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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望“十三五”规划 :
法国在华科学研究迎来新机遇
近三个月以来，科技信息抢占了中国新闻的
头条。其中一项重大事件便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于3月16日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十三五”
规划确立了2016-2020年间的政策重心，创新与科
技史无前例地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有必要
在这个新闻上花些时间，因为中国的国际关系正
是围绕这个规划展开。
“十三五”规划特别强调：国家有意愿发展
覆盖整个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的研究。其中，重
点课题的范围相当广泛：宇宙进化、物质结构、
生命起源和脑科学。规划中还提出，推动跨学科
项目的开展，以打破中国科学界普遍存在的学
科壁垒。此外，中国科学技术部(MOST)表示，
将于2016年起启动6个重点科研项目，涉及领域
包括：航空发动机、极端环境下科学基础设施(
太空、深海、两极)、量子通讯和计算机、脑科
学、网络安全、空间探测。这六个重大项目是
对自2006年以来相继启动的16个项目的补充。
这些项目的资助金额将高达数十亿欧元。从整
体上说，到2020年，中国科研投入将由国内生
产总值的2.1%提高到2.5%，与之对应的是政府
每年6.5%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中国科
研人员由此所获得的资助金额也将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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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记录 p. 28-30
这一数值乍一看似乎难以置信。随着中国的
科技发展逐渐赶超美国，并成为在论文发表数量
和科研资金投入方面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时，中
国也会更加依赖与各国科研伙伴的国际合作。不
管是在培养青年研究人员，还是在新领域探索、
基础科学及跨学科研究所必须的创新和自由精神
上，法国都具备一定的科研专业能力和优势。法
国科研可以在中国发挥上述能力和优势，并在中
国走向科技强国的路上，成为其重要的合作伙
伴。《CNRS在中国》第22期中，介绍了众多双边
项目，我认为这些项目在这一点上也具有很好的
说服力。

阿尔塔什村位于叶尔羌河旁，该河流源于昆仑山，流入
塔克拉玛干沙漠内流水系盆地。

• 法科研中心在欧洲和全球的重要统计数据

计划与协议 p. 31-35

• 博士后奖学金项目招标 (CNRS-K.C. Wong)
• 法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合作

简讯 p. 36-39

• 《不屈不挠的蒙古人》
• CeSMeR国际研究团队启动会议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2016年科研合作
进展情况》中文版

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处通过与法国科研机
构，特别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及其中国代表
处的密切合作，致力于发挥上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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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zinedu-bureau-CNRS-en-Chine-version-chi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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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年度活动：科学盛宴 !

两名法国在华科研人员的亲述

“

《CNRS在中国》并不仅仅介绍一些项目，编辑团队还希望将话语权交给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和中国具有相关共性的法中科研人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经常接到一些即将到中国开展
长期科研工作人员的提问，下面两名科研人员的亲述可以使大家更好地了解作为外国科研人员在中国从
事科研工作所需面对的真实情况和挑战。法国国家科研研究中心研究人员D. Lavillette，目前借调于法国
外交与国际发展部(MAEDI)，与非正式编制研究员J. Scalbert在不同领域开展着研究工作。他们的职业目
标和经历不尽相同，但是从他们二人的亲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共性。毫无
疑问，对于那些即将前往中国的科研人员而言，这些共性非常有意义…

照片说明了一切 !
2016年3月22日，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在北京举办鸡
尾酒招待晚宴，宴请所有中方合作
伙伴，法国驻华大使顾山(GourdaultMontagne)先生为晚宴揭幕。来自云
南、新疆、黑龙江等中国各地的130多
名人士出席了活动。

“

第二届鸡尾酒晚宴有两个突出的特
点：两国联合研究机构(国际科研混合单
位、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研究团队)
的众多参与人员出席了活动，以及致力
于法中双边合作几十年的两名杰出科学
家：韩忠朝院士1和Christian Amatore院
士(详见第5页)也光临了晚宴。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D. Lavillette的经历

“

Dimitri Lavillette是上海巴斯德研究所(IPS)虫媒病毒研究组组长，致力于虫媒病毒的种间传播研究和
抗病毒的治疗发展。在抵达上海一年后，他和我们分享他的经历。

“

此次活动得到了四家企业的鼎力支
持：法国皮尔法伯集团(Pierre Fabre)、
法国上海韦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Vidon)、 法 国 索 尔 维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Solvay)以及中国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H&B)。

项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更多图片请查看图集，第55页)

“我的成长历程和典型研究人员一样。在里
昂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前往美国俄勒冈州波特
兰市继续博士后深造。当时我主要研究与艾滋病毒
同属一个族谱的病毒。2003年，我获得了在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的机会，并开始了对丙型肝炎
病毒长达十年的研究。自此，我致力于以蚊子为传
播途径的病毒研究，如基孔肯雅热病毒、登革热病
毒、以及近期的寨卡病毒。通过研究病毒进入细胞
的方式，开发疫苗并寻找治愈方法。

以上疾病在世界不同地域出现，受影响区域
呈增长之势，因此，中国对这些疾病越发重视。
目前，蚊子，特别是虎蚊是一种侵害性极强的物
种，也在全球蔓延。2014年，在中国南部，广州
登革热疫情引发4万多人感染。”

1

韩忠朝：天津血液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获取更多信息，请查阅《CNRS在中国》第19期，第4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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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始合作?
随着中国科学研究的飞速发展，科研项目质
量大幅提高，中国科研人员成为重要的对话伙
伴。在一些研究中，他们研发的生物设备更是必
不可少。除了在一些国际会议的场合，要想和中
国科研人员建立合作关系并非易事，因此我打算
来到中国和他们当面会晤。我报名参加了法国外
交与国际合作部 1科技处组织的活动，前往中国
出席研讨会。当时，上海巴斯德研究所(IPS/CAS)2
在招聘外国研究人员，他们对我的科研经历很感
兴趣。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向我提议，成立一个实
验室，并全权负责实地管理。经过慎重考虑，特
别是与我的妻子和孩子商量之后，我接受了这个
机会和这份工作，并以国际技术专家(ETI) 的身份
开展研究项目。科学地讲，我当时感到有些不稳
定，尽管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到外交与国际
发展部的借调为我提供了所有的身份保证，但这
次搬家还是需要我付出极大的努力。
我在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从事的研究
中国在科研方面拥有众多成功的手段。总体
来说，中国新建筑的建设数量要远高于欧洲，科
研潜力因而有所提升。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基础

团队成立一年后的合影，团队成员由中国人、印度人和
法国人组成。其中，两名法国在读博士生列入里昂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培养计划。

设施是近些年新建的(2013年建成使用)。这些现
代化建筑为我的致病病毒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
保障。在中国，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和大学生的
收入相对较低。对于雇员来说，这是个劣势，但
是这也同时意味着可以快速扩张团队成员的数
量，提高科研活力。资金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
在法国，法国国家科研署(ANR)的年度项目征募
是主要的资金来源，而在中国，众多机构都可
以为科研项目提供资金，例如中国科学技术部
(MOST)、中国卫生部生物学研究项目，中国科学
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是其下属研究所之一)。

还需强调的是，在我的案例中，上海市政府
也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方。上海是一个大都
市，它在资助科技发展方面，也尤为大方。与中
国相比，法国那些大区和城市规模都不算大，他
们提供的资助也显得非常有限。虽然项目申请金
额比法国低，但是来源渠道确实多样，通常，中
国的实验室拥有更多的资金。相比之下，高质量
试剂价格却很高。对欧美试剂征收的进口税，令
成本大幅提高，而且这些产品的运输周期有时会
非常漫长，因此必须最大限度、提前做好产品供
给计划。此外，生物设备的进口也有诸多困难，
而且周期漫长，对于某些研究，特别是开展国际
合作而言，这是个巨大的阻力。
此外，中国的国际开放程度仍然有限。上海
巴斯德研究所是该领域的先驱，在其280名人员
中，包括美籍华人在内的外籍人员数量已达十余
人。上海在科学研究方面，是一座具有吸引力的
城市：这里也接收了很多欧美研究人员。上海的
科技竞争也非常激烈。每周，科研单位 3都有两
至三名外国学者前来做讲座。此外，中国的英文
水平也快速提升，中国硕士研究生的英语基础扎
实，英式发音近乎完美。几乎所有的研讨会都用
英语进行，许多实验室的会议语言也为英语。在
这里，科研人员的互动和对科学界的关注要远远
高于我所了解的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活跃性与手
机应用(微信群)和科技社交网络的广泛使用密不可
分。即使多数情况下是用中文进行信息交流，但
是我还是成功地融入到这个活跃的科研环境中。

