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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果: 2020年1

月13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就

成立环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虚拟研究中心

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第4-5页）。

此外，两机构还同意围绕“2020年10月将在

中国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

约方大会（COP15）”举办筹备会议。届时约200

个国家的代表应当提出一个新的框架公约，以阻

止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流失，保护地球上的生态系

统，维护子孙后代享有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

中国进入农历鼠年，鼠年往往和“雄心勃

勃、充满智慧、有说服力、洞察力强”联系在一

起。以上特点毋庸置疑，此外，我们还要借助这

些优点一起应对当前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对气

候和生物多样性而言，2020年将是至关重要的一

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谨祝您

2020年新年快乐！

在IPBES1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全球范围

内，大自然正在以人类历史上史无

前例的速度衰退，物种灭绝比例不断攀升，并对

全球人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里，将有100万种物种（动植物）濒临灭绝。在过

去的500年间，灭绝的脊椎动物种类至少有680种。

约33%的珊瑚礁、40%的两栖动物、10%的昆虫处

于危险的境地。

2019年2月25日，中法科技合作联委会（CO-

MIX）第14届会议在北京召开，中法两国承诺将继

续加强在科技，特别是环境领域2的合作。2019年

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强调了中法保

护生物多样性合作的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2019年11月4日至5日，法国驻

华使馆科技处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态与

环境研究所（INEE）、法国国家宇宙科学研究院

（INSU）、中国科技部联合举办了“环境与生物

多样性”研讨会。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

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体的中法科研团队介绍了

近十年来在生物多样性、受关注地区的生物地球

化学、大气和海洋科学、以及生态系统及人类健

康领域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CNRS在中国》

第30期将在专栏中详细介绍此次活动及相关团队

的研究成果（中文版将在第19-23页展示部分文

章）。

环境专栏
• 中法两国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挑战
• 遏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附属服务继续遭受
   破坏的研究机制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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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被称作“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GIEC）”,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

是一家独立的政府间机构，共有130多个成员国。该机构成立于2012年，围绕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类的贡献、保

护和可持续使用这些自然资源的工具和方法，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的科学评估。来源：https://ipbes.net/news/Media-Release-Global-As-

sessment-Fr。亦可参考《CNRS在中国》第28期。

2 在联委会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接受任命，负责统筹环境和粒子物理领域的中法合作。

安睿 (Philippe Arnaud)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 

文章：寻找长江源，西藏游
牧区域路线（参见法文版）
© Jean Leviol 

刊物负责人：安睿、谢路

设计排版/翻译审核：李心

翻译：传神（中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karine.xie@cnrs.fr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天泽路60号，

第三使馆区法国驻华大使馆，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1 2264
传真：+86 10 8531 2269        
cnrsbeijing.cnr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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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时事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签署        

《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研究》合作意向书

背景

2020年1月13日至14日，法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女士（Frédérique Vidal）到访北

京，在此背景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内容涉及两方面，首先，就2020年

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召开筹备会议；其次，成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环境、

气候、人类活动及生物多样性虚拟研究中心。

该中心旨在加强合作，培养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青年科研人员。该中心的目标如下： 

  揭示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入侵、疾病传播的影响… 

 1月13日，在法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女士（Frédérique Vidal）的见证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主席安托万·佩蒂特（Antoine Petit）与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正式签署合作意向书。

   寻找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灾难的方法。

   为《生物多样性公约》(CDB）和《气候变化公约》提供专业的科学意见。

   推动并确保高校的教学和培训，以应对生物多样性的挑战。z

中国已知物种及种下单元数达9.8
万。其中，动物界超过4.2万，植物

界超过4.45万。

21.4%的已知脊椎动物物种受到

威胁， 

13.7%为近危（NT）1物种。 

10.9% 的高等植物物种受到威胁, 
8%为近危（NT）物种。 

*来源: 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濒危等级分类（IUCN）。

 中国科学院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统计研究：机构数量、研究人员数量、博士生数量、项目数量…

http://www.mee.gov.cn/hjzl/sthjzk/zghjzkgb/201905/P0201906195876326306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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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时事

中法城市规划和国土整治亟待创新
氡气探测载荷项目

DORN项目首届研讨会

法国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与中方同仁就组织机构如何

适应国土空间的变化进行了交流,其中部分法方人员来自

法科研中心科研混合单位（UMR）。

在交流过程中主要发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不管是在

法国还是中国，对城市及国土规划所面临挑战的分析均受

到了全球化参照的影响，从这个层面而言，大都市化和可

持续发展是研究发展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共同基础。

第二，参会人员强调了由于范式转移造成了形式的不

确定性，使得建立一个稳定的行政机构框架变得很难，专

业人士的发问屈从于所在团体的重组，对如何培养未来城

市和国土空间相关职业所需能力的思考停滞不前。

在“过渡”这一概念的背后，通过交流，研究人员

提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悖论：确信改变的合理性和对正

在形成的标准和实践的不确定。在法国和中国，人们意

识到，为了寻找解决城市和国土空间挑战的方法，必须

面对试验固有的不确定性。

为了深入交流，波尔多建筑与景观学院将与LET-

LAVUE（CNRS-7218）联手举办2020年“中法城市与国土

规划”主题活动。《城市规划》杂志从研讨会中选取了

部分发言，编纂了一期特刊。 z

 由法国驻华大使馆发起的“中法城市与国土规划”主题活动于2019年10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举办，在此框架下，清华大
学举办了《迎接国土空间规划的新挑战》专题研讨会。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IGGCAS)

撰文： Pierre-Yves Meslin1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撰文：Jean-François Doulet1

