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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
CFOSAT卫星示意图，其两个

雷达装置射向海面：红色为

中方微波散射计装置，彩色

为法方海洋波谱仪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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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图片:
研究人员在梅乐峰冰川自动气象

观测站附近进行DGPS（差分全

球定位系统）定位，位于尼泊尔 

马卡鲁坝润国家公园，海拔 5 

400米处。© Photothèque CN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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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为契机，法方多所高校合作伙伴参与到了讨论

当中。众所周知，高校在法国与中国的科研合作

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从结果上讲，此次会议收获甚微，因为

其根本上只是双方加强交流的一个中间阶段。然

而，这却是继上次中法科技委员会举办之后，七

年以来，两国首次就科研合作策略展开共同的讨

论。会议同时促成了法国资助机构、执行机构高

层对相关发展策略达成一致意见。此外，该会议

促使法国制定出七个优先合作领域，为中法双边

科研合作起到了有效的导向作用。

当然，这远远不是一个结果，对法科研中心

来说，要使我们的科研团队、实验室能够抓住此

次中法双边对话所带来的种种机遇！

中法双边科研合作
化挑战为机遇！

不论你身在中国还是法国，作为法科

研中心主席，我十分高兴能在此向 

《CNRS在中国》的读者们问好。首先，我要祝读

者们在刚刚开始的2019年一切顺利。法科研中心于

2019年将庆祝其成立80周年，借此机会中心将回顾

发展历史，其在法国以及国际上到目前为止所取得

的成就。届时，对我，以及其他关注中心国际发展

的人士来说都将是一次盛会。值此庆典之际，中心

在中国将举办一场或多场特别活动。

在任职中心主席的第一年时我就认识到了中心

在世界范围内所享有的盛誉。中心在国际上的成功

不仅与我们自身的合作架构有关，还与其它众多国

家的优秀科研水平与合作伙伴密不可分。这也推动

中心不断更新其国际合作框架、工具，以适应国际

合作的新要求。

例如在中国，2018年我曾四次造访中国，其中

两次为总统、总理的官方访问，并有中心监督部

委部长-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部长Frédéri-

que Vidal女士，以及多位高校校长、科研机构主席

同行。2018年6月末，Frédérique Vidal部长委任法科

研中心协调其它法方机构就中法科学技术委员会

(COMIX)的举办拟定一份代表国家的中法科研合作提

案。最初预计于2018年12月10日举行并由法国教育

部长代表的会议，最终演变为由中心科研主席Lar-

routurou先生代表的双边高层会议。

尽管如此，双方在此次会议上不论是在合作领

域还是合作方式上都有了进一步的讨论。以此次会

29-39

Le bureau du CNRS en Chine 
vous présente ses meilleurs vœux pour 

2019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祝您新年快乐

以知识构建新世界
庆祝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成立80周年

更正
应李大潜院士要求，我们希望在此更

正在《CNRS在中国》第27期第14页，由
Claude-Michel Brauner教授撰写的文章中
的一处错误。

事实上，LIASFMA的前身ISFMA创立于
1998年，由李大潜院士（中方负责人）
与Pierre-Arnout Raviart教授（法方负责
人）共同领导，而非文中提到的谷超豪
院士与Jacques-Louis Lions 教授。

Antoine Petit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席

对我来说，中心的科研能力
在国际上的认可度是十分重要
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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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分析

最新统计数据：

中国科研人员访问法科研中心概况

中国研究人员到法科研中心的访问数量相对稳定，尤其是博士生（2017年法科研中心下属单位共有1358名中国博士生，相
较2016年的1332名）。此外，博士生的研究领域分布也与上一年相对一致：大部分(60%)的中国博士生按照排列依次于工程与系
统科学研究所-INSIS、化学研究所-INC、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所-INS2I开展其研究。

从书目计量学的角度来看，在2015-2016年间，国际出版物约占中国科研总出版物数量的25%,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与中国的联合出版物总和占总数约为75%。中法联合出版物约占总数的4.4% (排名第7)。此外，在中法联合出版物中，法
科研中心参与或主导的出版物比重高达71%。

中国科研人员访问法科研中心情况 

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共1358名中国博士生

（较此前增长1.9%）与126名博士后在法科研

中心各下属科研单位从事科研活动。在法科研中心，中

国博士生共占外籍博士生总数的11.8%，亚洲外籍博士生

总数的35%。从研究领域分布来看，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

所、化学研究所与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所三所研究

所接待了近60%的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图表1）。相比之

下，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了其他国籍博士生的研究领

域更集中于工程学，人文社科学与生命科学。非常遗憾

我们没有2017年中心接待的其他国籍博士生的研究领域

分布。

2017年中心接待中国博士后的数量有所上升 （2016

年111人，2017年126人，增长13%），但SAP2S表示，由于

博士后的人数统计或与合同制研究人员相混淆，故数据

可信性并不高。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与化学研究所共

接待了40%的中国博士后。

书目计量学分析

从书目计量学角度上看，2015-

2016年的统计数据较前年变化不大。

需要注意的是，从2012-2013年起，中

心分析指标1的来源为汤森路透开发的

大型综合性、多学科、核心期刊引文

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 (WoS)。具体来

说，从2012年起，中心书目计量学分

析不仅包含科研论文，还包含信函、

笔录与其他类型综述。

数据库的开发者认为更全的科研出版物覆盖面可

以更好地统计工程学、信息学领域的科研文献。最后

需要强调的是，与之前一样，2015-2016年统计只包含

小部分人文社科领域的智力产出。

2015-2016年，在中法联合出版物中，法科研中心

参与或主导的出版物比重高达71%（相比2014-2015年

的70%）。

中国国际联合出版物的主要领域为医学研究、基

础生物与化学，然而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的联合出版物

更集中于物理、宇宙学与化学（图表2）。

中国的国际联合出版物数量居全球之首（2015-

2016年69869份，相比此前的60925份），然而其国际

联合出版物占总智力产出的比重却并没有显著提高

（2015-2016年占比25.2%，相比此前的24.4%）。

我们也注意到，自2012-2013以来，中法联合出版物

数量大幅提高（+44%），与之相似的是法科研中心与

中国联合出版物数量的提高（+44%），还有中国国际

联合出版物总量的提高（+49%）（图表3）。

2015-2016年，中国与各国家的国际联合出版物数量

较稳定，其中与英美的联合出版物数量最多，澳大利亚

其次，排在第六、第七位的分别为日本与法国。

其中中国与前四国（美、英、澳、加）的联合出版

物数量占中国国际联合出版物总量的75%(图表4)。 z

2  根据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于2016-2017年收录的中国总科研出版物数量高达290 647份.1 数据库来源：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 (SCI-Expanded) » ,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S) »。

图表1：2017年在法科研中心从事研究的中国博士/博士后的研究领域分布

图表2：中国国际联合出版物、中国-法科研中心联合出版
物各学科所占比例对比

图表3：中国2010-2016年出版物与国际联合出版物数量2

图表4：中国国际联合出版物的合作国家占比前20位 

撰文：李岚珩，李心， D. Jou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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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法科研中心主席Antoine Petit出席 
2018年上海浦江创新论坛 

中法科技委员会双边准备会议 

浦江创新论坛创设于2008年，旨在建立创新与发展的创新性交流平

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2018年，

论坛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上海举办。法科研中心主席Anoine Petit出席了

论坛并围绕着卓越科研与创新的联系发表了演讲。

来源：CNRS；GlobalTimes ; 视频纪录 ; 新华网报道 

 法科研中心与中国
科 技 部 代 表 进 行 中 法
科 技 委 员 会 准 备 会 议
（2018/10/28，上海）

受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部长Frédé-

rique Vidal女士委任，中心主席参与了2018年12

月10日于北京召开的中法科技委员会的准备会

议。中方由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代表，接待

了由法国各主要科研、科技机构代表，高校主

席，以及法国驻华大使馆代表组成的访问团1。 

会议上，王志刚部长介绍了科学、技术与

创新、国际合作方面的国家方针策略。双方

着重强调了科学技术在中法战略性合作中日

益重要的地位。同时，双方对自上届中法科

技委员会（2011年）以来的合作情况进行了

总结。双方还强调了在众多领域内中法科技

创新的重大项目（例如中法海洋卫星-CFOSAT,

详见第32页），武汉P4实验室等）。

未来三年中法科研合作重点领域：

 健康                      农业                   人工智能                高级材料

 太空领域             粒子物理     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

* 本期“环境”专栏中将介绍法方主要合作方向，其中法科研中心负

责“环境”领域的协调。在会议上，中心主席介绍了主要合作方针。

 浦江论坛召开之际，法科研中心主席Antoine Petit

与中国科技部长王志刚进行了会晤，并围绕着即
将召开的中法科技委员会对相关科研问题进行了
讨论。（2018/10/29，上海）

1  CNRS /DERCI, CNES, INRIA, USPC, CEA, ANR, INRA, MESRI, ENS Paris-Saclay, Paris Diderot …

中法科技委员会双边准备会议,2018/12/10，中国科技部，北京

时事

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成立10周年 
创立于2008年，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LIA Origins）1为中法最成功的

两项重大合作项目之一，尤其是在天文学这个法国享有盛誉的研究领域。 

2018年，借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SWIFAR研讨

会召开之际，“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庆祝了其成立

十周年。研讨会于2018年11月2日至5日召开，共聚集了中

法20余科研机构的近80名研究人员（中方64名，法方15名
2）。会议以加固未来合作为主要目标，讨论了实验室的

结构性变化等问题。

“起源”实验室的研究内容包括对宇宙物质与能量、

银河、重元素与星球等的起源探究。实验室旨在促进中法

科研团队间研究内容与科研设备的合作。

为期三天的会议围绕着以下主题展开：银河与暗物

质，SVOM天文卫星与爱因斯坦探针卫星，瞬态事件，大型

项目，宇宙学特殊项目，银河系与河外星系，天体物理学

工具，太阳系与生命起源，大会总结与合作展望。z 

«ORIGINS» 国际联合实验室合作伙伴

 SVOM 

天文卫星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参与合作的大型项目

 LAMOST : 大天区面积

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

远镜
 TMT : 30米望远镜 FAST :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SKA :平方千米阵 

1 http://lia-origins.obspm.fr/ ; http://english.nao.cas.cn/ic2015/icp2015/201701/t20170122_173624.html 
215名法方专家来自法科研中心、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马赛粒子物理中心、巴黎天体物理研究所、巴黎-萨克雷大学、巴

黎天文台、 法国天体物理学和行星学研究所、马赛天体物理实验室；64名中方专家来自于国家天文台、中国科学院，高校等。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25335.shtml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8-10/31/c_1123637732.htm
http://english.nao.cas.cn/Research2015/rp2015/201701/t20170120_173610.html
http://english.nao.cas.cn/Research2015/rp2015/201701/t20170120_173610.html
http://www.lamost.org/public/?locale=en
http://english.nao.cas.cn/ic2015/isatp2015/201512/t20151228_157981.html
http://english.nao.cas.cn/ic2015/isatp2015/201703/t20170329_175451.html
https://www.skatelescop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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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 ACTUALITE

法科研中心2018年度铜勋章获得者 
Vitaly Ordomsky3

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4-E2P2L研究人员 

V. Ordomsky为上海E2P2L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其研究领域为“应用于生物质与

二氧化碳升值转化的多相催化”。

 合作伙伴机构

3 http://www.cnrs.fr/fr/personne/vitaly-ordomsky
4 法科研中心/索尔维集团
5 里尔高等化学学院/ 法科研中心/里尔中央理工学院/ 阿尔多瓦大学/里尔大学

 E2P2L: Synthesis of high added value chemicals from renewable 
feedsstocks and reagents (Stéphane Streiff et Vitaly Ordomsky). 

