelle dans ce cadre 

exceptionnel la cr é ation le 4 novembre 2011 de la premi è re Unit é  Mixte 

Internationale (UMI) en Chine du CNRS dont l ’ intitul é  « Eco-Efficient 

Products & Processes Laboratory » et les partenaires (le CNRS, Rhodia et ses 

partenaires privil é gi é s l ’ ECNU et l ’ ENS Lyon) d é montrent de façon 

significative que le triangle vertueux qu’on évoquait plus haut n’est pas 

une utopie mais une réalité. Le magnifique centre de recherche où est hébergée 

l’UMI sur le site d’implantation de Rhodia à Shanghai s’étend sur près d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和中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就如同中国自身形象：悠久，多元化且充满活力！化学与中国甚

有渊源，法国国家科学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于2000年与中国已开始开展该领域的科研合作，那时候我们甚至还未

开始谈论“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四年后化学研究所在中国大连市创建了首所国际

联合实验室--«中法催化联合实验室»。该实验室主要致力于能源开发中的催化作用以及石油催化研究。在中国企

业优先参与的背景下，法中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的合作预示了今天良性三角--协同合作形式的诞生，即：“研究-

培训-创新”。 
 

    突发事件往往令人忧虑，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有效地处理知识产权等问题，但这种卓有且富有成效的

联合工作形式持续了 11 年，从中我们法中双方相互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随后又建

立了三所国际联合实验室：2007 年于厦门建立«纳米生物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2009 年于郑州创建«中法有机磷

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以及在香港建立«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国际政策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最大化覆盖化学领域所有研究课题：研究

人员向我们提出某些稳定的研究伙伴关系，我们将其“可视化”或“实体化”。这主要通过机构性合作形式，例

如：国际联合实验室合作形式，或通过国际研究网络的创建来实现。这些网络的建立有利于研究团体的诞生和前

沿科学研究的开展。这些研究团体往往致力于某些优先课题或业已建立的研究课题。2008 年，我们在华创建了«光

转换有机分子系统与设备国际研究团队»，它涵盖三大洲，甚至更多的科研团队（中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很快将

加入的德国）；2009 年，我们参与了由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创建的«地球和行星大气中重要分子的吸收光谱学国际研

究团队»（SAMIA）的研究工作；2010 年 8 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国罗地亚集团、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和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签署了«协议备忘录»，并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正式宣布 2011年 11月 4 日成立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首所驻华国际科研混合单位，并命名为«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其合作

伙伴包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国罗地亚集团及其优先合作机构：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和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

院。由此证明上文所述的良性三角--协同合作形式不是空想而是事实。宏伟的研究与发展中心坐落于上海占地

6000平方米的法国罗地亚集团内部， 
démontrent de façon significative que le triangle vertueux qu’on évoquait plus haut n’est pas une utopie mais une réalité. 
Le magnifique centre de recherche où est hébergée l’UMI sur le site d’implantation de Rhodia à Shanghai s’étend sur près 
de 6000 m2 : un bel écrin pour une belle réalisation et qui célèbre « 2011, Année internationale de la Chimie », d’une bien 
belle manière! 
 
Et pour le futur ? Nous avons dans nos cartons de très belles opérations dont une qui pourrait voir le jour très 
prochainement : la création d’un GDRI en chimie théorique qui fédèrera les meilleures universités chinoises (Fudan, 
Peking, Xiamen, Nanging, Dalian, Heifei,..) et la communauté des chimistes théoriciens français sous la houlette de notre « 
ancienne » directrice de l’Institut de Chimie, Gilberte Chambaud, qui a soutenu très fortement cette dynamique 
partenariale avec la  Chine et qui a permis à la Chimie, au CNRS, d’être parmi les disciplines les plus présentes et les plus 
productives. 