1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高校与科技合作(SHS)专员。

1 项目负责方：法国天体物理和行星研究所（IRAP），图卢兹第

三大学第5277号科研混合单位（UMR5277）。

2020年1月11日，DORN项目首届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在该项目中，法国将在2023至2024年提供

一台探测仪搭载在嫦娥六号月球探测器上（2019年11

月初，在中法两国元首见证下，合作双方签署了联合

声明）。

在此研讨会上，法国天体物理和行星研究所团队

（IRAP）首次与中方合作伙伴会晤，并为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研讨会上，双方就项目的研究目的-月球外层氡气

探测进行了讨论，中方介绍了关于月球及放射性氡气的研究成果（作为中国境内地震活动的可能预兆）。之后，对

DORN探测仪的搭载试验进行了技术层面的讨论。

借助嫦娥六号探测器返回的采样，研究人员将对月球氡气的实地测量数据与样本在实验室的分析结果（铀含

量、氡射气、气体传输特性）进行比对，以更好地研究氡气在月球环境中的流动。

参与本项目的法方机构 :

  法国天体物理和行星研究所(IRAP)

  比利牛斯天文台 (OMP)

  图卢兹第三大学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

  Subatech实验室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核物理及粒子物理研究院（IN2P3）/南特大学)

  Arronax公益性研究组织 (GIP)

  其他合作伙伴 :基尔大学 (德国)

下一期杂志将详细介绍本项目。

中方 :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NSSC)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CUGB)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IGGCAS)

 中国国家航天局 (CNSA)

 国家地震局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SIA-CAS)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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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

合作协议的目的： 

 培养工程师 

 研发新的方法

 对中国深层油气层进行实地研究

项目的研究大纲

当石油天然气储层形成时，会在矿物中留下一些

微小的、液态夹杂物形式的“目击者”。本项目的

研究目标是，让这些“目击者”说话，以便了解储

层形成时的温度和压力条件、夹杂液体的性质和储

层的年代。因此，GeoRessources实验室和中国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将会研发新的解析试验方法，以提取

这些微量液体，并对其进行分析。

2019年10月11日，在中法双

方合作伙伴的见证下，中国石油

勘探开发研究院(RIPED)1和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合

作协议签字仪式。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洛

林大学作为第7359号科研混合单

位（UMR 7359）GeoRessources实验

室的归口单位，该实验室带头人

为Jacques PIRONON2。范俊佳3是该

项目的中方负责人。

合作研究协议 

液态夹杂物和矿物开发分析及其在深层碳氢化合

物储层中的应用

1 http://riped.cnpc.com.cn/
2 http://georessources.univ-lorraine.fr/
3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石油地质实验研究中心

 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代表及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RIPED)领导的见证下，Jacques Pironon (GeoRessources实验室主任) 和中国石油勘探开
发研究院国际合作处处长ZHANG Xingyang共同签署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协议》。 

本项目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恰当的石油模型，

以还原矿床的地质演化史和矿层的形成过程。为此，

团队选中了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的三个矿床作为研究

对象。这三个矿床均属全球最深矿床之列，它们能够

帮助研究人员理解为何石油能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保

持化学稳定性。该研究将为深层矿床的勘测提供新的

指导。同时，也将有利于开采CO
2
排放量低于碳和重油

的气体或轻油资源。

根据合作协议，中方团队将派员到法国接受培

训，法方将派员到中国，为中方团队进行理论和实践

培训。

 石油储层中的方解石晶体(CaCO3)，可看到由天然带色
的油、气泡和盐块组成的流体。照片尺寸: 100千分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
究院（CNRS-RIPED）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从左到
右依次是：Jacques PIRONON先生 (洛林大学Geo-

Ressources科研混合单位)、李心女士 (CNRS)、Luc 

Moreau (法国驻华使馆科技处)、 胡素云 (中国石
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总地质师)、ZHANG Xingyang (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国际合作处处长)、张
水昌 (油气地质实验中心主任) ，柳少波(油气地
质实验中心副主任)。北京，2019年10月11日。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RIPED)成立于1958年。它
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CNPC)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PetroChina)下属的研发机构。其研究覆盖石油上
游业务的所有领域（勘测、开采、供应、矿产开采、
包括战略和技术规划在内的环境调研等）。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坐落于北京，同时在廊坊
（河北）、兰州（甘肃）、杭州（浙江）设有分院。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拥有约2000名专业研究人员，
其中包括6名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院拥有16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包括提高石油采收率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中心。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为中国石油技术的进步和
石油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大部分的重要石
油天然气田和海外项目的勘探和生产研究都有它的参
与。研究院培养了一支专业技术过硬的研究团队。

•  对使用其研发的工具所获得的观测报告进行处理
和科学说明

• 使用地面和空间仪器所需的先进技术研发。

撰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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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

  合作协议签字期间，团队对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进行了参观，2019年10月11日，北京。

第7359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7359）- GeoRessources实验室, 是一家从事地质学

研究的实验室。其研究范围覆盖地下资源，其勘探、开采、加工及利用，及其对社

会和环境的影响。

GeoRessources实验室有两个归口单位：洛林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

宇宙科学研究院），同时附属于法科研中心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INSIS CNRS)。其

正式员工数量超过一百人（44 ITA/IATOS, 60 EC/C），员工总人数约190人。GeoRessources实验室的科研旨在

对特殊环境进行研究，如矿物资源或含碳资源的富集区，地热区或能源、二氧化碳或废弃物的地下储藏

区，以了解地球系统的运行规律。

GeoRessources科研混合单位的研究分为三个方向： 

 地质建模方向：为几何、地质统计学和物理过程建模专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场所。

原材料方向：鼓励含碳和矿物资源领域的专家就其勘探、开采、上下游行业的利用进行互动和交

流。

 地质系统方向：促进以储藏、地热利用为目的地下资源开采专家与研究（包括开采和开矿等）人类

活动引发风险的专家进行合作研究。z

IRN CNRS n°851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CeSMeR)