 绿色化学学术交流会议上，主办方
为V. Ordomsky授予铜勋章。

 2006 : 莫斯科国立大学化学院，反应动力学与催化实验室，硕士

 2009 : 莫斯科国立大学（反应动力学与催化实验室），物理化学博士

 2012 : 加入法科研中心，催化与固态化学实验室5研究负责人

 2016 : 受委任领导里尔大学的相关研究

简历 

«至今我还记得大学时期，当我在无机化学课上第一次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观察沸石晶体结构时的情景。我惊讶于大自然仅以硅石、氧化铝或氢氧化钠，

就可以制造出拥有如此完美纳米结构的形状。就是在那时，我不仅发现了晶体

形状会随着合成条件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根据不同的晶体形状，这些材料

可以使一些化学成分发生转化。在纳米层级上制造机器使化学物质发生转化，

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也由此开启了我在多相催化领域的科研生涯。» 

时事

FC2GChem

上海

中法绿色化学学术交流会议FC2GCHem1,以“化

学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于2018年11月28

日至30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山校区成功举办。

会议由法国化学会与中国化学会主办，共聚集了

130余名来自科研领域与工业领域的中法专家。他们之

中有有机化学领域的专家，还有催化、理论化学、材

料化学与工艺领域的专家。会议荣幸地邀请到了数位

来自于中国科学院与法国科学院的院士与众多其它知

名专家。

得益于法国驻华大使馆、中法各机构与企业、法

国化工能源产业集群（AXELERA）的支持与资助，包含

近百场会议与交流活动的计划得以被提出。自上届会

议于2016年在法国里昂举办以来，作为本届会议的承

办方，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市同法国机构、大区有着

长久的友好合作关系。会议通过双方支持绿色化学领

域合作协议的签署，确认了为迈向更美好生活而发展

绿色化学的共同意愿。该协议由中法化学协会绿色可

持续化学分部共同签署。本次研讨会旨在证明中法科研

团体的研究实力与促进交流。会议集中展示了中法两国

合作科学家们在该领域的高精尖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

机寻求更多中法年轻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国际交流合作机

会。2016年第二届中法绿色化学会议表彰了两位中国博

士生的研究工作，2018年，会议表彰了两位法国博士生

的出色研究工作。

化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产品生产、日用品、材料等）、各社会领域（能源、建造、交通、食物、卫生、健康等）
密不可分。化学在现代生活中随处可见，在秉持着以尊重环境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化学家们正致力于减少化学
工艺与化学产品的污染与其它环境影响。

绿色化学旨在发展更加清洁、安全、低毒并且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创新工艺与产品，减少对自然资源与温室效应的
影响。绿色化学需要科技领域的不懈努力，以使我们拥有更加健康、可控、舒适的生活。在中国、法国以及中法双边
活动中，绿色化学都是首要关注领域。

 工业合作伙伴

1 http://www.fc2gchem.org/fr
2支持实验室包括：里昂高等师范学校化学实验室；化学与分子、超分子生物化学研究所（ICBMS）；里昂催化研究所（IRCELYON）；化学、催

化、聚合物与工艺实验室（C2P2）;聚合材料工程实验室（IMP）； 普瓦捷化学研究所：材料和自然资源（IC2MP）; 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

合实验室（E2P2L）； 里尔催化与固体化学实验室(UCCS)

中法双边化学领域

合作研讨会

大会展示了绿色化学领域相关的科研创新2如何在未来

十年里同时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尤其是通过双边合

作和与企业的联手合作。从大趋势来说，绿色化学的发展

符合通过科学研究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大方向。

在此，主办方感谢所有对大会的举办给予资助、支持

的中法机构与企业，还有为大会的筹办做出贡献的工作人

员。 z 

何鸣元, 韩布兴, Yves Queneau, Laurent Bonneviot

2018中法双边绿色化学研讨会轮值主席

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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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

广州霍夫曼免疫研究所，面向未来的研究所
撰文：Dominique Ferrandon

SFHI

合作历史背景

2013年，值广州医科大学举办先天性免疫座谈会之

际，广州霍夫曼免疫研究所(SFHI)正式举行了签字

成立仪式。同期间内，广州医科大学与法科研中心、斯

特拉斯堡大学也进行了协议签署。

研究所起源于朱尔霍夫曼教授1此前来中国对广东进

行的一次访问。广州医科大学下属有由钟南山院士领导

的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与呼吸疾病国家

重点实验室，此次访问就是围绕着加强广州医科大学的

基础研究而进行。

法科研中心9022号科研团体“昆虫的免疫应答与发

育”实验室于1994年由霍夫曼教授建立，拥有悠久的国

际合作历史。实验室源于90年代初“人类前沿科学计

划”，此后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多个国际项目影响发

展壮大，最终成立了法科研中心研究团体。这些国际项

目在多年间加深了欧盟、美国与日本科研团体间的合作

交流关系。

此外，团队与美国公司Exelixis合作成果丰硕，合作

旨在利用动物模型（例如秀丽隐杆线虫或果蝇）遗传基

因为制药工程提供靶向研究。

在开放与合作的精神下，团队与中国的合作拉开了

帷幕。由于专注于某项研究，团队不得不把一些其他课题

暂置一旁。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团队一方面希望深入研究

此类课题，另一方面在团队已开展的课题上与中国专家开

展协同合作。

合作初始时团队面临着各种困难与挑战，再加上团队

对中国各方面文化都在学习当中，例如语言。这个时期，

研究所只是占据着广州医科大学一栋教学楼中半层楼空间

的空壳。

成果丰硕的科研平台

研究所初衷是建立一个在中国的研究中心，因此，研

究所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聘请一位所长。2014年，我们

邀请到了彭涛教授，一位杰出的病毒学家。在回到中国之

前，他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

他在人类病毒例如丙型肝炎领域的研究项目及能力使

研究所能够达成其成立目的之一：在开展的研究中推广应

用，如果可能，最好是与中国企业有联系的应用。

招聘果蝇基因研究方向的副教授是研究所重要工作之

一，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与欧美相比较不成熟。因此，我

们邀请到了焦仁杰教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

陈建明教授（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在所里进行半

职研究，两位教授都是果蝇发育生物学的专家。

1http://www.usias.fr/chaires/jules-hoffmann/1http://www.usias.fr/chaires/jules-hoffmann/

霍夫曼教授受
邀参加法科研
中心中国之夜
晚会（2017年
3月于北京)

焦教授在使用分子剪刀（例如源自植物界的TALEN）

等工具导向抑制基因领域开发了新技术方向。在研究所

里正是他提出建立果蝇研究平台，旨在建成一个基于

CRISPR/Cas9技术的果蝇全基因组突变体库，CRISPR/Cas9是

比TALEN更为灵活高效的分子剪刀工具。该突变基因生成

平台目前已投入使用，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选择出团队

感兴趣的基因系，该平台不论是对新研究所还是斯特拉

斯堡研究团队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团队，多个项目（遗传学、免疫学、病毒学、生

物学、农学）。

事实上，与Exelixis公司的合作使研究团队可以进入公

司通过转座子的映射插入得到的的突变系库，这对团队

的研究起了很大帮助。平台操作人员在研究所还没有正

式投入使用以前均在北京以及厦门的焦教授、陈教授团

队实验室进行了培训。

彭教授带领病毒学研究团队，并与斯堡Jean-Luc Imler

教授团队建立交流合作，Imler教授是“昆虫的免疫应答

与发育”实验室的现任负责人，同时也是昆虫抗病毒反

应领域世界顶尖专家之一。

焦教授从2017年起作为研究所所长全职投身研究所的

工作当中。以生物学经验为基础，他带领开展先天免疫

的新研究方向。

第三个主要团队由Dominique Ferrandon教授带领，连接

广州与斯堡科研团队。在斯堡，他与Samuel Liégeois 教授

共同带领 “昆虫的免疫应答与发育”实验室中的一个课

题组。两位研究人员每年有3个月时间都在广州，因此斯

堡课题组的日常管理与行政方面都由Li Zi教授负责。

幸运的是，现代通讯手段可以使研究人员在网络连

接允许的情况下即时沟通，尤其是两周一次的视频会

议。

研究课题之一为宿主抵抗真菌感染研究，真菌感染

不仅威胁公共健康，使众多已经接受治疗的感染病人仍慢

慢衰弱死去，其研究在农学中也十分重要。研究所另一课

题为对Toll样受体行为模式的深入研究，Toll为免疫系统中

细胞内识别的重要受体，在抗真菌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得益于雄厚的专家团队，研究所得以提出宏大的科研

计划：进行大范围内的基因筛选，以在上千个突变基因系

中找出对真菌感染（烟曲霉、黑僵菌等，以生物手段对抗

入侵害虫）或是病毒感染（果蝇C病毒、水疱性口炎病毒等

病毒，哺乳动物与昆虫都会感染；登革病毒、一种由伊蚊

为传媒的虫媒病毒，人类重要致病原之一）最敏感的基因

系。

最后，研究所与斯堡实验室在近期组成了一个致力于

研究细胞与分子层面成年果蝇应对致癌细胞反应的新团

队。该团队由霍夫曼教授带领，另由一名法国果蝇基因专

家与两名中国研究人员组成。

至今，这些研究项目已经有了第一批科研成果1-3。研究

得到了多项有意义的成果并且团队将继续深入研究，这当

然也得益于当今团队中经验更加丰富的中国青年科研人员

的支持，他们与法方科研人员拥有着同样的研究热情。中

法研究人员的交流成果丰硕，斯堡实验室已经接待来了三

名中国研究人员，其中包括教授、博士后与中法联培博士

生，这些研究人员共同将共同建立起研究所的未来。z

研究所于2015年从广州医科大学中心校区搬迁至番
禹区新校区，校区距市中心三十余公里。得益于此，
研究所拥有了2500平方米新址，并于2016年初正式投入
使用。

目前，研究所主要由三个大研究团队、多个小团队
和一个教学组织构成，共拥有约15位教授、副教授、客
座教授，多位博士后研究人员，10余位博士研究生与30

余位硕士研究生，再加上20余位研究人员、技术人员。

1Goto, A. et al. The Kinase IKKbeta Regulates a STING- and NF-kappaB-Dependent Antiviral Response Pathway in Drosophila. Immunity 49, 
225-234 e224, doi:10.1016/j.immuni.2018.07.013 (2018).
2Haller, S. et al. Quorum-sensing regulator RhlR but not its autoinducer RhlI enables Pseudomonas to evade opsonization. EMBO Rep 19, 
doi:10.15252/embr.201744880 (2018).
3Wen, Z. et al. Positive Feedback Regulation between Transglutaminase 2 and Toll-Like Receptor 4 Signaling in Hepatic Stellate Cells Correlates 
with Liver Fibrosis Post Schistosoma japonicum Infection. Front Immunol 8, 1808, doi:10.3389/fimmu.2017.01808 (2017).

应用CRISPR/Cas9 技术进行研究的广州果蝇基因研究中心

http://210.38.57.83:8019/pub/sfhi/yjsjj/36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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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新途径
撰文：Florent Resche-Rigon，Natacha Aveline-Dubach

MEDIUM 

  项目宗旨

一直以来，中欧研创领域的交流都十分微弱，

很少有欧洲研究人员愿意来中国访问。在此

背景下，欧盟委员会希望从年轻一代着手，促进研究人员

访华，建立积极活跃的科研交流氛围，与中方各科研机构

建立起长久的合作关系。因此，在2014年，欧盟委员会启

动了中欧研创伙伴-ECRIP项目，旨在促进欧洲青年研究人

员与工程师到中国进行中期交流访问。

在项目指南中，委员会强调了可再生能源、城市可持

续发展、公共卫生政策、生命科学、信息交流技术、农业

与生物科技一系列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Natacha Aveline为法科研中心“地理-城市”(8155号科

研混合单位）实验室的研究负责人。她聚集了一批中欧跨

学科研究专家，着重研究中国除大型城市聚集体之外的城

市化因素。该命名为MEDIUM（« New pathways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s medium-sized cities »）的项目旨在

探索中国三个具有不同发展特点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途

径：杭州，二线城市，大型区域首府；珠海，珠江三角洲

中心城市之一；大同，转型中的矿产城市。

研究团队在欧洲方面聚集了法科研中心、威尼斯福斯

卡里宫大学、普罗旺斯艾克斯政治大学、Spatial Foresight事

务所，瑞士洛桑大学等知名高校机构，在中国则聚集了

三所研究城市中的广州中山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与山西

大同大学作为合作伙伴。团队中包含涉及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各领域专家学者（地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