一名在读印度博士生，获得了巴斯德研究所国际网络的
卡尔梅特-耶尔森(Calmette-Yersin)基金资助，从事登革热
病毒研究。

“作为一名法国研究人员，一些初级(博士
后)和资深科研人员向我提出了合作研究意向。一
些学生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希望了解另
一种管理方式，即与国际环境接轨。他们把这些
当做是学习之外的另一项挑战。我也在继续寻找
我和其他同事的不同之处，也许一到两年之后我
会有更加充实的答案。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是巴斯
德研究所的一员，在与国外实验室(南美洲、非
洲、南亚，特别是柬埔寨、越南、香港和韩国)交
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团队合影
1

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科技处(法国驻华大使馆)。
http://www.shanghaipasteur.cas.cn/

项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我希望推动国际合作，长远而言，先建立一
个国际联合实验室(LIA)，随后发展为一个由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巴斯德研究所共同参与的国
际科研混合单位(UMI)是必经之路。这些组织的建
立能够促进法中机构在研究人员和学生方面的交
流合作。”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已成立十一余年，它于2013年迁至一
栋10层高的新建筑。

3

科研单位名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SIBS) http://www.sibs.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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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兴科技公司工作，
面临的科学机遇与挑战
撰文：Julien Scalbert1
一家从事清洁能源研究的化学研究所在北京成立
表面催化国际实验室(SynCat@Beijing)：在
这个神秘的名字背后，一家致力于清洁燃料合
成及可持续能源理论及应用研究的研究所悄然成
立。该项目由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2(Synfuels
China Ltd)发 起 ， 该 公 司 在 费 托 合 成 3 (FischerTropsch)领域，特别是煤的液态转化技术方面享
誉国内外。这家新成立的研究所将煤炭的清洁转
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并非偶然。

费托合成领域的知名专家Hans Niemantsverdriet
教 授 目 前 是 表 面 催 化 国 际 实 验 室 (SynCat)的
科技负责人，他和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总经理李永旺教授共同开展研究工
作。而我与中国的渊源始于2014年10月。当时
Hans Niemantsverdriet教授联系到我，邀请我加入
到该实验室的筹建团队之中。几天之后，我接到
一个前往怀柔参加专业研讨会的邀请，这个北京
北部区县也正是我们研究所在建大楼的所在地。

项目

在获得前往中国所需的各种繁杂材料后，我
终于来到了怀柔，并投身于研究所的创建。在我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至少由7所实验室组成，
研究领域覆盖材料合成、同质催化、异质催化、
光谱学、光催化、表面科学、电子显微镜。此
外，还有一家与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
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理论化学研究单位，以及一家
与某荷兰研究所有合作关系的新型电催化研究单
位参与其中。
方法和技术
这些实验室配有最新的专业研究设备，其三
大基础研究方向为：合成天然气转换为碳氢燃料
和高附加值产品，氢生成以及空气污染的治理。

联合研究工作
一支背景不同、却对科研事业有着同样热情
的青年科研团队，投身到这个国际研究所的建设
与发展之中。作为这个20余人的创始团队中唯一
的法国人、唯一会法语的人，能够与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季刊读者分享我这段丰富、精彩的历
程，我感到很荣幸，同时希望，我们的研究概念
和科研项目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SynCat Beijing大楼

那个时候，我正在法国积极寻找一份研发项目负
责人的长期工作合同(CDI)，但这个不同寻常的
研究项目激起了我的兴趣。参与该项目将要应对
的种种挑战，远远超出我对稳定生活的考虑。显
然，背井离乡意味着巨大的个人牺牲，但是到中国
工作也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这个伟大国家的机会。
同时，可以了解它的文化，进而更好地认识这个国
家，并且参与到这个经济大国走向世界一流科研强
国的过程之中，见证其在综合科学研究，特别是可
替代和可持续能源研究领域所付出的努力。

联系方式: julien.scalbert@synfuelschina.com.cn (个人简介请参看第14页)
Synfuels China是一家私营企业，股东由多人构成(一家煤矿企业持有约40%的股份，中国科学院持有20%的股份，
剩余股份由创始人持有)。人员数量 : 总计500人，其中研发人员160名，博士20名，硕士45名。作为一家基础研
究所，SynCat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且与中国学院科研机构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人员数量：23名)。
3
费托合成是煤间接液化技术之一，可简称为FT反应，它以合成气(CO 和H2)为原料在催化剂(主要是铁系)和适当反
应条件下合成以石蜡烃为主的液体燃料的工艺过程。

围绕这三大研究方向，多个跨学科项目相继
展开，其指导方针是成立由不同公司、不同领域
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开展协同合作，在
更加广泛的化学领域内从事科研活动。围绕钙
钛矿类材料，我们开启了一个大规模研究项目，
经过理论计算、合成、精细分析、终极验证，在
一些已定的应用中，发现了某些具有潜力的混合
物，可以作为水的电催化及其它不同异质催化反
应的催化剂。

表面科学研究设备

http://www.syncatbeijing.com/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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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式电子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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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我们研究所进行的另一个重大项目是提出并
发展研究方法，旨在分析模型催化剂和实际催化
剂之间的联系。这个研究方法可以归纳为三个步
骤：确定大小和形态的纳米粒子的控制合成；将
其放在2D支架上，利用穿透式电子显微镜观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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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反应中的变化；最后，将其放置于3D支架
上，以获取详细的催化数据，并研究确定其材料
内在物理化学特性和催化特性之间的关系。初步
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铁费托合成技术中，
铁触媒的凝聚机制(正在准备发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项目

与香港科研机构合作的国际联合实验室
项目核心：VariAMU - 语言变异研究
撰文：Laurent Prévot1 和Julie Abbou

“

“在中国生活，并非如大家所想，一天工作二十小时，每周工作七天！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这里的工作节奏和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作
节奏几乎无异。结束了一天充实的工作，晚上，我和同事、朋友们在《Face
to face》俱乐部欢聚一堂，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是我们的同事-压电材料专家
Yanbin。在这里，还可以通过学习功夫、瑜伽和汉语，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
国。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通过组织英语课、法语课、西班牙语课、音乐
节、美食节等跨越语言障碍的活动，还可以和大家分享各自国家的文化。”

“

Julien Scalbert是一名化学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纳米材料合成、红外光谱学和异质催化。在
Frédéric Meunier的指导下，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ENSICAEN/诺曼底卡昂大学的一家科研
混合单位完成博士论文，他极富创新地引入了in situ和operando红外光谱法，对多个化学反应机
制进行了阐述，并总结了性能最优的催化剂。2015年，他成为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Synfuels
China)的一员，并参与了一家国际研究所的创建，在他擅长的清洁、可持续能源领域4开展研究。
此外，他还同时负责多个基础和应用研究项目。

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和法国语音与语言研究实验室(7309号科研混合单位)合作历史悠久，内容深
入，VariAMU项目即是该合作框架下的合作成果之一。这不是一个新的语言项目，而是双方深入合作的
见证，并且有可能促成一所新的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建立。

语言自动处理(TAL)，临床语言学和实验语
言学为人类语言功能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该
领域，具备对两门截然不同的语言，例如汉语和
法语，进行对比分析的能力，意味着拥有一个强
有力的优势。语言变异的产生也许和能力水平
有关，也许和语言疾病有关，或者和不同的语境

有关，不管是什么原因，语言变异目前已经成为
基础语言学(如何调整传统的语言结构建模中的
变异)和应用语言学的重点关注方向。在语言自
动处理领域，这些变异的存在则意味着特别的挑
战，它们是临床研究和语言学习中范例的重要组
成部分。