 IRN CeSMeR简介

干
细胞与再生医学国际科研网络（IRN CeSMeR）

由来自武汉、昆明、上饶的5支中方研究团

队和6支法方研究团队组成。法方团队包括分别位于南

锡、斯特拉斯堡和巴黎的两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

研混合单位（UMR CNRS）与一家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

院（INSERM）下属单位。此外，团队还包括一家医院附

属部门(南锡大学附属地区医院细胞组织疗法研究单位

（UTCT)。

本国际科研网络成立于2016年，旨在联合生命科学

和工程科学的交叉学科-组织工程领域的中法优秀实验

室，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实现一个跨学科、临床前的再

生医学项目。

现阶段，本项目力求研发出针对老年慢性病变（关

节病、骨质疏松、心脏病或肾病）的新疗法。本项目通

过实践合作团队研发出的试验方法，以收集、研究各类

干细胞的增生和分化情况，研发、合成、优化新型生物

材料，研究其在病变体中的移植情况，建立互动模型，

评估其在器官层面的功能。

sentation de l’IRN CeSMeR

 研究计划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国际科研网络的研究方向是，通

过干细胞修复各类因疾病或衰老造成功能衰退的组织或

器官（软骨、骨头、肌腱、肝脏、心脏或神经组织…）

研究计划围绕四个互补主题展开：

 主题1-三类间充质干细胞（CSM）：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华通氏胶间充质干细胞、脂肪间充质干细胞的特性、功

能研究

南锡团队负责获取人类不同组织的间充质干细胞，

并确定其表型特征（表面标记物的表达）（南锡大学附

属地区医院细胞组织疗法研究单位FR3209）。之后，这

些细胞将交由所有的合作成员团队，以对其向目标组

织，特别是肝脏、软骨、骨头进行分化的能力进行研

究。同时研究团队也关注其他组织，如与糖尿病密切相

关的胰腺、阴茎勃起组织等。 

撰文：Danièle Bensoussan, 何小华, Jean-François Stoltz及Jacques Magdalou1 

1 - 法方项目协调人：Danièle Bensoussan，医学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洛林大学第7365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7365），Vandœuvre-lès-

Nancy（地名）医学院关节病理生理学与细胞工程学研究部

  - 中方协调人: 武汉大学医学院病理生理学系何小华教授

  - 科研秘书: Jean-François Stoltz名誉医学教授; Jacques Magdalou,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洛林大学第7365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7365），Van-

dœuvre-lès-Nancy（地名）医学院关节病理生理学与细胞工程学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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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2-.支持基质的设计、合成与性质研究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109号单位（斯特拉斯

