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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与中国科研机构间研究学者的交流互访合作正处于突飞猛进的发展阶
段。直至 2010 年底，共计 856 名中国博士生与 147 名博士后曾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不同研究单位中工
作学习，该数字分别占 CNRS 接待外国博士生与博士后总数的 9.3 %和 8.6 %，而五年前这一比率仅为
5.5 %和 6.1 %。反之亦然，CNRS 研究人员近年来华任务量也同样不断攀升：2000 年不足 350 次，而 2010

年已达 1200 余次。通过中法联合实验室(参考：首期简报中法国际联合实验室名单)平台签署的合作协
议和我们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科技发展秉承的热情促进了两国人员流动量的大幅度增长！ 
    第三期简报将聚焦于 4 月在厦门、广州和济南组织的中法国际联合实验室研讨会，并围绕其活动进
行相关报导。«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FCPPL)联合主任借第四届研讨会于济南召开之际，在此为大家带
来了实验室相应介绍。整个四月份的科研活动总共汇集中法研究学者达 200余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中国代表处工作团队祝大家阅读愉快！ 

 
‐ 第四届中法可持续能源联合实验室研

讨会在广州召开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中国代表处 4 月工作主要
涉及了«纳米等级生物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XiamENS NanoBioChem)、«中法可持续能源国际联合
实验室»(LIA LSE)以及«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承办
或协办的多项科研活动。«中法机械、材料、控制
和计算机信息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2MCIS)也于 4

月 22日召开了首次指导委员会会议。 

‐ “化学生物学国际学术会议”4 月 4

日至 5 日于厦门召开 

         4 月 10 日至 13 日，第四届中法可持续能源国
际联合实验室年度工作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本次会
议由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GIEC)和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DICP)共同承办。会议报告分为以下四
个主题：太阳能、环境和能源效率、新能源技术开
发、化石能源清洁利用。
法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
广州能源所副所长以及 60

余位专家学者(法国学者
22位)参加了此次活动。 
 

 
 
 
 
 
 

 
 
 

    “化学生物学国际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hemical Biology)于 2011年在厦门大学召
开，此次会议为厦门大学 90 周年校庆系列学术活
动之一，会议由化学化工学院和福建省化学生物学
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共同承办。«纳米等级生
物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法方主任 Christian Amatore

教授出席了此次会议。共有来自美国、英国、法
国、加拿大，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

大陆等国家和地区近 20 余

位化学生物学专家学者以

及厦门大学师生 80 余人参

加了此次为期 2天的会议。

        «中法机械、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国
际联合实验室»首届指导委员会会议于 4 月 22 日召
开，北京航天航空大学院长、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
司领导、法国中央理工大学北京分院与里昂分院院
长均出席了会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欧洲研究与
国际合作局相关负责人也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参与
其中。此次会议将从提交的 13 项中法联合研究项
目中筛选出 8 项，作为这所具有远大前途的年轻国
际联合实验室未来开展研究活动的重要基石。 

‐ «中法机械、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
息国际联合实验室»指导委员会首届
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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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四周年  

    共 125 位成员出席了会议，并在为期 3 日的会议中做出了相应工作总结。在众多的项目中，我很高
兴看到青年研究人员(博士生与博士后)工作取得了进展，并且在实验室中他们发挥了原动力的作用。我
们认为，当下由中法青年研究人员形成的合作联系是两国未来的希望，目前或者说中国在粒子物理研究

          4 月 10 日，«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在济南的年度工作研讨会中度过了它四岁生日，此次会议由其合
作机构 - 山东大学承办。  
 

‐ 国际联合实验室
特征 

        «中法粒子物理
实验室»是一所“没有围
墙”的无实体单位，它
主要通过协调组织等形
式开展粒子物理研究工
作：我们的科研人员对
于庞大研究项目，大多
时候是通过合作的形式
共同开展工作，该实验
室 多曾聚集过来自全
球一百多所研究中心的
3000 名研究人员联合工
因此，这直接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方面，这些工作经验构成了我们团队实际的共享成果，它比任何一所
实验室或个体研究中心都更为丰富。另一方面，我们也致力于发展适合遍布世界各地众多研究所，联合
开展研究工作的合作方法，旨在参与到每一个研究项目。实际上，工作任务的高度细分(包括所有相关的
组织与协调)、远距离交流方法的延伸应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网络的诞生不是一个偶然)和各个
子项目定期工作研讨会的组织构成了这种联合研究工作的方法。所有这些引起了日常合作的需求以及执
行共享设备结构化的需要，其它方面相对需求则少一些... 
 