Julien Scalbert

参考书目: J. Scalbert，从生物量中提取混合物用于催化反应研究及其最新进展，博士论文，卡昂大学(2012)。
J. Scalbert，C. Daniel，Y. Schuurman，C. Thomas，F.C. Meunier，Rational Design of a CO2-Resistant Toluene Hydrogenation Catalyst Based on FT-IR Spectroscopy Studies，催化学报318期(2014) 61–66。
J. Scalbert，F. Thibault-Starzyk，R. Jacquot，D. Morvan，F.C. Meunier，Ethanol condensation to butanol at high temperatures over a basic heterogeneous catalyst: how relevant is acetaldehyde self-aldolization?，催化学报311期(2014)
28–32。
4

10

7309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艾克斯-马赛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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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C Procore)计划的资助]， 这款新软件可以对粤
语进行批注和划分3。同时，也推出了一款语料库
索引“Variamu Corpora Repository”，帮助寻找
可用资源，辨别语料需求。
语言学与语音学
“语言学与语音学”方向汇集了理论语言学
领域的研究。该方向的研究人员，通过比较法，
研究法语、英语、粤语和汉语的语言结构变异。
除了这些基础研究，Christine Meunier(法国语音
与语言研究实验室)和YAO Yao(香港理工大学)进行
的法语和英语对话中元音变化的研究，以及法语
和汉语相互作用的研究4。
SPPAS：一款新型软件，可以对粤语进行批注和划分

开展“Variation in Action : A Multilingual
Approach”(VariAMU)国际项目，旨在通过跨语种
视角分析上述变异。由Laurent Prévot教授和香港
理工大学的黄居仁教授牵头的VariAMU项目，其
成员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的互补性有利于
从不同维度对语言变异进行分析。
该项目所有合作机构、法国语音与语言实验
室、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均处各地重要的文
化中心，多种语言和方言交替使用，自2014年以
来，上述机构齐心协力，联合开展研究工作，寻
找问题的答案。
VariAMU项目获得了A*MIDEX未来投资基金
的资助，共有项目参与人员30余名，包括研究人
员、教师-研究员、博士生、博士后等，汇集了语
言变异研究方面，专业方向各有侧重的众多国际
专家。

语言病理学

工具、资源和研究方法的共享
除了个人之间的合作，VariAMU项目也展现
出极大的活力，例如在香港和法国艾克斯地区定
期轮流召开视频研讨会，发行研究手册2，介绍项
目的最新进展。人员交流和科研出访为项目成员
提供了搜集素材、深入研究的机会，同时也巩固
了合作大学之间的联系。

了首个言语矫正硕士专业。除此之外，项目成员
开创了先进的病理比较法，例如对诵读困难或帕
金森进行对比分析。
此外，“双语帕金森病人的语言能力”研究
项目5(Speech in Bilingual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注
重加强与其它国际项目的合作联系，如以巴西、
葡萄牙和澳门的病人为研究对象的FraLusoPark项
目(由法国语音与语言研究实验室Serge Pinto教授
指导)。该项目的开展，加深了我们对帕金森导致
语言变异的认知。通过高校间开展的研究合作，
成功举办了语言矫正培训研讨会。在为期一周的
研讨会中，来自香港和法国艾克斯地区的研究人
员，为香港理工大学言语矫正硕士专业的学生进
行了授课培训。
两年间，该项目联合举办了众多丰富多彩的
科研活动，并且在推动个人、机构间合作方面，
成功占据了一席之地。今天，合作仍在继续开
展，并且倾向于建立一个无围墙的实验室。

法国艾克斯地区、香港和澳门的研究中心通过
分享各自的研究工具、语料库及其平台，建立了语
言变异，以及广义语言现象的新型比较研究法。考
虑到造成语言变异的不同原因，以多语种形式被建
立的多重模态语料库，以及开发出的计算模型，致
力于对不同语言的运行进行自动分析研究。
目前，该项目围绕三大方向展开：(1)自然语
言自动处理；(2)语言学和语音学；(3)临床语言学
和语言教学法。

合作

语言技术

法国艾克斯地区、香港和澳门在语言学方面
的合作: 时间见证其活力

目前，针对语言研究的信息技术开发已经
相当普遍，但是这些研究开发通常局限于一些
特定领域。VariAMU项目的语言学技术团队致力
于开发能够涵盖不同层次变异的新型工具和模
型。该领域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即“SPPAS for
Cantonese”项目[它目前获得了休伯特·居里安

该项目是欧盟2010-2015 Erasmus Mundus MULTI
(Multingu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计划中，不同
科研机构合作的延续，由艾克斯-马赛大学及其亚
洲合作伙伴联合开展。

语言功能减退变异能够更新人们对病理言语
的概念化。临床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语言
变异和病人本身的变异，对上述变异的研究无疑
将成为该学科所需面临的重要挑战。艾克斯地区
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享有盛名，香港理工大学开设

项目

香港召开的工作会议

Brigitte Bigi(法国语音与语言研究实验室，LPL)，Roxana Fung (香港理工大学)。
Laurent Prévot (法国语音与语言研究实验室)和YAO Yao (香港理工大学)。
5
Serge Pinto (法国语音与语言研究实验室)、Angel Chan(香港理工大学)及Ana Nunes(澳门大学)。
3
4

http://variamu.hypotheses.or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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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能工艺与光谱学领域核磁共振
(RMN)的法中合作

项目

图1：里尔的核磁共振光谱研究平台
配备有一台800MHz(a)和一台900MHz
的 核 磁 共 振 光 谱 仪 (b)。 (c)通 过 17 O(
蓝色和红色信号)分布于400、800和
1200MHz核磁共振光谱仪模拟出17O核
磁共振光谱(黑色)。该图显示了核磁
共振光谱仪的分辨率如何随着磁场强
度的提高而变化。

撰文：Frédérique Pourpoint、Julien Trébosc、Jean-Paul Amoureux和Olivier Lafon

“

经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筛选批准，清洁工艺技术与固体核磁共振
光谱研究成功入选新一批的合作交流项目(PRC)。8181号科研混合单位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
所保持密切合作，同时它也是上海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E2P2L，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索尔
维投资有限公司)在法国对应的接待单位。

“

在当今的化学工业中，催化剂无处不在，因
为约80%的工艺中至少有一个催化反应。催化剂
能够加快化学反应，优化选择性，提高产率。催
化工艺可应用于能量使用中的分子制备(提炼…)、
化学复合物的合成或者污染的消除。因此，催化
作用是可持续发展中一项重要的技术，它不仅能
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同时也能降低废弃物
的形成。
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 1(UCCS，8181
号科研混合单位)位于阿斯克新城的里尔大学校园
内，它是法国从事高效节能催化工艺研究的主要
研究单位之一。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生物量
的能源再利用、环保型碳氢燃料的开发生产、以
及环保兼容材料的合成。
该单位拥有一流技术和设备，能够详细分析
催化剂的特性，从而推动了研究的开展。实际
上，由于对催化剂结构缺乏足够的认知，往往限
制了催化剂性能的合理提高。催化作用与固体
化学研究单位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强磁场
核磁共振光谱研究的基础机构 2之一，实验室配
备有800MHz和900MHz核磁共振光谱仪，用于固
体和液体研究。这些光谱仪的磁铁采用了低温
超导线，能够产生稳定的强磁场：800MHz核磁

共振光谱仪的B0=18.8T，900MHz核磁共振光谱仪
B0=21.1T。因此，这些核磁共振仪器的磁铁磁场
强度达到法国中部地区地球磁场的近50万倍(47
μT)。
2014年，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和里
尔大学被选中，将配备一台1200MHz(B0=28.2 T)的
核磁共振光谱仪，用于固体和液体研究。这台光
谱仪将于2019年安装，到时候它将成为世界六大
同类型的设备之一，同时也是法国首个核磁共振
光谱仪。此外，该设备的特殊之处在于，既可以
进行材料研究，也能进行生物分子研究。该光谱
仪的灵敏性，无与伦比的分辨率(参看图1)可以帮
助我们获得关于异质催化剂表面的宝贵信息。为
了达到这样高的分辨率，新型光谱仪的磁铁采用
了结合高温和低温双超导线。
在催化研究领域，该单位与中国科研机构建
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
品生产国，并且是化学领域科技论文发表最多的
国家3。此外，中国越来越重视对可持续发展的投
资。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再次重申了这一方
向。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与中国科研机
构的主要合作机构请参考图2。

8181号科研混合单位(UCCS：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里尔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里尔国立高等
化学学院
2
(IR-RMN THC，3050号研究联盟，http://www.ir-rmn.fr/en/)
3
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search Innov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Country and regional scientific production profiles,
Luxembourg: Publicat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3.

