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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介绍（见法文版P11-P15）：它旨在以居住

在法国的中国移民为切入点，研究Covid-19冠状病

毒病所催生出的、新的团结互助形式。

未来如何？至于这场疫情对研究人员与学生

交流情况，以及对开展联合研究的影响，现在下

结论仍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和气候变

化问题一样，疫情带来诸多挑战，涉及所有科学

学科。这些挑战没有国界，只有团结起来，才能

将之攻克。

在本刊最后，您将看到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

访华交流情况的最新统计：2019年，中心共有约

1600名科研人员到访中国，创历史新高！许多中

心在华的联合项目还在继续开展。在本期中，您

将通过以下文章，了解这些项目的卓越性和多样

性。尽管近几个月发生了许多意外，以下作者还

是克服诸多不便，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研究，在

此，中心中国代表处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上一期卷首语的结尾，我写道，希望2020

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COP15）能够成为一个加强优势互补，共同应

对环境挑战的契机。然而，历史的车轮偏离了预

期轨道。受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影响，

交流活动被迫停止，诸多原定安排被打乱，科研

领域的人力、财力等资源不得不重新调整。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所受的影响首

当其冲。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尤其是

对疫情发源地-武汉进行了封城，随后，为了抑

制病毒的传播，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举

措。旅居上海的Guillaume Zagury博士作为这场疫情

的亲历者，将带我们回顾疫情发展的主要阶段、

以及中国是如何应对，从而有效控制住了疫情（

见法文版P4-P8）。

在这场疫情中，以中国科学院、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为代表的科研

界挺身而出。至少2600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研

人员参与从事检测试剂盒、疗法和疫苗的研发。

在全国范围内，结合传统中医疗法，对三十多个

分子进行了600次的疗法试验。为了监测、跟踪、

管理人员流动情况，中国政府使用了人工智能、

无人机、机器人与其它众多数字科技手段。在本

刊中，我们将一起回顾，为了应对这场疫情，中

国“紧急”启动的科技手段。 

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凸显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复

杂性，暴露了它团结的一面，还有歧视、种族主

义的另一面。本期杂志件将对MigraChiCovid研究项

封面图片：

Coronavirus SARS-CoV-2, 引发2019冠
状病毒病COVID-19的病毒，附着
在人体呼吸道上皮细胞上。
©CNRS Photothè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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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

IRP CHOLESTIM : 胆固醇与免疫性国际科研项目
撰文： 何海涛 1

该项目旨在开展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具体而言，

项目团队将借助先进技术，包括对单独的分子进行生物物

理分析、成像，活体动物基因编辑，进而研究参与免疫反

应的主要细胞及分子之间的关系，并将结果应用于临床研

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将通过跨时间与跨尺度的数据收

集，更好地理解固醇代谢的生理调节基本原理和机制，及

其对免疫性的影响。

该项目对于理解固醇代谢在免疫系统中的正常运转及

相关病理具有重大意义。最终，项目团队将把其在免疫基

础研究中所取得的突破，应用到临床研究中，以期找到相

关疾病的新治疗策略。

CHOLESTIM 国际科研项目介绍

胆固醇与免疫性中法国际科研项目（2019 - 2023）由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SII)和法国国立马赛吕米尼免疫中心

(CIML)共同承担。该项目的成立得益于双方长期以来的交

流互动。实际上，早在2001年，马赛吕米尼免疫中心的多

名团队负责人就已经到访过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上海市

免疫学研究所的多名硕士研究生也曾前往马赛吕米尼免疫

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和2018年，两

国机构分别在马赛和上海联合举办了国际免疫学论坛。得

益于多次科研交流，双方团队萌生了成立胆固醇与免疫性

国际科研项目（IRP CHOLESTIM）的想法。

1 胆固醇与免疫性国际科研项目（IRP CHOLESTIM）法方协调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马赛吕米尼免疫中心（CIML）主任研究员, 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第7280号科研混合单位（CNRS UMR 7280）,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1104号单位（INSERM U1104,）艾克斯马赛大学

（UM2）, 法国马赛吕米尼科技园。

  由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SII）和马赛吕米尼免疫中心（CIML）联合举办的2018年免疫学论坛（2018年11月
16日至18日,上海）© Lijuan Fang/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

胆固醇和免疫性国际科研项目（IRP CHOLESTIM）的
中法方协调人分别是：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所长兼
课题组组长苏冰教授和马赛吕米尼免疫中心课题组
组长何海涛博士。

在免疫学领域，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http://sii.

shsmu.edu.cn/)和马赛吕米尼免疫中心(http://www.ciml. 

univ-mrs.fr/)是全球范围内两家举足轻重的研究机构。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隶属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该医学院位列中国医学高校榜首。上海市免疫
学研究所共有24个研究团队，研究领域包括不同免
疫细胞的发育、激活及其在感染、自身免疫、炎症
性疾病和癌症中的作用。此外，通过与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多家附属医院开展密切合作，研究所重点
从事人类免疫学领域的成果转化研究。

马赛吕米尼免疫中心下辖17个研究团队，以其
研究成果的卓越性、创新性、广泛性，稳居欧洲免
疫学研究的前列。其研究方向涉及免疫学的各个方
面，包括适应性免疫和先天免疫，以及从分子到有
机体在内的多尺度研究。两所机构在科研方面存在
巨大的互补性，这对实现合作项目的研究目标是一
个重要保障。