    自«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创建以来,双方研究主任均工作于高能物理研究所。目前，高能物理研究所
计算中心主任陈刚教授与我分别担任中方与法方主任一职。之前，该实验室由其创建者，双方主任 Lydia 

Roos 女士与金山教授联合指导。Lydia Roos 女士认为高能物理研究所如同中国科学院 大的实验室，是中
国粒子物理研究机构的航母，在该框架下实施«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项目是必然的。反之，高能物理研
究所在«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项目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也是合乎逻辑的。此外，高能物理研究所长期致力
于与外国机构开展研究合作，鉴于法国在粒子物理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和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联系，它
与该领域的“泰斗” - 法国的合作尤为紧密。 

    创建于 2007 年的«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是一所致力于促进与组织中法
研究人员在粒子物理研究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的国际联合实验室。中方合作伙
伴由以下单位组成：中国科学院(其附属单位有：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
中国科技大学(USTC)-合肥、国家天文台(NAOC)–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连理工大学以及山东大学；法方合
作伙伴包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国家核物理及粒子物理研究院(IN2P3)、法
国原子能署(CEA)宇宙基础定理研究中心(IRFU)，以及马赛第二大学、巴黎第
六大学、巴黎第十一大学、里昂大学和克莱蒙费朗大学。 
  

         «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2010 年共聚集中法研究人员与工程师 200

余位(主要为奖学金博士生和常驻研究人员)，共同开展了三十多项科研合
作。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几乎已成为两国在粒子物理领域开展合作必不可少
的媒介。与其它机构相比，它更能赋予科研合作可见性与认知度：其研究水
平获得众多中法资助机构的认可，也可能正是这一因素影响着科研招标或联
合候选人资格的遴选(法国外交部埃菲尔奖学金、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
员会博士生奖学金，等等)。 
 

后，我认为«中法粒子物理国际联合实验室»还具有第三个作用：由于其指
导委员会每年都会聚集成员机构领导召开年度工作会议，这使该实验室也间
接充当起中法科技合作与研究策略的协调角色。 

«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四周年之法方主任 Olivier Martineau-Hyunh 教授专访 

‐ 国际联合实验室(LIA)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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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 
 

    借此次研讨会之际，国际联合实验室领导班子也做了相应调整，在未来的工作中，将由我和陈刚教
授接替 Lydia Roos 女士和金山先生«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主任职务。 
 

‐ 国际联合实验室发展前景 

 

    后，中法双方中长期接待彼此研究人员问题也将很快出现：一方面，由于法国与欧洲核子研究组
织紧密合作，中国研究人员在法国开展研究工作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中国国际项目的出现也使得法国
学者来访中国成为了可能。另外，可以指出的是«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目前有 4 名成员在中国实施了超
过两年的研究项目。 
 
联系人：«中法粒子物理国际联合实验室»联合主任    网址：http://fcppl.in2p3.fr/ 
Olivier Martineau-Huynh教授 (olivier.martineau-huynh@lpnhe.in2p3.fr) 

虽然目前中国博士生在法国人数稳步增加，但很遗憾，法国对外国人论文奖学金资助并不是很积
极。然而，许多因素似乎在促使这一现状发生改变：面对寻找愿意从事基础科学博士论文学生的困难，
在国外接受优秀的大学专业性实验研究培训中国学生巨大的数量，以及长期培训所带来的增值，奖学金
资助是法国实验室的一个需求...此外，法国研究与高等教育部部长 Valérie Pécresse 女士表现出将增加法
国国际学生数量与提高大学间的合作关系的意愿，我认为这种发展在未来将继续并扩大。 