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是绿色产品与
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4(E2P2L，3464号国际科研混
合单位)在法国对应的接待单位，E2P2L实验室位
于上海索尔维研发中心。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
究单位还与四川大学合作开展二氧化碳催化再利
用技术研究，与云南大学合作开展以催化剂促进
双氢生成研究，与深圳大学联合开展聚合反应研
究，与哈尔滨理工大学开展水处理加氢精炼催化
技术在石油层净化中的应用研究，并获得蔡元培
计划(PHC)支持。

该单位与中国固体核磁共振光谱学研究领域的
其他团队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在中国政府千人计
划框架下，该单位的荣誉教授Jean-Paul Amoureux
先生，以外国科技专家身份入驻华东师范大学。催
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合作
不断深化，自2010年以来，经阅读评审委员会，在
杂志上联合发表科研文章达28篇。

1

14

4

除了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它的合作伙伴还包括：里尔大学、华东师范大学(ECNU)、复
旦大学、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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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化学研究单位研发的新型核磁共振方法可以
帮助中科院武汉物理与化学研究所获得更多关于
沸石结构方面的信息。核磁共振二维(2D)实验可
用于四极核周边区域的探测，如 27Al或 11B，同时
也能帮助更好地理解沸石 去铝化机制7，或者光
催化剂中硼掺杂剂的局部结构8。高级核磁共振序
列也被应用于沸石活性分布和试剂或产品9相互作
用的探测(参看图3)，同时观测氧化铝γ10中27Al-17O
的关系。自2008年以来，双方的联合研究工作共
促成了18篇科研文章发表于阅读评审委员会杂志
之上。

图2：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在中国的合作机构分布

此外，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也与中
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WIPM)磁共振中心 5
建立了合作。双方研究的互补性为这一合作带来
了诸多益处。该单位在研发新方法，进行强磁场
固体核磁共振研究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同时，在运用动态核偏振技术6分析无机混合材料
的特性方面，它也是翘楚之一，这一技术可以极
大地提高核磁共振的灵敏性。而中科院武汉物理
与数学研究所，在利用核磁共振分析沸石特性方
面，得到了业界认可。沸石是一种异质催化剂，
被广泛应用于众多工业处理技术中。催化作用与

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与中科院武
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通过定期互派交换生和研
究员开展合作，在2007年至2010年间，双方联
合培养博士生一名。WANG Qiang博士毕业后被
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录用，任助教一
职。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两名研究
人员，CHEN Lei博士和LI Shenhui博士，分别于
2009年和2013年在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
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交流。同时，2005至2016
年间，该单位的两名教授Jean-Paul Amoureux和
Olivier Lafon，多次到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
究所进行交流访问。其中，2015年，Olivier Lafon
教授获得“中国科学院与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
奖学金计划” 11的资助，应邀来到中国科学院武
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交流访
问。两个机构分别于2006年和2010年合作举办了
首届和第二届法中固体核磁共振光谱研究研讨会
(参看图片4)。

“National Center for Magnetic Resonanc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gnetic Resonance”,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IPM).
6
“动态核偏振”(DNP，Dynamic Nuclear Polarization)
7
Yu, Z.; Zheng, A.; Wang, Q.; Chen, L.; Xu, J.; Amoureux, J.-P.; Deng, F. Angew. Chem. Int. Ed. 2010, 49, 8657–8661
8
Feng, N.; Wang, Q.; Zheng, A.; Zhang, Z.; Fan, J.; Liu, S.; Amoureux, J.-P.; Deng, F. J. Am. Chem. Soc. 2013, 135, 1607–1616
9
Li, S.; Pourpoint, F.; Trébosc, J.; Zhou, L.; Lafon, O.; Shen, M.; Zheng, A.; Wang, Q.; Amoureux, J.-P.; Deng, F. J. Phys. Chem.
Lett. 2014, 5, 3068–3072.
10
Wang, Q.; Li, Y.; Trébosc, J.; Lafon, O.; Xu, J. ; Hu, B. ; Feng, N. ; Chen, Q. ; Amoureux, J.-P.; Deng, F. J. Chem. Phys. 2015,
132, 094201
11
中国科学院与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奖学金计划(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ident’s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图3：(a)通过量子化学计算得出的丙酮吸附在HY沸石的质子酸部位的几何图形；(b-c)固体核磁共振光谱测
量能够确定其结构(a)，同时测算出丙酮13C与沸石活性部位27Al之间的距离。

在此背景下，上述两个机构的合作交流项
目，于2016年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
国国家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批准立项。该项
目旨在通过固体核磁共振光谱研究，分析高效节
能催化工艺的反应机制：(i)合成气体(可以从生物
量中生成的CO、CO2和H2混合物)转化为甲醇，(ii)
甲醇转换为不同的碳氢化合物(链烯、支链烷、芳
香族化合物)。上述转化中，催化机制如何运作，
至今仍然是个谜团。在该项目中，我们希望通过
固体核磁共振光谱研究，弄清楚成熟反应媒介的
性质及其与催化剂活性分布的相互作用。为了达

成这一目标，我们采用了先进的固体核磁共振方
法，例如其中包括DNP、准氢和强磁场技术。该
项目如上所述，正是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
位与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通力合作，
并将得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合作交流项目的资助。法中双方计
划将于2018年举办下一届法中固体核磁共振研究
研讨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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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10年，法国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和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在武汉，举办了第二届法中固
体核磁共振光谱研究研讨会，上图为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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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大陆气候：穿越时间的旅行
撰文：Gilles Ramstein

“

Gilles Ramstein是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的一名气象学家。通过对地球气候的回顾，他将带领我们
感受一场史前旅行，帮助我们了解4000万年前，山脉隆起、海面消失和大气中CO2浓度骤降，对亚洲气
候造成的影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碳的含量降到足够低，是冰川时期形成的另一个
条件。然而，正是在冰川期之前的石炭-二叠纪时
期，大片陆地位于热带地区，此处降雨丰富，有利
于碳在陆地的埋藏。这一时期对于煤炭、石油等化
石燃料的形成非常重要，石炭纪因此得名。
碳从大气中脱离的现象从长远看降低了二氧
化碳的比重。在以上两个背景下，冈瓦纳古陆向
两极漂移，二氧化碳含量低，在石炭纪末、二叠
纪初，2.7亿年前至3.2亿年前，地球经历了一个神
奇、漫长的冰川时期。之后，冈瓦纳古陆将向中
纬度漂移，并逐渐分离，同时也不再具备冰盖延
续的条件。即使1亿年前，南极洲最终抵达南极，
也不会有任何冰盖保留下来。因为这个时期不满
足第二个条件，二氧化碳的浓度很高，在温室效
应的影响下，夏季气温很高，冬季的降雪无法保
存。二氧化碳的降低，地球再次变冷还需要等待
很久很久。因此，3400万年前，南极冰盖才开始
形成。而格陵兰岛冰盖，则需追溯到270万年前，
因为格陵兰岛并不完全在极地之内，要使二氧化
碳含量降低到结冰所需温度，还需要很长时间。

“

骤然降温

上图为3.2亿年前大陆和海洋的分布示意图，当时主要的大陆都集中在南半球、南极附近，这片
大陆被称为冈瓦纳古陆。

气候、CO2和冰盖的演变
从地质学角度来看，地球上的整体气候是温暖
的。这与我们通常的认知相悖，在我们的蓝色星球
上，并没有冰盖的存在。虽然目前在地球的南北两
个半球各有一个非常不对称的冰盖，这种情况在地
球的历史上依旧很罕见。在南极，南极大陆被冰盖
覆盖，它的体积可提升海平面约60多米。北极被海
洋覆盖，冰盖位于极地附近的格陵兰岛，它的体积
可提升海平面约6米，但是这些冰盖的成长始于近
代。南极冰盖形成于始新世末期，渐新世初期，约
3400万年前，而格陵兰冰盖则形成于270万年前的
上新世末期，相对较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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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之前，例如恐龙生存的中生代，也
就是我们所谓的侏罗纪、三叠纪、白垩纪时期，
是什么情况呢？2.5亿年前至6500万年前，在恐龙
生活的整个时期，几乎没有冰盖的存在。为什么
呢？因为冰盖的形成需要两个基本条件：首先，
大陆得位于极地或者接近极地地区；其次，温室
气体的含量得足够低，即使在夏季，冬季的积雪
也不会融化，从而堆积成冰。
因此，地球大部分时间都是温暖的。地球上
重大的冰川时期需要追溯到3亿年前的石炭-二叠
纪。当时，一片巨大的陆地-冈瓦纳古陆位于南极
地区。但这并不足以形成冰川时期，大气中二氧化

