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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杂志致力于介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
究人员及其中国同仁之间的合作，我很荣幸，能
在这里分享我的体会与感受。在本刊中，我们可
以看到，法中交流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形式多
样。这些交流覆盖基础研究及工业应用研究等领
域，并且呈现出“研究-创新-培养”三位一体的
明显特征。
一如其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科技
潜力也在强势崛起，本刊对此也进行了重点介
绍。我于近期访问武汉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一现
象。第三届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武汉举
行，我就法国创新政策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成果
做了介绍。
打破公立与私立研究的界限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备受中国高校垂青。”
撰文：Cathie Vix-Guterl1
2016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创新奖章获得者

中国高校在行动
在湖北三所高校访问期间，我有幸与该校的
领导和研究团队进行了交流。中国的高校不仅雄
心勃勃，而且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的
能力。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这样的法国大型
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成为它们的关注的重点，它们
的目标是达到国际最高标准。

二十年来，为了打破公立研究与企业间的隔
阂，巩固其之间的合作联系，法国做出了一系列
努力。和法国一样，湖北省也采取了众多行动以
便拉近公-私间的距离，其中不乏政府或个人的巨
大资金投入。为了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实
施，湖北省引进了众多领土整治、城市规划、环
境、能源、交通等领域的法国专业人才。

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开展高水平的国际项
目、建设创新机制及平台，这些一流大学采取了
一些诱人的、带有激励色彩的措施。其中某些举
措，如提高对专利及技术的重视、推动创业、资
助技术发展、促进市场发展等已经吸引了众多国
际力量的参与。

例如，法国著名设计师，普瓦捷未来影视城
设计者-Denis Laming，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曾
出版其以复杂性为主题的联合著作。他的设计方
案被中法生态示范城的展览中心采纳，并成为超
低能耗建筑的典范。此外，众多中小企业-中小
工业群在湖北省扎根、发展壮大。在科技发展方
面，这些企业仍然以法国学术机构为依托。

例如，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武汉)以
大学和高等院校为依托，共有7名欧洲研究员和
3名中国研究员，在巴黎高科(ParisTech)的领导
下，该学院成为业界的成功案例。

“毋庸置疑，中国的科技潜力
正在走向壮大！”

2

诚然，在中国人眼中，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
度，但是，它也逐渐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偏爱
的一个合作伙伴。

该项目旨在帮助中国推行系列管理政策及技术
活动，以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源效能。在此框架
下，欧洲教授为大批中国学生、管理人员、工程师
传道授业，分享其高水平的专业知识。

代表处时事 p. 4-9

• 纳米生物催化电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启动！
• 2016年NICST国际研讨会
• 先进材料和绿色化学
• 欧盟合作项目MEDIUM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项目 p. 10-22

• VIRHOST国际联合实验室
• 生成语言学与中国
• 当地中海和黄海成为朋友
• 数学之旅：北京遇见格勒诺布尔

探索 p. 23-35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研究概况及经费来源
• 2016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 中国重大和大型科技基础设施

特别记录 p. 36-47

• 神经科学领域的创新：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
• 创业：ChinPass
• 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合作走过25年

中国与法国：共通点(包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米卢斯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IS2M，UMR 7361), Carnot MICA研究所所长。

1

通过交流接触，中国高校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身上发现众多与自身的共通点。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成为中国高校垂青的合作伙伴。为了实现
发展和增长，中国不遗余力地推动创新和创业。创
新愈发成为科研人员和中国政府考量的重中之重，
本期杂志“特别记录”专栏很好的诠释了该趋势。
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高达7%的经济增长率以及
推动创业的决心，法中双方的合作存在互补性和机
遇性，我们应当把握好这一机遇。

前言

计划与协议 p. 48-55

• 中国科学院大学(UCAS)
• 2016年度CNRS - K.C. Wong奖学金项目获得者

封面：LHC底夸克侦测器(LHCb)
6533号科研混合单位-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国家核
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IN2P3)
© Cyril FRESILLON/LHC/CNRS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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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RS-en-Chine-version-chi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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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生物催化电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正式启动！

2016年中法可持续发展新型信息科学
与技术国际研讨会(NICST 2016)

撰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撰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 NICST »这一缩写并不
常见，在其背后隐藏着一
项集教育-研究-创新于一身
的卓越的双边合作。

几周前，纳米生物催化电化学国际联合实
验室(LIA NanoBioCatEchem)正式启动。厦门大学
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领导一致希望在各方参
与机构及其负责人的共同见证下为联合实验室揭
牌，出于这一考虑，2016年7月20日，举办了本
次会晤。

2016年7月16日，2016年中法可持续发展新
型信息科学与技术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工业大
学(HIT)成功举办。研讨会由徐晓飞教授组织并主
持，同时他就多个主题做了精彩的发言。哈尔滨
工业大学与编号6158科研混合单位-LIMOS(克莱蒙
费朗)的合作已达十年之久，近期该校亦与编号
5218科研混合单位(波尔多)建立合作关系，本研
讨会正是上述合作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早在1997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就已经与克莱蒙大学的一些
研究人员开展交流，正是这些深厚的关系让合作
者齐聚一堂。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和纳米生物催化电化学
国际联合实验室发起人Christian Amatore教授共
同为实验室揭幕。虽然与厦门大学的合作取得了
丰硕成果(发表了30余篇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但
是纳米生物催化电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并不单纯
是合作(纳米生物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XIAMENS)
的延续，该国际联合实验室有全新的研究主题，
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吸引了武汉大学 1的参
与，该校庞代文教授出席了揭幕仪式。
该国际联合实验室中方负责人分别为庞代文
教授和C. Amatore的中方同事、厦门大学田中群
院士。法方负责人则由Philippe Hapiot教授(雷恩
大学, 6226号科研混合单位)担任。

值得一提的是，纳米生物催化电化学国际联
合实验室涉及多个专业领域，包括电化学-物理
化学、电分析物理化学，以及纳米科学、纳米催
化、单细胞生物学多个交叉学科。6226号科研混
合单位主要利用物理化学分析手段对标记生物进
行探测，并催化激活小分子2。

2016年7月20日合影，主要人物分别为朱崇实院长(中间)，
C. Amatore(其左侧)，A. Malac(其右侧)，田中群(A. Malac右侧)。
P. Hapiot位于最左侧，庞代文位于左侧倒数第二位。

Alain Quillot教授的指导，将聚焦一些相近的研
究课题。Alain Quillot已于2012-2016年间任该实
验室法方主任。本研讨会也为法中两国对“未来
工业工程的思考(MDSEA，产品-服务架构、联合
操作性等)”创造了交流的机会。我们的同事G.
Doumeingts也是本届研讨会发言人之一，在他的
文章中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参见p.43-46)。
NICST (2016) 走过十年
5th China-Franc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New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这些交流合作在良好的大环境下不断深化，
并且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7月16日研讨会
正是在这样氛围中成功举办。与会人员还包括法
中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的参与为本届研
讨会带来了积极主动性。有关与哈尔滨工业大
学的合作交流，可查阅Farouk Toumani的文章(参
见“CNRS在中国”第16期, p. 20-21)。
基础层面的议题，当然是围绕可持续发展智
慧计算联合实验室(LIA SCSD-FCLAB)1展开，特别
是汽车导航和自动化系统。该联合实验室于2016
年1月到期，近期已提交了延期申请。在实践层
面，该联合实验室在Y. Ducq教授(波尔多，5218
号 科 研 混 合 单 位 )领 导 下 ， 结 合 LIMOS实 验 室

徐晓飞、G. Doumeingts教授和A. Mynard

1

武汉大学参与机构：生物医学分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获取更多信息，请查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2016年科研合作进展情况”版(p.66-67)

2

4

“Smart comput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anco-chinese labora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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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材料和绿色化学：联合的力量1！
翻译：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2016年6月20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索
尔维(Solvay)和圣戈班(Saint Gobain)的亚洲国际科研混合单位E2P2L2和LINK3(日本)，
首次在索尔维上海研发中心共同举办了先进材料和绿色化学专题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经验交流和研究热点的分享平台并且
为未来的合作埋下伏笔。在一个由双方机构总监进行的简短圆桌介绍会之
后，来自两家机构中的两位顶尖科学家Armin Liebens (E2P2L)和Fabien Grasset
(Link)就他们的部分研究主题发表了演讲。

© E2P2L (CNRS-Solvay、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圣戈班LINK的报告主题如下：

两所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的首次碰撞标志着双方优秀实验的交流与科学合作的启动。

索尔维UMI E2P2L的报告主题如下：

• 先进材料的综合电泳沉积(Prof. Uchikoshi)

• 化学反应和催化作用的建模(Dr. Wischert)

• 聚合材料：从体积到胶体和界面参与(Dr. Rydzek)

• 用于创新解决方案和探索性研究项目的电催化
作用(Dr. Wu & Dr. Schwiedernoch)

• 基于金属原子簇的纳米复合材料和它们在
生物医学、光学、能源和环境应用中的应用
(Dr Grasset)

• 催化生物质的转换(Dr Lai)
• 催化作用的新概念(Dr Pera-Titus)

2

首届先进材料和绿色化学的独特专题研讨会与会代表4分别来自于国际科研混合单位LINK (CNRS-Saint Gobain)、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E2P2L (CNRS-Solvay、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绿色产品和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E2P2L)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国际科研混合单位之一，由索尔维集团、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ECNU)、上海复旦大学和法国里尔大学联合发起建立。实验室位于上海索尔维
研发中心，专注于可持续性化学生态创新方面的研究。
(获取更多信息，请查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2016年科研合作进展情况”介绍手册第48-49页)
3
LINK (Laboratory for Innovative Key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是由圣戈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位于日本筑波市的国立物质
材料研究机构(NIMS)联合创建的国际科研混合单位。雷恩一大是其在法国的镜像站点。LINK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主要材料和其
结构方面的研发创新。

从左至右：Jerry Li (Solvay，E2P2L)、Tetsuo Uchikoshi (NIMS，LINK联合主任)、FAN Jiang (Solvay，E2P2L)、Gaulthier Rydzek
(Post-Doc，LINK)、Vitaly Ordomsky (CNRS，E2P2L)、WU Mengjia (Solvay，E2P2L)、Marc Pera-Titus (CNRS，E2P2L副主任)、Renate Schwiedernoch (Solvay，E2P2L)、Fabien Grasset (CNRS，LINK联合主任)、Pascal Metivier (Solvay，科技主任)、Armin Liebens
(Solvay, E2P2L主任)、David Lechevalier (研发主任，Saint-Gobain，LINK未来联合主任)、Bright Kusema (Solvay，E2P2L)、Edouard
Brunet (Grains & Poudres研发主任，Saint-Gobain)、Jonathan Lai (Solvay，CNRS，E2P2L)、Raphael Wischert (Solvay，E2P2L)

4

联合撰写：Armin Liebens、Congyu Bao、Bright Kusema、Renate Schwiedern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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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合作项目“中国中等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MEDIUM)”
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项目选取了三个城市作为观察对
象，并与城市内的中国高校建立了合作
关系：杭州(杭州师范大学)、珠海(中山
大学)、大同(山西大同大学)。本项目由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地理与城市实验
室3的Natacha Aveline)领导，除了上述三
所中国合作伙伴机构外，还有五所欧洲
机构参与到项目之中：法国艾克斯政治
学院、意大利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
瑞士洛桑大学、瑞士纽沙泰尔大学、
卢森堡Spatial Foresight公司。

撰文： Natacha Aveline-Dubach1

“

青年研究人员踏上中国的土地

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开展的MEDIUM2项目之所以引人注
目，正是因为它是为数不多关注中国中等城市城市化发展的中欧项目。
该项目由EuropeAid出资，旨在创造有关中国中等城市城市化发展的知识
和数据,建立学术联系，并在中国城镇化政策中找到应用点。

“

欧 盟 MEDIUM项 目 于 2015年 启
动 ， 为 期 三 年 。 2016年 6月 25-26日
首届研讨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举办，
标志着该项目第一年度的研究工作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MEDIUM项目由
EuropeAid共同出资，旨在为中国中

时事

MEDIUM项目的核心是为欧洲十二
名青年研究人员在上述三所中国合作机
构进行长期学习交流提供奖学金(六个月
至两年)。在华期间，这些青年研究人
员不仅可以学习或精进汉语知识，还可
以通过参加研讨会/学术会议，研读学
术著作，掌握、提高对中国城市化的认
知。本项目采用的研究方法非常多样，
除了调研，数据分析和建模是非常重要
的手段，这两种方法可以对研究城市进
行分类和对比。所有派到中国的研究人
员需接受派出机构导师4的监管。

曾经的杭州天都城-“鬼城”

等城市寻找“可持续的”城市增长方法。此处的
可持续为广义定义，是机构和社会视角下的可持
续，而不仅仅是中国通常提到的环境技术层面的
可持续。它主要在经济发展、环境、住宅、城市
规划、交通等领域审查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并研究其社会、经济、空间的影响。

除了形成经验式知识，MEDIUM项目还希望
通过引入欧洲业已发展的公众咨询讨论会，例
如：« stakeholder workshops »，在城市研究领域
推行合作方法。这一原则可以概括为，在推出城
市政策前，大量征询利益相关方(城市使用者)的
意见。在本项目中，征询意见主要针对的是经济
参与者(企业、创业公司5...)和建筑师。
为了向合作机构的中国大学生传授这一能
力，MEDIUM举办了多场stakeholder workshops培训
会议。之后，学生们举办了多场公众咨询讨论会，
并将意见汇总，旨在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每年，MEDIUM项目对三个观察城市其中
之一进行集中研究，活动包括三类：科学研讨
会、stakeholder workshops系列会议、年度成果汇
总研讨会。

