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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中科研合作的所有参与者们：

  法 国 国 家 科 学 研 究 中 心 中 国 代 表 处 主 任 李 岚 珩
(Antoine Mynard)先生邀请我加入第20期《CNRS在中国：实
验室生活》的编辑工作，在此我向他表示感谢。7月1日，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 (DERCI)内部调
整，Chantal Khan-Malek女士调任欧洲地区双边事务部，我在
倪德来(Patrick Nédellec)局长的授权下，接管亚洲区域的相关
工作。于我而言，这是一种幸运，使我有机会向你们展现我自
己，是你们，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开展的合作变得生机勃
勃，更是你们，让法国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变得生机盎然。

  在聚焦于非洲、中东及地中海的相关工作5年之后，我重新
回到亚洲这片区域。我初次认识亚洲，首先负责了法国外交与
国际发展部“亚洲 - 大洋洲考察”任务，随后前往台湾，成为
了法国驻台湾使馆的科技与大学专员。亚洲对世界科学的贡献
是不容质疑的，表现在它在科学上的强劲发展，以及与世界其
他各地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科研则是该区域科学发展的主动
力之一。而因为有了你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如虎添翼：
从共同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亚
洲区域合作伙伴中已然居于首位。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各研究所的学术带领下，我们要
做的是充分利用这一积极主动性来创益，科研工作者方面应当
继续构建更具战略性的合作关系。而我们最基本的任务，便是
支持你们的合作项目。因此，我和中国代表处的同事李岚珩、
谢路和高鹏，加上巴黎总部负责与中国及东南亚国家(ASEAN)合
作的同事Marion Gues组成一个团队，跟踪你们科研合作项目的
实施，倾听你们的声音并响应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各机构的
科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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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
Arnaud Lalo

获取本期刊中的网络链接和邮件地址，请登陆以下网址下载电子版本：
http://www.ambafrance-cn.org/Le-magazine-du-bureau-Le-CNRS-en-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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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阿里天文台
PAIX光度计中文版
图片版权：Katell Pierre
法国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
地研究所(IPEV)

  你们的研究工作在法中两国之间开展。而我们巴黎和北京
的这组团队旨在帮助你们的科研项目更顺利地融入到学院及学
术机构的环境中。随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近期国际合作方
式的改革，我们能够更好地与法国各大高校进行优先对话，法
国众多高等教育机构自然而然地将其目光投向亚洲，特别是将
中国当作科学研究政策的战略轴心。因此，我们将更加用心地
去为与中国伙伴的交流合作开山辟路，以利于你们所开展项目
的平衡。

  本期的《CNRS在中国：实验室生活》，又一次因你们所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而变得内容充实。而我剩下能做的，就是希
望你们阅读愉快，并再一次感谢北京的同事们给我这次与你们
接触的机会，而我也将为我们下一次的互动感到愉快。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
亚洲区域负责人 Arnaud Lalo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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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使命：
在中国开展更多具有结构性的科研活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刚刚在北京和上海完成的考察之旅(5月25日至6月1日)，其主要目的首
先是开展法中具有结构性的科研活动，并在两国科学研究人员及工业领域中强化其影响力和作用。同
时，通过此次考察，法国代表团也能够再次衡量中国科学潜力发展的程度，从而确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在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中的结构定位。此次代表团的成员包括P. Nédellec[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
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CNRS/DERCI)]、C. Khan-Malek[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北
亚部(bureau Asie du Nord, DERCI/CNRS)]，以及Dominique Massiot先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化学研究
所(Institut de Chimie/CNRS)]。

  此次考察成果丰硕，法中双方签署了最新国际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更新续签了另一所国际联合实
验室(见下文)，同时与十余年合作的中心机构 -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SICCAS)建立了联系，以及
实施了“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UMI E2P2L)”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科学委员会的筹备工作。这一
举动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索尔维集团(Groupe Solvay)联合科研单位的更新工作打开了一条新的大
道。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联合了众多高校，其中包括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各相关
成员的共同努力加上实验室本身的高科研质量，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成为法中合作最出色的
典范之一，立足于科研和工业领域的交叉点。

基因组学与气候科学：
两项具有结构性的科研活动

核酸的结构和相互作用：

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实验室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卡尚高等师范学校
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IOP/CAS)，共同创立中
法解旋酶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G-quadruplex-
HELI)1，该实验室涉及核酸结构和相互作用的研
究。P. Nédellec先生代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
卡尚高等师范学校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
鹏先生于2015年5月29日在北京签署了合作协议。

新实验室科研活动主要围绕以下研究团队被开展：

• 李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带领“北京凝聚态
物理国家实验室和软物质物理重点实验室” 团
队参与。

• 奚绪光(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带领“应用
生物学与药理学实验室(科研混合单位8113号，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卡尚高等师范学校)”
团队参与。

  这个科研项目联合了众多专业领域的专家(包
括分子生物、生物化学、建模及结构分析以及多
光子共聚焦显微镜领域)。

  这是一项跨学科的合作，从十年前开始就已
经在法中两国的合作伙伴间展开，并吸引了一批
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实验室关于单分子层面酶
化学技术方面的力量加入。两个实验室因此加强
了双方的合作，以共同研究解旋酶的分子机制以
及它们在基因稳定性方面的作用。这项已然硕果
累累的合作，将为推进加深人类在癌症及老化方
面的知识作出贡献。该项目已有二十余篇科研成
果发表于重要科学报刊上，六名联合培养博士生
也通过该项合作获得了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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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é-
dell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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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29日，中法解旋酶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协议签
署仪式：Patrick Nédellec(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和王玉鹏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

参观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各实验室

1« Helicase-mediated G-quadruplex DNA unwinding and genome stability ».

时事 时事

代表处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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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Langevin (1872 -1946 ) 于1931年出访中国

  “1931年9月，跟随一支国际联盟(SDN)国际代表团，Paul Langevin作为团员来到中国，在考
察国民大众教育重建的工作2中，他遇到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在这期间，他参观了位于上
海的徐家汇天文台3，并在几所大学里进行了演讲。他的听众，并不仅限于科学研究者们，相反，

对于他来说，‘使科学家这个封闭圈子之外的人
们了解科学的进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搭建起桥
梁，以消除学科之间的隔阂’是一件确实要做的
事情，甚至是一种责任，因为他想要公正跟得上
科学的步伐，正如他经常说的那样。演讲、授
课、媒体文章、广播频道、开幕式、开场发言、
国际会面、会议，这些都是传播知识的好方法，
能够让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们相见：哲学家、物
理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诗人、评论作
者、人类学家、教育学家、政界人士、军人4。”

李煜瀛 (又名李石曾) 1881-1973年

  1881年出生于中国高阳的中国农学家及教育学家，1973年于台湾逝世，中
国众多文化机构的创造者，包括里昂中法大学(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Bibliothèque sino-internationale de Genève)、蒙得维的亚
中国国际图书馆(Bibliothèque sino-internationale de Montevideo)。其父曾是满族
皇庭的一名政要。在中国，李煜瀛在广泛接纳西方文化的环境中学习。