堡）联手ICube实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第7357

号科研混合单位，斯特拉斯堡）采用新型技术以揭示

间充质干细胞的特性，特别是机械外力对细胞分化的

影响。团队还着重研究组织-材料相互作用的建模。

团队同时对蛋白质（玉米蛋白、大豆蛋白）或多

糖（藻酸盐、半纤维素、壳糖）聚合物在进行纳米

改造后能否保持干细胞纤维、海绵或多层结构的能

法方团队与中方团队（上饶的Z. Han教授、武汉的Y. Li

和 Y. Chien、昆明的Z. Lei）就下列内容开展了合作研究：

力开展测验；以上聚合物的功能受生长因子(BMP-2

、β-TGF-beta)、前列腺素E-2、伽马谷氨酸、胰岛素、

消炎多酶（阿魏酸）的影响。研究团队同时对聚合物

新型制备方法，如电解沉积法进行了测试。该方法将

有希望应用于组织工程中的神经重建。此外，通过声

波对心脏组织进行3D打印的生物制造也是一个极具创

新的方法。

氢氧化铁纳米粒子通过BMP-2可借由增强回巢现象

以及延长干细胞的分化促进骨头愈合。同样，包含肽

结构RGD和阿霉素的纳米粒子对治疗肿瘤细胞也有特

别的疗效。

最后，研究团队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研究

肝脏等器官的去细胞化及干细胞对器官的再殖民化。

  主题3-研究组织的力学特性

该主题涉及组织的力学特性及其对诱导生物变异性

的影响。力学因素对基因活动的力学转导或调整是细

胞组织工程学中的一门重要科学。为了组建新的兼容

组织，必须将试验及预测工具相结合，以跟踪细胞的

演变（分化、转移）、其对周边组织的作用以及这些

组织随时间的变化。

本研究方法旨在对支持基质的物理，力学性质以

及其产生的各种机械负荷进行量化和质化测量，以期

为理论和数字模型提供研究素材，对其时间演变进行

预测。为了能时刻捕捉到环境中机械生物因素对组织

宏观行为的影响，研究人员需要找到一种多物理学科

交叉、多尺度的研究方法。

  衰老和复制，及其对细胞分化的稳定性、表

型特征、细胞分化能力的影响；该项目已获

得“蔡元培项目”的资助。

  优化高质量、高性能干细胞的制备条件；

  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调节和免疫排除行为(

通过造血干细胞的异生移植治疗白血病的免

疫疗法;发挥CAR-T干细胞在治疗白血病领域中

的作用)；

  间充质干细胞的分化，诱导其向特定表型组

织分化；着重研究胎儿干细胞的编程，外部

因素（咖啡因、尼古丁、药物）对宫内生长

滞后的影响，以及这些综合因素对干细胞变

质继而引发成人疾病的影响(骨质疏松、关节

病、代谢综合症)。

骨头为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对象。骨头的重塑是连贯

的，并受到生物和力学因素的影响。研究人员对由南

锡大学附属地区医院细胞组织疗法研究团队提供的股

骨头进行了骨质疏松数字模拟，并由斯特拉斯ICube实

验室对模拟情况进行分析。

  主题4-通过动物模型对新生组织进行功能评估

该主题研究的应用领域覆盖了由衰老造成的骨关节

（骨骼、软骨、韧带、肌腱）（南锡团队负责）、心

血管（上饶团队负责）、勃起组织（南锡团队负责）

以及肝脏（昆明团队）的退行性病变。根据研究器官的

不同，团队选取不同的动物模型作为实验对象，以测

试生物材料的修复能力。在以上实验室的技术平台能

够对观察组织进行不同维度的成像试验，如显微解剖

学、免疫组织化学、宏观检验和显微镜检查、核磁共

振成像。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国际科研的相关学术活动

自2016年成立以来，该国际科研网络一直保持着活

跃的状态。每年，团队轮流在中法两国召开学术会议，

评估研究进展。此外还举办了干细胞和再生医学国际研

讨会。

以上活动均邀请了业界权威人士作相关报告，同

时鼓励本国际研究网络的青年研究人员介绍其研究成

果。2016年至2019年分别在南锡、上饶、武汉和斯特拉

斯堡举办了国际研讨会。2020年研讨会将再次在上饶举

办。

本研究项目兼顾以研究促进人才培养，与武汉大学

法语医学培训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上饶推出了本科

和硕士课程。每年，南锡医学院的教授都会到武汉和

上饶两所大学用法语进行课程教授。 

  高级研究人员每年参加会议或技术实习8-15天（

平均6天）;

  青年研究人员在合作实验室交流3-12个月，协助

完成部分项目（例如，2019年CNRS-K.C.Wong博士后

奖学金计划）;

  轮流在法国和中国召开年度工作会议;

  博士答辩 (4年共5人);

  研究成果发表：自本科研网络成立以来，经委员

会审阅在国际杂志中发表的论文达40篇。每场国际

研讨会结束后，IOS Press（阿姆斯特丹）都会发表

相关公报;

  项目入选中法双边科研计划 (中国科学院蔡元培

计划);

  项目获得法国大东部大区和洛林大学、斯特拉斯

堡大学的支持。 

总而言之，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国际科研

网络（IRN 851 CeSMeR）围绕干细胞和再生医

学这一充满前景的课题，组建了一支优秀的

中法科研团队。 

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每个成员团队都收获

了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本研究网络在分

子、细胞、组织运作机制领域所取得的进

步，让我们对这些细胞在临床中的应用充满

期待。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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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

中法理论化学国际科研网络（IRN RFCCT）
撰文：Isabelle Navizet1

 中法理论化学国际科研网络简介

自2010年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就开

始资助由法国理论化学家组成的科研网

络-RFCT(GDR3333)。2014年，项目续期并更名为中法理论

化学国际研究团队(GDRI 0808)。2018年，项目再次获批延

期四年（2018-2021），更名为中法理论化学国际科研网络

（IRN RFCCT）。 

中法多家理论化学研究团队（主要是奥赛-厦门、图

卢兹-南京）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开始合作，从2008年开

始，中法理论化学界的交往进一步密切，组织了多次参

观访问，并定期举办会议（专题研讨会），每次会议都有

五十多人参加。2008年11月，第一届专题研讨会在法国

罗奥蒙特召开。2010年5月，第二届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2011年10月，第三届专题研讨会在尼斯附近的拉高勒

苏鲁召开。2013年6月，第四届专题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随着中法理论化学国际研究团队（GDRI）的组建，

两年一届的专题研讨会得以延续，并轮流在法国和中国

举办。2015年5月，第五届专题研讨会在斯特拉斯堡召

开；2017年5月，第六届专题研讨会在厦门召开；2019年

5月，第七届专题研讨会在图卢兹召开。会议期间，针对

不同主题，由业内最好的专家组成双人或三人团队。会议

结束后，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并逐渐着手联合研

究。

中法理论化学研究现状

理论化学所研究的系统不仅包括各类尺寸的独立分

子，还涵盖周期性的体系、分子聚集体与复杂体系(包含

有序及无序的凝聚态体系、表面现象及生物大分子等)。

以成熟理论或新理论（波函数、电子密度函数理论、量子

力学领域的汉密尔顿确切或有效值、分子力学领域的参数

化力场）和高性能计算（高性能信息计算、机器学习、大

数据）为基础，构建模型，模拟特定的物理化学问题（光

谱学、反应动力学、量子力学、反应性、光学或磁性属

性…）。

无论是在理论化学方法论还是在其应用领域所取得的

进展都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越发复杂，并且对时间和/或空

间造成越来越多样化影响的各种现象。

研究任务

巴黎东部马恩河谷大学的Isabelle Navizet是本国际研究

网络的协调人，本网络以推动中法理论化学界的专业技

能分享为己任。通过组织短期或长期人员交流：中方（法

方）资深研究员或博士生到法国（中国）研究机构交流（

补助一个月的食宿费用），能够建立、拓展、巩固中法两

国在该领域的合作。

每两年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其目的是给新的合作创

造契机，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保持中法理论化学界的友

好关系。获取关于本研究网络的活动信息，请访问网站: 

http://gdri-rfcct.org。

1 Isabelle Navizet (巴黎东部马恩河谷大学)

理论化学致力于了解并解释复杂化学现象中的主要步

骤和机制，其研究对象为复杂化学现象。通过创新方法描

述不同化学系统的特点，有着众多的应用场景。

2019年5月图卢兹专题研讨会

2019年5月，中法理论化学专题研讨会在图卢兹召开。和之前一样，本届研讨会也采取由中法研究人员组成双
人团队的形式，围绕选定的主题进行一小时的研讨 (团队两名成员分别进行20分钟的介绍，然后留20分钟与参会人
员互动) ，入选主题如下 :