上述冰川时期，开始于距今3.2亿年前一直
持续到2.7亿年前，冈瓦纳古陆部分地区被冰层
覆盖。目前，我们还能在南美洲、非洲、澳大利
亚以及印度次大陆找到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带有
擦痕的岩石。这些大陆最终将会分开，走上独立
之路，但是，在2.7亿年前至3.4亿年前，南极冰
盖形成时期，地球上的气候仍然温暖。始新世末
期，也就是4000万年前，这一温暖的气候发生巨
变。不仅温度急转直下，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
也骤然下跌。4000万年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
量约为1200 ppmv1(一百万体积单位中的含量)，
到第三纪末期，约300万年前，它的含量跌到了
280 ppmv，和工业革命前的数值相当。在这两个
时期之间，除了在距今1700万年至1500万年前，
气候出现短暂回暖，整体气候仍然在走下坡路。
印度板块可能是漂移最远的板块。距今2.5亿
年至5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将马达加斯加岛留在离
非洲大陆不远的海面上，接着向亚洲大陆俯冲过
去，形成了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山脉。大约一个世纪
前，Alfred Wegener提出，板块漂移改变了气候面
貌。但是，有两点他没有弄清楚，一个是地形和山
脉的重要性，另一个是与二氧化碳的相互作用。
1

一百万体积中含一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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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es
Ramstein
Gilles Ramstein是 一
名研究主任。他和著名
的 Jean Jouzel教 授 在 巴
黎近郊的巴黎萨克雷大学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
室共事。在实验室中，通过超级计算机和数学
公式，他试图还原地球上的气候过程。
“他所讲述的仿佛是一则冷暖交织的
预言故事。太阳、大陆变换，地势变迁，
轨道变化组成了故事的主节拍。但是近几
十年来，人类打破了这一46亿年前建立的平
衡。Gilles Ramstein对地球的未来不担心,因为
它已经历过太多的沧海桑田，他担心的是人类
也许不能重新回到原点。”
Gilles Ramstein是一个充满激情、学识渊博
的人。
摘录于2015年9月13日星期日
France inter电台的一档节目：
气象学家Gilles Ramstein
推介：《穿越地球气候之旅》
(出版社：O. Jacob)

青藏高原的隆起以及缓慢向北漂移将彻底改
变东南亚地区的气候。在碰撞之前，大气的流动
具有典型的区域性，即按照纬度带流动。但是青
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将从根本上打乱这个
格局。它们首先单纯地起到屏障的作用，阻挡风
的进入，其次也加剧了亚洲季风的强度。在始新
世，季风已经存在，但是在印度板块和亚洲大陆
的碰撞之后，受到地质构造的影响，季风的位置
和强度都将发生改变。一方面，隆起部分原本位
于热带地区(北纬20°)，而现在山脉已经漂移到亚热
带地区(位于北纬30°至40°)。另一方面，这些高大
的山脉将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改变碳循环。首先，
降雨量将会增大，硅酸盐岩石的侵蚀也会加剧，
从而能捕获大气中更多的CO2。此外，孟加拉湾的
溪流更加充沛，从而有利于碳的隐藏。这两个现
象最终会降低空气中的CO2比重，对地球气候变冷
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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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海洋的消失和巨大山脉的隆起如何促成了季风
气候的形成?
在全球变冷的整体环境下，青藏高原和喜马
拉雅山的隆起将改变区域气候走向。
5500万年前的始新世，当印度次大陆与亚
洲大陆发生碰撞时，全球气候是温暖的，但是现
在的环境和当时的环境非常不同。首先，大气中
的CO2浓度为1200 ppmv；其次，地球上没有冰盖
的存在；再次，在始新世，一片巨大的陆缘海覆
盖整个欧洲大陆东部和亚洲大陆的西部，即：准
提特斯海。这片海域不断退化，并最终于700万
年前消失，仅留下一些小面积的残迹，如里海、
地中海。这片巨大的海域，能起到调节气候的作
用，冬天因此会更加温暖，夏季不会那么炎热。
随着它的退化，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季节将更加分
明，而在非洲地区，撒哈拉沙漠将扩张。长久以
来，人们认为亚洲季风与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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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拔有关。但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IGG)、中科院北京大气物理研究所(IAP)2以及
法国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LSCE)、巴黎地球物
理学院(IPGP)3的近期研究显示，海拔并非唯一因
素。首先，准提特斯海的退化同样也改变了季风
的强度和位置。其次，印度板块俯冲挤压亚洲大
陆，引发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向北移动，使得
原本地处热带地区的山脉，变为亚热带。对这些
因素，如板块向北漂移、青藏高原的隆起、准提
特斯海的退化，进行综合考量，能够更好地了解
东南亚地区的气候变化过程，分析它的气候如何
从受纬度区域主导，变为受季风主导。
透过中国内陆大规模的戈壁，以及印度、东
南亚季风，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巨大的地质变
化造就了当今的气候，而且它们已经成为地球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史前考古：中国东北地区MAFNEC考古团
撰文：Pauline Sebillaud

“

大家对Corinne Debaine-Francfort在新疆的中法联合考古团都不陌生，但是有没有人知道Pauline
Sebillaud与吉林大学也在吉林省开展考古发掘？下面这篇文章对她的工作及“MAFNEC”项目都做了介
绍。她的工作和MAFNEC项目不仅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也表示将对这个双边考
古项目予以支持。对外国研究员来说，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本就不是一件易事，作为一名讲中文的考古
学家，Pauline Sebillaud的这个项目显得更加突出。

Pauline Sebillaud
Pauline Sebillaud1是
一名考古学家，专注研
究中国古代居民和聚落
分布，她的研究还涉及
空间的长期活力及建筑
的外形变化。
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从新石器时代向
青铜器时代过渡时期(约公元前2500-1050年)，
中国中原地区聚落分布研究》，这篇论文是
由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和吉林大学联合指
导。博士毕业后，她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2的一名研究员，并兼任吉林大学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的教师。

相反，这一温暖的时期更适合分离后的大陆。南极洲，虽然位于极地，但是它的大陆边缘地区却覆盖
有植被和森林。直到3400万年前，二氧化碳浓度经历了缓慢的降低，并最终促成了冰盖的形成。

2

中国科学院(CAS)两所研究所积极参与法中双边合作项目，特别是通过法国国家研究中心“中法季风、海洋与气
候国际联合实验室(Monocl)”，以及“中法生物矿化和纳米结构联合实验室(BioMNSL)”开展研究工作。
3
7154号科研混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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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参与过众多田野考古项目(考古勘察和
发掘)，足迹遍布不同的省份，其中包括河南
(安阳)，特别是东北地区：内蒙古(青铜器时
代克什克腾旗铜矿研究)、辽宁(新石器时代
大凌河流域的聚落分布研究)，以及吉林从新
石器时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各个年代的遗址。
她还参与了众多考古项目，如中国东北地区
最古老瓷窑的发掘、青铜器时期某墓地的发
掘(后套木嘎遗址)以及中国首个中世纪盐田
作坊的发掘(尹家窑堡，图1-3)，明朝某城市
遗址的研究(辉发古城)，清朝末期一处墓地
的研究(库金堆古城)等等。

2007年以来，P. Sebillaud参与了吉林大学边
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多个考古项目，同时，她也是
吉林省田野考古实践与遗址保护研究基地的成
员。该基地是国家文物局领导下，两家国家级的
田野考古新型技术培训基地之一。自2011年以
来，她为基地的众多学生和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
人员提供了培训，介绍如何在考古记录中使用
数据库、如何使用地形测量技术(全站仪，RTK，
AutoCad，参见图4)，以及3D测绘技术(摄影测量
法)。她与东北地区的考古界人士及文化主管机构
建立了长期的联系网。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个人网页：Pauline Sebillaud
东亚文化研究中心(8155号科研混合单位)，
http://www.crcao.fr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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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吉林省大安市新荒泡西南湖畔尹家窝堡遗址中世纪土盐制作作坊(盐碱土壤)