6000 平方米的法国罗地亚集团内部，而我们的国

际科研混合单位正被设立于该研究中心之中。它

是为庆祝 2011 国际化学年呈现的最好礼物，也是

卓越研究与合作美丽的摇篮！ 
 

    未来又如何呢？目前，已有多项科研活动被

列入到我们未来规划草图之中，这其中的一项就

是将在不久后创建的理论化学国际研究团队。它

联合了中国多所知名院校（复旦大学、北京大

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大连大学以及合肥大

学）和法国理论化学研究工作者社团。法国理论

化学研究工作者社团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化学

研究所前任所长 Gilberte Chambaud 女士领导。她积

极支持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把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推广至最前沿与最富有成效的

各个研究学科之中。 

Pascal Breuilles 教授 

化学研究所«企业合

作关系、科研机构

合作和国际事务 » 

负责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

--彭玲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药物释放功能生物材料» 
启动于 2009 年，为期 3 年 

您在什么情况下申请了该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在与武汉大学已经建立起合作关系后，我申请了该项

目。在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大的框架下，我的申请得到了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有机化学和分子材料研究实验室（研究

混合单位 6114，GCOM2）前任主任 André Samat 教授的很多

支持与建议。 

    筹划创建这样一个项目，对于我们不是很难，因为我

们已具备与中方紧密且具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因此，我们

无须提供很多的申请材料，整个过程好像不是很难 
 

该项目包含哪些研究领域？ 

    我们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名字为«Functional Biomaterials 

for Drug Delivery»Principes Actifs). Ce projet s'intéresse à la 
synthèse chimique et à l'évaluation de nano-objets à base de 
molécules organiques fonctionnelles et biocompatibles pour la 
délivrance de principes actifs tels que des acides nucléiques ou 
des agents anticancéreux. 
 
Comment se traduit cette coopération ?  
Cette coopération s'est traduite par des visites mutuelles en 
Chine et en France, l'accueil d'étudiants chinois en thèse en 
cotutelle et de chercheurs, ainsi que par des participations à 
des congrès aussi bien en Chine qu'en France. Au travers de ce 
projet, nous avons établi de nouveaux contacts et de nouvelles 
coopérations avec, notamment, l'Université de Beijing, le 

for Drug Delivery»（药物释放功能生物材

料）。该项目涉及化学合成研究，以及

通过药物释放功能生物有机分子，对纳

米体进行评估，例如：核酸或抗癌药

物。 

 

您是如何开展该项合作？ 

 
principes actifs tels que des acides 
nucléiques ou des agents anticancéreux. 
 
Comment se traduit cette coopération ?  
Cette coopération s'est traduite par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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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合作的形式主要表现为研究学者在法中两国间的交流互访，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接待以及法中两国科研会

议的参与。通过该项目，我们又与中国其他研究伙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与合作，尤其是与北京大学、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和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有多少人参与了«药物释放功能生物材料»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在法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直属研究单位（UPR）3118 号单位有十位研究人员参与了该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其中包括五位博士论文准备研究生（其中四位是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CSC 奖学金获得者）和两位博士后

（一位获得欧洲项目资助，另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研署 ANR 资助）。中方合作伙伴由三位老师和三位博士论文准

备研究生组成。 

 

您如何支配该项目提供的研究资金资助呢？ 

    该项目的科研资助主要被用于出差任务、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接待、法中两国科研会议的参与以及实验室的日

常运作。开销的最大部分还是出差任务。 

 

在该项目接近尾声之际，您能总结一下这三年的科研交流工作吗？ 

    通过这项合作，我们发布了两项国际联合专利，发行了 20 种科研出版物，联合指导了四位博士生论文答辩。

从这个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中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成功创建欧盟科研项目以及法国国家科研署与中国科研合作

项目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我分别在后两个合作项目中担任协调人与合作伙伴。至于这些合作之后的工作，

我们计划设立一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的联合实验室，实验室的研究主题将聚焦于药物传递纳米体

研究。 

 

联系方式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彭玲 (ling.peng@univmed.fr) 

 

 

中法催化联合实验室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驻华首所国际联合实验室 

创建于 2004 年，并于 2008 年展期 

 