来源：巴斯德研究所5(Institut Pasteur)李煜瀛档案全宗。

气候科学：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MONOCL)续期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代表团在中国的第二个活动项目，是气象学和海洋学领域内法中合作的标志
性项目，即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Monocl)，该实验室致力于东南亚季风的变化性
和该区域内各海洋水体的交换研究。该实验室由C. Kissel指导，涉及了中科院三所研究所和科研混合单
位8212号[该单位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原子能与可替代能源委员会(CEA)、圣康丁昂伊夫利纳-
凡尔赛大学(UVSQ)、法国图卢兹三大(UPS)共同监管]，并与科研混合单位8148号(GEOPS实验室，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图卢兹第三大学)6开展合作。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法国驻华大使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与中
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人员的集体照合影，摄于2015年5月29日。

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协议续签仪式(2015年5月29日)。
从左到右：Patrick Nédellec(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IGG/CAS) 所长朱日祥，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IAP/CAS) 所长朱江。

2Paul Langevin在考察结束后发表文章《中国教育》。
3位于法租界西边，面积约占租界的三分之一。1849年，这块地皮通过原有者徐家人之手让渡给耶稣会的教士们。耶
稣会教士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天文台(一直沿用至今)，以及数座修道院和孤儿院以供给中国人居住，另外还在土山湾
创办了学校和学堂，其中包括一个中国很知名的印书馆。耶稣教徒们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教堂-“圣依纳爵堂”(如今
的徐家汇天主教堂)以及一所同名学校。获取更多信息，请查询：
http://www.ambafrance-cn.org/La-Gazette-de-Shanghai-21-Les-observatoires-de-Zi-Ka-Wei-et-So-Ze-oeuvres-des-jesuites
4Laurent Gutierrez与Catherine Kounelis著作《Paul Langevin和教育改革》节选，来源：2009年在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
举行的研讨会的会刊。

5https://www.pasteur.fr/infosci/archives/liy0.html
6获取更多信息，请查询期刊《CNRS在中国》第16期(17-19页)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历史档案：

彰显法国代表团精神的图片，物理学家

Paul Langevin于1931年出访中国...

时事 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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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与中国科学家团队会面
  2015年5月27至28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代表团与上海地区研究机构及人员进行
了科研战略会面。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SICCAS)，
长期致力于硅酸盐、晶体及生物材料的化学
属性研究，特别是材料科学。法国代表团通
过材料化学讲座的形式对中方该机构进行了
参观访问，并阐述了法方在该领域内的合作
目标。下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代表团
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内与上海地区二十余
位法国研究人员进行了会谈，旨在交换彼此
的经验及联合研究的进展。

华东师范大学与
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CEFC/CNRS)：
签署备忘录
  2015年8月12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
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CNRS)与华东师范大
学(ECNU)在上海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该项协议
是在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学术及科学发展的背
景下签署完成，旨在推进双方在研究领域内的定
期交流与联合研讨会的组办，并鼓励研究人员和
博士们之间的交流。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
于香港，是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
(UMIFRE)之一，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
外交与国际发展部(UMIFRE)共同资助。

从左到右：Axel Cruau(法国驻上海总领事)、
陈群(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Antoine Mynard(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

从左到右：丁树哲(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政治学系主任)、许纪霖[现代
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ECNU/UBC)主任]、陈群(华东师范大学校长)、Axel Cruau(法国驻上海总领事)，Antoine Mynard(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Sebastian Veg(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Alice Fleury(领事)、陈悠耀(领事)

2015年8月12日，上海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1991年
成立于香港，是一所法国公共研究中心，
自2007年起作为东亚科研与服务单位 1隶
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同时它也是
一个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
2(UMIFRE)。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旨在研
究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
变迁。该中心于1994年起在台湾及2014年
起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其目的在于为法国
科学研究者们提供一个平台，以便同中国各
机构的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们缔结合作关系。
自创立以来，该中心曾接待过许多研究人员
并资助过不少博士生，以帮助他们利用出国
机会完成实地调研工作。众多曾经在中心工
作的研究人员，至今仍活跃在这个覆盖了所
有人文社会学科领域3的网络中。

  华东师范大学 (ECNU)成立于1951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师范大
学，也是国家级的重点学校之一。如
今，华东师范大学虽然演变成为一所多
学科大学，但教育学院仍占举足轻重的
地位。华东师范大学与法国有着强大而
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与法国三所高等师
范学校的合作(合作协议签署于2011年)
，以及与里昂商学院的合作 (2015年共
建“亚欧商学院”)。2009年，里昂高等
师范学院(ENS Lyon)、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同创立了中法科
学与社会联合研究院(JORISS)，法中两国
之间通过该平台可以进行高水平的科学
合作。同时，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也加
入到与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绿色产品与工
艺国际联合实验室(UMI E2P2L)的合作中(
见上文)。

从左到右：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Patrick Nédellec、
Dominique Massiot、A. Mynard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
馆科技领事Frédéric Bretar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会议
1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亚科研与服务单位(USR)
2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UMIFRE)，源于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MEADI)的合作联系。其中19个法国对外
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也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科研与服务单位(USR)。
3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自1992年开始发行《神州展望》期刊，1995年发行其英语版《China Perspectives》，其电子
版本在主要学术门户网站上均可下载。

时事 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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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前景光明的新兴合作项目
  2015年5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与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出席了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制第二次会议(DHNEH)，科研混合单位SAGE(科
研混合单位7363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斯
特拉斯堡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IEIC)借此机会签署了合作协议，为法中双方
带来了在教育学领域内的校际合作和科研合作。

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迎接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团。
2015年1月28- 29日。图片来源：斯特拉斯堡大学。

2015年5月15日高层对话期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
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建的科研混合单位“欧洲社会、参与
者、政府(SAGE)”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IEIC)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图片来源：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

1SAGE由政治学教授Hélène Michel (http://sage.unistra.fr/membres/enseignants-chercheurs/michel-helene/)和社会学教
授Philippe Hamman (http://sage.unistra.fr/membres/enseignants-chercheurs/hamman-philippe/)领导，后者是副主任。

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

上的讲话摘要 (2015年5月15日，北京)
  “近年来我们两国之间最强劲的人文纽带之一，就是学生间双向流动的发展。如今的法国拥有35000
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人数最多的外国学生团体。在中国则有10000余名法国青年学生，显然这是欧洲国

家中人数最多的。但我们想再做得更好一些，为此，我们制定了在法国接受50000名中国留学生的目标，

当然不能牺牲质量：中法院校之间的合作应继续保持优异的质量。(...)学生之间的双向流动离不开年轻毕业

生们的职业流动，因此，近年来我们想帮助在中国获得文凭的年轻毕业生在法国获取第一份工作经验。本

着同样的精神，我们也特别重视提高法国实习生到中国实习及中国实习生到法国实习的机会。但是现在仍

存在太多的困难。因此我提出一项“1000名实习生”的交流方案(…)。”

科研混合单位 - SAGE 简介
  科研混合单位7363号 - SAGE(欧洲社会、参与者、政府)创立于2013年1月1日，它融合了四个

研究单位。截止至2014年10月1日，SAGE科研混合单位已经拥有13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