法国驻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团(MAFNEC)由来自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4和法国国立预防性考古研
究院(INRAP)的资深研究员、青年考古学家以及博
士生组成。该项目旨在对长山遗址进行多学科研
究，属于边缘地区考古研究。吉林省位于东北亚
的中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陶瓷制品和新石器时
代复杂过程的发源地：农业和畜牧业的缺失、季
节性聚落、以渔业和狩猎为主的经济等等...技术
的进步、对新石器时代的适应，例如东北地区农
业起步相对较晚、畜牧业的发展等课题吸引了全
球专业人士的关注。该地区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是
待研究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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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尹家窝堡遗址中世纪土盐制作作坊出土的釉面砂
岩碎片

本项目研究区域位于东辽河的中游(Dongliao)，
西辽河(Xiliao)和东辽河(Dongliao)(图5)交汇处的东
部。这个区域是三个地域(东部是大黑山、西部
是科尔沁沙漠、北部是长春平原)，三个省份(吉
林、内蒙古和辽宁)的环境与文化的交汇处，以及
多个考古文化的汇集点。因为近代大规模的砍伐
和密集的农业生产，这片黑色沙地(phénozèmes)
被严重侵蚀。

图5：长山遗址在东北亚的相对位置图

吉林省的西南部是一个文化交融，且尚不为人知的地带，要
想对这个地区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国际学术界团结协作。本项目
主要研究新石器时代过程和新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过渡的动
力。在中国，格局的形成是个鲜少涉及的课题，但同时也是本次
考古研究的重中之重，古河道对本地区的古代格局形式、资源的
可用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了解材料来源和长途、短途交换也是
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项目将以聚落形态(游牧、季节性
迁徙、定居)和经济形式的演变为中心进行跨学科探讨。

和Pierre Marsone[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辽
代历史家]，Olivier Weller(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盐
田考古专家)，王立新(吉林大学，东北地区考古专家)
，张文立(吉林大学，博物馆学专家)，莫多闻(北京大
学，古环境专家)。
4
CRCAO(8155号科研混合单位)、Archéorient(5133号科
研混合单位)、
ArScan(7041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
物馆(MNHN)。
3

图3：2015年在尹家窝堡遗址考察3

No22 2016 春夏季刊

具体来说，中法考古团队成员将尽可能实现对称：一名法国
专家和一名中国专家组成二人小组，除了团队工作会议外，他们
还是彼此的特别合作伙伴。他们交换各自领域的书目信息、共同
建立最适用的分析研究协议、对其他项目成员和学生进行培训，
并负责撰写出版物。项目组成员在法中两国通过共同工作和互
访，建立了合作关系。除此之外，本项目还希望帮助同领域的专
家建立长期的紧密联系。

图4：吉林省大安后套木嘎遗址，Pauline Sebillaud在教吉林
大学的本科生学习地形测量，以及如何使用全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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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领域的法中科研合作：中方人员亲述
撰文：刘绍卓

“

中国地震局(CEA)是管理中国地震工作、经国务院授权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赋予的
行政执法职责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能在于拟定国家防震减灾工作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以及
监督检查防震减灾的有关工作等。中国地震局同样也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其地
质研究所研究人员刘绍卓通过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了他的研究工作，并介绍了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开展合作的相关情况。

“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介绍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1(IG/CEA)是一个具有
6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科研机构。主要从多学科
角度，具体包括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
和大地测量学，研究新构造和现今地球动力学问
题，在这一领域地质所是中国境内独一无二的国
家级研究所。在上世纪70年代，地质所提出地震
地质研究的基本原则，以此为指导拓展中国的地
震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
地质所首创活动构造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和相
关定量研究方法，并建立中国第一个构造物理实
验室2，以开展地震破裂机理和断层力学研究。地
质所设有“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活
动构造与火山”中国地震局重点实验室。该所尝
试从多学科角度完善我们对地震孕育和破裂机理
的认识，具体包括断层力学、野外地质考察、空

间对地观测(GPS、inSAR和LiDAR)和地球物理深部
结构成像(地震和大地电磁手段)。最终目标在于
评估和减轻自然灾害，尤其是地震造成的灾害。
除了地震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防震减灾研究，
研究所还从事新生代构造演化、现代地壳运动和
地球动力学以及高温高压岩石力学等领域的基础
研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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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卓

地质所现有研究员42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
士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2人获得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共有7人被评为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4人荣获“李
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所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
具有硕士与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
单位，现同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自1978年至
2012年底，该所累计授予学位515名，其中硕士
学位313名、博士学位202名。在中国，地质所是
地震地质领域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基地。
地质研究所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国际合作
地质所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研究。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和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3(IPGP)是地质
所主要的国外合作科研机构之一。同时，其他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实验室也参与这一中法
科技合作。
地质所和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之间的国际
合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当时法方的Paul
Tapponnier4教授牵头，现由法方的Yann Klinger5
教授继续开展，主要的中方参与者包括徐锡伟6研
究员和刘静7研究员及其各自团队成员。多年来，
双方共同开展项目研究，参与野外工作，解译测
量数据和观测现象，并最终联合发表学术论文。

当前，地质所引领着中国的地震地质研究并
在国际地震地质和活动构造领域具有良好的声
誉。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该所出版专著300
多部，在学术期刊发表近8000篇学术论文，其中
包括Nature和Sciences，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2项，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国家攀登项目、国家重大科学工
程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以及许多国家级重大工程的地震安全性
评价项目。

刘绍卓目前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开
展博士后研究。他使用大地测量观测(GPS和
InSAR)以及解析的和数值的地震形变模型研
究活动断裂带在地震周期内的应变累积和释
放过程和特征，目的在于改善对大陆构造变
形和地震断层活动的认识。他尤其感兴趣的
科学问题是断裂带内的力学性质和岩石圈流
变学结构。当前刘绍卓正在开展的研究主要
包括使用连续GPS观测和地震形变模型研究
东昆仑断裂带的地震周期形变，研究南加州
的加州东部形变剪切带Mojave段的长期背
景形变和震后形变场，以及开发基于速率状
态摩擦本构关系的地震周期形变模型以阐明
地震断层活动背后的物理过程。

西大滩连续GPS观测台站实例。

7154号科研混合单位
Paul Tapponnier是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IPGP)的物理学家，致力于板块构造和大陆变形的相关研究。
获取更多信息，请点击该链接。
5
Yann Klinger是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地质构造和地壳力学专家。获取更多信息，请点击该链接。
6
Deputy Director and Research Professor of IG/CEA
7
Director of Division of Neotectonics and Geomorphology, IG
3
4

Institute of Geology ;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构造物理学是地质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构造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物理学、岩石力学和流变学等相结合的边
缘学科。主要研究地壳和岩石圈不同尺度、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构造变形的物理本质及其动力学，即伴随构造变
形的力、热、电磁等过程的学科。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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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侧重研究地震地质和活动构造，更
具体则是诸如阿尔金断裂、昆仑断裂、海原断裂
和富蕴断裂等中国大陆内部大型走滑断裂带的地
震活动性和断层滑动速率。研究人员综合利用
高分辨率卫星影像、详细的野外调查、古地震探
槽和地质测年等手段和方法得到断裂带内的地震
活动时间序列、地震地表破裂分布和断层滑动速
率。部分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同行评审的顶级国际
期刊上8。
通过古地震探槽研究阿尔金断裂带东段的地震历史(2015
年9月)。P. Tapponnier教授正在仔细描绘地震活动遗留在
地层中的微弱特征。

通过古地震探槽研究阿尔金断裂带东段的地震历史(2015
年9月)。P. Tapponnier教授(中)、Y. Klinger教授(左)和Van
der Woerd教授(最后方)。

P. Tapponnier教授(曾任职于7154号科研混合单位-巴黎地
球物理学院)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法地球科学合作研究
的发起人。上图中，他和中国青年同事在一处活断层中
进行勘测。(新疆富蕴活断层, 2012年) /
来源：Yann Klinger