2015-2016年度研究对象：杭州
6月25-26日，研讨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举办，
由张卫良主持，与会人员共计50余名，大部分为
学术界人士，其中也有部分参加过公众咨询讨论
会、对本议题感兴趣的人士。除了合作机构的人
员外，多家中国大陆及台湾高校的代表也应邀
发言。6月24日，研讨会在西湖边的New Hotel举
办了正式开幕式，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教授和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Antoine
Mynard先生出席了仪式。

MEDIUM项目图片-寻找大同：被拆毁的市中心；悬挂“新同煤”标语的矿址

Natacha Aveline-Dubach，东亚土地政策专家，毕业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INALCO，日本)。她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地理与城市实验室(8504号科研混合单位)担任研究主任一职，在巴黎政治学院
授课，并在巴黎第一大学担任论文指导教师。查阅其它文章：« Capital financier et dynamiques urbaines en Asie : le projet FINURBASIE »(法文版)/« CNRS在中国 »第20期，p.33-35。
2
“中国中等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欲了解MEDIUM 项目更多信息，请点击以下链接：http://mediumcities-china.org
联系人：Florent Resche-Rigon : florent.rescherigon@googlemail.c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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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城市实验室 - 8504号科研混合单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第一大学/巴黎第七大学)汇集了六十余名教研人员、
研究员、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七十余名博士生，研究围绕以下内容展开：理论与认知思考、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经验
式研究和比较法。
4
导师包括Denise Pumain、Irène Pauli、Jean-Pierre Gaudin、Céline Rozenblat、Andrea Critto和Natacha Aveline。
5
本页图片：杭州梦想小镇一家创业公司的参观访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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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HOST国际联合实验室：
围绕病毒与宿主展开的中法研究互动
撰文： Serge Benichou1

“

Serge Benichou博士自2013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IPS-CAS)多支研究团队建立了合作
联系。通过长久以来的合作与努力，“人类病毒感染靶向治疗，病毒宿主相互作用分析”国际联合实验
室(LIA VIRHOST)将于近期签署创建协议，为期4年(2016-2019)。VIRHOST国际联合实验室获得中国科学院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和法国8104号科研混合单位2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国际联合实验室以引发人类慢性
疾病的某些病毒为研究对象，围绕其相互作用开展联合研究。

“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是一所致力于
生物医学研究的科研机构，包含25个独立研究团
队，主要从病理生理学和免疫学角度，以及细胞
和分子角度，对传染疾病进行研究(由细菌、寄生
虫以及病毒引起的传染病)。2013年，法方与上海
巴斯德研究所周保罗教授团队达成并开始实施首
项科研合作。
周保罗教授在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3中方实验
室组建了一支世界知名的研究团队，从事中和
抗 体 抵 御 病 原 体 机 制 (特 别 是 人 类 免 疫 缺 陷 病
毒、HIV、流感病毒)的研究。2013年4月至2014
年8月，Serge Benichou博士获得中国科学院(CAS)
的资助，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中方周保罗教授的
实验室从事研究，结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

究所的专业知识和实验系统，以及Serge Benichou
博士巴黎实验室开发的生物工具，双方团队的
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研究表明，通过周保
罗教授的实验系统，在HIV-1靶点细胞表层做实
验，S. Benichou博士实验室从骆驼中提取的单链
中和抗体，以及针对HIV-1的包膜抗体，相对于大
多数病毒菌株，具有宽泛的中和光谱。双方实验
室已经联合发表了首篇科研文章。

2016年7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举办首届病原
与宿主相互作用学术研讨会

周保罗教授和Serge Benichou博士团队合影(摄于上海实验室，2016年7月)

VIRHOST国际联合实验室携手上海巴斯德研
究所周保罗教授和王建华教授所带领的研究团
队，着手研究感染T淋巴细胞和其它靶向HIV-1细
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之间HIV-1细胞分子机
制。实验室已经提交了关于其研究成果的文章，
等待发表。
该研究揭示了从病毒感染到体内散播，在不
同组织面，特别是中枢神经建立病毒库的过程
中，病毒从淋巴细胞向HIV-1靶向细胞-巨噬细胞
高效转移的细胞融合机制。

VIRHOST国际联合实验室的正式成立同样对
扩大法中科技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2016
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举办的首
届病原与宿主的相互作用学术研讨会 4。本届学
术研讨会的发言人都为法中青年科学家，研讨会
为他们与业已开展合作的主要机构建立和巩固联
系，为开展交流提供了平台。

这种转移能够使巨噬细胞在受到感染的同时
具有繁殖性，从而产生新的感染病毒的粒子。这
种独特的机制，使得病毒组织能够扩散，并建立
持久的病毒库，而且治疗HIV-1感染的抗病毒疗法
对其很难起作用。
VIRHOST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启动能够深化已
有的合作，进而保障共同项目的顺利进行。资金
的获取及法中实验室互派博士生为共同项目的实
施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
一方面，S. Benichou博士和周保罗教授对法国
学生Lucie Bracq的论文进行联合监管，她将同时获
得巴黎第五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UCAS)授予的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主任，巴黎科钦研究所(institut Cochin à Paris)“病毒与细胞内流通”研究团队负责人(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8104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1016号单位、巴黎第五大学)。
2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第五大学、巴黎巴斯德研究所、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
3
2013年4月，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期间为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新大楼揭牌。

双博士学位。另一方面，中国学生XIE Maorong，
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资助，在
S. Benichou博士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Lucie Bracq，
S. Benichou博士和周保
罗教授联合论文指导的
法国学生。

Maorong Xie，
获得中国家留学基金管
理委员会资助，在S. Benichou教授实验室攻读博士
学位的中国学生。

1

10

4

活动资助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第五大学、法国驻上海总领馆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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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语言学：从认知系统的生物性
出发来研究人类语言的异同
撰文：潘俊楠 (Victor Junnan PAN)

“

潘俊楠虽然年轻，但他已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他在巴黎第七大学任教，同
时也是7110号形式语言学科研混合单位的研究员。他刚刚进行了法国博士生导师资格(HDR)答辩，其指
导教授为Alain Rouveret, 答辩团主席为Alain Peyraube。他曾多次在中国做讲座，在这里，他将向我们介
绍如何运用生成语法进行人类语言类型学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语言，汉语和其他语言并没有
本质上的区别。

“

语言机制：一个具有生物性的认知系统
儿童在一定的年龄便可以听懂并说出无限量
的他们以前从未听过的话语，这个现象便促使生
成语言学家们假设刚出生的婴儿的大脑并非像一
张白纸而是具有一个先天的能生成语言的内在
机制。这个机制在语言环境中被启动从而生成语
言。生成语言学旨在通过科学的（数学和逻辑
的）方法来还原出人脑里的这个被称为“语言机
制”的器官。“语言机制”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
器官是和人体其他器官一样具有生物性的。

生成句法学和普遍语法
人们日常说出的所有句子其实是由人脑的语
言机制所生成的，而这个机制则由若干句法规则
组成。这些句法规则不只是存在于某一种语言中
而是普遍地存在于所有语言里；由于它们体现着
语言的共性特点，所以被成为“语言通则”。另
一方面，这些句法规则并不负责描述如何正确地
使用某种语言，而是负责过滤掉人脑永远都不会
生成的那些不符合语言规则的句子。而这些被人
脑直接过滤掉的句子与一门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

12

程中所产生的错误的句子完全不同。生成句法学
家的任务旨在搞清楚人脑为什么和怎么样过滤掉
某些句子，这些句子到底违反了存在于人脑里的
哪些抽象的句法规则而并不是纠正外语学习者所
犯的语法错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果说传统
语法是为了告诉外语学习者如何正确地使用一门
语言，那么生成语法则是为了解释人脑为什么可
以生成这样的句子而不可以生成那样的句子。
说话者的语言能力是指其大脑认知系统里与
生俱来的语言知识系统，而这个系统里的所有语
言规则统称为“普遍语法(GU)”。因此，刚出生
的婴儿大脑里语言机制的初始状态都是一样的。
语言机制里同样存在着控制不同语言的个体特性
的“变化参数”。“通则与参数”的提出是基于
语言的生物性这一假说的。
生成语法学家认为语言类型学不应该只是满
足于对不同语言的区别进行描述而是应该在理论
高度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语言具有某些共性和区
别以及能根据这些描述做出合理的推理和假设。
所以以生成语法作为理论基础的语言类型学研究
则更为科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句法及其与语义、音韵和话语的界面研究
Victor PAN (潘俊楠)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句
法以及与其接口的各个界面上。生成学界存在着
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认为窄义句法层面已经
足够解决大多数的语言现象；另一种则认为界面
条件起到的是主要作用。潘教授的研究主张要理
性和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尝试
把窄义句法的适用范围推向极限；另一方面也要
承认有很多问题并不能完全在窄义句法上得到圆
满解决。

项目

图一：汉语的左缘结构图谱层级
(The Left-periphery of Mandarin Chinese)

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在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
下跟非论元依存关系相关的各类问题而展开。他
认为疑问短语的原位滞留现象涉及到句法 - 语
义 - 音韵的接口；疑问短语前置、话题话、焦点
化、句末语气功能词、左缘结构以及其他与制图
理论相关的一些语法现象涉及句法 - 话语层的接
口；量化结构涉及句法－语义的接口；与接应代
词相关的互指关系问题则只与窄义上的句法层面
相关而并不涉及任何接口层。右图为潘教授提出
的汉语左缘句法结构的制图理论分析。

中国大陆形式语言学的发展
中国大陆的语言学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对汉
语及其方言做出了极富价值的精准描述，为理论
语言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近
些年，很多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语料库也慢慢
地建立了起来。在理论语言学研究领域，中国占
主导地位的仍是功能学派。然而新一代从欧美及
香港地区留学归来的语言学家们开始将生成句法
学引进到内地，从而使国内传统语言学派的同行
们慢慢地看到了生成语言学的解释力和优势。
传统描述语言学的研究过分着重于汉语的独
特性，从而容易使人忽略汉语其实同样兼有其他
人类语言所具有的通性。而生成语言学从普遍语

Pan, Victor Junnan. 2015. Mandarin Peripheral Construals
at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The Linguistic Review, Vol. 32,
Issue 4, p. 819-868.

法的通则出发来解释汉语的独特现象；这样的研
究方法则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汉语具
有这样或那样的独特性以及找出造成这些独特性
的根本原因。

“我们并不需要一位语言学家来告诉我们不同的语言之间有多么的不一样；然而生
成语言学家却可以向我们证明不同的语言并不可能完全没有共同点。这是因为作为
由生物性决定的人类认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成语言的机制是与生俱来的，是
每个人类个体都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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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语言学实验室LLF毕业的博士和在读的
博士生
国内一些核心科研机构和知名大学，如社科
院语言所，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
语大学，浙江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都开始
引进年轻的形式语言学博士，从而为今后国内形
式语言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国内对于理
论语言学的开明政策为形式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
优良的环境。

合作与展望
形式语言学实验室LLF希望中国的专家同行
继续关注其在形式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同
时也希望能与中国科研单位和大学缔结良好的交
流合作关系并期望会有大型科研项目的合作的机
会，从而进一步加深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理论语言
学研究。

Victor
Junnan PAN

Victor Junnan PAN 潘俊楠，法国巴黎第
七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形式语言学
实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7110号混合
研究单位)研究员，生成句法学专家，国际
汉语语言学会理事，欧洲汉语语言学会理
事。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句法 - 语义界面、
句法 - 音韵界面、句法 - 话语界面等。
其研究课题包括最简方案下的汉语句法
理论、非论元型依存关系、疑问结构、量化
结构、制图理论下的左缘结构以及复指关系
链等。潘教授出版过多部个人专著及国际期
刊论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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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语言学实验室LLF(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7110号科研混合单位)在强调理论研
究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实验语言学的发展。
实验语言学旨在验证并修改理论上的分析
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理论研究的可
信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一个专家
代表团于2013年9月参观访问了LLF，与实验
室主任及几位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们举行
了见面座谈，并在听取了各位博士生发言
后给予了指导。近五年以来，LLF实验室培
养了十多名研究汉语和方言的博士生，其
中三名获得过法国教育部优秀博士生奖学
金，四名获得过中国政府颁发的优秀留学
博士生奖学金。
与法国其他汉语研究单位的毕业生相
比，LLF实验室毕业的博士具有更强的理
论功底，从而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也能
受到国内外各大科研机构和大学的青睐。
例如：黄晓亮(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
Grégoire Winterstein(香港教育大学语言学系)，
陈修文(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及最近
刚刚答辩的张小倩博士也收到了来自国内
几所著名高校的邀约。

个人专著封面：2016年7月受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邀请
的学术报告2海报

2016年8月29-31日受邀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
代语言系作学术报告
• Resumptivity in Mandarin Chinese:
A Minimalist Perspective
• Reconstruction Effects in A’-dependencies:
A Narrow Syntactic Account
• Left-Periphery at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A Cartographic Approach