人员、53名在职教师兼研究人员、5名工程师和技术员，以及68名博士生。

  SAGE科研混合单位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单位，致力于跨国化进程研究(尤其是欧洲一体化的创

建以应对全球化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动态的转型研究。

  在这方面，人们特别关注参与者社会学研究、公共准则和机制的制定和实施，社会问题的成因 

(环境、健康、老龄化、社会脆弱性、文化、城市，等等) ，及其不同程度1的区域化动态1。

科研混合单位7363号 - SAGE(欧洲社会、参与者、政府)

时事 时事

  从比较的角度看，合作双方有意深化在推行
教育政策所涉及到的最迫切领域内的国内与国际
研究成果：评估及自我评估、在校表现、职业发
展、学分制的应用和影响，以及各门科学的教
学方法，等等。这项前景光明的合作，由北京师
范大学刘敏女士和科研混合单位7363号Romuald 
Normand教授共同指导实施。

http://sage.unistra.fr/membres/enseignants-chercheurs/michel-helene/
http://sage.unistra.fr/membres/enseignants-chercheurs/hamman-phili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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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SIA：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首届亚
洲会议(2015年11月4号至5号，于新加坡)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亚洲开展科学技术
活动已有40余年，借助研究人员发起的“自下而
上”的科研交流，促进了众多合作。直至目前，
法科研中心通过与亚洲科研机构的合作联系，拥
有130多个研究项目，业已建立4个代表处，11所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设立于
亚洲的实验室)，在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的支持
下，在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了5所法国对外文化教
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UMIFRE)。

  与跨学科研究一致的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希望召集所有设立于亚洲的科研混合单位及
其相关研究所，以促进对话及合作。这一创举以
信息科学、工程系统科学领域单位的经验为基
础，这些单位于2010年建立了“亚洲科研单位联
盟(AURA)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举办的亚洲会议，也是给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全体亚洲合作伙伴们(包括学术
和研究机构、企业届、基金会等等)一个会面交流
的好机会。

  此次会议持续两天，共计4个主题会议1。
在与安盛(AXA)研究基金会2的合作联系下，此次
会议将在安盛培训中心举行。届时，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院长Alain Fuchs先生、PMA代表
Hélène Naftalski、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局长倪
德来先生、亚洲区域负责人Arnaud Lalo先生，以
及法科研中心海外代表处负责人3均将出席AUR@
SIA 2015会议。目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也
已邀请到众多大型研究机构、工业单位及基金组
织4的代表前来参加会议。这次大会将带来多层面
的互动和交流(机构层面、科学层面、实践层面及
前景层面)，这将有利于加强网络内的相互联系，
并扩大我们在整个亚洲区域的合作关系。

Analyse

RECHERCHE, SOCIETE et INDUSTRIES

17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单位亚洲分布图

1涉及的方面有：信息学及工程科学；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挑战；从基础科学到创新，资金的筹备和融资机制。
2安盛(AXA)研究基金会资助科学家或优秀研究机构，其研究内容涉及人类生活或社会经济的环境风险。获取更多
信息，请查阅：https://www.axa-research.org/fr/accueil ; http://www.aurasia.cnrs.fr
3Luc le Calvez (东南亚), Philippe Codognet (日本、韩国、台湾), Srinivas Kaveri (印度)和A. Mynard (中国、蒙古国)。
4日本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AIST)、日本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NIMS)、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NII)、东京大学、庆
应义塾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空中客车公司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 * STAR)、
泰雷兹集团(Thales)、圣戈班集团(Saint-Gobain)、索尔维集团(Solvay)、安盛集团(AXA)、巴黎第六大学(UPMC)、法
国矿业研究所、法国电信集团，等等。 AUR@SIA会议举办地：安盛培训中心

时事 时事

https://www.axa-research.org/fr/accueil
http://www.aurasia.cnr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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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交流与推广概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高鹏借前
往巴黎总部参会之机，对法科研中心交流与推
广局(DirCom)及其直属服务单位 - 影音图像中心
(CNRS IMAGES)进行了参观访问。这使他明白法科
研中心的交流与推广活动是如何开展，同时也更
深入了解到法科研中心所拥有的科研资源。我代
表处通过下文对这方面做出总体介绍。

  在单位架构方面，交流与推广局统筹安排法
科研中心开展的所有形象推广、公共关系及交流
活动，它起到传媒和中介作用，目的是在全世界
范围内提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知名度及吸
引力。

交流与推广局使命1

  交流与推广局是一个职能部门，围绕相同的
目标，它完全具备合法权力去调节安排各下属单
位的交流活动(总部、区域及实验室，等等)。

1http://www.cnrs.fr/fr/organisme/dircom.htm
2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刊物《Le journal CNRS》：https://lejournal.cnrs.fr/numeros-papiers 
3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刊物《International magazine CNRS》：http://www2.cnrs.fr/en/384.htm

Analyse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交流政策倾向于三方
面：

• 加强内部交流：及时通知内部人员关于法科
研中心的政策变化，并伴随其日常工作。

• 积极对外推广：拓展至民意代表、工业领
域、公共大众、欧洲及国际社会。

• 向年轻一代宣传推广科学知识，支持配合各
个学科教师的活动。

  交流与推广局两大传播媒介：

  2015年新看点！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打破
常规，投资数字化传媒领域。法科研中心在新网
址上掀起了小小的革命，涉及众多方面：所有内
容、文章、资料、票据、视频、幻灯片及图像信
息，均可通过各个社会网络来进行查阅、观看并
评论。

由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交流与推广
局发行的《Le jour-
nal CNRS》(法语版)2

由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交流与推广
局发行的《 Inter-
nat ional  magazine 
CNRS》(英语版)3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总部(DirCom)

  不仅如此，交流与推广局的活动还得到以下
机构的支持：

影音图像中心

  该机构直属于法科
研中心交流与推广局，
拥有职员三十余名，其
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图
片库、制作部、视频库
及编辑部。

该机构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进展和时事的跟踪
及记录

• 视听材料创作

• 文化宣传推广

• 信息材料归档及保管

  影音图像中心位于巴黎Meudon Bellevue区，
这里是法科研中心最古老的实验室集中点之一。
这里曾经拥有着多样的生活风貌，最初建立为“
发明办公室”，随着时间它演变为餐厅-旅馆、舞
蹈学院、军事医院，最后成为了科学研究中心。

Meudon Bellevue区的翻新及重建工作委托给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区域代表Gilles Traimond
先生。从1922年开始，Pavillon de Bellevue建筑
的左翼上方完全被一面大型彩绘玻璃窗覆盖。
这座建筑用作电影摄影工作室，可在自然光下
工作。1926年，Jean Comandon博士(1877-1970
年) 成为了这个工作室的领导者，他是显微镜摄
影界先锋之一，也是一名著名科研工作者，他在
Bellevue从事科学研究30年余年...如今，这座建筑
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影音图像中心的工作
地点之一，旨在通过图片和视频提升科研价值。