法中两国在催化研究领域的合作直至今日已开展二十余年。法

中合作伙伴最初借助于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使催化领域国际合作形式

化。该合作关系的成功建立激励并巩固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和中

国科学院间的合作，提高了合作关系的可见度。中法催化联合实验

室于 2004 年 1 月被创建，并于 2008 年被展期。里昂催化与环境研

究所（IRCELYON）、大连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北京石油化

工科学院针对“能源开发中的催化作用”相关课题联合开展研究工

作，旨在研究一种未来的能量载体—氢，以及钨活跃阶段和纯自然

阶段转变过程中的石油加氢精炼。五位中国学生对这些研究起到了

积极推动作用，并荣获了双博士学位。目前，我们研究领域 A级科

研杂志刊物已有近十五种被出版。 

 

 
obtenu le double diplôme de doctorat. Une quinzaine de 

publications scientifiques dans des revues de rang A de notre discipline 
ont été publiées à ce jour.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国里昂第一

大学催化与环境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催化

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院 
 

联系方式 : 法方主任 Michel Lacroix  

(michel.lacroix@ircelyon.univ-lyon1.fr) 

 

Michel Lacroix,  

中法催化联合实验室法方主任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 法国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国图卢兹第三大学；法国

巴黎第十一大学；法国雷恩第一大学；法国卡尚国

立高等师范学院；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法国约瑟夫

•傅里叶大学；法国里尔第一大学；法国凡尔赛大

学；法国波尔多第一大学；法国原子能委员会 

• 中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理化技术研究所）；大

连理工大学；复旦大学；华东科技大学 

• 日本 

立教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大阪教育大学；

筑波大学；龙谷大学；国立横滨大学；青山大学；

名古屋大学；东京技术学院；东京大学 

• 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国

立罗斯托夫大学；俄罗斯罗蒙诺索夫技术与精细化

工研究院；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俄罗斯门捷列

夫化工大学 

 

联系方式 : 协调人 Pei Yu (pei.yu@u-psu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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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witching of a photochromic crystal (P. Yu et al.) 

纳米生物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创建于 2007 年 

 

研究方向与课题： 

    参与纳米生物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的法中两国研究

人员，发挥他们在物理化学、生物电化学以及微加工等

领域内的科学知识与专业技能，共同发起并且开展了一

些跨学科的物理化学研究项目，其课题涉及“芯片级实

验室”以及微米和纳米技术。开展这些科研课题的目

的，就是要在纳米科学、生命科学方面促进物理化学的

多种实际应用，并且建立燃料电池的电化学催化、生物

分析以及生物医学的创新科研平台。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国巴黎第六大学：第

8640 科研混合单位“结合电子能或辐射能转化

的选择性激化过程实验室” 

• 厦门大学化学系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Pour plus d’informations, le site Internet du LIA XiamENS : 
http://www.xiamens.org 
 

Institutions et laboratoires impliqués :  
•  UMR 8640 « Processus d’activation sélective par 

transfert d’énergie uni électronique ou radiatif », 
CNRS /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 Univ. Paris VI 

•  Lab. national clé « Physique-chimie des surfaces 
solides », Dépt de chimie de l’Univ. de Xiamen 

联系方式: christian.amatore@ens.fr 

 

微电子元件，2D 或者 3D 光学存储器，非线性光学，等等），还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离子的输送调制，成像技

术，光敏检测器或者光致发光检测器，等等），这一化学分支的研究成果都将得到广泛应用。光转换有机分子系

统与设备国际研究团队汇集了法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三十多个研究机构，它们均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享有

国际声誉。该国际研究团队的目标是将所有这些团队的专业技能结合起来，以便通过新型合成物，转而构建出有

机分子的光转换器件，进行反应机理的研究，开发检测方法以及针对特定应用的光转换器件的实用制造技术。该

国际研究团队共聚集了法中双方 22 所实验室（17所法国实验室和 5所中国实验室）的 70 余位研究人员（包括博士

后及研究生）。 

 

    自 2008 年创建以来，光转换有机分子系统与设备国际研究团队安排组织了多场双边研讨会。其中，2009 年 10

月 25 至 27 日于上海召开的研讨会，出席的研究学者达一百余位。他们分别来自法国和中国，及其它国家（日本、

韩国、新加坡、加拿大、德国和瑞典）。研究学者的交流孕育出多项新的法中科研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法中博