1
其个人专著包括：2011年由法国雷恩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出版的用法文撰写的《汉语里的疑问及量
化：生成句法角度的研究》(« Interrogatives et quantification : une approche générative »)；2016年由法国语言学专业出版社Lambert-Lucas出版的用法文撰写的《最简方案下的汉语复指关系研究》(« La résomptivité en chinois mandarin dans le programme
minimaliste »)以及2016年由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Mouton De Gruyter)出版的用英文撰写的《汉语复指关系：最简方案下的解
决途径》(« Resumptivity in Mandarin Chinese: A Minimalist Account »)。他同时也在« The Linguistic Review »、« Lingua »、« Linguistic Analysis »等语言学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十数篇。
2
受邀报告一：“Logical Form in the Architecture of Grammar (语法结构体系中的逻辑形式)”；受邀报告二：“Resumptive
Chains and Locality (复制关系链及局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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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当地中海和黄海成为朋友
撰文：Michel Denis1

“

地中海海洋研究所(MIO)

当然，她们并不是邻居，首次相遇也并不是一见钟情。但是，因相遇而产生的联系却在慢慢地、耐
心地发展而深化，直到合作伙伴之间达成密切的互动。不，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正
在成形和获得巩固的科研合作。正如我们的同事Michel Denis所要讲述的，这个故事绝对值得刊登在法
中科技合作典范一栏中。从基础中萌生的合作，符合双方真正的需求，是持续并走向成功的保障！

“

故事开始于2005年1月，由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 2(IOCAS)所长孙松和该研究所海洋生态与
环境科学实验室3肖天教授组成的代表团到访马赛
海洋研究中心4(COM)。
肖天教授对马赛海洋研究中心刚成立的区域
微生物细胞测量平台(PRECYM5)以及中心实施的
海洋环境中流式细胞术产生了极大地兴趣。事实
上，肖天教授刚刚采购了一台流式细胞分析提取
计。为了更好地在青岛应用该技术，五月份，肖
天教授派ZHAO Sanjun博士到马赛海洋研究中心进
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从2007年起，双方开始年
度化交流，作为名誉教授，Michel Denis经常到访
海洋研究所，为双方开展联合项目作出了贡献。
其中2008年12月，中科院海洋生态与环境科
学重点实验室(KLMEES)博士生ZHAO Yuan(现为正
式研究员)到马赛海洋研究中心进行学习交流，

她的研究方向为中国海域内超微型浮游生物及其
细胞分布。随后，马赛海洋研究中心一名研究生
二年级的学生到中科院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
实验室进行实习(2009年2-6月)，其指导老师为张
武昌博士。之后，双方的合作更加具体化，并联
合指导了ZHAO Li的博士论文(2009年9月至2012年
9月)，毕业后，她成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并被
派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
重点实验室从事研究。
在联合培养博士生之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和地中海大学签署了合作议定书，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和马赛海洋研究中心签署了应用
协定。LI Zhao攻读博士期间，应地中海大学的邀
请，张武昌博士到马赛海洋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
三个月的访问交流(2011年4-6月)。

Michel Denis：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主任 - 地中海海洋研究所OCEANOMED - 艾克斯-马赛大学 /
联系方式：Michel.denis@mio.osupytheas.fr
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http://english.qdio.cas.cn/
3
“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KLMEES)：http://english.qdio.cas.cn/rh/rd/klmees/
4
http://mio.pytheas.univ-amu.fr/
5
https://precym.mio.univ-amu.fr/

地中海海洋研究所是
艾克斯-马赛大学、土伦大
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和法国发展研究院联合成立
的研究海洋科学的实验室。它是Pytheas
宇宙科学观测台成员，同时也是Labex OTMed的合作伙伴。
它的宗旨是更好地了解海洋系统及全
球气候变化下海洋系统的演变。它的研究
领域覆盖生物学、生态学、生物多样性、
微生物学、渔业、物理、化学、生物地球
化学、海洋沉积学。它的活动范围覆盖全
球海域、大陆分界面、大气圈、沉积物。
地中海海洋研究所拥有200多名员工，
其中包括约一百名研究人员(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法国发展研究院)和高校教研人
员，约60余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50多名
在读博士，以及一支为科研服务的行政团
队；研究所有5个分址、5个专业团队、6个
专业研究方向、6个分析平台，以及一个海
上观测台...

PRECYM平台设立于地中海海洋研究
所，其前身是位于Luminy大学城的马赛海
洋研究中心。该平台希望能与微生物学领
域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开展合作交流。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IOCAS)，位于
山东省青岛市，成立于1950年。它培养了
近千名高级科技人才。研究所共有科技人
员近500名，共有中科院5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领域涉及实验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
与环境科学、海洋环流与波动、海洋地质
与环境、海洋环境腐蚀与保护。该研究所
还有一家研究分类学和系统发育的重点实
验 室 。 1979年 以 来 ， 海 洋 研 究 所 培 养 了
1600余名大学生，是海洋学方面的一流研
究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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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地中海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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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中国的科研活动
Michel Denis在中国所做的讲座“运用水上
或水下自动流式细胞仪分析浮游植物在个体细胞
单位内的时空分布”引起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厦门大学以及广东南海海洋研究所6的兴趣，
前者拥有一台水下浮游植物流式细胞仪Cytosub。
Michel Denis曾受邀到厦门大学介绍该方法，该校
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采购了一台水下
浮游植物流式细胞仪Cytosub，用来研究极端气象
条件下(洪水、台风)厦门湾浮游植物的分布动态 。

No23 2016 秋季刊

2013年该研究7入选徐光启项目。在广东，空
间观测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唐丹玲教授对马赛
海洋研究中心Melilotus Thyssen开发的原位高频
观测浮游植物以及法国滨海大学Séverine Alvain
提出的运用卫星信息处理算法识别流域内主导浮
游植物群落很感兴趣。事实上，经证实，原位高
频观测是研究卫星经过区浮游植物分布最有效的
方法。同时，与ZHANG Fengli8博士建立了规律性
的联络，他以某些浮游植物为研究对象在进行独
创研究。

项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未来瞻望
为了形成共同利益联盟，马赛团体希望在未
来能成立一个国际联合实验室。鉴于目前法国合
作渠道有限，2016年马赛团队向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交了联
合研究项目(PRC)申请，合作进入到过渡阶段。该
项目合作双方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地中海
海洋研究所 9。双方将结合互补性的科研能力和
方法，针对海洋浮游微食物网和细胞个体的机能
动力开展研究。
本项目(RETROMIC)为期三年，项目负责人
为Gérald Grégori10。双方合作并不仅仅局限于个
人间的交流，还涉及了短期的互访及受限的科研
成果产出。两名博士后的交流互访，可以使他们
能完全参与到项目之中，还创造了意料之外的成
果，这不仅巩固了双方的合作，同时也为国际联
合实验室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海洋浮游微
食物网结构的创新概念以及海洋微生物个体原位
高频检测的创新技术构成了RETROMIC项目的两
大支柱。除了博士论文联合监管外，本次合作的
成果还包括3篇已在国际杂志上联合发表的文章
以及4篇已投稿或正在审核中的文章。

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2014年6月
19-20日 ， 法 国 大 使 馆 在 北 京 举 办 了 座 谈
会，对科研、教育、创新领域的中法合作进
行了总结介绍。这些合作往往以个人交流开
始，随着科研和个人交流的密切，合作范围
扩大到一些重要的团队，随着不同合作形式
的确立，合作进而进入常态化。通常情况
下，这种升华需要九年的时光。
地中海海洋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的合作已经成功走向成熟，对于未来
的发展也是一个良好的征兆。初始阶段，
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MAEDI)对本合作提
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在后续过程中，多
方参与助力本合作，例如，为ZHAO Li颁发
埃菲尔优秀奖学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为Michel Denis颁发高级奖学金；地中
海大学邀请张武昌来法访学；徐光启计划
(CYTOPHYX项目)；2015年为CHEN Yunyan颁
发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博士奖学金。
“当然，这一切并非易事。尽管几个
项目申请并未通过，但是我们仍然会坚持
不懈。回想整个过程让人欣慰，我们对未
来的合作充满信心，而且坚信未来将会建
立一个联合机构。”
M. Denis (2016年9月)

在mesocosm实验系统中，运用自动细胞仪(Cytosense，
Cytobuoy.com)和多用采样器，对马赛湾浮游植物群每天垂
直移动进行高频观测(间隔十分钟分析一次)。
垂直采样柱由mesocosm实验系统的5个采样点和1个外部点
组成。2015年9月在Septentrion协会的一艘船上，进行了此
次实验，同时证明了这种观测形式的灵活性。

6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http://english.scsio.cas.cn/
“厦门观测站浮游植物高频原位流式细胞仪”项目(CYTOPHYX)
8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http://skmml.sjtu.edu.cn/en/Index.aspx
7

18

2016年5月3-7日，第一届中法海洋浮游微食物网研讨会
成功被举办,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Michel Denis博士
和Gérald Grégori博士参观青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肖
天研究员海洋微型生物生态课题组

9

随着马赛海洋研究中心的解散，PYTHEAS宇宙科学观察站的成立，以及多个科研单位的加入，组成了地中海海洋研究所，该
研究所隶属艾克斯-马赛大学。2012年，艾克斯和马赛三家大学合并组成了艾克斯-马赛大学。
10
Gérald GREGORI Gerald.gregori@mio.osupythea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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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之旅：北京遇见格勒诺布尔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BICMR)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是国家数学研
究中心，隶属于北京大学。该中心位于未
名湖畔一幢古香古色的建筑内。中心的培
养对象是曾在国外留学，后回国工作的高
水平青年研究员(教授或博士后)。中心也接
收一些外国访学研究人员5。

撰文：田志宇1

“

一些中国数学家曾经在法国接受过教育或者工作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格勒诺布尔大学傅立
叶研究所研究员田志宇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将和我们分享他的经历及其在代数几何领域的研究成果。北
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和傅立叶研究所的合作巩固了法中双方科研联系，还拓展了新的合作关系。正如田志
宇给我们讲述的，这些合作的形式不仅变化多样，甚至可以说出乎意料。

“

傅立叶研究所长期以来一直和中国数学界
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与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
心(BICMR)2。北京国际数学中心是中国国家级的
数学研究中心，依托于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之
一——北京大学。双方积极开展合作，中国博士
生作为交换生或者联合培养博士生前往傅立叶研
究所交流学习。同时，傅立叶研究所的一些教授
也来到中国授课，比如Jean-Pierre Demailly3教授
和Emmanuel Peyre4教授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来
到北京国际数学中心访问三个月，并开设了短期
课程。此外，在2014年6月，傅立叶研究所还与
北京大学在格勒诺布尔共同成功举办了中法数学
会议。

Jean-Pierre
Demailly

Emmanuel
Peyre

代数几何
代数几何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最早的历史
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通俗地讲，代数几何的
研究对象是多变量多项式的零点的集合。我们采
用代数的工具对这些集合的几何进行研究。

傅立叶研究所(5582号科研混合单位)
数学实验室
傅立叶研究所(据田志宇教授介绍，该
研究所是法国少有的、拥有中文网页的研究
所)是格勒诺布尔大学数学实验室之一，该
校另一个数学实验室是Jean Kuntzmann应用
数学和信息实验室(5224号科研混合单位)。

根据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minimal model theory，
通过一类等价关系，这些零点集的几何可以由三
类最基本的几何构成：Fano、Calabi-Yau、general
type。非常粗略地来讲，这三类不同的几何对应
多项式的次数从低到高的不同情形。我和我的合
作者主要感兴趣的就是Fano类型的几何。

项目

田志宇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研究人员自述

“我和北京国际数学中心的许晨阳教授
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在今年以前我
也访问过数学中心多次。每次的访问经历都
很愉快，而且也可以说颇有收获。在去年的
访问中，我和许晨阳教授一起合作写了一
篇关于Fano代数簇的基本群的论文。今年七
月份的时候，这篇文章已经被« Compositio
Math. »杂志确认接收。
通常而言，暑期还有很多其他人也会访
问数学中心。这也是朋友见面，互相合作的
好时机。今年，与我几乎同时访问中心的还
有我的一些合作者，比如在法国里昂一大的
傅列、复旦大学的江智、李志远，等等。我
们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很多讨论。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数学研究中交流
讨论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诚然，苦心孤诣
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而言都是必要的，但是
和人讨论往往是灵感的重要来源。我觉得这
也是很多数学系或者研究所设立下午茶制度
的一个原因。北京国际数学中心在这方面也
借鉴了国外的经验，每天下午三点开始都有
下午茶。香茶(咖啡)一杯，三五人围坐，侃
侃而谈，不亦乐乎。

自成立以来，在C. Chabauty教授的努力
下，傅立叶研究所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的一员，目前为科研混合单位(编号5582)。
它主要从事基础数学研究，也开展其他学科
的研究。
傅立叶研究所的重要数字统计：65名教
研人员；19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
人员；10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35名博士和
博士后。

北京国际数学中心大门及办公室

在今年的访问中，我与许晨阳，复旦大
学的李志远，共同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周的
workshop。这次workshop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不仅仅很多北大的学生参加了全部的讲
座，还有一些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也全程参
与。讲座间歇期的讨论非常热烈。有了这次
的成功经验，我们计划在以后的暑期继续联
合一些高校举办类似的活动。”

1

田志宇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格勒诺布尔大学、傅立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方向: 代数几何。(出版物)
Beijing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Mathematical Research (BICMR)
3
Jean-Pierre Demailly是一名法国数学家，在格勒诺布尔一大任教授一职。他著有多篇关于“多变量复分析”的重要文章，出
版作品《数字分析与微分方程》。
4
Emmanuel Peyre是格勒诺布尔一大代数、几何以及数论领域的教授。
2

20

5

例如，目前和田志宇教授共用一个办公室的印度博士后就曾在该中心访学，他从事数学生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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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中国科研潜力之探索