 

除了特殊的博士生问题，适合需求的结构问题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提出：国际联合实验室对于一
个拥有 200 名成员的团体可能将不再是一个 好的应对形式。我也期望可以加强地域邻里机构(尤其是与
我们有相关研究课题和共同合作伙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起源»国际联合实验室)和研究课题合作
伙伴(«法国-日本、法国-韩国，法国-越南粒子物理研究实验室»，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于
2006年至 2010年与这些国家在粒子物理研究合作框架下创建的所有国际联合实验室)间的合作。 

 

 

但显而易见，仍然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改善。中法联合导师的博士生长久性奖学金资助就是方面之
一：目前，«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共有中法联合导师博士生 25 名，但寻找奖学金方面还需努力，我们应
该每年更新一次。这也是«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向国际博士生培训项目大规模投入的主要原因之一。它
的五个成员机构(巴黎第六大学、克莱蒙费朗大学、马赛第二大学、高能物理研究所和武汉华中师范大
学)隶属于一个由 15 所欧亚大学组成的研究集团，以马赛第二大学为代表的该研究集团向欧盟招标提交
了项目申请。项目一旦被选中，50 篇论文将直接获得欧盟提供的为期 7 年奖学金资助，即：«中法粒子物
理实验室»将直接获取这份奖学金资助。 

为了更好实施、发展与从事其研究合作，«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领导部门所关注的是如何向中法粒
子物理研究人员提供 合适的研究工具。从这个意义上看，该实验室目前已非常成功。 

3 

http://fcppl.in2p3.fr/


 

中法环境研究小组 - TIPE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网站 : http://liama.ia.ac.cn/tipe/ 
联系方式 : TIPE研究小组负责人Thomas Corpetti先生 -  tcorpett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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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 «高分辨率 
图像之土地 
使用分析» 

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的«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LIAMA)“湍
流、图像、物理与环境(TIPE)”研究小组致力于环境研究的卫星图像分析，尤其专注
于气象学和农业研究，旨在了解区域气候与土地使用之间的关系。高分辨率宇宙图像
(轨道卫星)被用于土地监测研究，而低分辨率图像(气象卫星)主要用于观察大气流。

“源泉”(SPRING)研讨会将于 2011 年 7 月 2 日至 3 日召开 

    中国科技部支撑的“源泉”(SPRING)工作研讨会是一项中欧开展的
研究领域合作项目。此次活动预计 2天，旨在促进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
研究工作。研讨会主要涉及以下内容：水课题、生物多样性、土壤保
护、污染、生命体所处环境状况之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以及研究新
观点与适当性的表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中国代表处主任倪德来先
生将出席此次活动，届时他将与大家探讨 CNRS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
支撑项目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实施工作。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网址：www.springproject.eu 

集了多位来自于中法(雷恩市、里昂市与北京市)研究团队的
环境学家、物理学家以及信号处理专家。2011 年 4 月，研究
人员围绕这一课题进行了两项论文答辩(Cyril Cassisa – 气象图
像；Antoine Lefebvre – 农业图像)。 

在这两种情况下，图像的特殊与复杂性导
致“传统”图像处理技术并不能被高效地
应用于研究之中。因此，研究目的在于将
(气象学与农业)物理模型引入至数据分
析。建于北京的多学科 TIPE 研究小组汇

(
图例 : «气象图像之(强降雨成因)对流系统

分析» 

欧洲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及其知识产权法夏令营将于 2011 年 7 月至 8 月在北京开营 

    米兰国立大学法律学院将于 2011年 7月 10日至 8月 6日和 8月 6日至 8月 20日在北京举办两期夏令
营活动，每期活动均设 2个科目： 

‐ «大气变化与环境保护夏令营»； 
‐ «中国知识产权法夏令营»。 

    此夏令营为多学科项目，主要针对学生、年青研究学者及专业人员。课程与研讨会全勤的学生将获

得双科目全勤证书。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网址：http://sites.google.com/site/summerschoolinbeijing/home 

联系方式：SummerLawInstituteSuzhou@unim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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