CNRS影音图像中心主任
Catherine BALLADUR

时事 时事

Meudon Bellevue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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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部

  法科研中心影音图
像中心制作部，通过独
立或与其他机构合作的
形式，支持和制作关于
科学研究的科研文件、
影音项目、电视节目和
科研系列片等。与此同
时，该部门还与研究人员及视听专业工作者们一
起工作，思考探讨图像形式对科学的表述以及媒
介化。

制作部负责人
Jean Jacques GUERARD

声学工程师

Analyse Analyse

图片库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图片库位于法国巴黎
Meudon Bellevue区，是直
属单位-影音图像中心的
一个部门，其职能旨在
保存法科研中心的珍贵图
片，并制作、收集、管
理、发行来自其各个实验
室的科研图片。

  该部门拥有45000张图片(图片内容涉及试验、
操作、仪器及设备、研究人员现场工作、研究成
果，等等)。其作用是为法科研中心所有内外交流
活动提供图片：宣传册、网页、刊物，等等。

  该部门还制作了一个网络图片库，图片数量
目前已达30000余张，公共大众可在互联网上自
由查阅。网络图片库人性化界面便于大众进行图
片查找，并通过不同领域的研究主题向大众展示
科研工作的最新进展及时事。

  网友们可在网上浏览标注Logo水印的图片及
相关信息(图片注释、实验室网址、媒体宣传、法
科研中心刊物文章，等等)。同时，也可以在线订
购电子版本4。

4http://phototheque.cnrs.fr/
5http://videotheque.cnrs.fr

视频库

  视频库资源丰富，拥有法科研中心自60年代
以来制作或联合制作的影视作品高达1900余部，
展现了当代科学界的全景。通过采访报道、记录
影片、历史或时事电影，视频库的电影覆盖了所
有的科学领域，从数学到舞台艺术，从空间科学
到生态学，等等。在这个珍贵而庞大视频库中，
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人种学、植物学、物理学及
考古学方面的影视作品。

图片库部门负责人
Adèle VANOT

  为了向广大群体、研究人员、教学工作者、
文化组织、制片公司、企业及个人等宣传推广
其视频资料，视频库编辑其影视作品，并以DVD
为载体向大众出售。法科研中心视频库旨在保存
及修复中心版权的科研视频。为此，视频库于 
2006年初开始实施一项数字化工程。

  公共大众可以英法双语在线进入资料数据
库，通过输入文字或根据标题栏目进行搜索。目
前，大部分资料均可在线免费查阅，随着电子化
的进程，这部分内容将继续扩大。使用者可以筛
选视频，通过“加入购物车”的形式获取资料。
来自法科研中心实验室及实地研究的一些未公开
的视听材料，也将定期通过视频库网站，向研究
人员及视听专业人员开放5。

由Didier Boclet制作的海报
«les fondamentales»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图片及视频档案

时事 时事

CNRS影音图像中心

http://phototheque.cnrs.fr/
http://videotheque.cnr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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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图：分别为巴黎(2014年)和武汉研讨会(2015年)

中间和下方图：
- 垂直发射激光
- 非线性光学硅光子晶体共振导向结构
- 可饱和高速光传输链，可调动一道可饱和吸收激光

8622号科研混合单位简介

  基础电子研究所(IEF)是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和巴黎第十一大学的一个科研混合单
位，位于奥赛(法兰西岛/埃松省)。它隶属于
巴黎第十一大学物理系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的两个研究所：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INSIS)和物理研究所(INP)。基础电子研究所

  该团队科研活动主要围绕项目出访1及科学交流
(科学日、科研主题夏令营等等)展开。科研网络研
讨会为PhotoNet国际研究团队的主要会议，轮流在
法中两国举办，每年一次，为参与合作的法中两国
科学界人士提供了交流讨论的平台。PhotoNet国际
研究团队关于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旨在促进法国
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对称交流，法中博士生可获得本
国及留学国家的双重文凭。

  根据两国参与方对称的原则，已经任命了国际
研究团队联合负责人，法方是Béatrice DAGENS和
Eric CASSAN2，中方是张新亮和何赛灵。

  对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及其参与合作的下属
研究所来说3，PhotoNet国际研究团队是一个有利于
中法合作长期化和稳定化的结构性活动，有中国教
授及中国大学，以及许多出访法国又回到中国的博士
生、博士及博士后加入该团队。同时，在竞争激烈的
国际环境中，PhotoNet国际研究团队力求通过一个
极富吸引力的共同认证标签，为参与其中的法国科研
团队和中国科研团队提供一个更好的视野。

PhotoNet：光子和光电子学国际研究团队
撰稿：Béatrice Dagens

  从主题观点上看，PhotoNet国际研究团队的
构成围绕着三个彼此息息相关的主要课题：集成
光子学，纳米光子学和光子学材料。集成光子学
主要覆盖硅光子、光子集成电路、全光信号处理
及光学感应器领域。纳米光子学更多的是研究光
子纳米结构(超材料、纳米天线、等离子体激元)
的上游特性。而光子学材料通过制作新材料尤其
是纳米结构材料以支持前两个主题。因此，三个
课题的宗旨是将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联系起来。
比如，采用有机光电子结构(OLED类型)的联合等
离子零件的微型化工作，研究具有亚波长构造的
等离子体激元超材料以控制光的偏振，或者其它
与第三代光生伏打电池相关的研究。

  这个网络是法中两国众多科研团队超过七年
合作的结晶，它受到众多科研机构特别是法国驻
武汉领事馆的支持。此外，以前的博士生或博士
后作为合作关系的潜在发起人，他们的出访也极
大地丰富这一网络。该研究团队作为法中两国在
光子学及光电子学领域内合作的有力工具发挥着
作用，它的目标首先是立足于业已建立的法中科
研团队双边合作(体现为12个提名小组之间联合发
表的三十多份科研文章)，然后向法中两国其它科
研团队及实验室开放。

  2015年被联合国设立为国际光年，它见证了PhotoNet国际研究团队的诞生。这个团队在起步初期便
集结了12所在光子学和光电子学领域知名的法中实验室。该国际研究团队实现了光子学和光电子学领域
业已建立合作的结构性组织，推动法中关系并促进了业已建立研究主题的新合作关系。团队致力于成为
一所具有科研吸引力的实验室，促进法中研究团队开展联合研究工作。本篇文章将对此进行概况介绍。

PhotoNet国际研究团队成员名单

  PhotoNet国际研究团队联合了以下12个
法中实验室或机构(每个国家六个)开展研究
工作：

法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巴黎第十一大
学 [基础电子研究所(8622号科研混合单
位)，位于奥赛，同位于Marcoussis的光子
及纳米结构实验室正进行合并，后者是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20直属研究单位
(UPR20)]； 
- 马赛中央理工大学 [菲涅尔研究所， 
7249号科研混合单位 (Institut Fresnel, 
UMR 7249)]；
- 里昂中央理工学校 [里昂纳米技术研究
所， 5270号科研混合单位 (UMR 5270)]；
- 昂热大学 [Moltech Anjou实验室，6200
号科研混合单位 (UMR 6200)]；
- 雷恩第二大学 [信息技术基础光学研究
单位，6082号科研混合单位 (UMR 6082)
，位于Lannion]；
-  斯 特 拉 斯 堡 大 学  [ 斯 特 拉 斯 堡 物
理化学研究所， 7504号科研混合单
位 (UMR 7504)]；