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
研究活动概况及经费来源
撰文：洪真美1

Fano6 plane图示

“

全体参加会议人员合影(李志远、田志宇、许晨阳)

作者在文章中介绍了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概况，分析提出中国人文社科研究实力增强的
主要原因是研究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以及经费来源多样化且日益增长。
注意：格勒诺布尔大学、傅立叶研究所和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BICMR)，每年举办
多场活动，为国际研究人员提供了交流的
场所。
傅立叶研究所和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
心是“法中基础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SFLFM)”成员。该实验室是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在中国的联合科研机构，成立于
2014年，为期4年(由Marc Rosso教授和孙笑
涛教授任联合主任)。
该国际联合实验室涉及的法中城市：
巴黎、卡昂、斯特拉斯堡、蒙彼利埃、格
勒诺布尔、广州、北京、天津、上海、武
汉(12所合作机构中，有7所中国大学)。
参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2016年科研合
作进展情况》说明资料，p.62-63

“

A.Grothendieck

现代的代数几何可以说
是起源于法国，格罗腾迪克
(A.Grothendieck)7和他的合作
者们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
始，用Scheme的语言重新书
写代数几何。以前代数几何在
中国可以说是比较小众的学
科，相关研究人员很少。近些
年随着海外留学人员回国人数
的增多，代数几何这个学科在
中国也逐渐蓬勃发展起来。

近期发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RPC)成立，中国的人文
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儒家思想，道教，佛教，受苏维埃思想和马克思主
义影响的经济学，以及西方思想。人文社科研究在毛泽东时代经历了相当长时间
的停滞，才逐渐重新焕发生机。随着苏维埃影响逐渐弱化，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思
想 2逐渐进入中国。自1978年以来，根据官方说法，“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达
到三个主要目标：培养高水平人才，支持政治决策与长期规划，成为向国外学习
的工具3”。
如今，社会科学的价值已经被广泛认可，并被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科学
有助于更高地理解问题，并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提供思考源泉。
因此，自2003年以来，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公共经费每年以15%20%的速度增长。目前，人文社科教学与研究人员已经超过四十万人，其中全职
研究员有三万人4。2016年，人文社科重点实验室已达到151个5。

法国驻华大使馆
科研项目

尽管中国政府投入大量经费，但目前的人文社科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其国际
化程度不如科技领域研究。
李志远教授讲座

1

作者是法国驻华大使馆高等教育合作处-法国文化中心负责高等教育与人文社科研究合作的项目官员。
参考文献：《中国社会科学的状况》，作者：黄平《世界社会科学报告2010-知识鸿沟》第74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共同出版。
3
参考文献同上，第74页。
4
参考文献：《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资助与评估》，作者：韦莉莉《世界社会科学报告2010-知识鸿沟》第269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共同出版。
5
http://www.guoxue.com/jybrwskzdyjjd.htm 2016年9月30日查询
2

Gino Fano (1871-1952)是一名意大利数学家，他主要从事射影几何和代数几何的研究。通过不懈努力，他提出了Fano平面，
最小的射影平面。
7
Alexandre Grothendieck (1928 – 2014)是一名法国数学家。他被奉为代数几何的“教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由于其非凡的直觉和优秀的工作能力，他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1966年，他获得了菲尔兹奖。
1950-1953年，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任职研究人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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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框架
在中国，由隶属于国务院(政府执行机构)的
科技部(MoST)确定和落实科研政策重点。科技部
也是中国最大的研究经费预算机构。
中国教育部(MoE)也隶属于国务院，其管辖
范围包括高等教育及其他教育领域。它负责制定
国家教育政策，确定研究领域、尤其是人文社科
领域的重点发展学科，并提供研究经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是中国唯一科
研单位的高等院校不再垄断教学与研究活动：中
国社会科学院(CASS)和其他国家研究机构逐渐成
为科研的主导力量。
尽管如此，社会科学的教学工作仍然是高等
院校的专属工作，社科院主要进行科研活动。
如今，中国主要有五类机构进行人文社科研
究：高等院校 6、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科研部
门、行政学院，以及军事研究机构。前四类机构
包括国家及省市及地方的各个级别。其中，中国
社会科学院是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机构，
拥有3200名研究员，其中一半的专家曾在国外进
行科研工作。

此外，还有许多非政府研究机构也从事当代
问题研究。其中一些机构隶属于北京或上海的高
校。研究领域涉及考古学、古人类学、语言学、
心理学和认知科学。
各类项目
2010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应
对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挑战，保持经济增长。
“千人计划”体现了该规划纲要列出的
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它旨在十年内为中国吸
引2000名中外人才 7。此计划实际上还细分
为不同的层次。2010到2014年，共有4100
名人才享受了“千人计划”。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中国研究员与外国研究员：人员流动
情况与引才措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在邓小平对外开放
政策推动下，许多知识分子前往美国、欧洲或日
本学习，其中大部分留在国外工作。
为应对人才外流现象，和出国留学人员人数
大幅度增长的趋势(2003年不到12万人，如今已达
40万人)，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控制出国人
数，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从90年代起，启
动了许多重大项目以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回国。

探索

研究经费来源
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机构：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1，该基金由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2(NPOPSS)管理。经费面向高
校、社会科学院、政府研究部门、公共管理学
院以及军事研究机构。
• 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司13，其经费仅面向高校。
• 中国社会科学院，其经费仅面向社科院各研究所。

近年来，国家汉办 8创立了“孔子新汉
学计划”，其中一个层次针对在中国学习
的外国博士研究生：“中外合作培养博士
项目”和“来华攻读博士学位项目 9”。汉
办还新推出了面向研究员和博士后的项目：
“理解中国项目”、“青年领袖项目”和
“出版资助项目”。科研人员还可以通过
“国际会议项目10”得到资助，参加或组织
国际学术会议。
最后，中国国家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
留学基金委)是直属于教育部的中国政府奖
学金管理机构。它向高水平研究人员提供经
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也向博士研究生提
供奖学金(国别双边项目，中国-欧盟学生交
流项目，以及中国高校自主招生项目)。

1991年到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投入的人文社科研究经费

6

现在的高校基本都设置人文社科学院，甚至人文社科重点实验室；某些北京和上海地区的高校还有国际科研中心，
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复旦大学。
7
清华大学希望通过此项目招募高水平外国专家或国际顶尖高校毕业生短期或长期来校工作。此项目面向人文社科领域的科
研人员，如知识产权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关系、外交、心理学。各高校展开激烈竞争，为吸引外国
专家到自己的研究机构，为他们提供优厚的工作条件。清华大学在“千人计划”框架下，投入两百万人民币作为研究筹备经
费，并向受聘专家提供基本工资、补助、奖金和特殊津贴。
8
国家汉办是中国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汉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同时也是孔子学院总部。
9
人文科学领域：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包括汉语、文学、历史和哲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如经济、法律、政治
学与社会学。 Confucius (2016年9月30日查询)
10
参见汉办网站：http://ccsp.chine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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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社会科学基金”是设立于1978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到1990年为止，该基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
随后成为隶属于国务院的独立机构。
12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NPOPSS”
1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87/201001/82447.html
(2016年9月30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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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NPOPSS)的任务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立于
1991年，隶属于中央宣传部。它主要负责人
文社科研究的部署、规划与评估相关工作，
共有五大职能14。规划办公室每年发布“国
家课题”名单，然后由各地落实、评审和处
理相关项目。自规划办公室成立以来，国家
人文社科研究基金得到稳定增长。
1991年至2014年期间，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投入呈百倍增长，由1300万元增长到
15.7亿元人民币15。2012年投入金额为12亿
元人民币，2013年为13.4亿元，2014年达
到15.7亿元 。
每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
布一次或多次项目招标公告，同时公布课题
研究方向、重要课题指南及申报指南。
根据课题重要性，项目分为三大类型：
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重点项目
经费为35万元人民币(50050欧元)，其他项
目经费为20万元人民币(26800欧元)16。还有
一种类型是最高级别的重大项目，经费为80
万元人民币(107200欧元)。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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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
撰文：Eric Florence

教育部与人文社会科学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工作方式与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相同。教育部每
年也公布研究项目课题名单和项目征集。
其项目分为三大类型：重大项目、一
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经费时间和金额有不
同的标准。项目评审标准既注重量，又注
重质。多学科项目因其复杂性，可以由不
同学科专家组成特殊评审会审核。

中国社会科学院
自1977年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人员数量由2200人增长到今天的4200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有31个研究所，45个
研究中心。2005年到2010年期间，社科院每
年资助30个重大项目，100个重点项目，100
个青年研究项目和100个重点学科17。

人文社科研究人员会议简介
法国驻华使馆将于12月初在北京举办人文与社会科学法国研究人员年会。此年会面向研究
领域与中国相关或计划到中国进行研究工作的法国硕士、博士研究生及研究人员。会议目的是
构建研究人员网络，发展新的合作，同时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学术领域的各种变革。
如果您感兴趣，请在2016年11月15日前联系法国驻华大使馆高等教育与(人文社会)科
学合作项目官员洪真美女士进行注册：chin-by.ang@institutfrancais-chine.com

中国的健康问题、中国南海争端、网络管
制、和工作相关的社会运动与环境动员、后毛泽
东时代农民工身份的表现及形成、台湾身份及海
峡两岸地缘政治、城市化与城乡关系、中国的工
业贸易政策、香港的环境历史。
这些都以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转型为研究对象的课题，它们之间还有
什么关联呢？答案是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1，简
称CEFC。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是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
部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合管理的27家法国对
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之一。中心接收法国
外交与国际发展部聘请的研究员、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派遣的研究人员以及欧洲博士生。
该中心是欧洲唯一一所专门从事现代中国研
究的机构，它在香港、北京、台北分别设有三个
分部。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在课题研究和科学
著作发表方面，与中国科学网络保持着密切的互
动。此外，香港、台湾、北京三个分部每年还联
合举办多场研讨会和讲座。
URBANITIS论坛“自下而上，城市的新创造力
量”(北京，2016年9月28-29日)由清华大学中法研
究中心2(CFC，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北京分部)主
办，该论坛的成功举行充分反映了法国现代中国
研究中心与当地科学及社会组织的充分融合。

本地研究人员，特别是香
港的研究人员，再三强调法
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积极作
用，在这里，围绕现代中国社
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与会人员
展开科学辩论，并由此产生思
想上的共鸣与升华。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
研究人员通过法国国家科研署
(ANR)、 亚 伦 伯 特 基 金 (Fonds
Urbanitis论 坛 海
报，论坛以“北
d’Alembert)、国际科研合作项
京：创新、可持
目(PICS)、Procore联合研究计划
续城市”为主题
等的招标，积极拓展合作研究
项目。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关注时事，并经常应记者邀请对中国社会和政治
形势、台湾选举结果等问题发表评论。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是一所一流的研究
中心，它通过其研究人员对科学研究的积极活
力，将知识四处传播，发扬光大。官方杂志《神
州展望》是一本跨学科的优秀科研杂志，其知
名度在不断提升中。《神州展望》关注现代中
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大变革，每篇科
学方面的文章都要经过双重匿名评审。该杂志
已被包括Scopus在内的八家国际数据库列为索引
来源，同时也被一些数据库收藏，如：Revues.
org、JSTOR、Proquest等。

在2016年, URBANITIS论坛希望讨论法国和中
国城市化进程中公众参与的议题，并将此话题扩
展至城市规划、移民融入、环境、新科技以及城
市艺术等领域。论坛分为四个专题讨论组，汇集
了中法两国的文化、政治与社会参与者关注群众
的积极主动性，即居民们希望将自己城市建设得
更宜居，更可持续也更健康的自发行动。此次会
议共计30余名与会人员进行了(研究员、协会参与
人员等)发言。

14

五大职能为：(1)制订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发展规划；(2)管理社会科学基金；(3)评估中长期发展规划实施情况；
(4)交流社会科学研究信息；(5)鉴定与推广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15
http://download.people.com.cn/gjshjj2014.pdf. 13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742000欧元；12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6080000 欧元；
13.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79560000欧元，15.7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10380000欧元。1元人民币=0.134欧元 (2016年9月16日汇率)
16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617/c219469-28452428.html (2016年9月30日查询)
17
参考文献同前文。作者：韦莉莉，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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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中法研究中心团队合影
1

获取更多关于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信息：http://www.cefc.com.hk
查看“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报告”，请点击以下链接：http://www.cefc.com.hk/fr/le-centre/propos/rapports-dactivite/
2
中法研究中心 http://beijing-cfc.org/?lang=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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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还积极培养法
国和欧洲青年研究人员。除了接收博士生、提供
本地奖学金外，中心还组织针对在读博士生的研
讨会。今年7月5-6日，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在
欧盟驻华代表团(北京)，成功举办了第三届«New
European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Conference»
研讨会，GIS Asie、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
文化中心，以及其它中欧机构(EURAXESS China)和
协会对此次会议的举办提供了协助。
在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及中国大陆
高校的研究人员带领下，40余名到中国进行调研
的中欧研究员来到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介绍
其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政策领域的研究
成果。
外交人员、中国高校教师、欧盟官员、非政府
组织代表等，近百名各界人士为这一大规模的学术
活动提供了帮助，这也从侧面反映：当地科学界、
政治界以及社团，对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所从事
的现代中国研究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中国重大和大型科技基础设施(TGIR)

Eric Florence

2015年9月起，Eric Florence (1969)任法
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他毕业
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巴
黎)汉语专业和伦敦大学学院(UCL)政治学与
国际关系专业，并在烈日大学获得政治社会
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为社会政治学，
研究主题为中国农民工的身份形成、合法化
以及表现。