统计学家、工程师等），研究问题十分多样化，包括如

何通过住房实现社会融入，交通与城市化、企业国际化

与城市发展途径、企业环境认证1。

该中欧合作尽可能地与当地政府、经济参与者建立

起关系，通过会议、培训、讨论、双边会见等活动的举

办，团队成功地与城市发展关键参与者建立了有效沟

通，为中国二线城市解决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积累了

更多资料。

在项目开展的三年时间里，12名来自法国、希腊、意

大利还有西班牙的研究人员得以在中国对应的接待大学

进行4-24个月的研究工作。

他们当中，有4名博士生在中国的实地考察研究得到

了资助，正在出版中或计划中的出版物高达15份左右，

其中包含一本介绍MEDIUM项目框架下具体研究工作的电

子版著作。 

通过该项目，研究人员可以获得关于中国文化与语

言的知识、同优秀大学与研究人员建立关系、参加国际

Natacha Aveline-Dubach是法科研中心城市-地理科研混合单位（巴黎一大/巴黎七

大/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科研负责人，法科研中心人文社科研究所的科研委

员会成员。此外，她还任教于巴黎政治学院，负责教授城市规划硕士相关课程。作为

地理经济学专家，Natacha在地缘政治与城市不动产市场机制领域，尤其是针对东亚地

区城市，共发表、出版了五十余科研出版物。

她在亚洲旅居十一年，并担任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例如东京大学，香港大学与

庆应义塾大学。在2006至2010年间，她在东京担任了法科研中心北亚区域代表处负责

人一职，负责中心与日本、韩国与台湾地区相关科研合作。 

1cf. https://mediumcities-china.org/

研究：中国流动人口如何通过住房融入城市

撰文 : Cinzia Losavio2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与几年来基于创新的发展策略在中
小型城市中催生出了新的经济、社会模式。如何安置三线城
市的外来务工人员，让他们拥有舒适体面的住房，同时保证
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稳定？

尽管国家已经颁布了多项社会住房补贴与简化城市落户
措施，但是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会根据当地要求对政

暨中山大学举办研讨会之际，MEDIUM项目相关科研团体合影，2016年6月

会议与相关科研网络。MEDIUM项目围绕着中型城市的城

市化进程研究建立了小型科研团体，使其受到了广泛关

注。

科研活动

截止至2018年8月，MEDIUM在三年项目期内在中方合

作大学共举办了包含七场研讨会在内的一系列大型科研

活动。2018年在巴黎工业厅，项目团队以中国创新政策

为主题，联合国际科研关系发展协会（AVRIST）举办了研

讨会，该会议作为项目科研活动的结束仪式，聚集了相

关政界、工业界与中、欧科学院的相关代表。

 会议视频详见链接

致力于开展参与度更高的城市规划研讨会

项目举办内容丰富多样，从学生培养到组织地方利

益相关者举办城市规划研讨会。此类研讨会拥有组织性

的流程，旨在发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且探讨解决办

法。一般有15至25名参与者，形式包括小组讨论与全体

会议。研讨会的目的在于保证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参与，

以得出有益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性提议。

策进行调整。作为例子，我们深入研究了珠海市流动人
口住房的分配模式。

我们的研究基于两年面向流动人口与房产业的人种
志问卷调查，还有对公共政策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当地
选择性移民安置模式：当地政府倾向于安置年轻、高教
育水平，被认为是当地发展关键资源的外地人口。人口
安置的新模式建立了一个竞争激烈的系统，加剧了城市
社会空间的差异性。

2 “城市-地理”，8504 号科研混合单位，巴黎一大，LabEx Dynamite资助博士生（2016-2019）；MEDIUM欧盟项目田野调查科研资助（2016-
2018). 

研讨交流会, 2016年3月 
© Valentina Anzoise

 中山大学校长会见项目
管理团队，2017年6月© 

Florent Resche-Rigon

https://webcast.in2p3.fr/contain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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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2016年，32名来自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地理与规

划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正在开展学习研讨会。

在这两天半中，学生们针对珠海市的城市可持续发展

策略进行了大量讨论。讨论涉及住房、交通、工业与经济

转型等话题，最终，他们以2022年完成城市转型为目标，

对一份城市发展目标以及实施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除了进行模拟角色转换与两名专家的讲授，学生们还

尝试了在欧洲常见的公共参与流程。在这之后，一些志愿

者与“真正的”地方相关人员开展了多次类似的研讨会。

2018年，在威尼斯福斯卡里宫大学环境科学学院两名

科研人员的倡导下，项目在大同、广州同当地制造业代表

同样举办了两场研讨会。会议围绕着国际环境标准与应用

相关话题展开，针对如何建立更加环境友好型企业的生产

流程进行了探讨。

总体来看，MEDIUM在各高校共培训了49名学生组织协

调相关利益者研讨会（stakeholder workshops），共计百余

人参加了这些活动。

合作伙伴的多面性

合作伙伴的多样性以及项目附加值

三年中，MEDIUM聚集了众多欧盟资助协议之外的参

与者，当下重要的是如何使合作更加活跃，尤其是通过

签署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将使三年来的合作得以延续，并且为新一代

法国学生了解中国、学习汉语、理解本地环境、建立新

友谊并且开启其职业生涯提供了可能性。

合作协议的内容可能包含两国师生间互访，起草共同

的科研项目甚至是合作开展双学位项目。

未来新的合作环境也将使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共同

举办会议等其它科研活动更加便捷。

三年中，项目与中方相关人员的交流频率和与其建立

起来的关系是很难衡量的，然而这确是重中之重。在中

国与很多其他国家，获得数据与同关键人物建立关系对

于科研工作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在MEDIUM项目中建立起

来的中欧人员信任关系的价值是超出项目活动举办之外

的。这些关系的建立也无疑对新研究课题的开发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团队受山西大同大学邀请访问大同时，当地经

济参与者、大学与市政府都鲜有与外国代表团交流的经

验，但是凭借着此前建立起的良好关系，他们对研究团

队的研究内容十分感兴趣并且有着良好的合作意愿。z

大同塔山经济循环园区，2018年5月
© Florent Resche-Rigon

正在进行城市更新的大同市中心 
©Natacha Aveline

参观杭州天都城“幽灵城市” 
© Natacha Aveline

项目 项目

关于法科研中心在中国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与合作交流项目-PRC的

开展，自2013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心联合资助了大部

分的此类项目。我们将为读者展示2016年度获批的12个项目清单（由于2017年

获批的项目在本期中文版中未有展示，清单略）。此外，本期刊物将展示部分

项目概要与其合作伙伴，对此，代表处对提供相关介绍的项目负责人表示由衷

感谢。

*表格中用灰色标记项目为本期刊物将要介绍的项目。 
1 该项目在CNRS在中国季刊第27期，第21页至第22页撰有专项介绍文章，欢迎查阅。
2 该项目在CNRS在中国季刊第26期，第18页至第21页撰有专项介绍文章，欢迎查阅。
3 该项目在CNRS在中国季刊第27期，第23页至第25页撰有专项介绍文章，欢迎查阅。

CNRS/NSFC 
合作交流项目 (PRC)  

     
CNRS

研究所

科研混合

单位
项目名称 中方合作机构

1 INSB UMR5203 代谢型谷氨酸受体mGluR2的异源复合物激活机制研
究

华中科技大学

2 INSB UMR9198 染色质重塑因子调控造血发育早期分化的机制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

3 INC1 UMR6296 铁化学在环境修复技术中的应用 武汉大学

4 INC UMR8247 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材料电极过程的原位/非原位谱
学研究

厦门大学

5 INSU2 UMR5183 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材料电极过程的原位/非原位谱
学研究

南京大学

6 INSU3 UMR7516 中亚造山带北山地区构造演化的地球动力学过程及
其构造岩浆制约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7 INSU UMR7294 依托单细胞分析技术进行海洋浮游微食物网动态研
究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8 INEE UMR5254
有色矿区重金属及选冶药剂复合污染的微生物地球
化学原位成矿修复过程中的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结
构及功能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9
INS2I
INSIS

UMR7239 热力耦合作用下亚稳β钛合金的β→α相转变行为
及变体选择机制

西北工业大学

10 INSHS UMR5314 农业合作组织及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及质量控制中
的作用分析

西南财经大学

11 INSMI UMR6620 自守形式与素数分布 山东大学

12 INSMI UMR7586 随机最优控制中的分析与几何方法 四川大学

2016年度CNRS/NSFC合作交流项目批准名单（资助期：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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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因此，余建宇教授向其提议共同针对此问题展开研

究。于是，Z.Bouamra教授加入了余建宇教授所主持的国家

自然基金会项目“卫生安全的潜规则及集体名誉”4，在此

项目中，她成功建立了行业生产者集体经济行为的模型。

生产行业协会在协调农产品安全和质量方面发挥的作用

通过在中国进行的

各种案例研究，我们发

现了中欧农业生产协会

不同的组织方式。例如

产品的“地域标签”。

在欧洲，此类标签是由

负责认证某地区该产品

质量和/或明确生产技

术的财团或生产者协会负责管理的。而在中国，参与“地

域标签”颁发系统的往往是合作组织，其对生产者的行为

并没有很大的管控力。“地域标签”产品的认证则由公共

机构负责，生产标准也不是建立在特定的生产要求基础上

的。

此项目还关注在一个产品质量不尽相同的生产协会

中，激励生产者接受标签要求的原因5。团队还包括一位意

大利研究人员（A.Zago），团队认为有两个因素影响生产行

业协会采纳标签认证：消费者对标签的熟悉程度和成员生

产商的异质性。研究展示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生产行业

协会内部确立推行某个标签，以及与此同时，考虑到协会

内各方经济利益，如何确立成员生产商产品的质量等级。

此项研究引起了中欧农业、工业经济领域研究人员的广泛

关注。

为了更好地理解生产行业协会，余建宇教授和

Z.Bouamra教授还邀请了一名标签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法国

格勒诺布尔应用经济实验室的O.Bonroy教授共同加入法科

研中心-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支持的“农业合作

组织及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及质量控制中的作用分析”项

目。目前，此项目研究范围已扩展到对中国农业合作组织

作用的研究。研究认为，在中国农业合作组织不是保证生

产安全、优质产品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其原因在于不能有

效激励农业合作组织内部成员提高各自产品的质量：单个

成员的生产质量难以监督，而合作社最终的产品质量取决

于所有成员的整体生产，而每个成员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研究发现，近5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是空有其名，对农

业生产不起任何作用。

在中国，很多加工商和经销商不直接管理个体农业户

的生产，而是通过与农业合作组织签署合同来管控产品的

质量和卫生安全。

通过该合作交流项目，团队希望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农

业合作组织这种低效的方式在中国运行的很好，以及探究

如何优化组织结构才能激励生产者生产优质产品。对此，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经济模型，以模拟农业生产者对其（

提供给经销商或加工企业的）产品质量的选择行为模式。  

团队初步研究成果验证了为何在中国以农业生产合作

组织为（农业生产者和经销企业之间的）中介的供应链比

经销企业直接向农业生产者采购更加有效。研究也展示了

在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和经销商之间签订的合同中，哪些条

款可以激励农业生产者对其产品质量的重视，以及农业生

产合作组织可以利用何种方法达到对产品质量的把控。z

通过京东平台销售的地标产品。 

四川省瞻
岐镇农业
合作社提
供的产品

项目成员于法国图卢
兹相聚

访问中国贵州食品卫
生安全大数据中心

位 于 中 国
遂 宁 的 现
代 化 生 产
温室

深入开展实地调研

除了学术研究，参与本合作交流项目的研究团队还经常与各
行业协会、农业生产者、农业食品加工企业以及公共机构进行交
流互动。在中国西部，尤其在四川省内，研究者们对邛崃养牛
场，攀枝花水果农业合作社、四川遂宁蔬菜生产企业等进行了实
地调研，并访问了贵州省贵阳市对食品安全大数据中心。他们还
与地方食品药品监督部门以及农牧局进行了交流。通过这些工作
团队收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能够丰富对未来中国食品卫生
安全研究课题的思考，比如利用大数据发展电子商务、直售和商
品追溯系统，以及行业协会在这些变革中发挥的作用。 z

4 信任危机下食品行业“潜规则”的成因及治理-基于全局博弈模型的理论及案例分析。
5 cf. Yu, J., Bouamra-Mechemache, Z., & Zago, A. (2017). What is in a Name? Information, Heterogeneity, and Quality in a Theory of Nested 
Nam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00(1), 286-310.