中方：
-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
(WNLO)，武汉]；
- 浙江大学 (杭州)
- 复旦大学 (上海)
- 清华大学 (北京)
- 北京大学 (北京)
-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

1客座教授，博士生国际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交流。
2联系人：Béatrice DAGENS (beatrice.dagens@u-psud.fr)，Eric CASSAN (eric.cassan@u-psud.fr)。
3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CNRS/INSIS)和物理研究所(CNRS/INP)。

项目项目

项目
由80名研究人员/教研人员、50名工程师、
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平均110-120名
博士生/博士后/访问研究人员组成，再加上
每年约100名的实习生。基础电子研究所光
子学系直接加入PhotoNet国际研究团队，包
括50名研究人员/教研人员。实验室的基础
设置包括密涅瓦大学技术中心(CTU)，800平
方米的白色实验室，它是国家RENATECH网
络组成部分，提供所有纳米技术设施。

  最新消息：巴黎第十一大学基础电子
研究所目前正在与光子及纳米结构实验室
[LPN，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20号直属研究
单位(UPR20)，位于Marcoussis]加速合并，
合并后的新单位-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中心
(C2N)拥有400余人，将于2016年6月份落
成，它同时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程
与系统科学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和巴黎第
十一大学共同监管。

联系人：André De Lustrac主任
(andre.de-lustrac@u-psud.fr)

mailto:beatrice.dagens%40u-psud.fr?subject=
mailto:eric.cassan%40u-psud.fr?subject=
mailto:andre.de-lustrac%40u-psud.fr?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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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南极洲，宇宙起源的奥秘1…
撰稿：Merieme Chadid2

  从2004年开始，法国科研团队和中国科学院 
(CAS)3围绕天文台台址的鉴定、大气物理学和恒
星脉动加强巩固了天文学研究领域的合作。两国
研究机构之间多次进行研究人员交流互访，而且
不仅在法国，在中国(西藏)也开展了多次联合天
文观测。双方在国际一级科学杂志上共同发表了
众多研究成果。

  我们首先针对天文台台址鉴定仪器开展研
究，为此设计了“差分像运动监测仪(DIMM)”
和“单星Scidar(SSS)”，现在这两种设备已经在
法国尼斯完成纠正调整，并在世界各地其他天
文台，特别是在冰穹C上进行了测试。随后，这
两种仪器样机被制作出来，并应用于中国兴隆
观测站[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
(LAMOST)的安装地]，现在它们用于在西藏西北极
地的阿里天文台，阿里天文台今后有希望成为中
国的一个基准天文站。此外，我们还开始研究在
南极洲海拔最高高原的冰穹A上安装这两样设备
的可能性，中方将负责这一事项。

  近年来，我们携手中国科学院及其下属国家
天文台(NAOC)，在天体物理学方面,特别是针对
恒星演化和脉动，开始了一项重要的研究合作
项目。该合作建立在第一个“天文学国际极地
研究项目”框架下，尤其侧重南极洲恒星物理
学研究。通过连续观测进行研究，而连续观测
工作只能在南极洲极地地区才能实现。项目自
2014年开始，已经在冰穹C上法意合建的康科迪
亚南极考察站开始了，聚集了许多国际工程师和
研究人员，此项目部分由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

地研究所(IPEV)的支持。这个项目编号为1096，
首字母缩写为“PAIX & EXPLORER”，完整名称
为“Photometer AntarctIc eXtinction & EXoplanets, 
PuLsatiOn & high REsolution spectRoscopy”。此
项目能够最大程度地运用冰穹C的潜在力量，在
其连续150个“白日”，追踪脉冲星光变曲线，
达到某个频率分辨率，这个频率分辨率只有两颗
卫星可以达到：CoRoT和Kepler。通过这个极地项
目，我们和中国同事4已经在国际一级刊物上发
表了众多研究成果。我们和中国同事将从南极中
心开始，探索起源的奥秘。取得这些重大科学进
步，得益于光学质量绝佳的台址，对绕极目标的
连续观测，以及法中之间重要合作。

  PAIX光度仪经过了一系统的改良，
配备性能更良好的传感器，改用三色
管，自动操作(之前仍需要一名冬季值班
者，现在则用机器人来代替)，只需准
时短时干预(见图1、图2、图3和图4)。
通过与中国研究人员及工程师们共同努
力，此款光度仪有了另一个样机，安装
在西藏阿里天文台(见图2)。我们正在研
究如何将这个仪器安装在冰穹A中，并
积极参与冰穹C和冰穹A上的光度仪改良
工作，这两个南极天文台台址具有相似
的气候特征。

这项合作得以开展，得益于数个机构的
支持5。

  另一方面，已经当选法中基金会“
青年领袖”的Merieme Chadid，积极
为天文学科学研究的发展及法中两国
的科学联系奔走。2014年9月，通过法
中基金会项目，她在北京与中国国家
副主席李源潮先生、前法国总理Jean-
Pierre Raffarin先生，以及法国驻中国大
使Maurice Gourdault-Montagne先生进
行了交谈，以推动法国和中国之间的科
学项目。

图1：2006年安装在南极冰穹C考察站第一版PAIX光度仪 图2：安装在西藏阿里天文站的PAIX光度仪中国版。阿里天文台海
拔5100米，其气候条件和隔离条件与冰穹C和冰穹A遇到的条件非
常相似。版权：Eoin MACDONALD / IPEV

图3：PAIX光度仪自动化版。在镜头后方，
我们可以看到结冰高原。在望远镜的焦点
处，我们能看到装着CCD摄像头的恒温盒。
另外一个白色的盒子装着另一个星场侦查
摄像头。所有电子元件都经过温度调节，
机械齿轮使用的润滑油能在-80°低温下保持
其原有性能。

5法国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地研究所, 法国国家科研署(ANR CAS-
DOA)，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INSU/CNRS)和
美国空军研究机构(US Air Force)，以及各法中交流计划，其中包
括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Origins)项目。

项目项目

1冰穹C上的法中合作，法国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地研究所1096号项目，康科迪亚站« PAIX -Photometer AntarctIc 
eXtinction »。
2天文学家、“法中基金会”的“青年领袖”。“法中基金会”在法国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地研究所项目科学主
任Pascal Morin的支持下，由蓝色海岸大学和蓝色海岸观测台联合建立，它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7293号科研
混合单位，位于Lagrange。
3« Natio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ories of China - NAOC »
4比如Chadid 等人，2010 A&A 516, 15，及Chadid 等人，2014 AJ 1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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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极洲及亚南极群岛，大约200名季节
工或冬季守护人分布在各个基地，因为有了他
们，200多名科学人员才得以进行实地工作。在
北极，每年都有上百名科学家在保尔-埃米尔-维
克多极地研究所的帮助下离开基地。