•《价键理论的方法论研究进展》(来自巴黎的Peter REINHARDT和来自厦门的SU Peifeng)

•《非绝热动力学方法论研究进展》(来自尼斯的Patrick CASSAM-CHENAI和来自广州的LAN Zhenggang)

•《post-Hartree Fock理论的研究进展》(来自巴黎的Emmanuel GINER和来自南京的LI Shuhua)

•《QM/MM方法论研究进展》 (来自马赛的Fabris KOSSOSKI和来自北京的SHEN Lin)

•《量子力学方法论的应用》(来自斯特拉斯堡的Roberto MARQUARDT和来自大连的ZHANG Donghui)

•《应用于有机金属化合物的研究》(来自雷恩的Karine COSTUAS 和来自香港的LIN Zhenyang)

•《固体界面》(来自蒙彼利埃的Hasar GUESMI和来自南京的WANG Jinlan)

•  三个团队介绍《新材料的催化作用和设计》(来自蒙彼利埃的Marie-Liesse DOUBLET和来自合肥的YANG Jinglong, 
来自图卢兹的Aude SIMON和来自上海的XU Xin, 来自蒙彼利埃的Jean-Sébastien FILHOL和来自上海的LIU Zhipan)

•《光谱学》 (来自吉夫续尔伊凡特的Valérie BRENNER和来自北京的SHUAI Zhigang)

•《相对论量子化学》(来自南特的Nicolas GALLAND和来自北京的LI Jun)

•《QM/MM方法论的应用》 (来自马恩河谷的Isabelle NAVIZET和来自南京的MA Jing)

•  两个团队介绍《蛋白质研究》(来自巴莱佐的Thomas SIMONSON和来自北京的 WU Yundong,来自巴黎的Matthieu 
MONTES和来自大连的LI Guohui)

会议由来自中国（来自北京的FANG Weihai、SHUAI Zhipang和来自山东的LIU Wenjian）和法国（来自马恩河谷

的Gilberte CHAMBAUD、来自马赛的Nicolas FERRE、来自图卢兹的Jean-Paul MALRIEU、Hélène BOLVIN、Michel CAFFA-REL 

和Stefano  EVANGELISTI）的嘉宾担任辩论的主持人。交流围绕“理论化学如何为前沿技术及其应用做贡献”展开。

图卢兹阿西萨特酒店的历史文化气息以及法国西南部的美食为工作环境和友好交流增添了一抹热情的色彩。

在以上基础下，本届专题研讨会取得了巨大成功。下一届研讨会将于2021年在合肥举办。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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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使嵌入式或便携式生物电

池真正投入市场，仍然需要克服许多障

碍。

该中法国际科研网络的研究方向是利用

纳米材料、超分子组合、纳米级生物材料探

索能量转化和存储的基础机制。

了可用作手机等小型便携电子设备的移动电源外，将转

化糖和氧气为能源的植入式生物电池用于人体，实现体

内医用仪器的自行供电，也是前途一片光明。

中法团队

通过设计新型纳米分子材料或混合纳米材料，对其

性质进行研究，该中法国际研究网络致力于研发用于

电力生产或储存的燃料电池、生物电池和光电-生物电

池。团队聚集了纳米技术、电化学系统、纳米级材料性

质研究（纳米粒子、薄层与纳米结构）、生物-能量转

换领域的多家中法实验室。 

需要指出的是，法方协调人（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

大学Serge Cosnier教授）和中方协调人（汪尔康院士）与

中法交往有着很深的渊源。十五年来，在尖端科研项目

（PRA）框架下，两位协调人带领中法实验室已经在双边

科研合作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也积极参与了中法

科技合作网计划（P2R）：水资源和可持续发展（2004-

2007）、中法生态与可持续发展ARCUS(2006-2009)项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团队（2009-2012）（现

更名为“国际科研网络”）:利用电化生物传感器和生物

电池控制水质与发展可持续能源的新方法。

得益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INEE）、中国科技部、中国教育部、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会创办的该研究组织，汪尔康院士和Cosnier教授

轮流在中法两国举办了四场研讨会，巩固了两国实验室

间的联系。

在材料设计和合成、可持续问题评估方面，该国际

科研网络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创新，也为今后围绕“能量

转换技术中的纳米（生物）材料研发”的科学交流，搭

建了一个公共平台。为了进一步巩固化学能向电能转化

过程中及电能储存中纳米结构的能效，设计新机制和新

结构、确定其性质将是团队的重要研究目标。

本中法团队在“应用于能源以及识别的纳米材料和

生物纳米材料”研究中所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在

国际期刊中发表了11篇文章，共参与编撰两本书籍2的10

个章节。

交流成果丰硕

除了在两国举办专题讨论会外，本国际科研网络的

主要目标是推动研究人员、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的交

流与互访。

在此背景下，2019年人员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徐

国宝教授3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波尔多大学进行了为期一

个月（2019年11月）的交流。这是“电化学发光（ECL）

检测法”合作研究框架下的交流项目。电质化学发光法

又称电化学发光法，即通过电化学反应发光。

在此之前，江德臣教授4也应邀在波尔多大学就“电

化学发光显微术”这一课题进行了交流。现在人员交流

仍在继续，一名南京大学的学生（HAN Dongni女士）正在

波尔多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2019年10月至2020年9

月）。

巴黎第七大学向WANG Wei教授（南京大学）发出了

客座教授邀请，提供机票和两周的住宿，使其能参加

2020年中法专题讨论会和Elecnano国际会议。双方的合作

课题之一是光学显微术，它是电化学成像中的一个通用

方法。

法方研究人员方面，他们访问了厦门、哈尔滨、南

京以及扬州的高校。 

在访问交流期间，研究人员启动或巩固了多项合

2 «Bioelectrochemistry :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of Biomaterial» édité Verlag Walter de Gruyter GmbH, Berlin, Germany en mars 2019 et « Analy-
tical Electrogenerated Chemiluminescence. From Fundamentals to Bioassays» édité par The Royal Chemical Society en novembre 2019.
3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4 南京大学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IRN “MAREES”
新型纳米结与生物材料在可再生电力能源中的应用