生产行业协会在食品质量与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
项目由 Zohra Bouamra-Mechemache与余建宇1 负责

 研究问题

生产行业协会（OPS）在农业生产链上扮演着

重要的协调角色。比如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组织

农产品生产或市场投放；农业生产协会则对其产

品设立相关的内部标准（比如全球良好农业规范标

准-GLOBALG.A.P.）；农产食品加工企业和大型经销商

发起联合管控其向消费者供应的食品质量与卫生安全

的措施；一些联营企业则以标签的形式对产品的质量

进行认证（如原产地命名标签），确立质量监督细则

并推广获得标签的产品。 

在欧洲和其它发达国家，此类组织为提高农业食

品工业的信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中国的农产

品协会在农产品、食品质量及卫生安全方面似乎没有

发挥出多少积极作用。食品卫生安全丑闻事件频发则

说明了该问题的严重性2。

我们的项目主要针对两大问题：欧洲农业生产行

业协会的组织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农业食品行业背

景，并在打造食品声誉，改善食品安全中发挥作用？

生产行业协会如何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中国现有的制

度背景，从而有效地发挥作用 ?

因此，研究旨在通过比较生产行

业协会在欧洲和中国生产链上发挥

的作用，来理研究如何通过协会提

高产品质量。通过比较，我们可以

了解生产行业协会在不同的市场背

景下所采取的战略，并推断这些战

略措施在提供高质量食品供给中的

有效与无效性。

项目历史和介绍

本项目联合了中法知名研究机

构的经济学专家:法国图卢兹经济学

院，格勒诺布尔应用经济实验室和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中方研究团队由余建宇教授带领，

她在法国图卢兹经济学校获得了博

士学位，并与Zohra Bouamra教授在生

产行业协会在食品质量管控中所扮

演的角色研究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

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一篇论

文：农产品生产商和生产链中的加

工企业，包括生产链上的竞争性组织3，对采用质量标准

的选择策略。其研究有助于理解生产行业协会与企业的

协调在开质量标准开发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行业上下

游的内部利益冲突是如何影响质量供给的。

余建宇教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职于西南财经大

学，位于中国农业大省四川的首府成都。她关注于在

中国频频发生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并意识到众多食品

卫生丑闻事件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一种集体行为并

在农业和食品行业广泛存在。农业

生产者似乎遵照着生产低质量产品

这一“潜规则”，而这无疑损害了

该行业的整体声誉并导致了人们对

整个农业食品加工链的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Z.Bouamra教授对农业食

品加工行业经济，尤其是对行业内

部各成员的横、纵向协调有着深入

1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5341号科研混合单位/法科研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 例如，使用三聚氰氨来伪造奶粉中的蛋白质含量，在鸡禽饲养过程中使用生长激素，餐厅中使用地沟油等 
3 cf. Yu, J., & Bouamra-Mechemache, Z. (2016). Production standards, competition and vertical relationship.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3(1), 79-111.

普洱茶包装过程，云南 

挑选干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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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特性我们所知

甚少,特别是针对存

在像浮选剂这样的有

机化合物的场地。

微生物生态学试

图了解微生物之间的

关系，以及微生物群

落组织的影响机制。

不同微生物之间的合

作对于其生存、转化

和降解污染物的功能

至关重要。了解尾矿

排放中微生物的合作机制和生态关系,将有助于管理微

生物资源, 以恢复受污染场地。

中法合作团队的首批研究成果

双方团队合作始于研究人员的交流,特别是2018年春

季，中方博士生LIU Jianlia在法方研究所的接待下进行了

为期两个月的科研访问。法方实验室还计划于2019年春

季接待另一名中国博士生。

该项目对青年研究人员进行培训,以进行矿址微生

物生态研究。2018年4月,姚军教授在波城大学举办的研

讨会上向法方研究人员介绍了中国的矿区污染问题，就

此，双方针对合作项目对相关研究策略进行了讨论。

Robert Duran 教授对中国的访问，其在北京中国地质

大学举办的微生物生态学讲座，以及在矿址开展的取样

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中法双方团队的合作。

微生物生态学研究方法基于元基因组学，对包含所

有微生物基因组进行高通量测序。该方法可以准确鉴别

场地内存在的微生物并对微生物群落的结构进行定性研

究。通过对不同场地微生物群落的比较、统计分析，

团队发现一些所有场地都存在的普遍性微生物,还有只

存在特殊场地的特殊微生物。普遍性微生物保证基本功

能,而特殊微生物的功能在于维持其对金属的抗性与转

化金属。

特殊微生物与矿址的物理化学特性相结合,将确立

这些微生物在生物修复程序管理中的生物指标。研究还

应用了微量热法和生化方法对微生物进行研究,揭示了

微生物对重金属的解毒能力。这些研究成果已作为联合

出版物在国际期刊«Scientific Reports»3和«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4进行了发表。另有三篇文章正在审

核当中。

中法合作之外的拓展

为了使在该项目框架内建立的合作长期维持下去,

项目负责人希望聚集其它有着共同科研目标与研究能力

的机构与学者,以研究采矿活动相关的环境问题。一个

由欧洲与其他拥有矿产国家所组成的科研联盟正在形成

当中,以响应国际社会关于发展可持续、环境友好型矿

产工业的相关科研招标。 z

3 Liu, J.-L., Yao, J., Wang, F., Ni, W., Liu, X.-Y., Sunahara, G., Duran, R., Jordan, G., Hudson-Edwards, K.A., Alakangas, L., Solevic-Knud-
sen, T., Zhu, X.-Z., Zhang, Y.-Y., Li, Z.-F. China’s most typical nonferrous organic-metal facilities own specific microbial communities (2018) 
Scientific Reports, 8: 12570.
4 Li, H., Yao, J., Gu, J., Duran, R., Roha, B., Jordan, G., Liu, J., Min, N., Lu, C. Microcalorimetry and enzyme activity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nickel and sodium butyl xanthate on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2018)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163: 577-584. 

Robert Duran教授访问北京中国
地质大学

成都矿址考察

四川省成都市矿产
开采基地

化学：采矿系统中的微生物生态学
用微生物进行矿区污染修复
项目负责人：Robert Duran，姚俊1

矿业排放的全球性与特殊性

众所周知，由于极高的重金属物质含量，矿业

排放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 但各污

染场地却拥有不同的物理化学特性,这取决于多个因素:

开采的矿物种类、开采工艺、金属的富集程度、水资源

情况等等。                                          

在许多情况下,矿产资源的开采需要使用浮选剂,即

用于分离有色金属的有机化合物,特别是在矿物金属含

量低的情况下。浮选剂与金属、非金属和有机化合物的

混合物将产生多种污染。2013年,含多种污染物的尾矿

排放占中国工业总排放量的42%。尾矿浮选剂浓度超出

农业用地上农药浓度的三倍之高。

浮选剂的存在会对微生物产生直接的毒性影响,并且

由于土壤中的金属成分裸露在外，对当地的生物系统也

将产生间接影响。因此,生物修复过程必须考虑到这些

多重污染，项目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微生物在高有机、无

机污染的极端条件下的生存能力。

参与项目的中法合作团队提出了一种将微生物学、

微生物生态学、分析化

学、地球化学和矿物学

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方

法。研究旨在鉴别存在

的微生物，以及分析其

在多污染物矿址的金属

转化与有机化合物降解中所

起的作用。

微生物的生物修复功能以及微生物生态学

微生物在极端条件下具有惊人的应对能力,尤其是

在富含金属的环境中。它们不仅能够抵抗金属毒性,而

且能改变金属特性，并对其进行转化。

在世界各地的矿区中已经发现了多种具由该能力

的微生物。它们能够在富含金属和非金属的酸性环境

下生存,甚至可以从中提取能量进行生长。这些微生物

具有矿址生物修复的巨大潜力。然而,关于这些微生物

中国拥有丰富的各类矿产资源储备,尤其是稀有金属，是最早的矿产资源开采国家之一。矿产资源的开采威胁环
境和人类的健康,然而中国希望对环境加以保护，进行可持续矿物开采。在该愿景下，法国“应用于环境与材料的物
理化学研究所”2 (IPREM, UMR 5254) 的Robert Duran教授与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水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姚俊教授，联合申请了
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法科研中心的合作交流项目（PRCI）。

该项目旨在研究如何通过微生物资源减少矿产开采废物的环境影响。项目主要目标是确定受重金属污染场地微
生物群落的特征。对存在的微生物多样性进行评估，并且确定影响其组织的环境因素, 为生物修复过程中微生物群落
的管理提供关键信息。 

1 应用于环境与材料的物理化学研究所，5254号科研混合单位，法科研中心环境与生研究所；城市与环境工程学院（中国地质大学）。
2 法国波城大学 (UPPA)

四川省境内的采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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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海外资助机构达成双边协议，法国

国家科研署帮助本国科研人员建立、加

深相关国际科研合作。因此，法国国家科研署旨在

挖掘优秀的欧洲、国际科研团队。

双方合作目的在于资助创新性的双边合作，这些

项目明显区别于目前法国本土正在进行中的项目。

此外，获批项目需要充分发挥各国研究团队间的

协同作用，并且真正融入到共同的科研工作当中。

法国国家科研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双边合作              ANR/NSFC 
2017年获得法国国家科研署审

批的4个项目涉及到法科研中心

不同领域的研究团体。在此，

本文将介绍其中两个项目。

2017年度ANR/NSFC双边合作项目批准名单

                        项目名称 法方机构 中方机构

Bioplatform 基于六碳二酮HHD平台分子的生物质高值化转化基础研
究

UMR 7285 
(ic2mp)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Predict_2D 
_NanoMat

基于进化算法预测新型二维纳米材料 UMR 6503           
(Univ.Poitier)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

SeaBioP 海水代替淡水制造生物塑料和应用技术 UMR 7182 
(icmpe)

清华大学（北京）

Summit 亚微尺度冶金学：如何抑制间歇式塑性变形？ UMR 5275 
(isterre)

西安交通大学（西安）

*表格中用灰色标记的两项为本期刊物将要介绍的项目。

*另外两项目在CNRS在中国季刊第27期，第16页至第19页

撰有专项介绍文章，欢迎查阅。

项目

BIOPLATFORM  
基于六碳二酮HHD平台分子的生物质高值化转化基础研究

撰文：François Jérôme

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社会消耗越来

越多的原材料以满足其自身对化学产品、能

源和材料的需求。鉴于此，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

发展模式对地球带来的影响（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

退等）。自此，化学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越来

越难以获取资源的条件下，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

在此背景下，腐殖质作为农业和林木业的主要废弃

物，蕴含着大量可再生碳资源，人们可以依靠它合成多

种多样的化学产品。目前，利用生物质生成化学产品主

要有两个方法：

“直接利用”法，指利用生物质，而非石油，合成

市场上已有的化学产品。其明显的优势在于生产成本远

低于市场上已有的产品，除非涉及法律问题。

 利用生物质的化学性能制造新性能，开拓新市场

（例如多糖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科学和/或技术

上实现突破性创新以推进其应用。

BIOPLATFORM项目是法国国家科研署（ANR）

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FSC）共同资助的

一个旨在推广上述第二种方法的项目，其目标在于合成

一种新的平台分子：1-羟基-2,5-己二酮(HHD)，该分

子可以合成众多具有高附加值的其它产品。法国合作方

近期已公布了从生物质中的己糖中催化转化得到HHD的

方法并获得了专利。而此项目的中国合作方在利用聚碳

酸酯衍生物进行催化反应（酸催化）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双方合作将能够研究HHD分子作为平台分子时合成

不同目标成分的潜能。

两个主要目标：

  开发一种稳定的、可循环的己糖转化为HHD分子

的催化流程

  研究HHD分子作为平台分子的潜能。

BIOPLATFORM项目在科学方面的原创性主要体现

在对双功能催化剂（酸催化剂和加氢催化剂）的设计方

面。z

法方负责人：François Jérôme（法科研中心科研负责人）
，普瓦捷介质与材料化学研究所

中方负责人 : 顾彦龙教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其他合作伙伴：邓友全博士，兰州物理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Yves Queneau教授，里昂化学与分子生物化学
以及超分子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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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的主要困难在何处？。。。晶体结构 

首先，我们知道晶体是由原子和晶格构成的化合

物。原子与晶格包含了描述该晶体所必须的所有结构

性信息。原子可以通过轨道建模，而建模是指“让”

构成化合物的轨道处于稳定状态，如4个钠离子和4个

氯离子，在纳米尺寸容器内向三个方向无限重复：因

此，食盐，也就是氯化钠晶体结构可以用一个特定的

布局进行排列，我们将其称为晶相。然而，众多材料

要比仅有2种原子构成的食用盐的结构要复杂得多...