撰文：Xavier Bressaud1

“

当前，众多发达国家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直接导致没有具体应用的研究项目预算缩水，相反，中国
继续推进科技发展，并加大资金投入。目前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的资金仍有限(占全社会研发总投
入的5%左右)，它希望在十三五(2016-2020年)期间，通过大幅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改变这一局面，在此背
景下，中国在其境内自主或合作设计、建造和开发了越来越多的全球独一无二或者国际领先水平的科技
基础设施。法国大使馆科技专员Xavier Bressaud将带领我们一睹这些已成型或虚拟的大型基础设施的风
采，并对新项目以及存在国际合作潜力的项目加以重点介绍。

1999-2006年，他在烈日大学民族与移
民研究中心(CEDEM)从事移民和民族问题
研究。在烈日大学，他教授两门硕士课程
(“现代与当代中国的权利与社会”、“后社
会主义时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活力”)，以及
一门研修课“中国的人口、机构与发展”，
并为当代语言文学的硕士生教授汉语。

该望远镜为中国自主设计和制造，于2007年
投入使用。2011年以来，它主要用于遥远发光物
体的光谱观测：其可调节镜面可以同时追踪多个
天体，每晚收集上万个光谱。
在近似领域，值得一提的还有FAST望远镜(Fivehundred-metre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它于2011年开工建设，
并于2016年7月完工。FAST望远镜目前处于调适
阶段，未来将成为全球最大的、500米口径单天
线射电望远镜。

2007-2015年，Eric Florence在烈日大学孔子
学院负责活动协调；2007-2011年，他同时
在布鲁日的欧洲学院担任当代中国专业的客
座教授。Eric Florence发表的著作3

从地球仰望宇宙
《神州展望》是一本对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
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杂志。

近期发表的著作(Eric Florence的著作列表详见：http://miniurl.be/r-dii)
2016年« How to Be a Shenzhener: Representations of Migrant Labor in Shenzhen’s Second Decade »，in Mary Ann O’Donnell，Winnie
Wong及Jonathan Bach (éds.)，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p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芝加哥, 芝
加哥大学出版社(待出版)。
2016年«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abour in Post-Socialist China: The Case of Subject-Formation and Identity Politics of Peasant Workers
»，in S. Bhattacharya及R. P. Behal (éds.)，Vernacularity in Labour Politics，新德里, Tulika Books出版社，p. 102-132。
2015年« 男性与中国的人口迁徙 »，La Vie des Idées，2015年5月14日，
http://www.laviedesidees.fr/Masculinites-et-migrations-chinoises.html
2015 年« 中国：更新 »，政治，n° 8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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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两国在天文学及相关粒子物理方面的合
作非常活跃。2016年4月1日，法国驻华大使馆科
技处和Alain Omont、Antoine Mynard一起参观了
兴隆观测站(上图)。观测站位于北京北部，距首
都几小时车程。该观测站正体现了中国在大型设
备，或者说基础科学上的投入。兴隆观测站的多
个望远镜安放在广阔的自然公园内，其中著名的
当属中国最大的光学望远镜LAMOST(大天区面积
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其口径达4米。

FAST望远镜建于贵州省一个天然的低压区，这
一球形反射镜由4600个三角板组成，占地面积达
20万平方米。它的灵敏度远远高于(3倍)目前全球
最大的射电望远镜(Arecibo 300米口径望远镜)。

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FAST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俯瞰图，2016年7月3日，中国西南部贵州省(Deng
Gang/ImageChina/Afp)

Xavier Bressaud：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专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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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项目：LHASSO(Large High Altitude Air
Shower Observatory，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由基
于西藏羊八井观测站(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的经验，在四川稻城海子山(海拔4500米)建设
的探测器阵列组合，计划于2020年投入运行，法
国、意大利和俄罗斯都将参与合作。
在光学领域其他捕捉宇宙射线的设施还有
中 国 锦 屏 (四 川 )地 下 实 验 室 (CJPL)， 隧 道 长 达
18千米，覆盖岩石深达2500米。2010年正式启
用，2014年扩建，该实验室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地
下实验室。
多个功能不同的望远镜也在建设中。KDUST
(Kunlun Dark Universe Telescope，昆仑暗宇宙望
远镜)和DATE5(Dome A Terahertz Explorer 5，南极
5米太赫兹望远镜)将成为南极最重要的望远镜之
一，KDUST口径达2.5米，目标在于寻找星系中的
外星球。DATE5是一个5米口径的望远镜。从2020
年起，它将用于分析恒星灰尘云，进而探索恒星
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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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大部分项目都由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的主导。除此之外，国家天文台还
与法国科研人员一起(中法“起源”国际
天文联合实验室和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
室)投身到国际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
(SKA，Square Kilometer Array，位于澳大利
亚和南非)的筹备之中。
国家天文台参与建设的还有30米望远
镜(TMT，Thirty Meter Telescope，夏威夷)，
同时也参与东亚核心天文台(EACOA) 和东亚
天文台(EAO)的活动，二者涵盖了东亚的天
文台。
2013年，国家天文台建设了一个南美
洲观测站，即中智联合天文中心。中国天
文家还有兴趣参与ALMA(阿塔卡玛大型毫
米波望远镜阵列)项目，特别是和该项目欧
洲分支之一的法国毫米波射电天文学研究
所(IRAM)的合作。

为了让这个全景图更完整，我们还得说一
下“极地和平与探测”项目(主要是南极光度测
量), 该项目花费相对较低，法国团队(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及法国极地研究所)参与到项目之
中, 主要天文选址的评估、大气物理及恒星角频
率2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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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量子密码技术(与奥地利合作的“空间尺度的
量子实验”，QESS，Quantum Experiments at Space
Scale)，2016年夏季该卫星的发射引发媒体热议。
中法SVOM(Space-based multi-band astronomical
Variable Objects Monitor)卫星任务的主要目标是研究
伽玛射线暴(发射一颗低轨道30°倾斜角的卫星，搭
载由Proteus平台组装的系列科研设备)。
SVOM卫星效果图(来源：CNES/CEA)

从太空看宇宙
2016年2月，LIGO/VIRGO国际项目团队宣布
发现了引力波，在中国引发强烈反响: 中国团队
是130个签约团队之一，这一发现引发中国民众
极大的兴趣。这一发现似乎引发了中国政府为其
中一个(大型)项目加大投资的决心：该课题已纳
入中国科学院空间2050年规划。三个计划(太极、
天琴、阿里)同场竞技。
• 中国科学院太极计划于2008年发起，主要目标
是使用卫星技术探测引力波。预期到2030年，
发射三颗卫星(太阳同步轨道)用来探测中、低
频波。该计划在理念上和欧洲eLISA计划相当接
近，并存在密切合作。
• 天琴计划由中山大学发起。该计划将发射三颗
和欧洲eLISA计划类似的全同卫星，但是探测星
组将绕地球远地轨道运行。

中法SVOM卫星项目由2006年签署的中法政
府间协议确立，2014年,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与(CNES)中国国家航天局签署协议(也涉及中法海
洋卫星CFOSAT)再次启动该任务。法国原子能委
员会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实验室负责
设备的设计制造。宇宙学研究所负责ECLAIRs望远
镜和法国地面站的建设3。

原子与原子核
中国正在筹划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CEPC)项目，旨在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粒子加速
器。该环形对撞机周长50千米(欧洲核子研究中
心-CERN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长27千米)，
可以产生数百万个Higgs波色子(而欧洲大型强子
对装机只能产生数百个)。该对撞机将于2016年完
成设计。第一阶段的建设将于2020年启动，预计
将于2028年左右投入使用。该项目将坐落于秦皇
岛市附近，长城在这里与大海相连，赋予给选址
极大的象征意义。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的阿里计划
旨在通过探测太空微波的本质，搜寻引力波，
但是从地面对重点波段进行观测；阿里计划以
西藏高海拔地区的观测站为依托(IRT，红外望
远镜)；该计划开销更低，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成
果，而且不会和另外两个项目构成竞争。

羊八井观测站

关于此主题，请参看Merienne Chadid(7293号科研混合单位)在“CNRS在中国”第20期(2015秋季刊)发表的文章
《来自南极洲，宇宙起源的奥秘》，p.20-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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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
项”(Strategic Priority Program on Space Science)旨在
发射单纯用于科研的卫星。从那时起到2030年，
将发射20多颗卫星，2016年共发射了三颗：暗物
质粒子探测卫星(DAMPE)，用于观测暗物质；实
践十号返回式实验卫星(SJ-10)用于研究微重力，
其回收舱已于2016年4月初着陆；第四颗卫星XD-2

3
参考F. Hammer在“CNRS在中国”第18期(2015冬季刊)发表的文章《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
星系空间是如何形成的？》，来源：svom.fr；cieletespaceradio.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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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
划”(ITER)的活动(高达10%)，2006年以来，在合
肥建成了一个先进实验超导托卡马克(EAST)，该
项目的最新进展将继续成为2016年科技界的热点
新闻：该实验号称“人造太阳”，其等离子体放
电时长创造了新记录，在5000万的高温下放电时
长达到100多秒。虽然这一时长已经很惊人，但
是尚未达到对撞机的极限。
2011-2012年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实现
了和中微子属性直接相关的参数(中微子振荡参数
θ13)测量，同期进行的还有法国的Double Chooz
实验、韩国的RENO实验。实验的成功(及观测到
的中微子价值)证明了可应用该探测技术对中微子
测序。
江 门 中 微 子 实 验 站 (JUNO， Jiangmen
Underground Neutrino Observatory)将担负这一使
命，其重达2万吨的液态闪烁探测器将成为全球
在建的最大探测器。江门中微子实验站位于香港
湾附近，实验站建设于2015年启动，预计2020年
开始物理取数。
来自8个国家的2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到该
项目中。在操作层面，合作方主要是中国和欧洲
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牵头)，其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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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LIA FCPPL)提供强
大的技术支持 4，在项目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
色。Marcos Dracos (IN2P3/CNRS)是JUNO项目国际
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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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
在材料学的多个领域，中国已经拥有非常先
进的设备:
1/ 同步加速器[上海光源(SSRF)，3.5 GeV，上
海，2008年启动；北京同步辐射装置(BSRF)，
北京，2.5 GeV；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NSRL)，
800MeV，合肥，1991年启动],
2/ 散裂中子源[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广东
东莞]，高功率激光装置[神光-II激光器(SG-II)，
2002年启动]
3/ 重离子研究平台[兰州重离子加速器(HIRFL)，
兰州，1988年启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HIAF)和
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CIADS)，惠州，2016
年启动]。

上海光源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SHMFF)是一个强磁场
研究平台，目前在合肥进行调试，并面向国际
合作开放。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斥巨资用于研发
精密重力测量研究设施(PGMF，Precision Gravity
Measurement Facility)，以实现对重力常量的最精
密测量。
2012年，高能同步辐射光子源(HEPS, High
Energy Photon Sources)项目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NSFC)资助项目，是电子能量达5 Gev、
测量精度达5nm的第三代同步加速器，该装置是
全球最高水平的设备。该装置将于2022年在怀柔
投入运行，而它仅仅是光学5领域一个雄心勃勃计
划的开端。

地球
十三五规划将环境、气候、生物多样性、大
气中CO2含量等数据的收集与整合列为重点。一
方面，在太空、海上、两极进行数据收集需要合
适，甚至精密的工具。另一方面，数据收集和整
合网络至少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组织。
首先要介绍的是中法海洋卫星(CFOSAT)项
目，其主要目标是对风和海洋进行监测，该卫星
预计将于2017年发射，和SVOM项目一样，中法
海洋卫星也是中法合作的产物，目的是填补该级
别中国空间项目的空白。

最后，还有许多机构从事极端条件下材料
反应的研究。例如，哈尔滨的“空间环境地面
模拟装置”(SESRI，Space Environment Simulation
Research
Infrastructure)、中国科学院“空间环境
模拟装置”(SpEnSF，Space Environment Simulation
Facility)，还有，分散于多个场地的“综合极端条
件试验装置”(SECUF，Synergetic Extreme Condition
User Facility)。

高能同步辐射光子源

中法海洋卫星

4

液态闪烁探测器，通过两个体积不同的光增速器探测闪烁的光线，设计电子读取装置。
请参看“CNRS在中国”第20期(2015秋季刊)发表的文章《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JU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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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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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划建于中国北方的国家光子科学综合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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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的认识与开发是中国优重点发展的方
向之一。中法在该领域有着重要的合作。除了专门
的科考船(MORV项目，“科学号”和“实验号”)
以及一些综合项目，如：WPOS项目，我们注意
到，在蛟龙号潜水器取得成功之后，中国制定了一
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彩虹鱼”，后者的下潜深
度将达11000米。它的使命是测绘环境信息。
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DREAM项目，旨在
打造一个深海钻探船。海底监测网(SON)项目是
以杭州海湾为首要观察对象的监测网络，之后将
拓展到南海海域。该项目由同济大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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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计算

Xavier
Bressaud

上述基础设施和各级别设备网产生大量数
据，其存储与开发需要国家层面的组织协调。中
国科学技术部启动了数据标准化和同质化计划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rogram)，旨在实现数据在
互联网上的开放(递交申请)，预计于2017年实现
该预期。中国科学院的众多研究所参与其中，该
计划将投入大量设备用于数据的存储、计算、资
源联网及确认。