士生论文联合指导（法国卡相高等师范学院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的实施和新研究项目的创建（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分子互动化学及光化学反应实验室 IMRCP、法国图卢兹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的 STIM MAT BIO 研究项目）。 

 

 

 

Depuis sa création début 2008, plusieurs workshops bilatéraux ont été organisés, dont celui à 

Shanghai entre le 25 et 27 Oct. 2009, réunissant une centaine de chercheurs venant essentiellement 

de France et de Chine, mais également de plusieurs autres pays (Japon, Corée du Sud, Singapour, 

Canada, Allemagne, Su è de). De cette rencontre sont n é es de nouvelles collaborations franco-

chinoises, qui ont permis, en autres, la mise en place de thèse en cotutelle (ENS Cachan et ECUST à 

Shanghai) et la création de nouveaux projets de recherche (STIM MAT BIO entre IMRCP,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et Fudan University à Shanghai). 

 

Contact : Pei Yu, coordinateur français pour la Chine (pei.yu@u-psud.fr) 

光转换有机分子系统与设备国际研究团队 
创建于 2008 年，为期 4 年 

 
    近年来，光转换分子化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可变光致变色玻璃已经

在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现在可以预期，无论是在光电子领域（快速断路器，有机

微电子元件，2D 或者 3D 光学存储器，非线性光学，等等），还是在生命科学领域

（离子的输送调制，成像技术，光敏检测 

Depuis sa création début 2008, plusieurs workshops bilatéraux ont été organisés, dont 
celui à Shanghai entre le 25 et 27 Oct. 2009, réunissant une centaine de chercheurs venant 
essentiellement de France et de Chine, mais également de plusieurs autres pays (Japon, 
Corée du Sud, Singapour, Canada, Allemagne, Suède). De cette rencontre sont nées de 
nouvelles collaborations franco-chinoises, qui ont permis, en autres, la mise en place de 
thèse en cotutelle (ENS Cachan et ECUST à Shanghai) et la création de nouveaux projets de 
recherche (STIM MAT BIO entre IMRCP,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et Fudan University à 
Shanghai). 
 

http://www.xiamens.org/


 

中法有机磷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 
创建于 2009年 

 
研究方向与课题: 

    该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主要目的是合成包含π共轭体系的有机磷功能

材料，并研究它们应用于导电塑料中的性质。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国雷恩第一大学：雷恩化学科学实验室 

• 郑州大学化学系 

 

联系方式 : FMathey@ntu.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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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ois Mathey教授和他在郑州大学的学生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与中国 2011年科研合作进展情况》介绍手册简介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中国代表处近期发布了介绍手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

与中国 2011 年科研合作进展情况》（中国与香港地区情况）。该手册展示了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在中国业已建立的科研合作形式、人员流动统计情况及其完整的法中在华合作机构分布

图。从该手册中，您可以了解到各所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研究团队、国际科研混合单位和

科研平台技术说明资料。《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与中国 2011 年科研合作进展情况》

法中两个版本将于近期被公布于法国驻华使馆网站“法科院”专栏内，以供广大网友在线下

载。 
 

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 
创建于 2009 年 

 

研究方向与课题： 

在亚洲生物学研究计划（BioAsia）的框架下,参与这一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的研究团队，与

印度查谟阿育吠陀传统医学研究所（Jammu Institute of Ayurveda and Research）合作，共同开展

传统化学制品项目研究。该项目旨在研究中国和印度传统医药中所使用的草药，鉴别出一

些适用于抗菌剂与抗癌剂的新型活性药用成分。借助于这一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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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具有开展传统中医药研究的

丰厚经验，尤其是专长于草药的生物分析，以及这些草药的活性成分的分离、鉴别与修

饰。法方在生物化学方面的实验室，则专长于细菌的抗药性机理研究，例如金黄色葡萄球

菌，并且已经开发了一些针对数种抗药性机理的细胞分析与酶分析方法，从而可以针对那

些对抗药细菌具有疗效、或者对抗药性机理具有抑制效果的草药，进行大规模的成分研

究。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国巴黎国立高等化学学院：选择性有机合成与天然产品实验

室 

• 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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