  机械师、后勤人员、操作人员甚至是科学仪
器和操作负责人等，约三十个行业在当地研究发
展出一套适应恶劣，甚至是极端环境和气候的尖
端技术。为了基地的生存，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
地研究所每年发运300吨以上的物资，其中30吨是
食物。借助自身的专业知识和部署的科学平台，
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地研究所为开发极地作出了
贡献，并促使公众关注这些地区的相关问题。

图4：PAIX光度仪最新机器人版本。由于有了PACS操控软件，如今的PAIX可完全自动运行，不需要任何人为干预。它
会记录远距离观测的系列图像，数据通过VPN通道自动传送至意大利境内由新技术、能源和环境委员会(ENEA)管理
的服务器上。此图是2015年冬季为数不多的人为干预场景。

  在国际层面上，该研究所通过一些机构，如
欧洲极地理事会(EPB)、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
(COMNAP)或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参与到关于极
地地区的科学、后勤及环境方面的商讨之中。

  另外，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地研究所还负
责运营欧洲最大海洋科考船Marion Dufresne号，
它每年都接送世界各海域300余名研究考察人员
到达目的海岸。

历史：1992年1月，法属南方和南极领地(TAAF)考
察团与法国极地探险队(EPF)合并，法国极地研究
所(IFRTP)由此诞生。1993年，该研究所设总部于
布雷斯特(Brest)，并于2014年1月续期12年，新冠
以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地研究所(IPEV)的名称。

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地研究所(IPEV)是一
个公益团体，其成员包括以下单位：

• 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MESR)
• 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MAEDI)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Ifremer)
•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
•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
• 法国气象局
• 法属南方和南极洲领地(TAAF)

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地研究所任务

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地研究所(IPEV)为法国在
极地地区及近极地地区的科学研究提供人力、后
勤、技术、资金以及法律上的支持。极地地区和
近极地地区隔离环境与极端气候，迫使考察人员
必须拥有特定的技能和知识本领。保尔-埃米尔-
维克多极地研究所招募了许多极地后勤方面的专
业人员，利用其极端环境知识和专业能力，每年
协调、支持或开展60至80个高纬度地区的科学技
术项目，无论是南极或北极。在布雷斯特(Brest)
总部，保尔-埃米尔-维克多极地研究所常设团队
约五十人，管理组织科学探险队所需一切物资和
技术知识，其中有三分之二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调动。2015-2016年度，该研究所开展了87个
项目，其中35个在南极，27个在北极，25个在亚
南极群岛。 穿行于Dumont d’Urville站和冰穹C之间的地面队伍。

版权：Katell Pierre / IP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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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大陆构造变形，中国或发生地震
撰稿：Yann Klinger1

  中国位于两个主要大陆构造板块的碰撞中
心，南面是印度洋板块，北边是亚欧板块。这
两大构造板块的碰撞，约5千万年前就已经开始
了，现今仍是以每年4厘米2的速度进行着。这一
不可逆转的板块构造进程，使印度洋板块慢慢地
俯冲到亚欧板块下面，使地壳发生永久变形，最
明显的表现是喜玛拉雅山脉和西藏高原(图1)。

  科学界仍有一个问题争论不休，那就是这种
变形在地壳内部的力学存在方式。有两种截然不同
的观点，一种认为地壳变形是连续的，即在中心扩
散，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变形是局部的，沿着活跃
的地质断层发生，意味着地壳刚性地块没有或者少
有内部变形。有一种方法检测这两种观点，那就是
使用诸如GPS接收器的设备，测定整个相撞地区所
有点的瞬时变形，以观察变形是如何在空间扩散
的。相撞地带包括从尼泊尔境内的喜玛拉雅山脉前
缘到蒙古国北部所有区域，范围巨大，使这种检测
方法难以实施，甚至不可能实施。

  因此，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包括法国几个
实验室3的研究人员，通过与中国同事4和新加坡
同事(新加坡EOS)的合作，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
方法。相比测定相撞地区所有地方的变形，我们
对地壳变形产生的效应 - 地震更感兴趣。如果地
壳变形局限于地质断层带，那么我们应该能找到
调和这种变形的地震的痕迹，而且这些地震的数
目和震级应该与被调和的变形量成比例。

  在最近15年里，中国发生了两次大地震(图1)
。第一次是2001年，青海省昆仑山断层带内发生
了7.8级地震。这场地震造成长约400千米的断层
断裂，平均位移4米，有些地方最大达到10米。
由于地震发生在相对偏远的地带，几乎没有产生
人员伤亡，损失也非常小(虽然现在连接拉萨与中

国其它地方的铁路横穿该断裂区)。不过，这场地
震是有史以来最大平移断层(两个板块相对平行移
动)大陆地震之一[来自Klinger等，2005年]。我们
团队对此也展开了几次实地考察，以便详细研究
表面断裂。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断裂几何[来
自Klinger等，2005年]，和地震断裂相关的物理过
程[来自Bhat等，2007年]相关宝贵的数据。第二
场大地震伤亡惨重，2008年发生在中国四川省，
震级7.9级，伤亡约80000人。与2001年地震相反
的是，这场地震是逆冲断层地震(在地壳构造力的
作用下，一个板块冲到另一个板块之上，造成地
壳缩短)，这对理解西藏地区地壳变形过程至关重
要。事实上，地壳变形的不同类型意味着西藏高
原边缘地带上的地壳变形差异巨大。尤其是，通
过被活跃断层分隔的刚性地块模型，预示着变形
前端地壳缩短，这与2008年四川地震中所观察到
的现象相符合[来自徐等，2009年]。在这场地震
发生期间，尽管因为地震造成了一些困难，法国
研究人员与中国队友仍旧大力配合，完成了关键
的观测工作，并在认识西藏东沿地带地理构造方
面取得了实质进展。

  研究人员不能只等待地震发生的时候去进一
步地了解亚洲大断层上地震周期的相关现象，所
以研究人员还就辨认古代地震留下的迹象展开研
究。在研究现代地震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经验后，
我们团队大约每年沿着中国大型活跃断层带完成
一次实地考察，以便收集所有能给我们提供关于
这些断层所经历的地震活动的信息指标。这项工
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尝试着为每一个断层建立
一份历史地震时间表。为此，我们开展了一项古
地震学工作，即像地震学考古学家那样，在断层
中挖出一道探槽(图2)，以打开那些古代地震造成
的随后又被沉积物5掩埋的地表断裂。

1科研主任，巴黎地球物理学院(IPGP)地质构造科研团队主任(7154号科研混合单位)。
2Tapponnier等，2001。
37154、7516和7517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高等地球科学学校(EOST)，斯特拉斯堡]，5243号科研混合单(蒙彼利埃大学)。
4中国地震局和中国科学院

  这项工作的关键，是能够确定这些古代地震
遗址的年代，主要使用地震造成的变形沉积层有
机材料中包含的14C元素确定年代。此外，在某
些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在探槽中辨认的事件与
当地的历史编年史记载的事件联系起来。对于每
个断层，我们应该在大量地震遗址上重复挖掘工
作，将遗址6中的地震断裂一个一个地联系起来，
才能够尽可能精确地判断历史地震的震级。有时
候，古代地震留下的迹象保存得特别完好，可以