 研发可持续能源是21世纪的重要挑战

未来电力生产将会增加，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将

会下降，同时也将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

更加尊重环境。化石燃料的枯竭和清洁电力生产的需求催

生了新的可持续、可再生能源，它既不依赖化石燃料，也

不会释放CO
2
。在这些清洁能源中，电化学能源生产的前

景广阔，但是目前仍有待发展。

在此背景下，纳米技术成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研究手

段，因为诸多能源转换和储藏流程都发生在纳米结构（生

物）材料的临界面和表面。纳米结构（生物）材料具备极

大的面积-体积比、优秀的运输性能、纳米层面产生的限

制效应。纳米结构材料在能源领域的应用，例如光伏电

池、（生物）催化剂、电池及超导体、氢储藏系统，已经

存在广泛的研究。

近二十年来，在众多清洁能源生产战略中，生物电池

（biopiles）炙手可热，它通过酶或微生物的催化作用，将

化学能量转化为电能。生物电池属于燃料电池的子类，其

主要基础是氧化还原酶和高效、针对性强的生物催化剂，

从而能够替代传统燃料电池中以铂为基础、稀有又昂贵的

催化剂。此外，生物催化剂对其培养基具有特别的作用效

果，从而能够连接燃料电池的正负电极，且无需分离膜。

现阶段，通过生物催化剂生产能量早已过了确立基本

原理的阶段，它已成为一个补充选项，吸引着机械能发

电、热能发电、光伏发电领域的关注。此外，生物电池除

 2019年8月20日至22日在长春举办了第二届中法“新型纳米结构材料和生物材料在可再生电力能源中的应用“研讨会（研讨会主
席：S. Cosnier、汪尔康院士、CHEN H。

撰文：Serge Cosnier1

1 第0876号国际科研网络（IRN0876)法方负责人，任期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第5250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CNRS 5250）

分子化学研究部门主任https://dcm.univ-grenoble-alpes.fr; 欧洲科学院(EurASc)院士和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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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两国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挑战
撰文：Yvon Le Maho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主任、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国国家药学科学
院准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挪威科学与文学院外籍院士；就职于休伯特·居里多
学科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斯特拉斯堡大学）与摩纳哥科学中心。

Yvon Le Maho在斯特拉斯堡实验室担任主任长达十四年之久，之后，他从企鹅入
手，着手研究气候多样性的变化对南冰洋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目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本质与密集农业、城市化、资源过度开发等人类活动有着直接关系…“

如今，一味强调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挑

战恰恰掩盖了需要尽快采取行动，阻止正

在急速遭受破坏的生物多样性的事实。其中，生物遗传

多样性和宝贵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已经为此拉响了警

报。诚然，气候变化会加重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但是，

正如我们在法兰西科学院的报告1中所提到的，目前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本质与密集农业、城市化、资源过度开