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有100多种化学元素，其结构组

合的可能性有无数种。因此，仅根据化合物的化学构

成，如碳酸钙（CaCO
3
），利用数字模拟确定其晶体结

构，是材料科学的一个重大挑战。Predict_2D_Nanomat项

目则试图应对这一挑战。

实际上，具体操作远没有那么简单：需要从成千上万

种可能结构中，鉴别出能量最低的，也就是热力学稳

定性最强的结构形式。举个例子，20个原子在有着不

同形式、数量的重复晶格的容器中的结构形式多达1021

种以上。如果用基于量子化学优化的计算机算法，虽

仅需一秒就能计算出每种结构排列所带有的能量，而

计算1021种晶体结构的时间确是无法估量的。即使计算

机的计算能力会不断增强，也没有人能够等到最终结

果！因此，问题在于：如何用最少的计算成本找出最

稳定的晶体结构？

近期，Oganov教授及其合作者开发了一种可靠、有

效的方法（USPEX程序）来确定最低能量范围区域。这

种算法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理论上建立起来的。一种随

机生成的晶体结构的晶格可以与另一种结构相联系起

来。一旦新结构比“双亲”更加稳定，则允许这个“

孩子”进行“复制”，也就是允许其与其他结构的其

他晶格结合。

一旦新结构的能量过高，即热力不稳定，它将被简

单粗暴地从“潜在复制者”中除名。因此，经过一代又

一代的进化，可以快速识别出晶格、原子连接最稳定的

模型。通过这种手法，晶体结构搜索范围从百万级别减

少到1000至3000。因此，电脑，即数字化模拟，为设计

具有新物理化学性能的晶体结构，以及新型纳米颗粒、

功能性表面与聚合物提供了可能性。

这种新型进化算法使得研究团队能够从理论上提出

多种耐高压晶相，其中一些将通过后续实验进行描述

(N
3
Cl, H

3
Cl, Na

2
He, MgSiO

3
, TiN

2
等)。

Predict_2D_Nanomat项目聚焦于二维(2D)晶体结构，而

非三维（质量）晶体结构

2004年，科学家发现了石墨烯，一种如上图所展示

的由单层碳原子组成的蜂窝状结构薄片。尽管人们展望

石墨烯将具有巨大应用前景，但时至今日，石墨烯鲜有

实际应用。因此，普瓦捷和西安课题组，提议研发新的

2D晶体材料-石墨烯未来的表兄弟。“数字模拟”时代

已经开启，我们的研究人员正朝着新型2D材料前进，在

将来它们有可能取代硅晶体，甚至可能在多相催化方面

具有特殊属性，这也是普瓦捷化学研究院（IC2MP）的专

业领域。我们几个月后见！z

二维晶体结构预测图示：将碳化钼（Mo
n
C

m
）置于石墨烯之

上。该示意图通过USPEX与量子计算获得。©

©Gilles Frapper - IC2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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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_2D_NanoMat 
通过数字模拟研究未来的二维材料

本项目通过量子化学（DFT），以及基于达尔文理论研究晶体结构的进化算法对二维材料进行预测。因此，此项目
涉及量子化学、材料科学、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反应、应用数学等多个领域。 

撰文：Gilles Frapper1

作为2017年度法国国家科研署（ANR）和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合作交流

项目之一，本项目联合了由Gilles Frapper教授带领的普瓦

捷介质与材料化学研究院（IC2MP）应用量子化学研究课

题组（法科研中心7285号科研混合单位IC2MP/普瓦捷大

学），以及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NPU）研究团队。团

队包括曾入选“千人计划”的“计算材料设计”实验室

主任Artem R. Oganov教授，以及大学科研人员，同时也是

西安点云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曾庆丰。该公司

成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D生物打印机，成功实

现可生物降解3D打印人工骨。参与该项目的还有量子化

学专家苏克和教授，他也是本项目中方申请人。 

自2010年起，以上科研人员围绕“通过数字模拟进

行材料设计”这一主题开展了合作研究工作。围绕着R. 

Oganov教授设计的USPEX系统，来自全球各地的4300名研

究人员组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国际科研团体，该科研合

作就是在此范围背景下展开的。

本合作交流项目得到了多个科研计划支持：

 2015年成立的中法理论化学网络（RGDRI）

 2个法国欧洲外交部Hubert Curien合作项目：徐光

启计划（2015）与之后的蔡元培计划（2018）

其他支持：法科研中心，普瓦捷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自2012年起，这项将化学与物理相结合的科研合作十

分活跃：

 已有2篇论文通过答辩并在知名国际期刊上发表；

 西北工业大学与普瓦捷大学签署了一份学生交流

协议，已有8名中国学生通过此项目在IC2MP进行科研

交流；

 组织了3场关于新材料和矿物相晶体结构预测软

件（USPEX）的国际研讨会，其中一场在西安，其他

两场在普瓦捷；

 Predict_2D_Nanomat项目于2017年底获得了法国国家

科研署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的联合资助；

 开展首个普瓦捷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联培博士项

目；

 聘请了4名博士后研究人员，相关实验室之间青年

科研人员的交流互访。

科研任务和与课题

本项目通过量子化学（DFT），以及基于达尔文理论

研究晶体结构的进化算法对二维材料进行预测。项目涉

及量子化学、材料科学、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反应、

应用数学等多个领域。因此，参与此项目的年轻中法学

生和博士后也具有非常多样化的学科背景。本项目因此

成为知识相互碰撞的一个理想熔炉，从而促进全新理念

和独创性应用技术的萌发。

1  Predict_2D_Nanomat项目负责人与主要研究人员（普瓦捷大学/法科研中心和西安西北工业大学），7258号科研混合单位（普瓦捷大学/法科研中

心应用量子化学研究团体），普瓦捷介质与材料化学研究院E4课题组“催化剂与特殊介质”gilles.frapper@univ-poitier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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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与“黄海”的太空约会
撰文：Dr. Gérald Grégori1

译文：张武昌（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1 （博士）法科研中心地中海海洋研究院（UMR 7294），研究负责人
2 Chen X., Zhang W., Denis M., Zhao Y., Huang L., Jiang Z., and Xiao T. (2016) The pelagic microbial food web structure in Sanggou Bay, 
Yellow Sea: Spatial variation over four successive seasons, Biogeosciences Discuss., doi:10.5194/bg-2015-665

马赛地中海海洋研究所(Mediterranean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MIO)和青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OCAS）

的科研人员的合作越来越活跃。RETROMIC计划（Microbial 

food web: functional dynamics at the single cell level，微食物网生物

单细胞水平的动态变化）是法国科研中心CNRS和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资助的双边合作计划，该计划基于双

方科研人员在海洋微型生物生态学和生物地球化学研究领

域多年合作基础，得益于国际空间项目SWOT ( Surface Water 

and Ocean Topography,地表水与海洋地形)给海洋研究带来的

新机会。

海洋微型浮游生物尽管个体微小，但是数量巨大，所

以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海洋浮游植物只占地球上全部自养

生物量的0.2%，但是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并释放

氧气，贡献了全球初级生产力和氧产量的约50%，表明浮

游植物是全球重要的基础生产者。与此过程相对应，海洋

微生物（包括细菌和古细菌）是主要的有机物分解者和二

氧化碳生产者，在海洋中，微生物可使营养元素（氮、

磷、硫等）从有机物中释放得以再生，供浮游植物重复使

用。

这些微生物是病毒，鞭毛虫或小纤毛虫（<100μm）

或较大捕食者（ tintinnids，桡足类等）的复杂组合的饵

料。RETROMIC项目旨在研究这种微生物营养网络（MTN, mi-

crobial trophic network），其主要创新之处在于致力于使用单

细胞计数手段分别调查这些微食物网生物，通过中-法合

作研究，在马赛湾和胶州湾比较这些生物之间的关系的异

同（Chen et al. 2016）2。

2018年起，科学家开始将空间科学与海洋科学相结

合。地球生态系统非常复杂，为了更好地理解它，需要使

用一系列观测技术开展研究，包括从单细胞尺度（流式

细胞仪）到全球（卫星）尺度的观察。

RETROMIC项目研发分别改进了IOCAS和MIO现有流式细

胞仪分析病毒和异养鞭毛虫的技术流程，用于分析病毒

和异养鞭毛虫，促进了原位收集样品中的MTN组分的高分

辨率分析，该技术同时用于MIO的PIANO项目（PI: M. Thys-

sen），在实验室培养条件下研究MTN生物的变化。以上

合作使得海洋病毒分析能力得到重要提升。

IOCAS和MIO还分别具备Cytosense 和Cytosub (Cytobuoy bv, 

荷兰)两个型号的自动现场流式细胞仪。这两种仪器可以

根据2018年5月9日ODATIS海面高度卫星资料得出的
海流的丝状结构，叠加了调查船Beautemps-Beaupré的
站位图（红十字）和聚球蓝细菌丰度（彩色等值线
图）。聚球蓝细菌的丰度由船载自动流式细胞仪（
右图）测定。海流丝状结构分布图帮助确定海中颗
粒的扩散时间。海洋中的颗粒不能穿越图中流的丝
状结构。来源：MIO/LOCEAN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和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张武昌研究
员，赵苑副研究员，赵丽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胶州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孙晓霞研究员，胡仔园助理研究员，郑珊助理研究员
中国海洋大学，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荆钊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志勇教授, 张风丽副研究员
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环境和生态学院: 黄邦钦教
授, 柳欣副教授, 孙萍副教授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海洋
遥感重点实验室LORS: 唐丹玲研究员(LORS主任), 王素芬副研究员, 叶海军
助理研究员

3 https://swot.cnes.fr/fr

结合SWOT卫星研究海洋中尺度和亚中尺度物理过程与生

物的耦合。SWOT是法国和美国共同研制的新一代测高卫

星，主要用于监测海洋和陆地水文变化。与以往的高度

计不同的是，它使用Ka波段干涉雷达，其两个天线和处

理通道能够进行干涉测量产生二维图像，其水平分辨率

得到极大改善3，可以准确观察到海洋亚中尺度物理过

程。预计2022年卫星发射后将有3个月的测试期，卫星处

于快速采样模式，每天绕地球飞行的轨道都是重复的，

在部分海区，卫星会在一天内从不同的轨道飞掠两次，

形成“交叉海区”，在这段时间内，这些海区的动态会

得到高频监测，这将是观测亚中尺度物理过程的难得机

会。全球多个实验室（LOCEAN, LEGOS, LOPS, LMD, MIO 和 

IGE等）的科学家正在积极准备分工合作，各自选择不同

的交叉海区进行物理和生物联合观测，完成SWOT观测数

据的原位收集。

科学界对生物过程和物理过程的耦合很感兴趣。青

岛现有三个实验室正在进行相关工作，包括来自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海洋生态和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和

胶州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及

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

2022年的SWOT卫星的快速采样模式期间，中-法双方将

分别在地中海的交叉海区（法国团队）和西太平洋（中

国团队）进行物理和生物联合观测，以上工作将有助

于“Adopt a cross-over”国际合作项目的开展，该联合项

目将由多个国际研究团队分别在SWOT测试阶段的不同“

交叉海区”进行。

不同海区的航次观测可以分析亚中尺度海水物理结

构对生物生产和微型生物多样性和动态变化的影响，迄

今为止类似研究只用数值模拟进行过，所以亟需实验

和观测对模拟结果进行检验。2018年4-5月法国的SHOM, 

LOCEAN团队和西班牙的IMEDEA团队在地中海的“交叉海

区”进行了一个探索航次PROTEVS-BIOSWOT，它提供了协

调多学科共享航次所需的专业合作机会，并探索了多学

科协同研究物理海洋和浮游生物动态的可行性，该航次

也证明了流式细胞仪自动高频观测研究亚中尺度物理结

构和浮游生物的变化是可行的，为MIO和IOCAS未来的合作

航次奠定了基础。

结语：IOCAS和MIO的合作开始于2005年，最初只是人员

的接触和互访，由于双方具有共同的研究方向，科学研究

的合作逐渐加强，在此框架下中法合作的单位和人员逐渐

增多（见后文列表），目前双方正在为将来的合作建立长

期的框架把这些团队有机的联合在一起，为此目的，MIO

团队向法科研中心申请建立中法联合实验室(LIA)。z

G. Grégori教授于2018年7月访问位于青岛的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介绍了2018年4-5月在地中海西北部进行的
PROTEVS-BIOSWOT航次的初步结果。 