向我们详细展示地震发生的方式。整个中国和蒙
古国边界的富蕴断裂带便是一个例子，在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连续5次地震造成的地壳变形，
并且可以证明这些地震极有可能震级相同[来自
Klinger等，2011年]。尽管目前这些地震的时间性
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样的观察仍然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观察结果表明，很少与其它地质结构相
互影响的简单断层带在特殊条件下，可以考虑过
程重复发生。这对我们研究这些地区的地震偶发

图1：亚洲活跃断层地图(根据Tapponnier等人研究结果，2001年)。
蓝星表示最近于2001年和2008年发生的地震，红色圆圈表示探索古地震的遗址。

项目项目

5Liu-Zeng等人，2007年
6Liu-Zeng等人，in review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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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所采取的方法有一定的影响。对中国大断
层带进行历史地震的编绘，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如今这项工作已经开始结出了成果，已经有一些
文章发表，或者正在法中研究人员准备中。近15
年期间，这项工作在法国方面，受到了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INSU-CNRS)、

法国国家科研署(ANR)和中法地貌过程与景观动
力学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Saladyn)的支持，并获得
了中国及新加坡7方面的资金资助。与法国团队在
中国考察相平行的是，中国队友也在法国展开了
若干考察研究，特别是与中国留学生一起，他们
前来参与的目标是完成他们在法国的博士论文。

图2：西藏阿尔金山断层带上的一座已被挖掘的古地震断层墙，它非常清晰地显示了地震断裂造成的沉积岩的错
位。在最后一次断裂发生后，这些断裂被产生的未变形沉积物所覆盖(或掩埋)。通过对处于地层带最上层的变形地
层以及距离裂缝顶端最近的未变形地层进行年代确定，可以框定地震发生的时间。

7参考资料：请向编辑相关人员申请

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JUNO)1 / 中微子物理
学：CNRS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IN2P3)位居前哨
撰稿：Anatael Cabrera2 et Olivier Martineau3

  中微子物理学在粒子物理学领域是一个非常
活跃的学科，它与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
最基本的研究课题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中微
子存在3种“味”：电子中微子、μ中微子和τ中
微子，它们是宇宙标准模型12个基本粒子其中
之3。对于宇宙的认知，中微子是一个了不起的
工具，中微子物理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几项诺
贝尔奖。已知中微子与电子和夸克不同，非常轻
的，以至于不能形成原子。中微子不带电，在4
种基本相互作用中最弱，可自由穿过地球,与其
他物质的相互作用十分微弱。

  今天，中微子仍然是基础探索研究最重要的
工具之一，例如CP破坏研究。这个机制描述的
是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行为差异，在解释为什么

我们宇宙中能够观察到的物质比反物质多的问题
上，这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物质多
于反物质，使我们自身的存在变成可能。CP破坏
是因为夸克而被发现，但是在解释实际观测到的
物质与反物质不对等现象上，解释力度并不高。
因此，利用中微子将成为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
还有许多其它的基本问题，中微子探测器可以为
决定性答案提供相关要素。所有这些取决于最大
精度探测到最多中微子的能力，就好像望远镜的
性能直接影响天文学进步一样。

  在探测中微子方面应用的各种技术中，最有
效的很可能就是以光电倍增管探测为基础的技
术，中微子与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粒子通过闪烁
液发出光线。该项技术出现于中微子的发现过程
中(1956年，1995年诺贝尔奖)。该项技术也可以
测定与中微子性质直接相关的参数，该参数被
称为中微子震荡参数θ13，2011年至2012年期间
分别通过三个不同实验测定：中国大亚湾中微子
实验(Daya Bay)，法国Double Chooz*实验，韩国
RENO实验。2014年，日本的T2K*实验通过中微
子获得CP破坏的首批指数，这项联合测定在其中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终，这项技术将再次被应用于江门地下中
微子实验(JUNO)*之中。此次实验将使用20000吨
闪烁液，其探测器也将是同类实验中规模最大
的。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当前正处于设计最后阶
段，并很快将在靠近香港沿海的地方动工建设。
该项实验将可以检测探测器周围几座正在运行的
核电站发出的中微子，以及由太阳或宇宙射线进
入大气层时产生的中微子。在测定与中微子三种
味的性质和震荡相关的各参数(δm2,θ12和Δm2)
方面，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应当能够达到一个前
所未有的精度。除用加速器产生的中微子束实施
的实验外，如在美国2025-2030年将启动的DUNE
项目*，这些测量将成为运用中微子测定CP破坏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IN2P3)积极参与的实验

1JUNO：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

2A .   C a b re ra先 生 ： “ D o u b l e 
Chooz”实验法方负责人，法国
天体粒子及宇宙学实验室(7164号
科研混合单位)“Double Chooz”
实验和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团队
主任。

3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
[LIA FCPPL，IN2P3/CNRS)

主任：O.Martineau
(UMR 7585号混合研究单位)。

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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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性工具。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是一个合作
科研项目，主要由中国和欧洲的一些研究所组
成，中国科研单位以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IHEP/CAS)为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IN2P3/CNRS)在这
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在于
其测量质量数等级的能力，即将中微子的三种味
按质量数增长的顺序来分类，而在此之前，没有
任何实验能做到这一点。由KM3NET-ORCA*(在法
国土伦市旁地中海上进行)和ICECUBE-PINGU实验(
在南极洲进行)完成的数据将作为江门地下中微子
实验的质量数等级测量的补充。

1. 爆炸后及爆炸前的SN 1987 A超新星 / 2. 在攀爬设备上通过距离地面4米的μ子探测器对光电倍增管进行修理(2010年
夏，Double Chooz远程探测器投入使用)。

  总之，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的规模很大，足
以探测到超新星爆炸发出的中微子，或是来自地
球放射物的中微子(géo-neutrinos)，从而能够获得
一些无法预料的宇宙最剧烈现象的信息，或是关
于地球内部机制的一些信息。

1. 中国、欧洲、俄罗斯、台湾和美国研究机构组成的国际合作项目：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实验基地(中国)/
2. Diagram of JUNO physics。

  正如我们所说的，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将成
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中微子探测站，它
可以收集到许多之前从未收集到的粒子。同时，
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也应该能够特别精确地测量
出中微子的能量，因为测量所用的闪烁液具有独
一无二的透明性，同时也因为我们将使用两种尺
寸不同的光电倍增管探测闪烁光线。以下不再介
绍技术细节，但我们可以强调的是，这个联合方
法应该能够显著减少能量测量的不确定性。这项
技术变革意义重大，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
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IN2P3/CNRS)提出，
该研究所还负责相关电子读取装置的设计。这体
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
理研究所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优秀创新能力。此
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
理研究所还负责建造一个副探测器，专门用于捕
捉来自宇宙的μ介子，这个副探测器将放置在主探
测器上，可以识别宇宙射线穿过大气层产生的中
微子。这个副探测器循环利用了OPERA实验*的元
件，OPERA实验设立在意大利Gran Sasso实验室。