发等人类活动有着直接关系...面对这一事实，科学界

任重道远，2019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也证实了

这一点。中法双方的合作具备诸多应对以上挑战的优

势。2020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

会（COP15）将在中国昆明召开，会议召开在即，使得

这些优势显得更为宝贵。

2019年11月初，马克龙总统访华期间指出，保护

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为中法两国的合作的重要领

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或法国高校科研

人员和中国科学院的合作已具备坚实的基础，双方的很

多合作已长达几十年。我在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中领

悟到一点，要想在研究中追求卓越，需具备一个重要

条件：即具备跨学科的专业知识，用这些知识为研究服

务，且好奇心是研究的首要驱动力。换句话说，不受潮

流的影响。而中法合作恰恰符合这一要求。不受潮流影

响不是件易事，因为潮流会产生重要的科研团体，从而

占主导地位。引导研究重点方向，决定科研资助的，正

是这些主导研究团体。

生物研究的资助情况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非常艰难。当

时，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发展迅猛，而我们一再强调要对

法属南方和南极领地（TAAF）的鸟类、哺乳动物进行长

期监测的必要性，这在当时显得非常过时…压力纷至沓

来，要求我们停止这些监测活动，为那些更加机械的研

究让路…

最近，我有幸为《伟大的历险记》一书作序，终于

能在这本关于法国极地考察2的书中吐露真言，多亏当

时以1901年法律确立的协会身份进行考察，再加上南方

领地考察任务隶属海外省部管辖，我们才能保住科研资

金，逃过被强制停止研究的命运。现在，法属南部和南

极领地的长期动物数据库真让我们羡慕！目前该组织依

托于Paul-Emile Victor法国极地研究所，对于使用机械研究

法进行数据开发，这些数据库绝对算得上是独特优势…

然而，相比对动物的长期监测，目前法国国家科研

署更偏向于资助三至四年的细胞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短

期研究项目，因为前者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

如今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站根本无需羡慕包括地震观

测或南极洲臭氧洞观测网络在内的宇宙科学观测站。但

是，它们背后的人力和资金支持力度却无法与宇宙科学

观测站（法科研中心宇宙科学研究所）同日而语。长期

以来，宇宙科学观测站是靠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运营的。

如果中法团队围绕生物多样性开展合作，其模式可参考

法科研中心宇宙科学研究所的SOFIE虚拟研究所，同时也

作，例如与ZHANG Zhaowei教授（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油

料作物研究所）签署的合作协议，研究主题为“设计针

对霉菌毒素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在与丁收年教授（

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会晤中，谈到了双方实验室

可围绕“纳米材料在能量转化中的制备和使用”开展多

项合作研究。 

我们正在研究在“徐光启项目”框架下，开展学生

交流的可能性，甚至是是申报“千人计划”。

关于南京理工大学单丹教授和Serge Cosnier博士的合

作也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团队设计并研发出了一个有效

的基于指定糖蛋白界面的蛋白质识别系统。由这种新型

糖蛋白材料构成的电极界面对蛋白质的锚点有很好的适

应性，因此也适用于制作生物酶电池。

与此同时，上述两家实验室还在开发模拟生物电池

中酶作用的模型，例如利用钴复合物作为高活性催化剂

以达到降低氧气的目的；以及它们还在研究在不同ph值

下应用电镀纤维（RuP2）进行减少氢质子的反应。

此外，团队还使用基于锌、钴的新型混合催化剂进

行试验，它们在减少氧和制备氢中效果显著。这些系统

将用于制造氧/氢或葡萄糖/氧-生物拟态电池。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单丹教授为庆祝其自扬州大学

时期开始与Serge Cosnier教授长达20年的合作，组织法方

团队参观了扬州大学。在参观中，团队拜会了化学化工

学院院长韩杰教授和徐琴教授，并召开一场关于“以碳

纳米管、聚合物、具有氧化还原活性的纳米粒子为基础

的生物材料应用于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和生物电池”的研

讨会，同时回顾了“中法合作二十周年”的历程。

该研讨会与汪尔康5教授和逯乐慧6教授组织的国际会

议同期举办。法国团队也参加了本次会议：第十七届国

际电分析化学会议暨第三届国际电化学发光会议,近千名

研究人员参加了本会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受中方项

目协调人的邀请，本国际科研网络的成员在会议期间作

了相关报告：共作大会报告3个、主题报告1个、邀请报

告11个。

2020年 5月 24日至 29日，我们将在巴黎举办第

三届中法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将与另一个国际会

议“Elecnano”（2020年5月25日至27日）同期在巴黎举

办，中国代表将会参加该会议。届时，将有20名中国教

授和副教授来巴黎参会。

而第四届中法专题研讨会将于 2021年在北京举

办，2022年第五届中法专题研讨会可能会在法国勒诺布

尔附近举办。z

 第十七届国际电分析化学会议-ISEAC暨第三届国际电化学发光会议-ECL，中国长春，2019年8月23-25日

5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6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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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新考虑人力和资金问题，以优化长期监测。

众所周知，近一半的药物都是从植物，特别是

热带植物中提取的。至于动物，生物医学研究主要

依靠在老鼠身上做实验，老鼠成为了公认的“标准

动物”。十年前，在盲鼹鼠身上发现了老鼠身上没

有的抗癌机制，美国科学院院报3在卷首语上，对该

资助战略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呼吁丰富生物医学

的实验动物种类。

然而情况并未改善，9月初，诺贝尔奖委员会围绕

该主题召开了一场大会。每个动物物种都是无数惊人

创新的集合体，因为几百万年间它需要适合各种不利

环境因素与变化，也因此成为人类潜在的医学灵感来

源。

中法研究团队已经在生态健康领域有着顶尖的合

作研究，“以生物多样性为出发点，通过丰富实验动

物种类，实现生物医学的创新”亦可成为中法合作的

重心之一。

日新月异的微电子和信息领域

在自然环境中研究动物，指的是研究动物面对环

境桎梏和全球变化，其自身的应对机制。生物信标跟

踪记录（bio-logging）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研究带来了

巨大变革。生物信标跟踪记录得益于微电子和信息技

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具体应用为装有跟踪器的动物设

备。通过这种微型设备，研究人员能更好地了解动物

的行为或生理习性，获取人类无法进入地区的环境信

息。随着新传感器的研发，这一领域的研究可谓前途

无量。跟踪记录器越小意味着其对动物的影响越小，

但是，我们仍无法准确估量此种介入对动物的影响。

因此，选取携带和未携带跟踪记录器或更简易的

识别环的动物，对其习性进行对比就成为了关键。换

而言之，为了确定所有介入行为对动物的影响，以及

是否仅仅在操作上对动物产生影响，必须获取“指

标”动物，即未受干扰的动物行为信息。现在，研

究人员可通过射频动物识别技术（RFID）获取以上信

息。因为电子标签（无线电应答器）将植入动物皮下 

，射频动物识别技术不会对动物行为造成任何流体力

学干扰。

通过RFID技术，我们可以看到，从流体动力学的角

度上看，在企鹅翅膀上安装的识别环会对其在海中的

繁殖行为产生阻碍，使其成功率下降约40%4。RFID技

术的出现，能够避免继续使用这种给动物造成创伤和

干扰的方法，例如把条码植入指骨用于识别两栖动物

和小型啮齿动物。这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伦

理问题！

RFID技术主要的局限在于，由于电子标签体积极

小，运行不需要电池，因此它的读取距离很短。所

以，为了让电子标签发出具有识别个体能力的信号（

即其无线电应答器的名字），需要产生射频的天线近

距离靠近它们（根据应答器型号的不同，距离在50cm

左右）以为其提供必须的能量。通过固定在动物经常

出没或必经之地的天线，可轻松识别携带应答器的动

物。

但是，其他情况怎么办呢？如果动物就在那里，

如何在其正常行动时靠近它呢？为什么机器人和传感

“每个动物物种都是无数惊人创新的

集合体，因为几百万年间它需要适合

各种不利环境因素与变化，也因此成

为人类潜在的医学灵感来源。”