中国第四座南极科考站-泰山站刚刚投入运
行，第五座科考站已列入2017年的计划。其主要
目标是收集生态数据。本项目计划(与芬兰合作)
联合打造一条大型破冰船。

2015年9月起，Xavier Bressaud担任法国
驻华大使馆科技专员，成为Pierre Lemonde
领导下的科技处的一员，主要负责数学(其
原专业)、物理、化学、信息科学和工程学
领域的学术合作。
地 球 数 字 系 统 模 拟 器 项 目 (ESNuS， Earth
System Numerical Simulator)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牵头，由多家计算研究所和中科曙光公
司合作承担，该项目旨在对部分收集的数据进行
汇总、建模、高性能计算、读取。

生物学

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科学号

彩虹鱼

泰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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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科学领域，系统构建不再是难事，
主要的挑战来自算法的效率。很早之前，中国
的编程人员就已经展示了制造高性能计算硬件
的能力：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TAIHULIGHT，无
锡, 江苏)于2016年6月投入使用，取代天河二号
(TIANHE-2，广州)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其运算速度高达10亿亿次，是天河二号的3倍，
美国TITAN超级计算机的5倍。
未来互联网的建设吸引了大规模投资，
科技界并非唯一的受益方。未来互联网研究
与实验项目(FIRE，Future Internet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及中欧未来互联网研究与实验课
题(EUChinaFIRE)为未来的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创造
了机会。EUChinaFIRE课题入选欧盟H2020项目并
获得资助。

探索

这里要介绍的生物学领域的基础建设无法与
前述领域相提并论。武汉高等级生物安全P4实
验室在中法合作中有着及其重要的政治意义，
但是并没有获得同等规模的投资。中国种质资源
库库(保存稀缺物种，70000个种子间，占中国物
种的三分之一)，国家蛋白质组学平台(NPSF，上
海)，中国科学院离子束生物工程学重点实验室
(Laboratory of Ion Beam Bioengineering)等项目建设
的投入也相对其他来说是“朴素”的。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牵头的国家致
病微生物收集项目正处于构思阶段。昆明动物学
研究所在建设可容纳2500只猴子的诊所。中国科
学院计划建设4个基础设施，用于转化医学研究(分
别位于北京、上海、四川和山西，预计2020年投
入使用)。

对于一个教研人员，这一全新的经历可
谓丰富充实，因为它迫使你后退几步对事情
做出判断：职位的改变、远赴国外工作，专
业领域延伸到其他学科、工作重心拓展到外
交、经济合作、文化活动的领域，都令人感
到振奋。
该经历同样也与他的大学背景相契合，
并为他开展工作提供支撑：Xavier负责推广面
向中国博士生的夏季学校和科普宣传活动。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Shenzhen-based BGI， 原
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
是国际水平的行业标杆。它的身份首先是一家私
立机构，为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提供服务，并逐渐
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

结语
我们希望通过此全景图正确地展示中国科研
进步的趋势，特别是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拥有许多质量不错的设
备，而且为了成为国际科研领域的排头兵，中国
投入了必要的资金：预期支出将很快赶上并超过
美国。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科研支出如此庞大，
而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却远远不足。
因此，不管是为了完成或者开发上述大型基础
设施，中国将以其雄厚资金为吸引点，继续发展国
际合作。无疑，科学家们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种质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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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A. Mynard

“

• 神经科学领域的创新：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BCBDI)
• 创业：“一个好汉三个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来帮忙!
•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合作走过25 年

“

与其说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创新情况的文章，
倒不如说本文介绍了中国的创新风潮。尽管并
不存在对“创新”一词真正的定义，在语义学
上，“创新”是一个宽泛的范畴。近年来，中国
政府大力强调和宣传创新。

在实践和实地层面，人们还存在疑问，事情
要复杂得多。特别是，一些熟悉中国情况的人认
为，中国还不具备创新的条件。首先，依靠于四
大支柱1的“生态系统”刚刚在中国兴起，其次言
论自由和创业自由之间存在不连贯性。

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周边讲话中，而且在“十
三五规划(2016-2020年)”对各行各业的总体布局
中都有反映。十三五规划对创新也有宏伟构想。
国内对创新的重视同样延伸到国际层面: 在这个
问题上，我们不再按双边或多边机构计算。G20
峰会发布了《创新增长蓝图》报告，主办国以此
为契机为“创新”进行了辩护。

这一看法是建立在美国硅谷和波士顿生命科
学城的基础上，在我看来只能适度地应用于中
国。一个尚未明朗的创新体系正在萌生，而且它
也有自己的特征。

1

这一专栏的文章介绍了中国的创新现象以及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与中国同行在工业
生产信息自动化领域的合作方式(参考：《工业生
产信息自动化合作走过25年》)。衡量创新的另一
个角度：创业。

中国对自己的创新进步深信不疑，而且制定
了自己的创新评价指标，用来评估十三五规划后
的创新进步。

“创业”这一主题在中国变化出各种形式，
它充斥于媒体评论、会议讲话、甚至于大学课程
之中，以至于吸引了许多来自全球的创业者，
例如法国人Charles Bark(参考：《一个好汉三个
帮》), 他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在上海
推出了一款新型机器人。
Quentin Montardy讲述了脑认知与脑疾病研
究所(BCBDI) 的故事，这家新成立的研究中心，从
事转化医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这是另一个充分
诠释中国创新机制的案例。

相对于四大支柱，这些非量化特征更加灵
活，因此将其称为动力，包括：速度、范围、技
术发展与资金能力。

投资者培养机构、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媒介-主动性/公立机构、大企业的参与

36

从根本上说，不管评判方为何人，答案才是
最重要的。而且答案空前一致：在专利数量、创
新资金投入、高附加值的出口、孵化公司数量、
青年创新型企业的数量等创新评价指标上，中国
取得了巨大进步。

© Benoît RAJAU/ISIR/CNRS图片库

中国创新情况如何?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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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领域的创新：
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BCBDI)
撰文：Quentin Montardy

“

当我们提到深圳，首先想到的是电子技术，硬件或者计算机。这确实没错，但是未免有些狭隘。深
圳在生物科技方面也突飞猛进，近年多家顶尖水平的神经科学领域研究院成立，如“脑认知与脑疾病研
究所(BCBDI)”，刚好也印证了这一点。2015年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SIAT/CAS)与麻省理工学
院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MIT-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合作成立了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作
为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下属单位，鉴于前者致力于工业导向型研究，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聚焦于转
移研究，旨在通过建立脑病理学模型，寻求新的疗法。

“

目前，只有中国有可能如此大范围地使用这
种技术：一方面，在灵长类动物身上使用CRISPR/
Cas9技术需要一定的居住空间、足够多的动物以及
巨额预算；另一方面，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

在基础研究方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 1
共有十余名研究员以及近八十名雇员；通过定期
招聘，员工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研究所的主要研
究课题为控制情感、生存行为以及生理功能的大
脑网络。同时，其他研究内容还包括作为视觉认
知基础的大脑运行机制、神经变性疗法，直至分
子级别。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于是，我开始寻找一家拥有先进研究设备、
集基础与应用研究于一身的实验室。于是，我与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所3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了。我被
王立平教授的实验室聘用，不到一年，这个实验
室转型成为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所。

记录

Quentin
Montardy

实际上，作为研究院唯一的法国人(或者说唯
一的外国人)，我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这里的研究
方法和文化。在这里，中国深圳的研究团队要比
法国的团队大许多，合作伙伴也更多；实验室成
员间的沟通与互助是开展研究活动的核心。这样
做可以推进项目顺利进行，使成果来源多样化。
这一点非常鼓舞人心，因为除了自己主持的项目
外，大家可以快速地参与到其他多个项目之中。

Quentin Montardy是 神 经 科 学 4 的 研
究 人 员 。 他 的 博 士 生 导 师 是 马 赛 Timone
神经科学研究院(7289号科研混合单位)5的
Frederic Chavane教授。他的研究方向为光学
成像-定位扫视对清醒猴初级视皮层神经元
反应的影响。

在法国，以我的年龄和经验，是不可能承担
如此重任的。在研究方面，我享受极大的自由，
我可以探索不同的主题，尝试不同的技术，直到
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起点。目前，我主持多个研究
项目，研究恐惧引发情绪反应的机制，更宽泛的
说法，是研究大脑的厌恶途径。

后来，他加入了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
王立平博士的研究团队，从事光学和遗传药
理学研究，同时也继续对自由灵长类的行为
进行研究。自此，他的研究方向转向负面情
绪、特别是厌恶，以及导致这些情绪的视觉
途径。
最后，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希望与法国相
关机构开展交流。我积极参与、推动学术和工业
合作，对于一个青年研究员来说，这是个独一无
二的机会。从外国人的角度，很难对中国的科研
情况及其迅速达到的高水平进行判断，因此，向
法国研究人员展示中国的科研情况，特别是一个
优秀的实验室的情况，就显得非常重要。我将尽
我所能，向有机会来到深圳，参观脑认知与脑疾
病研究所的公、私界人士，做全面的展示。

2012年，我在马赛Timone神经科学研究院完
成了博士论文。通过在醒着的灵长类动物身上开
展的实验，我掌握了相关技能。博士毕业后，我
意识到，在法国，我们对中国的神经科学发展的
认识非常有限，而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这个领
域最重要的参与国家之一。一方面，我希望能够
在这个科学乐土上见证它的腾飞，另一方面，我
希望能成为中法学术界的桥梁。

研究所专门从事尖端技术的研究，如光遗传
学和药物遗传学，这两种技术都能够对神经活动
进行直接精准的控制。与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
科学研究所 2的合作，使我们掌握了CRISPR/Cas9
这一强大的基因编辑技术，这一技术更适用于灵
长类动物。
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 http://bcbdi.siat.ac.cn/
2
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美国) http://mcgovern.mit.ed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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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ne神经科学研究院InVibe团队
研究的视觉合成与扫视网络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http://english.siat.cas.cn/
个人主页 Quentin Montardy
4
Timone神经科学研究院(INT)在理论神经科学、细胞神经科学、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具有极高的水平。网站1 / 网站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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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一个好汉三个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来帮忙!
撰文：Charles Bark1

“

IncubAlliance2是推动技
术创新的法国主要公立机构
之一，很多人不知道，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正是其创
始人之一。
当时，IncubAlliance位
于巴黎南部伊维特河畔吉夫
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的大学城-法国创新硅谷之内。自2000年以来，超
过306个项目获得了它的支持，共有243家公司成
立，其中包括我的公司ChinPass。

1996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在这次为期10
天、跋涉3000公里的旅行中，我完全处于“聋哑
状态”，因为我不会说中文。当时我下定决心，
最大的愿望就是学会这门语言，以企业家的身份
进驻中国。1816年拿破仑曾预言“当中国醒来，
世界将为之震撼”，在我初探中国之时，这句话
浮现在我的脑海。

ChinPass ：企业家在中国的生存包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的研究与创新能力早已声名
在外，但是人们对其支持创
业的举措也许不是很了解。

记录

初探中国

3

通过下面这篇文章，Charles Bark将向我们讲述他的亲身经历。他将向我们介绍，是如何在与中国
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培养了创业家的品质。我们可以称他为“系列创业家”，因为他不仅开发了一套快速
汉语学习系统，而且还通过法中合作开发了针对老年人的新型机器人。所有这些创举的共通点，即：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其在专业和技术开发层面提供了大力支持。

IncubAlliance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在学习中文过程中，我
尝尽了酸甜苦辣，2005年，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
推动下，我创办了ChinPass
公司。2006年，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公司进驻
上海，推销我们研发的创新培训服务。我们提出
了“实践中学习、游戏中学习”的理念，家长在
教婴儿学习母语的时候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而且
成效显著。

“72小时开口说中文，
不满意就退款 ! ”
我们的培训包括72小时与老师面对面的学
习，以及100小时远程3D游戏学习，该游戏模拟
在中国遇到的一些主要生活及工作场景。我们还
研发了一款名为‘Quickspeaker’的应用软件，该软
件支持八种语言，目前用户已达700多万。我们
保证客户在172小时后，能用“生存包”进行口
语交流，否则退款！
十一年间，我们为在中国奋斗的众多公司的
法国管理人员授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便利。我
们的客户有法国CAC40企业以及中小企业。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还为法国奥运代表团管
理人员提供了语言培训服务。

IncubAlliance简介
IncubAlliance旨在帮助技术创新项目发
展成为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创新企业。在
时任主任Jean François Lafaye先生及其团队
的支持下，我分别获得2004年和2005年国
家创新创业大赛“创业启动”和“创业发
展”组奖项。
在我从雇员走向企业主的过程中，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通过IncubAlliance发挥
了重要作用。在它的协助下，我和我的团
队在法中两国花费四年时间从事研究，为
很多与中国打交道的管理人员所面临的困
扰找到了答案：“一门耗时的语言：在忙
碌与经常出差的情况下如何学习汉语?”