过去几年来，Y. Klinger教授牵头中法合作
“地震空区”项目 9，徐锡伟研究员课题组和其
他法方研究组共同参与。该项目旨在得到东昆仑
断裂西大滩段十年尺度的震前加载和千年时间尺
度的地震活动时空变化信息。东昆仑断裂的西大
滩段自上世纪以来一直未发生破裂，而1963年和
2001年其邻接段发生2次7级以上具有地表破裂的
大地震。因此，西大滩段被认为是典型的地震空
区，因而发生大地震的概率可能较高。横跨西大
滩段，我们布设12个连续GPS台站以监测震前的
加载信号，以及如果可能的话，未来大地震的详
细破裂过程。此外，大量的野外实地断错测量和
样品地质测年以及古地震探槽开挖可得到断层滑
动速率和地震的时空分布。这类信息是连续GPS
观测的很好补充。
作为徐锡伟研究员项目组的一员，刘绍卓正
参与这一中法合作“地震空区”项目。中方与J.M. Nocquet10教授共同分析处理起始于2007年的
连续GPS观测数据。通过分析连续GPS时间序列，
双方发现四个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1)连续
GPS台站“震间”速度中潜在的震后弛豫形变信
号；(2)东昆仑断裂，尤其是西大滩段，地震周期
内的变形模式；(3)2001年Mw7.8级可可西里地震
的震后形变场；(4)季节性水文加载下的地球介
质弹性-粘弹性响应。刘绍卓正在研究前两个问
题。联合使用连续GPS观测和地质数据(如断层的
长期滑动速率和古地震调查得到的复发间隔)和地
震形变数值模型有助于阐明断层的地震周期形变
和青藏高原中部地区岩石圈的流变学性质。

青藏高原内部和邻近地区的GPS观测。黑色矢量箭头代表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CMONOC)的GPS速度场(Gan et al., 2007)。绿色正方形代表中法合作项目所布设的西大滩连续
GPS观测台站分布。细黑线代表活动断裂，红色粗线代表东昆仑断裂。红色沙滩球代表
2001年可可西里地震的震源机制解。

未来潜在的合作
“在中国，新构造和地震灾害仍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主要课题。世界上许多非常活跃的陆内断裂
带实际上位于中国境内。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断裂带的地震危险性评估。因此，良好和深入
的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之间的国际合作应该在未来数年内继续激发一系列
创新性的和富有成效的研究。实际上，这一国际合作不仅局限在研究项目本身，而且更进一步在通
过交换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培养具有多元文化经历的未来科学家方面也有所贡献。”刘绍卓

西大滩连续GPS观测台站实例。

“Geology”、“JGR”和“BSSA”
请查阅“CNRS在中国”第20期Y. Klinger的文章《亚洲大陆构造变形，中国或发生地震》
10
Géosciences Azur，法国发展研究院(IRD)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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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记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全球的
重要统计数据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在欧洲和全球的重要统计数据
20 207篇
国际联合出版物

重要数字

占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物总量的57 %
&占法国国际联合出版物总量的60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发展目标合同中明确指出，加强合作、提升国际知名度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的首要发展方向之一。联合发表国际出版物20207篇、国外出访近6.2万人次，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是科研创新团队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当之无愧的重要一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是全球科学出
版物发表最多(根据SICMAGO和Nature index的排名)的公立机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各科研单
位每天都肩负着保持这一国际排名的使命。

“

5 763

3 829

3 488

2 729

2 388

1 782

1 753名
外籍研究人员

Maroc

Brésil

Russie

Chine

Canada

Japon

Royaume-Uni

Allemagne

其中776人次国外出访停留时
间为3个月以上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Italie

61 924人次
出访国外科研机构

Etats-Unis

8个主要国家的国际联合出版情况，数据来源SCI Expanded--CPCI-S(汤森路透)–数据处理：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SAP2S及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NIST)

十个主要国家的出访分布情况

就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科研混合单位。
2014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用的研究人员30%为外国人。
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海外代表处全体会议合影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总部，2015年4月)

2014年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
活动年报

11 312名
外籍博士生
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科研混合单位开展研究学习。

2 348名
外籍博士后
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科研混合单位开展研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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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104

441

UMI

UMIFRE

LIA

GDRI

PICS & PRC

2016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王宽诚教
育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项目招标

3100万
欧元
2014年总预算(包括国际科研混
合单位和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
心科研混合单位的薪资)
简介
2016年预算：≤11.9万欧元
奖学金人数：2名

8所

接待实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单位
与中国有结构性合作的机构(国际联合实验室、国
际研究团队、国际科研混合单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海外代表处

研究领域： 所有领域，但不包括人文与社会科
学和工业科学专业
开始时间： 2016年5月/6月
截止时间： 2016年6月30日

2020年数据瞻望(欧盟)

报名：参见报名程序
报名条件：中国大陆科学研究所或研究院的人员

30

协议

计划与协议

2016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具有结构性的国际合作

800万
欧元
2015年总预算
(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研究所
及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的资助)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1 368个

18,22%

提交项目
249 projets retenus
249个项目通过审核，
其中12个项目正在协商中

成功率
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10.6%)

项目背景：2015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香
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KCWEF)达成协议，启动了一
个新的年度博士后奖学金项目(2名)。本期项目是
2016年奖学金招募(奖学金将于2017年初发放)。

支柱1
优秀的科技项目

支柱2
工业项目优先

支柱3
社会挑战

1 070个提交项目，
174个通过审核。

115个提交项目，
36个通过审核。

173个提交项目，
35个通过审核。

2016年项目招募详情：请点击

和2015年的奖学金项目一样，本招募计划对象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中国的结构性合作所涉
的科研混合单位。
• 项目名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王宽诚教
育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
• 启动时间：2016年6月1日
•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通过为中国科研人员提供
奖学金，致力于推动中国各层次教育的发展。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对象为年轻有为且在
学成回国后，有可能担任管理或领导职务的研
究人员。
•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为中国科研
人员(博士后或同等水平)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下属、且与中国有结构性合作的科研单位
(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研究团队、国际科研混
合单位)进行学术研究提供资助，进而推动科研
进步。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科研混合单位接收了
2015年(第一届)奖学金得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它们在2016年奖学金项目中拥有优先权。
• 项目申请人应当为中国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在中国居住并且拥有博士学位。他应当为
中国某一学术机构(例如，中国科学院)或高校的
员工，且原工作单位承诺，奖学金得主学成回
国后，为其提供工作岗位。优先考虑青年博士
后(2-6年经验)。
• 对本奖学金项目感兴趣的单位，请提前和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取得联系(详情请
查看项目申请介绍)。
联系方式：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代表处主任李岚珩先生)
法文/英文：
karine.xie@cnrs-dir.fr (010 8531 2266/64)
中文：peng.gao@cnrs-dir.fr (010 8531 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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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驻华大使馆推动下的中法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的合作
撰文：洪真美1

“

我们经常提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构性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
尚未介绍过法国驻华大使馆为推动中法两国在上述学科的合作，而付出的积极努力。在下面这篇文章
中，洪真美介绍了大使馆的工作方向，回顾了它完成的一些人员交流项目，并总结了目前开设的项目。

“

近几年来，中法两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
合作不断推进，内容也不断丰富：除了汉学家
外，一些传统上并不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人
员，也逐渐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这极大地促进
了跨学科科研项目的建立。这些项目往往吸引了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为了拓宽公众思考与研究领域，中国政府鼓
励与国际社会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开展科研合
作。在这一利好的背景下，法国驻华大使馆希望
为中法科研合作注入新动力，并将合作拓宽到新
的领域：历史科学(科学史)、教育学、法律(医学
法、比较法)、社会学及遗产学(预防考古、遗产的
保护与保存)、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管理。
法国在上述领域的专业水平得到业界的一致
认可，但是却没有引起中国的足够重视。接下来
几年，我们的目标是介绍法国在该领域的专业优
势，从而使其成为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
先合作伙伴。
法国驻华大使馆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汉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等不同领域专家的
联合参与。此外，通过建立中法联合网络和实验
室，一些长期科研合作得以永久确立。目前，长
期合作伙伴共有七家，其中大部分和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有直接或间接联系(参看下表)。

为了促进中法科研人员的合作，法国驻华大
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SCAC)逐步建立了研究人员
联络机制(研究人员会议)，人员流动机制(探索中
国项目、徐光启项目及蔡元培项目)以及学术成果
增值机制(系列会议)。