MIO (Aix Marseille Université, CNRS, IRD, Université de Toulon)
GREGORI Gérald (CR CNRS, porteur du projet)
DENIS Michel, DR émérite CNRS
DOGLIOLI Andrea, MC AMU
LEFEVRE Dominique, CR CNRS
PETRENKO Anne, MC AMU
THYSSEN Melilotus, CR CNRS
TEDETTI Marc, CR IRD
LOCEAN – IPSL (UMR 7159 CNRS/MNHN/UPMC/IRD), France
D’OVIDIO Francesco, CR CNRS

有关的法国和中国研究团队（姓名，实验室，研究所）

https://www.mio.univ-amu.fr/
https://www.locean-ipsl.upmc.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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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山遗址与2018年度挖掘工作

2018年，得益于新建成的考古基地，吉林大学的实习

团队和MAFNEC团队共同挖掘了位于东辽河下游的大金山遗

址，距东辽河现河道直线距离5.8公里。

遗址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吉林双辽县文

物志1985：34-36）。位于吉林省双辽市新立乡大金山村北

300米处，坐落在一处东西向固定沙丘南坡之上。研究人

员根据所埋藏的文物，划定遗址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

约100米，并于80年代认定属于青铜时代。村东南侧还有一

个小型辽金城址。西南部分遗址现已辟为耕地。

2007年，大金山遗址被纳入后太平遗址群并被列为吉

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对大金山遗址的调查和试

掘（16平方米）也已展开。出土了有陶器、石器、骨角器

以及大量动物骨骼。2013年位于双辽东辽河下游的这14处

青铜时代遗址被评定为“国家宝藏”。

2018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决定在遗址处建立田野考古实践与遗址保护研究基地。考

古基地的落成，为开展考古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MAFNEC

团队有幸也参与其中。

2018年的发掘区（775平方米由中方负责，225平方米

由法方负责）显示出遗址的地层之深：五层的人类居住空

间，再下面为3.3米厚的河流淤积层，最下面是基底。

在MAFNEC发掘区的1-3层，发现了8处房址、40余处灰

坑和一处灰沟。将它们相互连通就会形成一个复杂的剖

面，以便更为细致地分层。

研究成果

根据出土的小件和标本可确定所发掘的居住区可追溯

到公元前8-3千年。其中陶片主要为烹煮罐及配套的夹子

和带足陶杯碎片。整体来看，出土文物与位于叶赫河上

游的宝山文化和炮台山文化相近，其陶器表现出同期东

辽南叶赫河谷的产品的影响。此外，陶坯和制作工艺的

一致性是该区域的特点。

MAFNEC发掘的8个柱洞组成了一个吉林省发掘的唯一

的公元前一千年房址群。它们具有多层的居住结构，被

发掘出许多的鱼骨。在其他的灰坑中也发现有大量的蚌

壳和螺壳。

大金山遗址卫星图

9号、10

号 灰 坑
图

2018年于大金山遗址发掘的小件物品

地理概况 

吉林省位于东北亚中心，与南西伯利亚、内蒙古和朝

鲜相邻。边疆地区气候严酷，但这里却是研究人与环境问

题的沃土。这里曾出土过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制容器，有着

复杂的向新石器时代的过度：缺乏作物种植或家畜驯养、

有季节性的居所和基本的渔猎经济。

研究区域位于东辽河中游，靠近东、西辽河的交汇

处。该地是三地（东临大黑山、西连科尔沁沙漠、北接长

春平原）、三省（地处吉林，毗邻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

省）和诸多考古文化与环境的交汇之处。由于近年来的林

木采伐和快速农业加速了土地侵蚀，导致了严重的土地沙

漠化。

考古规划

MAFNEC的作业内容为对岸边不同时期遗址的挖掘工

作。2017年主要为东辽河中游的长山遗址（从新石器时期

到中世纪）和偏脸城遗址；2018年主要为东辽河下游的大

金山青铜时代晚期栖居所遗址。2019年和2020年，我们将

对被评选为“国家宝藏”的大金山遗址进行第二次挖掘。

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时期划分复杂，尽管2016年对后

套木嘎遗址的研究和2006年对内蒙古王睦的研究已使人们

对吉林省东北部的相关认识变得十分清晰，但对省内西南

部的认识仍旧相当模糊。该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鲜为人知，

而青铜时代晚期文化和铁器时代文化仅有极少量的小件铜

质物品，借助它们我们分辨出了草原冶金传统对该地区的

影响。 

撰文：Pauline Sebillaud, Xavier Peixoto, 方启、井中伟

相比对长江黄河流域的大量研究，东辽河谷地是中国

境内考古学的一个更大的研究领域。同中国东北地区起步

相对较晚的作物种植或家畜驯养问题一样，如今该地区在

新石器时代技术的发展和适应也吸引着全世界专家的目

光。（Shelach and Teng 2013）

该地极具考古价值，但至今为止还没有关于人与环境

关系的多学科、系统研究。

对于吉林省西南部这一文化交汇处，我们知之甚少，

需要世界各地的专家戮力合作深入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

包括新石器时代化的过程、向青铜时代过度的原动力和人

与环境的长期关系。地貌形成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研究方

向，它将会是我们接下来对该地研究的重点，该地区处于

一系列古河道中，其形成受多种景观与古资源影响。而居

住方式（游牧生活、季节性迁徙、定居）和经济模式的改

变将会成为多学科研究的核心。

MAFNEC 2018 
人与环境: 东辽河谷（吉林）大金山遗址发掘

可追溯至公元前一世纪的沿河流域

MAFNEC 2017-2018遗址发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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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环境年：聚焦气候与生物多样性

• 环境领域已开展的众多且多样化的合作 

• 大规模的双边合作：目标和工具 

 CFOSAT 中法海洋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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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BES平台：政府间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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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边环境领域科研合作：科研合作方向 

 第五届中法环境月

 Environnement 

2018年，所有中心高层访华日程都向我们强调了中心在华环境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还有中法环境年的启动，2020年第十五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北京的举

办，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环境是2019年无法忽略的重要话题。在中法科技委员会的准备
过程中，中心以法国的名义提出了围绕三个环境领域进行合作的建议：生态-健康；理解
气候系统；资源储备与质量。

此外，我们也惊讶地看到环境领域在双边科技合作中的愈发重要。这也是本期环境专
栏的起源。通过法科研中心生态与环境研究所提出的四条方针（生物相互影响性与环境-
气候；生态与健康；海洋；土壤），专栏展示了相关项目的多样性与数量众多，统计共有
40余合作项目！考虑到中心生态与环境研究所专家每年的访华次数，再加上其它研究所（

例如化学研究所或宇宙科学研究所）专家来华进行的环境领域研究，实际相关合作要远远超出本刊所
列举的名单（中文版名单略）。法科研中心可能并没有参与所有专栏中列出的合作，但是中心在中法
双边科研合作中，尤其是在环境领域双边合作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不论是在大型合作项目中（
例如中法海洋卫星-CFOSAT）还是在小范围合作中。

李岚珩

A. Mynard 

“

”

初步的动物分析显示，所测样品几乎不属于家畜，主

要为水生动物（鱼、蚌、螺、淡水龟）。炭的发现表明河

边曾生长着树木。大金山遗址人与自然的绝妙互动促进了

对于这片区域形成、人类居住演变和迁徙的研究。

地形和地层的分析表明2018发掘区位于东辽河古河道

陡峭的河岸之上。根据柱洞和出土物可推测这里可能曾有

渔民居住。

结论

MAFNEC2018年在大金山遗址的工作证明了公园前一世

纪后半叶该区域人类居住地的存在。位于曾经的东辽河河

岸，其生产活动以渔猎为主。他们将平底陶罐（有磨损痕

迹）直接放在炉子上用于烹煮食物，缝补渔网（针、渔网

网坠），打磨抛光石器，制作皮毛衣物。

研究人员对藏有大量蚌壳和螺壳的
灰坑进行发掘

柱洞出土物筛出的动物残骸和炭

挖掘遗址数字化模型

骨箭箭头

大金山中法考古团队合影

MAFNEC团队由野外考古

学家、科学家和国际学生组

成。法国方面人员隶属于法

科研中心、法国国家考古保

护研究中心、巴黎一大、法

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等机

构，南特遗产局也有人员参

与。还有其他国家的来自海

德堡大学、牛津大学、密歇

根大学的研究人员。中国参

与人员主要为吉林大学团队

和吉林省考古队。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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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of the Liao River Region, Northeast 
China. In Anne Underhill dir., 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chaeo-
logy, Blackwell Publishing, p.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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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环境年
聚焦气候与生物多样性
撰文：Jean-Philippe Dufour1

2018年1月由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决议推行的中法环境年旨在增强中法两国在环境领域开
展合作的影响力，同时推进两国服务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双边合作。

中法环境年于2018年11月

19日法国国务部部长弗

朗索瓦·德吕吉先生访问北京期间

正式揭幕。生态转型一直是法国的

重要政治议题之一，也是中国政府

在实施改革开放并经历了40年的经

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的重要目标之

一。此外，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众

多官方机构之外的非政府组织都参

与到了防治污染的行动之中。 

在该领域，法国企业表现的尤其活跃，无论是在法国

本土还是国外，尤其在中国。在此背景下，2018年1月由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决议推行的

中法环境年旨在增强中法两国在环境领域开展合作的影响

力，同时推进两国服务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双边合

作。中法环境年将通过在两国举行一系列主题活动和环境

领域多边会议，对环境领域的双边合作进行统一调整、组

织，使其具有整体协调性。

在环境领域已开展了众多且多样化的合作

在双边合作方面，中法环境年将扩展环境领域已有的

众多且形式多样的合作：共同实施的科研合作项目（如去

年十月份发射的CFOSAT卫星），杰出的技术与交流合作（

如每年法国大使馆文化合作处举办的中法环境月活动），

定期举行的官方对话（气候、能源等领域）以及法国企业

在中国生态转型过程中开展的活跃的经济活动（能源领

域，水和垃圾管理，绿色经济，可持续城市化，新型出行

方式等）。

在环境领域的多边协商方面，中法两国的合作已经

非常活跃，中法环境年将进一步扩大中法合作的影响

力。2015年，在中国与欧美国家的的共同努力下，第21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COP21）才能顺利达成共

识。

今年，北京方面的决定推进了去年十月在首尔通过的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GIEC）关于将全球升温幅度

控制在1.5°C排放途径的特别报告的审批程序。最后，在

法国及其他欧洲各国，还有中国共同努力下，巴黎协议的

实施规章得以于去年12月15日在卡托维兹举行的COP24大

会上获得通过。

1 可持续发展，能源，交通参赞，法国驻华大使馆                           

 法国总统在西安发表讲
话（2018年1月）©AFP 

 中国主席和法国总统进行会晤
（2018年1月）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府

 中法环境年揭幕仪式（国务部长兼生态转
型与团结部部长F. de Rugy先生和国务部秘书
B. Poirson女士，2018.11,北京）©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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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Cop24大会的结果并没有达到法国和欧洲各国

的预期，尤其是在“提高目标“方面，即实现将全球气温

升高幅度限制在1.5°之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政策，按照

现行政策，全球气温升高幅度将在3°左右。 

大规模的双边合作：目标和工具

2020年，北京将举办第15届生物多样性条约全球缔约

国大会（COP15），在此背景下，中法环境年将促进大规

模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双边合作。防止生物多样性（用

以描述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多样性的概括性表达）的

减退也是减少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压力”（土壤人工化、

污染、河流断流、资源过度开采、自然栖息地破坏等）。

此类政策也将对减缓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保护生物碳“井”），适应气候变化（作为极端气象灾害