2005年7月25日，由副书记ZHANG Fangming带队的陕西省科学考察团参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IncubAlliance (Gif sur Yvette)。IncubAlliance主席Jean François LAFAYE和ChinPass公司总经理Charles
BARK接待该代表团合影。

个人主页 Charles Bark
http://www.incuballiance.fr/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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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pass http://www.chinpass.c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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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合作走过25年

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梦之队

考虑到在法国，照顾独居老人面临的种种困
难，我组建了一个团队，从事“健康伴侣：机器
人IoT”的研发，为老年人面临的三大问题：孤
独、摔倒和心机能不全，寻找对策。Hajjam教授
和Andres教授的团队开发了名为“E-Care”的创新
平台，可提前检测到心脏病患者的危急情况，并
发出预警。

“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最强
壮，也非最聪明的，而是最能
够适应改变的。”
- Charles Darwin

我还得到了常驻中国的外国专家的帮助，如
认知神经科学专家Quentin Montardy，他的探索
方向为控制负面情绪的大脑网络研究，如焦虑、
恐惧等。他曾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获得博士
学位(参见p.40-41文章)。这对于老年人情绪IA算
法与“machine learning”的编程非常有帮助。
我受邀加入了“梦之队”，开始为实现我的
理想而努力“生命是幸福和健康的延续，而非面
对衰弱的妥协”。
三年间，辗转四个国家从事科研，成功打造
了三台样机、在中国申请了五个专利，我们创办
了一家新公司，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和算法，为老
年人及其家庭、医疗机构提供创新服务。我们的
目标是维持老年人居家的尊严和独立。我们汲取
IoT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精华，为老年人提供预防而
非治疗服务。
中国有句俗话“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并
不奢望成为无所不知的人。为此，我们引入了情
绪捕捉、多语声音识别、面部识别、医疗数据安
全、“Machine Learning”、热感应摄像头、老年
学领域的专家。

科研与高等教育部长Francois Goulard到访位于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的ChinPass公司 (2006)

我们共同研发了照料老年人的新方法，换句
话说，也是照顾父母和我们自己的方法。简而言
之, 让我们一同为法中创新、研究以及创业项目
而努力!

L’Internet of Things /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Utbm网址 EA 4662 (纳米医学实验室，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学成像与治疗专业)
6
Laboratory LRGE, ENSET, Mohammed V University Rabat, Morocco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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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研究组(波尔多大学5218号科研混合单位)与中国多家机构的合作始于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初。它为两国在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领域的创新做出了贡献。2016年7月，由“可持续发展智
慧计算”国际联合实验室举办的第四届“中法可持续发展新型信息科学与技术国际研讨会(NICST)”在哈
尔滨工业大学(HIT)召开，会议期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与主要合作伙伴进行了会晤。主
要合作伙伴1联合撰写了以下文章，回顾了以制造业创新为导向的合作在25年历程中经历的重要阶段。

“

我以另一种形式继续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保持联系。三年来，我投身于与创业相关的研
究与探索。我在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学(UBFC)5实
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利用智能联网机器人IA4
检测老年人的跌倒。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为勃
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学的A. Hajjam教授、斯特拉斯
堡大学医院(CHU de Strasbourg)的E. Andres教授、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UTSEUS)的F. Pfaender
教授、A. Hammouch6教授。

记录

连接两个地区的桥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GRAI研究组2(原5131号科研混合单位)时任主任
Lucas Pun教授和Michel Carpentier3的一次会晤，
无意间促成了这场合作。起初，该活动只是为了
会见刚刚入选首个欧洲信息技术研究发展战略计
划(Esprit)4的研究员。那时，M. Carpentier刚刚从
中国出差回来，见证了欧盟委员会与中国科技部
(MoST)5签署“关于推动中欧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
合作”协议 6的全过程(参见p.5，NICST)。当时他
在寻找一家能够协调该项目的欧洲实验室。Pun
教授祖籍中国，因此被任命为协调人。

实际上，合作直到1991年才真正开始，正因
为如此，在此期间，Guy Doumeingts接替Lucas Pun
参与到合作之中。在她的促成下，五家中国科研
实验室7、五家欧洲机构以及Cap Gemini8比利时分
公司建立了相互联系。
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科研机构间的合作，搭建
连接两个区域的桥梁，从特点上说，长远研究能
够为未来工业合作提供支撑。
合作的第一步是在中国和欧洲两个区域，分
别组织研究人员会议，帮助他们建立联系、相互
认识。会议主题包括：企业建模、计算机辅助设
计与制造、计算机辅助生产管理、车间自动化、
企业行政管理。

Guy Doumeingts，波尔多大学荣誉教授，INTEROP-VLab实验室主任，guy.doumeingts@interop-vlab.eu；
Yves Ducq，波尔多大学教授，兼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研究组负责人，yves.ducq@u-bordeaux.fr；Jean-Paul Bourrières教授，
波尔多大学，jean-paul.bourrieres@ims-bordeaux.fr，以及David Chen，david.chen@ims-bordeaux.fr。
2
综合自动化研究组(GRAI)
3
欧盟委员会通讯、信息市场与创新部主任，现为Connect公司主任。
4
European Strategic Program on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5
中国科学技术部
6
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技术包括所有用来提高工业生产(成本、期限和质量控制)的方法。
它的范围覆盖零件设计、制作(加工、铸造等)、质检、生产管理。
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南京理工大学等，
由中国最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吴澄教授负责协调。
8
研究中心[位于米兰的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工业技术研究所(ITIA-CNR)、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波尔多大学]
1

43

记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初始阶段过后，首个为期两年(1992-1994)的
具体项目计划正式启动。每个项目设立两个研究
中心(一个欧洲研究中心、一个中国研究中心)，
并联合中国企业或进驻中国的欧洲企业[西安飞机
工业集团、东风-雪铁龙(武汉)……]共同完成。这
个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详见下方成果)。
第二个计划(1995-1996)简称SECIIM(SEcond
Cooperation programme In Integration for
Manufacturing)。对于该计划，欧中企业家(19个
合作方)参与程度更高。其主题扩展到车间一体
化、虚拟制造、项目管理、质量保障、企业联合
操作。
加入到该合作计划的欧洲企业有：MatraDatavision、Schlumberger-Sema、Mandelli9、IVECO。
中方企业有：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沈阳吹风
机厂、Jinglu机械厂、东风汽车公司、齐齐哈尔第
二机床厂、郑州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在此期间，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徐晓飞教授执导的研究中心也
加入到该第二计划中。

创新成果...
•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项目，主要是优化空客
和波音公司转包零件的生产规划。清华大学组
成了一支科研团队，同时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
研究组与集团规划部密切合作。该行动有效地
改善了交货周期问题。
• 哈尔滨研究组与波尔多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研
究组(5218号科研混合单位)建立了密切合作，促
进了GRAI方法(结果和操作互联图形法)的推广。
上个世纪80-90年代，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研究
组研究人员在中国公司11开发出GRAI方法。对于
被企业选中的车间，其导航结构有了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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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风-雪铁龙(武汉)的案例中，随着武汉华中
科技大学的加入，合作取得新成果，并引入了
中国式“及时生产”技术。该“及时生产”技
术将当时条件下无法消除的中国式限制考虑在
内。这些限制来自运输和后勤条件。
• 意大利Mandelli公司向中国出售定制系统。当
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当地企业的雇员缺乏相关
培训。因此，Mandelli公司、意大利国家研究委
员会工业技术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一
项培训计划。
1997-2007年间，我们达成并发展了多个科研
合作项目12，其中包括CENNET项目(China Europe
Network on the NET，2001-2003)。该项目旨在普
及前期项目的成果、宣传合作伙伴、促进新项目
的开展和学生交流，以及开发一个合作网页。在
本项目框架下，合作方举办了两场联合研讨会，
以及多场合作高校间的学生交流会。
2006年 以 来 ，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受 邀 加 入
INTEROP NoE13网络，波尔多大学为本网络协调
方。该网络旨在汇集50家欧洲研究中心，开展企
业应用联合操作的相关研究.
在成为本合作网络的一员之后，2007年，哈
尔滨工业大学决定与波尔多大学开设企业计算机
技术与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联合硕士专业。这是
波尔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各自最早开设的国
际硕士专业之一。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记录

...相互了解与持久关系
通过这些合作，双方对中国和欧洲开发的方
法形成了相互了解。
当时，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欧洲和
法国研发的方法和解决方案并不为人了解。反之
亦然，例如，1986年启动的863计划，又名中国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在欧洲根本不为人所
知。但是该计划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生产信息自动
化在中国多个省份的发展。
此外，联合项目的开展也促进了团队间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2016年最近一次的中国之行令我
们感受到中国方面始终存在着合作的意愿。

...具体行动仍在继续
• 首先，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波尔多大学的国际双
硕士项目刚刚走过十周年，目前项目负责人是
David Chen教授。
该硕士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法国一年级
的研究生到哈尔滨交换学习至少六个月，中国
二年级的研究生到波尔多大学交换一年。十年
间，该硕士项目培养了120余名硕士生。其中十
余人在工业生产信息自动化研究组攻读博士学
位。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还与克莱蒙费朗第
二大学开展双硕士培养项目。

2011年，为了庆祝交流合作走过二十周年，
合作机构举办了两场研讨会，介绍了教育及学术
科研成果14。

9

定制系统机床制造商
哈尔滨工业大学 http://www.hit.edu.cn/
11
特别是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郑州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12
1997-2008年间合作项目单：1997年：SECIIM Follow up项目(11所合作机构)；1998-1999年：CENIM，China Europe Network
for Integration in Manufacturing (9所合作机构)；1998-1999年：CEEMM，Concurrent Engineering and Enterprise Modelling Methodology (8所合作机构)；2001-2002年：CENNET，China Europe Network on the Net (9所合作机构)；2001-2004
年：DRAGON，Development of an interactive Engineering Portal for Open Networks (11所合作机构)；2006-2008年：STASI，Software
for Ambient Semantic Interoperable Services (12所合作机构)。
13
Interoperability Research for Networked Enterprises Applications and Software - Network of Excellence
14
第一场研讨会：欧洲，2011年9月7日于波尔多大学；第二场研讨会：中国，2011年10月20-21日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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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NICST会议走过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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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HRP-2，人形机器人似人的外形使其能够完成一
些复杂的任务。© Emmanuel PERRIN/LAAS/CNRS 图片库

•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波尔
多大学签署的谅解备忘录(MoU)以及2012年10月
波尔多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BUAA)签署的
合作协议。
• 在科研方面，2012年1月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克
莱蒙费朗第二大学LIMOS实验室15(6158号科研混
合单位)联合成立了“可持续发展智慧计算”国
际联合实验室16, 2016年1月，波尔多大学IMS实
验室(5218号科研混合单位)成为该国际联合实验
室的新成员。
“可持续发展智慧计算”国际联合实验室
旨在推动企业信息科学与物联网在可持续发展
上的应用研究及相关研究人员的交流互访。

未来，哈尔滨工业大学(三个校区：哈
尔滨、威海、深圳)、波尔多大学、克莱蒙
费朗第二大学的合作将继续。
目前，多个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正在进
行中，这些项目由机构自身出资，或是得
到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的
资助。前几年，合作方已开展过研究人员
交流互换，今后也将延续。
INTEROP-VLab17中国中心的建立将进一
步促进与其他研究机构18的合作联系。

15
信息科学、建模与系统优化实验室(LIMOS)是一所信息科学领域的科研混合单位(编号6158)，
更宽泛地说，它是一所从事信息通讯科技(STIC)研究的实验室。http://limos.isima.fr/
16
参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2016年科研合作进展情况”p.60-61
17
http://www.interop-vlab.eu/
18
除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山东大学、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郑州大学以及浙江大学。

46

人形机器人iCub细节照片，
7222号科研混合单位
© Benoît RAJAU/ISIR/CNRS 图片库

给拥有四个手指、十六个传动装置的人形机器人做保养。3346号科研直属单位 - Institut P’ © Cyril FRESILLON/CNRS 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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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与协议

中国科学院大学
撰文：张怀、何吉波、谢勇、李文宣1

“

2015年7月，中丹学院第一届中外学生获得了中丹双学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UCAS)，简称”国科大”，隶属于中国科学院(CAS)2，是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
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科教融合、独具特色的高等学校。国科大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GUCAS)3，
成立于1978年，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截至2015年底，国科大在学研究
生4.45万余名，其中博士生占50%。国科大主要校区位于北京，其学生同时也在外省校区和中国科学院下
属研究所开展研究学习。国科大除了校际国际合作，导师间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也日益频繁。国科大有海
外经历的导师约占总人数的50-60%，已建立或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的导师约占总人数的20%。国科大导师
在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物理学等领域已与相关国际高水平大学或机构建立了紧密的科研合作，尤其是
法国。通过本文章，国科大国际合作处对不同国际合作项目作出了总结，并详细介绍了与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在地球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领域开展的两项合作。

分 布 在 各 研 究 所 的 5个 国 家 实 验 室 、 82个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 196个 中 国 科 学 院 重 点 实 验
室、4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以及众多
国家级前沿科研项目，为学生培养提供了宏大的
科研实践平台。

中国科学院大学简介

中丹学院(SDC)是在中国和丹麦两国友好合作
的基础上，经教育部批准，由中国科学院与丹麦8
所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奥胡斯大学、南丹麦
大学、奥尔堡大学、洛斯基勒大学、丹麦科技大
学、哥本哈根商学院、哥本哈根信息技术大学)设
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院遵循科教融合的培
养模式，实行中丹双导师制、双学位制，中丹学
院的毕业生将获得国科大和丹麦合作大学的双学
位。自2012年以来，中丹学院在七个项目7纳米科
学共招收研究生近500名中外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

中国科学院大学作为中国科学与高等教育机
构的代表，坚持“科教融合”的办学方针，与中
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在管理体制、师资队伍、
培养体系、科研工作等方面高度融合。基于中国
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高水平科研优势和高层次人才
资源，国科大形成了由京内4个校区、京外5个教
育基地和分布全国的119个研究所组成的“大学
校”。经教育部批准，国科大从2014年起招收本
科生，形成了覆盖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的
完整高等教育体系。