协议

建立与法国研究人员的联系
随着法国研究人员对中国的热情不断增长，
自2011年以来，文化教育合作处定期组织法国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参加活动。这些聚
会有利于统计不同学科、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青
年及资深科研人员情况。我们还希望能够同他们
分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演变、最新趋
势，提升研究资助机制的知名度。
2015年11月，最近一期的会议在法国驻华大
使馆召开，欧盟中国及蒙古代表团及二十余名中
法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博士出席了会议，这些
机构包括: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
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NHN)、法国农业发展研
究中心(CIRAD)、索菲亚-安提波利斯-尼斯大学、
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巴黎第七大学等。主要议
题有：中国主要的研究机构、中国的科研资助项
目、2016-2020年中法开展人文与社会科学合作
的优先学科范围。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法国研究
员、博士的研究课题不仅丰富而且呈多样化。
研究的内容包括：中国老年学体系的发展、
中国的学术奖学金项目、中国当代哲学、机构的
社会责任。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期合作伙伴
1/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EFEO)。
2/ 中法新疆考古团(MAFCX)， 由Corinne Debaine-Francfort牵头(ArScan，7041号科研混合单位)，
该项目得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的联合资助。
3/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CFC)， 是香港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在北京的分支
机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隶属于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中法科研联合实验室与合作团队

4/ 中法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JoRISS)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里昂高等师范学院联合指导。
5/ “亚欧全球化和分歧的渊源：贸易网络和经济机构的轨迹”(Eurasiatrajeco)，该国际研究团队
隶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由François Gipouloux(8173号科研混合单位)负责。
6/ “中法后西方社会学及实地科学(Postwestsocio)”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国际联合实
验室，项目负责人是Laurence Roulleau-Berger(Triangle，5062号科研混合单位)和李培林(中国社会
科学院，CASS)。
7/ “中国的不平等：经验法和实验法”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负
责人是Sylvie Démurger(Gate， 5824号科研混合单位)和李实(北京师范大学)。

1

高校与科技事务负责人(人文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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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交流：项目介绍
为了加强中法科研合作，促进中法博士生的
交流，目前，已经建立了博士生和研究人员交流
资助机制，共由三个项目组成：

• 探索中国项目旨在资助法国研究人员，帮助
他们了解在其专业领域内，中国所开展的研究
情况。

• 徐光启项目对科研项目启动阶段的中法研究
人员和博士生交流给予资助。

第二届中国研究人员会议-教育学合作研讨会，2016年5月23日

研讨会
为了巩固法中研究机构的交流，法国驻华大使
馆文化教育合作处定期举办一些专题研讨会，推动
与中国学术界的对话。通过举办研讨会，可以搭建
与中国高水平学者的联系网，介绍中国的科研进展
情况，特别是在历史学、教育学、法律及遗产学这
些重点领域。2015年11月20日，围绕“历史科学研
究”，成功举办了首届研讨会。15名研究人员分别
来自中国最富盛名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参加了会议并介绍了各自
的研究成果。此外，他们还表达了与法国深化现有
合作、寻求新合作的愿望。

2

第二届中国研究人员会议于2016年5月23日
召开，主题是“教育学”，数十名中法科研人
员出席了会议。该领域最顶尖的中方机构出席会
议。法方出席人员中，有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Sage，7363号科研混合单位)教授兼中法教育创新
中心(北京师范大学，BNU)主任的Romuald Normand
先生。经过积极的交流，中法学者发现了一些可
进行合作研究的教育课题：民办教育、数字技术
在教育中的作用、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等等。中
法教育创新中心成立于201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
刘敏女士和Romuald Normand教授联合负责，该中
心致力于成为中法教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2。

洪真美
2011年以来，洪真美在法国驻华大使
馆文化教育合作处(SCAC)“吸引力”中心 (
法国文化中心)负责高校与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的事务。
在 使 馆 文 化 教 育 合 作 参 赞 Robert
Lacombe的领导下，洪真美跟踪中法两国在
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科技合作。她成功地
组织了多场研讨会、学术会议。
下一届法国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员及
博士生会议将于2016年11月召开。如您希
望出席，请将报名信息发到以下地址：
chin-by.ang@institutfrancais-chine.com

• 蔡元培项目旨在巩固中法联合指导博士论文
或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蔡元培项目是中法
Hubert Curien科技交流伙伴计划之一，由法国
和中国教育部联合创立，通过中国留学基金管
理委员会进行管理。

详见文章《教育学：前景光明的新兴合作》、《CNRS中心在中国》第二十期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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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Antoine
Maire

《不屈不挠的蒙古人》
撰文：Antoine Maire1
《不屈不挠的蒙古人》是Ateliers Henry Dougier
出版社《一个民族的生命线》丛书中的一本。该
丛书计划在十年间采访上百个民族。(…)
蒙古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要素便是他们
的游牧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曾经使他们在
这一脆弱、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并保证他们继续
在这个环境中生活下去。只有三分之一的蒙古人
仍然直接延续这种生活方式，但是从其中延伸并
世代传承的价值观，却影响着整个社会。
然而，这一反复、详细被剖析过的生活方
式，却不是作者的关注重心，本书旨在辨别这种
生活方式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蒙古人区别于邻
国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独有特点。本书的立足点

1

正是这个民族的独有特点，即蒙古人对自由的热
爱，不管他们的年龄、社会身份、居住地如何，
当我们探访这片广袤的土地时，都很容易感受到
这种感情的感染。对自由深深的热爱根植于每个
蒙古人心中，从政治家到小公务员，从商人到放
牧人，正是这种热爱支撑着他们一直以来不屈不
挠的斗争。认识到这种精神，就能更好地理解当
代蒙古的变迁、蒙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以及面对两大邻国的强权，它是如何成功保
持民族特性和身份。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蒙古族
的基本特征、游牧生活、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一
个重要数据-蒙古人对故乡的眷恋。第二部分介
绍了过去社会主义历史对今天这个国家民主的影
响。(…)第三部分介绍了蒙古向民主国家的成功
转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代旋涡中，这个
国家对民主还不敢想象，而现在，民主使蒙古成
为一个政治例外。(…)第四部分总结了当代社会
变革以及蒙古人民今天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
的问题，特别是环保问题、惠及大众的包容性增
长等等。(…)

这本著作旨在对蒙古人-这个充满异域色彩、
远离西方社会视线的民族进行刻画。然而，蒙古
人从来都不被认为是亚洲民族，相反，他们被形
容为“亚洲的法国人”。该书旨在向他们致敬，
并重点介绍了蒙古人与我们的相似之处，而非那
些不同点。

Antoine Maire是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
中心的在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聚焦蒙古
国，研究这个原材料丰富的内陆国家，在
走向民主与资本主义道路后，如何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实现其战略目标。Antoine Maire
毕业于里昂政治学院，之后取得了巴黎一大
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的地缘政治学硕
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前，他曾在国防部和
Areva Mongol公司任职。2013年，他的著作
《追求独立的蒙古：矿产资源的战略开发》
由Harmattan出版社出版，2016年，他的另
一部著作《不屈不挠的蒙古人》由Ateliers
Henry出版社出版。

antoine.maire@sciencespo.fr；个人网页：Antoine M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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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MeR国际研究团队：启动会议
(2016年7月11-13日)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简讯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研机构
开展合作介绍手册(中文版)
预计出版时间：2016年夏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2016年科研合作进展情况》

第六届中欧国际研讨会
分子工程、细胞工程、组织工程及临床应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法国际研究团队首届会议
《间充质干细胞及再生医学》
2016年7月11 -13日
医学院，Vandœuvre-lès-Nancy (法国)

CeSMeR国际研究团队项目：
http://bmct.federation.univ-lorraine.fr/category/
non-classe/
联系方式：
JF Stoltz (jf.stoltz@chru-nancy.fr)
J Magdalou (jacques.magdalou@univ-lorraine.fr)

项目获得以下机构的大力支持：3209号研究联
盟：分子细胞生物工程学及疗法研究联盟、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阿尔萨斯-洛林-香槟-阿登大
区、南锡大学医学院(7365号科研混合单位)、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洛林大学分子工程学与关节
病理学实验室。

致谢：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团队、由A. Lalo领导的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亚洲团队，以及负责信
息统计处理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APPS部门为本书的编撰共同付出了努力。
同样感谢中法合作机构的所有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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