时的保护）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法国政府还于去年7月4日推出了恢复生物多样性大型

计划，以动员科研力量和外交网络力量保护生物多样性。

2010年在名古屋召开的COP10上通过的关于防止生物

多样性减退的,2011至2020年的20

个“爱知”（日本地名）目标并没

有取得显著的成果，因此，各缔约

国希望在2020年中国主持的COP15

大会上能够确立一个新的更为有效

的国际制度与目标。这也是在去年

11月15日，框架协议生效25周年之

际，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办的COP14

大会上各国部长和授权代表发表

的“为了地球与其子民投身于生态

多样性”宣言的意义所在。

此宣言与其他文件一同确定了对建立在爱知目标基础

上的2020后体制的支持，该体制应该具有宏大的目标、可

操作性并能带来转型式变革，宣言同时鼓励各国和其他参

与者在COP15大会之前开展自发性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为。

这些努力包括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和根据2015年巴

黎气候协议确立的非国家参与者行动日程。

法国及欧洲其它各国也向中国表示了协助北京筹备大

会的意愿，共同为在2020年实现埃及会议上各方愿景的目

标而努力。在中法环境年框架下，双方将通过一系列多边

会议来巩固其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将于2019年4月底举办

的第七届IPBES大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

学、政策平台—类似于气候领域的GIEC；参见第34页的介

绍)。此外，双方还将确认一批生态多样性保护、修复示

范性项目，尤其在法国开发署（AFD）在中国投资项目计

划的基础上。中法还将大力鼓励两国企业与其它非国家机

构的参与。最后，在确保COP15顺利举办的基础上，中国

和法国还将致力于准备2020年6月在马赛举办的国际自然

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UICN）全球大会(四年一次)，会议

的中方主席为张新城先生。

综上所述，11月19日揭幕的中法环境年展现了中法两

国在环境领域开展的双边合作的多样性、密集性和成果的

丰富性。这些合作覆盖了生态转型的各个领域。在多年来

的多边对话中，中法双方已经展现了其在气候领域的高效

性合作。现在，我们需要将同样的关注度放在生物多样性

问题上，并在欧洲其他各国的配合下，共同推进于2020年

确立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这一目标的实现。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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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海洋卫星(CFOSAT)成功发射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由长征2号丙承载的中法
海洋卫星（CFOSAT）在甘肃省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发射并
进入预定轨道。32分钟后，其太阳能光板成功打开并
正式开始执行其关于海洋表面风浪研究的科研任务。

卫星装有两个雷达：法国的海洋波谱仪，用于测量
海浪的方向、长度和高度，以及中国的微波散射计，
用以分析风力和风向。除了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和
其它法国机构的资助，法科研中心在CFOSAT项目中也扮
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科研领导方面(INSU/CNRS)。

Danièle Hauserest，法科研中心科研主任，在LATMOS实验室1（大气、环境、太空观测实
验室，8190号科研混合单位）从事研究工作。作为大气物理学和海洋学专家，她研发出了
若干观测、分析海洋表面的方法，以更好地研究影响海洋-大气界面交换的相关属性。她
自2006年起就担任了CFOSAT和SWIM雷达项目的科研负责人，负责安装在CFOSAT卫星上的法
国科研设备。她于2009年至2013年期间还担任LATMOS实验室主任一职，并于2014年至2018

年期间担任法国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INSU科研副主任一职。

中法海洋卫星（CFOSAT）太空行动旨在更好地

了解海洋表面特性（海风，海浪），以及其

对影响气候系统的主要因素—大气和海洋界面交换所

产生的影响。通过该项目，我们可以对一些之前鲜为

人知的领域进行研究，比如海浪对流层，海洋表层以

及两极海冰的影响。作为对已有的其他太空观测的补

充，CFOSAT能够为气候预测、海洋状态预测，大气-海

洋耦合建模提供重要数据。此外，它还能够精准地描述

公海的风浪条件，这也是海浪对沿海地区气候变化影响

的决定性因素。

CFOSAT多方面的独创性

首先，这是中法在太空项目领域的首次合作，凝

聚双方顶级专家和设备，以开发和实施全新的太空监

测理念。该卫星配有两个雷达装置，探测波长均为2cm

左右，其中一个用于测量风速（中方研制的微波散射

计-SCAT）另一个（法方研制的海洋波谱仪-SWIM）用于

测量海浪的详细属性（高度，波长和主要波浪方向等）

。这也是首个完全用于全球测量，且同时监测海洋表

面海风、海浪的太空项目。此外，两个雷达设备均建立

CFOSAT 中法海洋卫星 
China France Oceanography Satellite
撰文：Danièle Hauser

在全新的设计理念之上，且从未在太空中应用过。通过

围绕地球垂直轴线进行扫描，它们可以对地球表面进行

360°的测量，其指向最低点的波动角度可以达到50°。海

洋波谱仪和微波散射计的共同监测能够获取多样化的测

量信息，并使研究人员可以从中提取出大量有效参数。

卫星由中国建造的长征二号火箭在中国发射升空。

经过约一个月的设备运行情况检查后，卫星将传递科研

数据给专家实验室*进行分析、确认。六到七个月后，相

关数据将会对科研团体开放。

1  由法科研中心，巴黎索邦大学与凡尔赛大学共同创立。

中法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

本项目由法国国家太空局 -CNES和中国国家航空

局-CNSA共同资助。海洋波谱仪设备由Thales Alenia Space

公司在法国国家太空局的指导下建造，微波散射计则

在中国国家航空局的指导下由中国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NSSC）建造完成。卫星主体由中方制造（DFH）。卫

星数据将传送到法国两个高海拔接收站和三个中国接

收站，并由法国国家太空局和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NSOAS）进行处理和发送。法国方面的地面接收站和数

据处理中心的建造目的在于在收到数据后三小时内实现

数据的传输。

法方科研组织深度参与该行动：法国大气与环境实

验室2 和法国物理与太空海洋学实验室3是海洋波谱仪的设

计者与观测结果（海洋表面，海洋/大气界面交换，极端

气候现象...）使用的开发者。法国气象局4也深度参与

了此项目，尤其在数据使用的准备阶段：设计对观测数

据的分析，以将雷达信号转化为海洋表面参数，验证数

据，为数字化建模做数据准备工作（同化）。

本项目与太空数据处理领域的企业也展开了密切合

作，如ACRI-ST，CLS和Ocean data lab。本项目在国际范围

内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近期在由法国国家太空局发起

位于中方测试实验室的CFOSAT组装卫星。图片上方
为法方设备（SWIM）外部（黄色-橙色的锥形发射器
和反射天线）。中方设备外部位于平台背面，包括
两个背对背安装的水平天线。  © CNES

在图卢兹太空展上展出的
CFOSAT模型 

2017年10月在北京举办科研会议时的项目团队合照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中法卫星
CFOSAT成功发射并进入轨道。

2法国大气与环境（LATMOS）为法科研中心科研混合单位，专注于地表、全球大气层基本物理-化学程

序，大气与地表、海洋以及行星际环境之间界面关系研究。
3法国物理与太空海洋学实验室（LOPS）专注于观测和分析海洋运动及其与大气的关系，研究海洋板块及

沿海区域，及研究其对海洋生物的影响。该实验室是由法科研中心、法国国家海洋研究机构、法国发展研

究所和法国西布列塔尼大学共同创建的科研混合单位。该实验室于2016年1月1日由两个科研混合机构合并

而成。
4 法国气象局“海洋预测”部门。

* 

的一项关于卫星发射一个月后数据使用的科研协

助项目国际招标中，项目组共收到了三十余份提

案。毫无疑问，在数据确认期结束后，相关数据

的高质量与创新性将吸引更为广大的数据使用群

体。z

http://www.latmos.ipsl.fr/index.php/fr/
http://www.umr-lop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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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危机 ：从科学认知到公共政策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第七次会议关键点

撰文 ：Edouard Michel1，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生物多样性的减退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之

一。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长久以来都与

其带来的环境影响相互分离,由此造成了大规模与急剧的

生物多样性减退。尽管某些物种的消失或濒灭绝已经是众

所周知的事情,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实际上远超于此。每

个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是其进化与适应能力背后的原动力,

而保持物种内遗传多样性需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以及个

体、物种与物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多样性。这些遗传、

特性与生态系统等方面问题对人类生活与社会 (健康、粮

食、水、材料、文化等) 至关重要。

生物多样性的减退不仅是地球上生命形式的消逝,也是

对生物适应、进化、自我延续能力的危害-包括人类。但是

人类社会也可以维持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其传播媒介。

因此,我们需要理解并且控制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生

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IPBES平台的重要性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平台(ipbes)于2012

年由联合国设立,是一个聚集了国际科学家与促进政科对

话的政府间科学机制,旨在形成世界范围内对生物多样性

所面临威胁的了解与共识，其原因和影响,以支持公共政

策议程的设立。平台使科学认知与各国政策间建立起了更

为规范的联系。应当回顾的是,自199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建立以来各国所做出的持续的政治努力是实实在

在的,却远远不够。世界各国的目标是在2010年大幅降低

生物多样性的枯竭速度。不仅这一目标没有实现,而且为

2020年确定的许多目标也将有同样的命运。因此,平台的

成立试图通过提高科学认知为扭转这一趋势作出贡献。

法国被指定为ipbes第七次全体会议

主办国,在2018年于麦德林(哥伦比亚) 

举行的上期大会闭会时，本届法国主办

的会议被称为“GIEC of Bioversity”。

将于2019年4月至5月举行的本次会议尤其重要,因为它

将第一次公布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这是平台标志性的研

究成果。它将巩固平台10年来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六次

评估报告:四次针对陆地生物多样性的评估,一次针对传粉

媒介的全球性评估,一次针对土地退化的全球性评估。

法国，尤其是法科研中心为这些评估作出了巨大贡献, 

它们揭示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并未被人类所重视的现象。

法科研中心已经参与了大量跨政府气候研究专家小组 

（GIEC）关于气候变化的类似工作,其科研人员大量参与平

台报告撰写、校对和多学科专家小组等工作,再次成为平

台主要专业知识提供者,而这些工作小组在某种程度上就

是平台的“科学委员会”。 

法科研中心与其它研究机构还参与拟定协商、评审这

些报告时的国家立场。法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基金会（FRB）

领导平台的法方委员会及各相关专家的协调组织工作，以

为平台提供有力且一致的提案，FRB同时为法国相关部委的

筹备工作做出了贡献。 

法科研中心支持其科研人员参与编写平台的各类报

告，中心同时为法国代表团内的集体谈判做出了科研方面

的贡献。

法科研中心在平台的相关工作中致力于：

 将中心相关研究成果纳入平台的知识现状综述中

 确立影响我们对社会-生态系统认知的根本问题

 使知识、平台建议与政策导向相一致

 推进知识储备不足的领域的研究内容确定

1   法科研中心环境与生态研究所 – INEE edouard.michel@cnrs-dir.fr

调研结论十分严峻：1/3对粮食生产至关重要的的授
粉物种正在减少或灭绝。75%的土地已经退化。预计到
2060年,90%的珊瑚礁将经历严重退化。亚洲的鱼类种群
如果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开发,在2048年前将完全灭绝。大
部分欧洲动植物物种正在减少等等。

法科研中心对2018年平台第6次全体会议批准的第五

次报告的贡献正是遵循了以上原则。中心的研究人员向平

台提供了专家意见并为报告做出了贡献(数据、校对)、 起

草修正提案, 并制定公共政策设立建议等等。中心研究人

员也致力于确立研究领域, 以填补我们的知识空白。 

与GIEC类似,平台向我们证明了基础研究对于理解人类
社会的不可持续性与制定应对全球挑战的对策至关重要。
如果说现存的许多解决办法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某些影响,并
带来比较可持续的发展路径，那么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将
描绘出真正的可持续性的重要方面, 尽管这些内容还处于锻