截至2015年底，国科大在学本科生664名；
在学研究生4.45万余名，其中博士生占50%；在
学外国留学生1063人，来自82个国家，其中外国
博士生749人，博士生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国科大拥有一支由院系和研究所师资组成的
高水平导师队伍，拥有学生开展科研实践的一流
科研环境。目前，全校有研究生指导教师14564
名，其中博士生导师6995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295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686
人；“千人计划”4入选者147人；“百人计划”5
入选者1593人。

国科大基于中国科学院广阔的国际科技合作
平台，与德国马普学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俄罗斯科学院、美国科学院以及60多所世界
著名高校建立了密切联系和合作关系，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与丹麦科教部及8所高校6联合创建
的“中丹学院(SDC)”。

此外，为了加强人才培养，开阔研究生的国
际化视野，自2006年起，国科大开始实施“中
国科学院开展中欧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
合作伙伴主要为德国和法国的科研机构，通过在

全校范围内遴选优秀博士生到德、法相关机构学
习、研究，回国再进行论文答辩，学生获得得国
科大博士学位。
2015年，该计划整体纳入“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国际合作培养计划”，截止目前，累计派
出联合培养博士生795名。与德国相关的具体项
目包括与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马普学
会,International Max Planck Research School)、德意
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和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
进协会(Fraunhofer Society)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
与法国有关的具体项目包括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CNRS)8和法国农业、食品、动物健康与环境
研究联合体(Agreenium)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
国科大还参加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开展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
目，2012-2016年，累计派出联合培养博士生618
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475人。
除了校际国际合作，导师间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也日益频繁。国科大有海外经历的导师约占
总人数的50%-60%，已建立或参与国际合作项目
的导师约占总人数的20%。国科大导师在地球科
学、环境科学、物理学等领域已与相关国际高水
平大学或机构建立了紧密的科研合作，尤其是法
国。(以下内容为法中合作项目)

1

张怀，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吉波，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科学学院研究员；
谢勇、李文宣，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合作处。
2
中国科学院另一所大学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位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
3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UCAS)”，简称“国科大”。
4
2008年12月，中央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用5-10年时间，在国家重点创
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有重点地引进并支持一
批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千人计划”已分12批引进6000余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在科技创新、技术突破、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5
“百人计划”是中国科学院启动的一项高目标、高标准和高强度支持的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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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Aarhu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University of Aalborg, University of Roskild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IT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7
水与环境、神经科学和神经影像、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创新管理、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化工/化学工程和基因组学
8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自2009-2014年实施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前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下属实验室开展研究学习。目前该项目已暂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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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计算地球动力学合作研究

中国科学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LCG)9，于2003年成立，并于2010年进入中科院
重点实验室序列，是国内首家致力于计算地球动
力学研究的实验室。实验室现有研究人员共33
人：教授21人，副教授10人，讲师2人，平均年
龄44岁；其中院士1人，“千人计划”1人、“杰
青”1人，“百人计划”6人。目前科研团队已覆
盖地球动力学相关研究领域。

No23 2016 秋季刊

自实验室成立以来，就一直秉承对国内外开
放的态度，影响力逐年提高，与法方开展的多年
良好的科研协作与交流关系是其中的亮点。Yves
M. Leroy10教授所在的法国巴黎高师地球物理海洋
与大气科学系(TAO/ENS)与实验室多年来一直保持
着活跃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从2005年开始，由
双方共同出资支持，法国巴黎高师每年派两名国际
知名专家来中国科学院大学进行夏季小学期的教学
工作，至今已有12个年头。中国科学院大学则选派
青年骨干教授以及相关学生到巴黎高师进行短期访
问进修。自2008年起至2016年，Yves M. Leroy教授
连续8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夏季小
学期担任“饱和流体孔隙介质力学”课程的教学工
作，是当之无愧的双方交流的功臣。

张怀

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合作
数值模拟新生代尼泊尔造山演化序列12

Yves M. Leroy教授还担任中法双方国际交流
合作的法方负责人，张怀教授担任中方负责人，
除了每年定期安排暑期小学期的交流访问，还
邀请法国其他高校的知名教授 11来国科大交流访
问，对持续深化中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近5年实验室邀请法方专家学术交流报告合集，
法方专家依次为：Adeline Pons、Bertrand Maillot、
Yves Gueguen、Siegfried Lallemant、Frédéric Gueydan、
Yann Capdeville、Christophe Vigny、Yves-Marie Leroy、
Baptiste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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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1973年，理学博士，现为中国
科学院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从事计算地球动力学研究以及高性能数
值与科学计算中的算法和软件实现工作。已
多次前往法国巴黎高师开展双边合作关系。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地质学实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8538号科研混合单位)不仅是
从事高等研究的场所，也是通过教育和研究，培养地球科学人才的地方。
虽然该实验室规模中等(约75名人员，其中固定人员36名)，但是它的特色之一是研究课题范
围广泛：地质学、矿物学、地球物理学、地震学、测量学、地震-地质构造学、地貌学、生态学、
岩石力学等。得益于本身的特点，科研混合单位成为跨学科交流合作的优先选择形式，也有利于
研究课题的进展。

与此同时，实验室每年在夏季小学期期间都
会召开计算地球动力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至
今已举办13届。法方知名教授在与会期间呈现了
精彩的报告，对地球科学各领域内的最新进展进
行交流，对提升国内计算地球动力学学术水平起
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实验室还与法方就极
限分析对造山带演化等课题展开深入合作，现已
取得一系列的结果。

9
中国科学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地球动力学是研究地球大尺度运动或整体性运动的各种力学过程、力源和介质的
力学性质的学科。固体地球物理学的分支。地球固体部分内发生的力学现象多种多样，形式复杂，内容丰富。地球动力学的
任务就是分析这些现象，并透过这些现象寻求其力学机理，掌握这些现象出现和变化的规律，预期它们今后的发展趋势。
10
Y-M. Leroy，(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混合单位编号8538-地
质学实验室；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ergies Fossiles”课程讲师(2010-)。
11
法国第七大学、塞尔吉-蓬图瓦兹大学、蒙彼利埃大学、里昂大学。近年来，法方到国科大参加夏季小学期教学并访问计
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的部分教授分别为：Jean-Paul Montagner (2009)、Jean Vireux (2009)、Yves Gueguen (2007、2008
、2013)、Christophe Vighy (2015、2016)、Manuel Pubellier (2016)、Maillot Bertrand (2010、2011、2013)、Pauline Souloumiac
(2012)、Christian David (2010)、Siegfried Lallemant (2016)、Frederic Gueydan (2012)；中方到法方交流为：张怀教授中国科学
院大学(2008、2011、2013、2015)、柳畅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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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计算地球动力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合影

12

造山: 指的是造山运动及地势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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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科研人员，目前正和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IN2P3)下属的奥赛直线加速器实验室(LAL)、奥
赛核物理研究所(IPN15)、安纳西粒子物理实验室
(LAPP16) 的科研人员，在以下项目进行合作：

中法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LHCb实验物理合
作研究13
粒子物理是研究世界万物的基本组成及其相
互作用的学科。目前自然界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被发现：重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
作用和强相互作用。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提供了
后三种相互作用的统一描述。该模型包含夸克、
轻子，和相互作用传播子。2012年，标准模型
的最重要的组成之一，希尔斯(Higgs)粒子，也被
称为“上帝”粒子，被位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14上的ATLAS和CMS
实验发现，这使得标准模型更为完备，从而成
为“标准理论”。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位
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是目前世
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加速器，周长为27千米，可
以将质子加速到7 TeV(1012电子伏特)。LHCb实验
是大型强子对撞机上四个大型实验之一，如图所
示。LHCb实验的物理目标是间接寻找超出粒子物
理标准模型的新物理，与ATLAS和CMS实验的直
接寻找相互补。LHCb实验探测器具有非常好的
性能，也适用于对粒子物理标准模型进行精细检
验，加深我们对于描述强相互作用的量子色动力
学的理解等。

1. LHCb实验上间接寻找超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
的新物理
Jacques Martino亲述：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数
百名人员为欧洲大型强子对撞
机实验(LHC)研究奠定了基石，
并且在数据的科学开发上起到
了决定性作用。

这些研究标志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
功。对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来说，这一
发 现 是 对 其 20年 来 技 术 与 人 力 投 入 的 回
报。在20年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
属约12所实验室、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
及200名法国研究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Lhcb实验；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是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
的粒子加速器(27 km)，位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
14
2013年10月8日，François Englert和Peter Higgs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获奖的成果是在1964年提出的一项理论，
该理论揭示了粒子是如何获得质量的。近期，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ATLAS和CMS实验分别给出其实验数据分析
结果，他们在数以十亿计的粒子对撞结果中提取到了希格斯粒子存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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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HCb实验上量子色动力学的实验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也于2016年4月加入中法粒
子物理联合实验室(LIA FCPPL)17，将和更多的法国
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

直线加速器实验室
(LAL)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
理研究所(IN2P3)和巴黎第
十一大学共同建立的一所科研混合单位(编
号8607号)。直线加速器实验室围绕粒子物
理开展研究，同时也从事宇宙学及天体物
理学的相关研究。
实 验 室 共 有 301名 员 工 ， 124名 研 究
员，其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48
名、13名教研人员、14名名誉研究员、14名
聘用制研究员、1名特邀研究员、34名在读
博士、177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其中160名
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工程师和技术人
员，4名ITRF，12名为聘用制工程师和技术
人员，1名实习生。

毫无疑问，没有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
子物理研究所(IN2P3)的专业知识为依托，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无法在该领域发挥
决定性作用。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
所统筹着该领域所有的科研活动，并不遗
余力地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法国本
土和国际上的科研合作发挥着积极作用。

来源：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
究所所长J. Martino先生特别指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在发现玻色子的科学研究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13

何吉波

何吉波，2008年9月至2012年2月在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国家核物理与粒
子物理研究所(IN2P3)下属的奥赛直线加速
器实验室(LAL)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
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科学学院研究员。

但是标准模型未能回答许多问题
例如宇宙中的反物质都哪去了？标准模型中
只包含了宇宙5%的成分，其它95%是什么？什么是
暗物质、暗能量？这些问题使得粒子物理学家普
遍认为有超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新物理存在。

协议

LHCb是一个围绕大型强子对撞机开展的粒子物理实验。该探测器旨在研究粒子和反粒子行为的差异，
以及介子系统中罕见的裂变。目前，精确测量这些差异将成为揭示新机制、理解其性质的有效方法18。

核物理研究所(IPN)由Irène和Frédéric Joliot-Curie于50余年前发起成立，该研究所是核物理研究领域全球最重要的实验室之
一。它是大规模国际合作的典范。核物理研究所拥有350多名合作伙伴、研究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16
安纳西粒子物理实验室(LAPP)是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下属19所实验室之一，拥有近140名研究员、教研员、工
程师、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学生及外国交流访问人员。
17
获取更多FCPPL国际联合实验室信息，请参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2016年科研合作进展情况》手册，p.66-67。
18
LHCb实验从2010年起开始记录数据，并于2012年底汇总。第二轮运转结束后，实验将进入升级阶段(2018-2020)，在此期
间，将对LHCb的子探测器进行调整以提高记录数据的数量。至少在未来十年内，LHCb实验将继续使用这个新的探测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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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法科研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
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项目1获得者
撰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荣幸地公布2016年
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
会博士后奖学金”项目选拨结果。两名中国申请
人：刘绍卓先生和梁观峰先生获得奖学金，将前
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实验室从事为期十
二个月的博士后研究学习。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
基金会(KCWEF)博士后奖学金”项目由双方机构

联合签署，并于2015年6月1日正式启动。香港王
宽诚教育基金会通过为中国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
的形式，致力于推动不同级别的教育在中国的发
展。该项目资助科研人员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下属单位(已与中国机构建立合作联系，例如：
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研究团队、国际科研混合
单位)，进行研究学习，旨在推动中国科研人员(
博士后或同等水平人员)研究的进展。

刘绍卓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法地
貌过程与景观动力学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SALADYN)”的合作框架下，刘绍卓将前往
法国开展研究学习。LIA SALADYN由巴黎地
球物理研究所(IPGP / UMR 7154 2)Francois
Métivier博士任法方联合主任。巴黎地球物
理研究所Yann Klinger教授对刘绍卓研究工
作进行监督。
刘绍卓将于2017年1月赴法学习，此行目
的旨在巩固在地球科学领域(地质构造、古地
震学、地震周期...)的合作。
了解更多刘绍卓的研究成果：参看
《CNRS在中国》第22期, p.24-27。

梁观峰
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
航天催化与新材料研究室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绿色产品和
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UMI E2P2L)”的合作框
架下，梁观峰将赴法国访问学习。UMI E2P2L
由Armin Liebens及Pascal Métivier(索尔维集团)
联合管理。梁观峰将在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
研究单位3(UCCS，UMR 8181)从事研究学习，
该单位负责人是Franck Dumeignil。
梁观峰将于2017年1月赴法学习，此行
目的旨在巩固在化学领域的科学合作。

« CNRS-K.C.Wong Postdoctoral Fellowships »
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 / 7154号科研混合单位：http://www.ipgp.fr/fr
3
催化作用与固体化学研究单位 / 8181号科研混合单位：http://uccs.univ-lille1.fr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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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RS在中国”第23期法文版，获取相关信息，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ambafrance-cn.org/Le-magazine-du-bureau-Le-CNRS-en-Chine
法文版封面：ALICE实验中L3磁铁内部探测器在维护期开放。该设备高16米，长26米。6533号科
研混合单位-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IN2P3)
亚原子物理学 © Cyril FRESILLON/LHC/CNRS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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