探测器项目

版权：Photothèque CNRS/IN2P3

  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将于2020年开始获得首
批实验数据。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微子物理学
历史，以及法中基础物理合作史的关键时刻，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
所的研究人员为自己积极参与此实验而骄傲。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IN2P3)积极参与的实验

项目项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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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邦大学(SU) /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
会(CSC)第一期博士奖学金项目圆满结束，19名博
士生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奖学金，
以完成2015-2016学年的论文答辩。目前，索邦大学现已启动2016年CSC / SU项目招生工作。

  第一步是收集来自索邦大学教研人员提交的论文题目提案。论文题目提案提交截止日为2015
年10月15日。今年项目课题提交和候选人申请程序专用页面为http://csc.sorbonne-universites.fr。
教研人员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来提交论文题目，中国学生可以在上面提交候选人申请；培养博士生
的学校领导可以在上面查看提交的课题并确认；中国学生可以就其中一个课题提交申请。

  该项目是加强索邦大学与其主要中国伙伴合作关系的重要手段，尤其支持联合培养博士生。

联系人：Cornelia MARIN 
cornelia.marin@sorbonne-universites.fr ; http://www.sorbonne-universites.fr/

法国索邦大学 /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
员会(CSC) 项目征集

  在法中合作框架下，法国国家科研署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旨在
资助创新合作项目，面向从学术性最强的项目到与企业合作开展的应用研究的所有科学学科和各
种研究。

2016年中法合作项目征集特别面向以下主题：
• 水域安全和汇水盆地治理

- 汇水盆地水循环及其全球变化应对
- 人类活动对汇水盆地水域安全的影响、减少污染和水域管理

• 绿色化学(再循环、再利用、减少污染、生物资源化学，二氧化碳转化)
• 材料(物理冶金)
• 能源资源节约型信息和通信技术

这些研究课题处于四大社会挑战背景下：
• 适度管理资源和适应气候变化
• 推动新型工业
• 信息通讯社会
• “其它知识”的挑战

提交提案
  各个国家的团队应当任命一个全国科学协调人。法中合作伙伴应当提交一个共同的科研计
划，并将计划分别提交给各自的出资机构，且需遵守各自机构关于申请的方法和格式、资格审
核、开始和截止日期的规定。

来源：法国驻中国大使馆
http://www.ambafrance-cn.org/Appel-a-projet-ANR-NFSC-jusqu-au-15-octobre-2015-pour

法国国家科研署/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ANR / NFSC)项目征集

  法中科学及应用基金会(简称FFCSA，隶属
科学院)每年均公开召集一批中国博士后。法中科
学及应用基金会奖学金支持的留学期限为18或24
个月，仅面向中国内地籍候选人。博士后候选生
要求：须于上一年12月底前通过科学论文答辩，
年龄不超过40周岁。

2016年项目征集和日程安排：http://www.ffcsa-club.org/fr/offres.html

法中科学及应用基金会(FFCSA)
2016年项目征集

协议协议

计划与协议

http://csc.sorbonne-universites.fr
mailto:cornelia.marin%40sorbonne-universites.fr?subject=
http://www.sorbonne-universites.fr/
http://www.ambafrance-cn.org/Appel-a-projet-ANR-NFSC-jusqu-au-15-octobre-2015-pour
http://www.ffcsa-club.org/fr/off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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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电影节
2016年度影片招募

招募报名已启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洛林大学联合组织
的第17届研究人员电影节将于2016年5月30日至
6月5日在法国Vandœuvre-lès-Nancy举办，本届电
影节设竞赛单元。

  研究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剧本编写、导演和
制作的电影，均可参加角逐。“将研究人员的日常
研究搬上荧幕，让人们认识了解此类电影”。提交
的电影应为法语，或者具有法文字幕。

获取更多信息：
研究人员电影节官网：
http://www.filmdechercheur.eu/
邮件：contact@filmdechercheur.eu

纪录片《沙漠星球》：现场拍摄照片(续)

绿色长城 / 照片版权：蒙娜丽莎制片公司库布齐沙漠 / 照片版权：蒙娜丽莎制片公司

《荒漠星球》试看网址：https://vimeo.com/130312253
纪录片共5集，每集片长52分钟，制作：Thierry Berrod

合作伙伴：蒙娜丽莎制片公司 / 法国ARTE电视台 / 法国研究与发展研究所(IRD)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影
音图像中心(CNRS Images) / 法国科学世界(Universcience) /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 蒙娜丽莎制
片公司.

  由蒙娜丽莎制片公司制作的系列纪录片《沙漠星球》，目前已开始了拍摄。纪录
片的第一集以中国为主题。如需了解关于此项目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期刊第17期(26-31页)“特别纪录”专栏《荒漠化、科学和纪录片，“
沙漠星球”系列片》一文。照片拍摄于中国沙漠(2015年4月)，由蒙娜丽莎制片公司与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于2015年4月拍摄中国荒漠照片合作拍摄，并由蒙娜丽莎制片公
司授权刊登(http://www.monalisa-prod.com)。

法语版预计将于2015年10月出版
感言：本书的撰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我在此特别感谢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团队、A. Lalo先生带领的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
局亚洲区工作团队、负责数据统计和处理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SAPPS部门，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所有驻华国际联合科研机构
的主任们。

李岚珩

2016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与中国科研合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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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圆桌会议 
(CPU)年报已出版，
内容包含大学重组
信息！

  大学校长圆桌会议刚刚出版了《2015开学
季》年报，这份材料面向所有读者，非常实用。
该年报包含134名成员的名字、联系方式以及实
用信息。

  大学校长圆桌会议涉及了法国境内所有的大
学、理工大学、国家理工学院、高等师范学院、
高等院校，以及大学团体等134所成员机构，其
校长或负责人，都已经编录在该年报中。在该年
报中还可以找到大学校长圆桌会议的办公地点，
理事会、主席或负责人相关情况，法国学校驻海
外负责人信息，以及大学校长圆桌会议的常设团
队信息。为了突出新的视觉识别，年报进行了改
版，同时还提供每所大学的学生数量。

  如需该材料，可发送电子邮件至以下地
址：communication@cpu.fr, 或者可到大学校长圆
桌会议办公地点申请，地址如下：103 boulevard 
Saint Michel。

mailto:contact%40filmdechercheur.eu?subject=
https://vimeo.com/130312253 
http://www.monalisa-pr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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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意大利合建的康科迪亚南极考察站(冰穹C) / 版权：Eoin Mac Donald / 法国保尔-埃米尔-
维克多极地研究所(IPEV)。详见文章第20页

图集

阿尔金山断层带上的一座已被挖掘的古地震断层墙，位于西藏。详见文章第26页。

“心宿二”(ANTARES)中微子水下望远镜的探测阵列
主题：天地物理、光学 / 版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图片库

Double Chooz实验的第二台探测器内壁上挂满的光电倍增管。
主题：亚原子物理学 / 版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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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SIA 研讨会
新加坡，2015年11月 4-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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