器只能应用于在火星或其他星球的生命探测？为什么不

能把它们用于我们自己的星球-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研

究之中呢？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动物研究干扰了其在自

然界的正常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科研结论的偏差，这

一问题也显得越发重要。这是一个科学和伦理学临界线

上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机器

人-RFID5。机器人的靠近并不比保护繁殖领地的其他同

类靠近造成更多干扰。至于其他动物，例如帝企鹅，则

需发挥创造性，比如说用假的帝企鹅宝宝把机器人伪装

起来。毫无疑问，每个动物物种的情况都是不同的，需

要区别对待。

但是，想要在不干扰动物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研究，

机器人技术是一条充满前景的方向。我们可以轻松断

言，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将为动物研究带

来变革。中法两国的科学合作应该在这条道路上开花结

果…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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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装成企鹅宝宝的
巡游车靠近自然界中
的帝企鹅，且不会吓
到 它 们 。 此 举 开 辟
了新的科学前景，比
如，考虑到RFID技术
的识别距离限制，可
在该技术中引入巡游
车。要知道，动物的
个体识别和定位是一
切研究的基础。
© Fred Olivier/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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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遏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附属服务继续

遭受破坏为己任的研究机制

近五十年是人类历史上，人类与环境关系变化

最快的一段时期。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

许多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产生了长久、颠覆性的影响。

而如今，许多生物指数已超出了以往浮动的上下限。

今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

台（IPBES）指出，正在走向灭绝的物种达100万，这意

味着，最近几十年，在欧洲和中亚，消失的动植物将

达42%，而海洋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情况更糟，到2050

年，90%的海洋物种将遭受严重破坏。造成生物多样性

大规模破的主要原因有，栖息地的破坏、物种开发（捕

鱼）和气候变化。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诸多途径去寻找

适合当地情况的方法，以阻止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达到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系统附属服务的双重目的。

长期研究机制为研究这一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不

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强的工具。这

些机制以观测和实验为依据，查找文献、量化生态系统

的生物物理组成部分以及寻找预防时空变化的方案发挥

着重要作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法国和全球其他

地区分别建立了这种长期研究机制。这些机制包括人类

压力等级、密度等级、连通水平。

不同的情况能让我们从根本上认识生态和社会生态

系统运作中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推动以行动为基础研究

开展。以下将简要介绍一些面向国际社会的研究机制；

中国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可围绕这些机制开展互动。

在长期研究点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态试验

站（www.inee.cnrs.fr/fr/recherche）为开展短期或长期研究

提供了一切便利和必要的技术支持，甚至还可提供几十

年以来的系列观测报告。这些试验站设在对气候变化和

人类压力极为敏感的地区，如山区、热带地区，它们是

研究当今社会问题的首要工具。

除了地处自然界的设施外，法国生态系统研究平台

（www.ir-ecotrons.cnrs.fr）为国际科研界人士提供全球独

一无二、前沿、技术先进的实验平台。通过对生态系统

中的活动进行自动化、持续的测定，它们适用于加深人

们对特定环境条件下，生态系统运行特点的认知。所得

数据有利于创建、测定生态理论和模型，而后者会反过

来优化实验方法，从而找到并量化进行中的生态活动。

本基础设施的主要目标包括，针对全球变化的不同方

案，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

出的方案，对生态系统的未来做出预测，围绕生态工程

学开展研究。这些科研进步是了解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

以让许多应用成为现实，如模拟活体腔室在调节液体流

动中的作用。

撰文：Dominique Joly

加深对不同组成部分（生物、空间、时间）

的科学认知是深入了解全球变化对社会生态系

统影响、寻找解决之法的根本所在。

Dominique Joly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态与环境研究所大型器材和
基础设施部科学副主任 https://inee.cnrs.fr/fr/institut

对人类-环境冲突进行适应性管理

法国社会生态系统长期研究平台(研究区,LTSER, 

www.za-inee.org)运用长期跨学科法，研究人与环境的相

互作用。该平台提出了“两个界面的连接过程”、“适

应性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在整体景观法

中引入行动开发框架，进而推动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

发展。通过一般的概念大纲，确定该研究方法的形式。

该大纲能根据每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不同进行调整。实际

上，人类活动，特别是对水资源的作用，以及气候变化

可引发大象向保护区外的季节性迁徙。它们甚至长途跋

涉200公里。大象的迁徙为当地居民和野生动物保护行

动带去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万基开展的研究就是为了

更好地分析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管理对人类与大象相互

作用的影响。在研究中，团队找到了一些管理方法，

例如，开辟大象迁徙走廊，这既有利于大象的保护，

也不损害人类活动。

类似方法可以在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和普洱

市推广，在这两个地区，人类和大象之间也存在着相

同问题。“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

究网络（IRN EHEDE）（Patrick Giraudoux）、万基研究区

（Hervé Fritz）和云南财经大学（李丽教授）之间的合作

已经持续多年。2019年11月4日至5日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巩固、

扩展合作进行了交流，并取得了丰硕成果。z

 围绕法国社会生态系统长期研究（LTSER）的概念大纲，汝拉山脉研究区和万基研究区（法国）、西双版纳保护区（中
国）就“人与环境冲突的适应性管理”开展合作，此处具体的研究对象是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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