造阶段。

环境科学与人文科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于

其它多样化的影响因素，使得跨学科研究领域日益增多。

首先在国际层面,例如全球化与全球变化的影响,其次在生

物文化层面,对社会-生态系统了解程度的影响,最后在时

间层面上,生物多样性减退、生物进化与适应潜力等问题

与可持续性、对后代的责任之间所产生的矛盾。这些问题

处于科研与可持续性挑战、知识与政策的交叉点上，向我

们展示了可持续性应该建立在国际团结、生态团结和代际

团结的基础上。

在科学和社会之间的IPBES平台的雄心正在于此。除全

球生物多样性评估外,巴黎即将举办的ipbes-7还将提出未

来十年的新评估计划提案。紧接着的2020年，《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届会议（COP15）将在中国举行,并将为我

们带来新的国际发展方向。这些基于严谨科学研究的议程

将促进新局面的产生。

环境是当前核心科研领域之一。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科

学院在合作框架内已开展大量合作。这些项目形式多样 (

单一项目、框架性合作、联合实验室、协议等), 涉及到

众多双方下属研究机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与环境主题

相关的合作项目不仅仅局限于法科研中心生态-环境研究

所,还涉及众多其它下属实验室(地球与宇宙研究所，人文

社科研究所等)。我们知道,环境与多个学科领域相互交叉

影响, 并且不局限于科学研究。

目前，我们可以将中法双边环境合作归为以下四类 :

   生物相互影响性与环境-气候

  生态与健康

1   Affaires étrangères, Agriculture, Transition écologique et enseignement supérieur, recherche et innovation.

  海洋

  土壤-尤其是除农业以外的土壤问题

生物相互影响性与环境-气候

对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理解既是环境研究的核心,

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退的全球挑战的关键。

除此之外, 生物过程、不同生物间、生物与环境间的相

互影响等问题是当今社会所面临挑战的根本，需要我们从

长远角度来理解这些机制, 他们的影响因素和与节奏。全

球变化和人为影响对这些进程起颠覆性的作用, 在这些领

域开拓人类的认知至关重要。统计中法目前合作项目共17

项，列表略。

生态与健康

这些领域的研究重点是人类、生物和生态系统之间在

病原体出现、演变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特别是针对未来（

大规模）流行病方面。这些都是涉及生态学、进化学和环

境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旨在了解复杂的相互作用、传染病

的出现与复发。对传染媒介以及控制机制的研究也是该主

题的一部分。自10年前推出“OneHealth”策略以来,现在

还有“EcoHealth”或“Global / Planetary Health”策略, 这都

表明：不论是科研、政策法律制定还是道德规范都必须秉

持跨领域的理念(卫生、农业、水产养殖、土地管理、城

市规划与生物保护)。统计中法目前合作项目共15项，列

表略。

海洋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被认为是丰富但面临威胁的,

尤其海岸线是是沿海居民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海洋生物

多样性是维持渔业、水产养殖、贝类捕捞，沿海保护 (珊

瑚、红树林) 或生物保护 (例如, 防止有毒藻类大量繁殖) 

的核心。海洋生物也是生物医学创新的重要分子来源。污

染和对海洋自然资源 (地球化学和生物) 的密集开发日益

威胁海洋生物多样性以及海洋、沿海生态系统。统计中法

目前合作项目共4项，列表略。

 土壤-尤其是除农业以外的土壤问题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合作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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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重要的由大量生物 (病毒、细菌、放线菌、真菌、原生动物、藻类、微节肢动物、蚯蚓等) 组成的有机体。这

些生物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陆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并在生态系统的运作中发挥着根本作用,例如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碳

或氮循环) 或是植物与微生物根际层的相互作用。

对土壤生物多样性及其功能性作用的现有科学知识进行概述,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挑战，尤其是对于维持基本生态系统

服务而言。概述包括农业,水,碳储存,和生态系统本身的运作。例如,土壤中的组织、生物对气候变化极其敏感。

由于分散能力低,它们对气候快速变化的适应更加困难。土壤生物多样性在(真核和原核生物及相关酶)生态工程与生物

修复中的作用研究十分有前景，尤其是针对被金属、有毒物质、化学产品（植物杀菌剂、内分泌干扰产品等）污染的土

壤，这些都需要我们加深对生态系统及其机制原理的了解。统计中法目前合作项目共10项，列表略。

中法环境领域合作协议举例（已经/正在签署）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研合作框架协议

 云南农业大学与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合作协议

 苏州大学与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合作协议 z

北京 - 
LIA MONOCL,
LIA ORIGINS, 
LIA MagMC
CFOSAT

长春 - IRN MAREES

IRN EHEDE - 昆明

✖

✖LIA SALADYN - 兰州

✖ 上海
LIA PER
UMI E2P2L

✖

✖

LIA MOST - 西双版纳

厦门 - LIA MicroBSea
✖

1个大型项目：中法海洋卫星-CFOSAT

1个国际科研混合单位: 绿色产品与工

艺国际联合实验室（E2P2L） 

7个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2个国际科研网络（IRN） 

✖

www.cnrs.fr

领域 :

• 生物相互影响性与环境-气候

• 生态与健康

• 海洋

• 土壤 

LIA MagMC

IRN MAREES

LIA MicroBSea

CFOSAT

LIA Most

环境-生态-健康：法科研中心参与的大型合作项目

双边环境领域科研合作 
未来几年有哪些合作重点？  

在未来几年，大部分近年已经提出的合作方向依然是重点，这也是最近中法环境科研领域对话中，法国偏向于

多领学科综合性合作的原因。在2019年中法科技委员会的前期准备中，法科研中心负责环境领域的协调。在此背景

下，2018年12月10日，法科研中心主席A. Petit在北京与中国科技部的会议上提出了以下三个重点合作领域，以引导

未来几年相关领域合作 : 

 
 生态/全球变化/健康三个领域的连结

 理解气候系统，以更好地预防自然灾害与风险

 资源的储量与质量：空气、土壤、水、生物多样

性，以更好地理解生物圈

 生物、生物多样性、气候与全球变化的相互作用

 生态与健康

 大气与海洋

 古气候与古环境，现在与过去，海洋循环，冰川档案 

 海洋生物学与海洋物理学：数字建模、海洋事件与监测、海洋食物链、生物种群细胞的功能多样性…

 大气化学：悬浮颗粒对健康的生物影响 

 水资源与土壤的污染

 土壤金属、有机物污染，微生物群体多样性的组织结构

 水资源、含水层的地球物理学监测

1 Belmont论坛是一个国际伙伴关系,为环境变化研究筹集资金。论坛为增进这一领域的知识做出了贡献，其目标为: 通过协调多国间科学研究, 

增进我们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脆弱性、风险以及机遇的了解。为了应对21世纪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论坛创立了“合作研究行动” (cra) 

项目。论坛与众多科研资助机构有合作, 包括法国ANR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料来源:Cnrs
2 目标:1）拓展环境领域知识的同时为决策者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2）了解水文、土地的使用与占用、水质、社会经济活动和地表水、

地下水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3）将社会、卫生和政策学与物理、化学和技术科学相结合起来；4）更好地理解物理、生物和化学过程的基本原

理；5）将土壤研究看作“社会-生态-地理”有机结合的跨学科系统；6）广泛使用来自不同学科的可互操作且长期积累的实验数据,开展综合

建模体系；7）使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和决策者理解这一系统的过程；8）用实验（数字, 实际等)的方法来创造新的观测 (物理/社会)，发展水资

源与土地资源的管理方式。

除了以上三个大方向以外，法国还建议中方一同为

了土壤与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推动建立新的贝尔蒙特论

坛合作研究行动 - Belmont Forum1 CRA ，该倡议包

括三个方面2：水土流失、土壤与水资源质量、土壤与

水资源管理。

多个围绕以下三个大方向的重点合作领域被提出：

http://www.cnrs.fr/en/node/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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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法环境月（2018年9月15日至10月14日）

撰文：Matthieu BERTON1

连续五年来，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与

其它使馆部门以及法国相关机构在中国举办中法环境

月活动。第五届中法环境月把焦点集中到与我们生活

息息相关的话题上：饮，食，呼吸。作为中法环境保

护紧密合作的标志性活动，本届中法环境月将首次在

巴黎及中国23座城市同时开展52个项目，活动多达166

场。今年的主题将围绕健康与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联

系展开：污染引发的危机，解决污染问题的措施，同

时探讨人类行为尤其是人类的饮食习惯对环境的影

响。

同往年一样，今年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两位重要

人士也前来助阵：演员江一燕女士和刘烨先生为中法

环境月担任推广大使。

面向大众及专业人士的跨界艺术节：今年的活动内

容丰富多样，包括展览、戏剧、音乐会、电影放映、

文学类及科技类讲座、体验性的手工作坊及环境领域

专业人士的会面。

1 环境，可持续发展与遗产科技合作专员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北京法国文化中心

众多中法著名专家将参与到相关讲座、活动中。

活动举例：前法国环境部长Corinne Lepage阐述了

农药对环境及健康的危害，多位专家对减轻空气、土

壤及水污染的现存措施进行了介绍。这些活动对已经

在进行中的合作项目提供了支持：巴黎大区空气质量

检测协会与北京市的合作，或是国际水资源办公室与

海河水利委员会的合作。

有着“园丁王子”美誉的Le Prince Louis-Albert 

de Broglie在四所中国城市介绍了如何保证健康、可持

续的农业。在北京，他与另一位来自法国国家考古保

护研究中心的专家Nicolas Munier-Jolain共同开展了相关活

动。像往年一样，值中法环境月之际，法国驻华大使

馆将举办中法法律与司法交流周，意在加强环境法的

交流讨论。2018年，在Christian Huglo的主持下举办了

多场关于Amoco-Cadiz油轮溢油事件，这一历史性司法案

件的影音放映活动。

养成环境保护意识和良好的环保习惯要从娃娃抓

起。中法环境月期间，许多农场对孩子们敞开大门，

邀请他们到农场体验农耕生活并向孩子们教授农耕方

 Laurent Perbos 针对中国观众对装置进行了调整。受启发
于源自中国或是特别受中国人喜爱的体育项目，艺术家在
上海陆家嘴公园中心展示了其装置艺术。艺术家深入到
各年龄阶段本地居民的生活当中，向他们展示了运动与健
康、舒适生活、还有环境的和谐关系。

 Air Parif 

面的实用知识。如何自己制作一个空气净化器？培育

一个纯天然的花园的秘诀是什么？多家非政府组织，

如自然之友、成都根与芽、宜居广州，都将举办针对

儿童的以健康呼吸及有机饮食为主题的工作坊。

一个月中，共有十万名戏剧表演人员参与到了中

国各地举办的活动当中。中环环境月自建立以来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并将持续举办，2019年第六届环境月将

围绕着绿色经济举办（或“如何协调生态与经济”）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北京将举办《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

在中法环境年的框架下，法国发展署（AFD）在仙

居县资助了第一家生态博物馆。由法国发展署中国办

事处带领的法国访问团来到了这个浙江省的东部沿海

小城，并参加了国家公园生态博物馆的奠基仪式。仙

居国家公园博物馆为仙居生物多样性科教中心大型发

展项目中的一部分。该项目于2016年12月被法国发展

署批准贷款约7500万欧元。

生态博物馆的设计团队由中法顶尖建筑师、设

计专家与博物馆专家组成：法国滤园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与中国美术学院。

与传统中国博物馆不同的是，仙居生态博物馆

采用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 ICOMOS）标准，使其功能远超简单的收集与展

览，例如讲学，科研甚至是大众科普。值得一提的

是，博物馆还应用了前沿能源管理标准与绿色建筑

理念，以建造中国示范性低碳建筑。 z

第五届中法环境月视频，请见 : Tencent 

如需了解更多，请见 : faguowenhua 

https://www.faguowenhua.com/fr/celebrity/corinne-lepage
https://www.faguowenhua.com/fr/celebrity/louis-albert-de-broglie-prince-jardinier
https://www.faguowenhua.com/fr/celebrity/louis-albert-de-broglie-prince-jardinier
https://www.faguowenhua.com/fr/event/le-droit-au-service-dun-environnement-sain
https://v.qq.com/x/page/f07985h2y74.html
https://www.faguowenhua.com/fr/event/5%C3%A8me-%C3%A9dition-du-mois-franco-chinois-de-lenviron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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