  2016年苏冰教授访问马赛吕米尼免疫中心，
第一排从左至右依次为：苏冰、何海涛、 GUO Xiao-Jun ;
第二排为马赛吕米尼免疫中心的在读中国博士研究生。

胆固醇与免疫性关系的研究现状

胆固醇是动物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大量存在，并且在细胞膜组织结构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胆固醇平均约占细胞膜中

脂类总量的40%。由于具有非对称性平面结

构，胆固醇对于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和流动

性有着重要作用。此外，胆固醇还参与众多

细胞膜内、与细胞运转息息相关的生物化学

反应。

例如，在形成一些特殊纳米畴的过程

中，胆固醇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分子，也就是

我们熟知的脂筏，它被认为是细胞中参与细

胞膜受体信号转导的重要结构。此外，胆固

醇的生物合成过程包括多个分支部分，产生

了诸多代谢中间产物，例如类异戊二烯、氧

化胆固醇（胆固醇的氧化衍生物），它们对

众多生物化学、生理学过程都至关重要。例

如，这些固醇类中间产物可以作为细胞核受

体和膜受体的信号传送物质。它们也是包括

维生素D和类固醇在内的激素前体。

尽管尚未成熟，但是以免疫代谢为研究

方向的科研项目不断涌现。可以肯定的是，

免疫信号和脂类代谢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一

方面，胆固醇生物合成的代谢中间产物对适

应性免疫和炎症反应有着调控作用；另一方

面，先天免疫信号也调控着胆固醇的合成和

稳定性。在免疫应答中，氧化胆固醇，例如

25-羟基胆固醇(25HC)可通过其抗炎效果，大

大降低病毒感染几率。氧化胆固醇也与结核

病之类的传染病的敏感性有关联。实际上，

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在细胞还是分子

层面，胆固醇在免疫细胞的诸多功能中都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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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病变中，同样有证据显示，胆固醇代谢和免疫

之间存在着一定关联。例如，我们知道，动脉粥样硬化

是一种由含有胆固醇的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在动

脉壁累积所引发的慢性炎症疾病，该累积过程引发了一

种免疫应答，其中，巨噬细胞和T细胞在该病变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不同的T细胞亚群对疾病发展起着不同作

用：如果说一直以来，促炎T细胞-Th1和Th17被认为是动

脉粥样硬化的诱因，而最新的研究却显示，调节性T细胞

（Tregs）起到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通过对小鼠实验的观察，可以看出，调节性T细胞

的匮乏会明显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和一种由高密度脂蛋白

（HDL）清除率的降低所引起的粥瘤脂蛋白的形成。相

反，由于ABCG1缺失而造成调节性T细胞的增加，能有效降

低小鼠体内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以上论述阐述了免疫系统运作和

新陈代谢过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指

出了，慢性炎症通过引发代谢紊乱对

心脑血管疾病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此

外，高胆固醇和免疫细胞中胆固醇含

量过高会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

说在动物体和人类身上所做的研究已

明确证实高密度脂蛋白能对抗动脉硬

化，然而有趣的是，对调脂治疗的综

合分析显示，血浆中高密度脂蛋白的

浓度和肿瘤发病之间存在着相反的关

系。

与以上研究结果一致的是，经证

实，高密度脂蛋白的主要蛋白质成分

载脂蛋白A1通过调节免疫应答，能够

抑制小鼠体内肿瘤的生长和转移。此

外，ABCG1机能出现障碍的小鼠可以有

效抑制其皮下膀胱皮下肿瘤和黑素瘤

的生长，从而延长其生存期。这些研

究进一步揭示了胆固醇稳定性和肿瘤

免疫之间存在的关联。

胆固醇与免疫性国际科研项目的研究任务

胆固醇、氧化胆固醇及其生物合成中间产物是免疫

应答的重要内在生物调节器。这些成分从生理和病理角

度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因为它们在调控细胞

膜结构活性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因其可作为细胞膜或细

胞核的配体。然而，这些成分的运作机制直到今天仍未

被破解。

CHOLESTIM国际科研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跨学科、

多维度的研究计划，旨在借助生物物理分析、个体分子

成像等尖端技术，以及对基因改变的动物进行建模，进

而对免疫应答中主要的细胞和分子进行研究分析。值得

一提的是，研究将通过跨时间与跨尺度的数据收集，更

好地理解固醇代谢的生理调节基本原理和机制，及其对

免疫性的影响。

  图片版权所有: The Intracellular Cholesterol Landscape : Dyna-
mic Integrator of the Immune Response, Trends in Immunology». 
VOLUME 37, ISSUE 12, P819-830, DECEMBER 01, 2016 https://
dx.doi.org/10.1016/j.it.2016.09.001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和马赛吕米尼免疫中心联合举办的“2017年免疫学国际论坛”(2017年11月16日至17日, 法国马赛-吕
米尼)。图为会议期间，两所机构的研究人员、艾克斯马赛大学的相关负责人出席关于马赛与上海免疫学合作的圆桌会议© 

Lijuan Fang/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

该项目对于理解固醇代谢在免疫系统中的正常运转

及相关病理具有重大意义。最终，项目团队将把其在

免疫基础研究中所得的突破，应用到临床研究中，以

期找到相关疾病的新治疗策略。

 胆固醇与免疫性国际科研项目的主要目标:

 获取先天和适应性免疫中胆固醇及其衍生物行为

的相关信息。

 研究其各项活动如何协调、平衡。

 建立固醇代谢和活动模型，研发、评估作用于病

患免疫系统的治疗方案。

所以，胆固醇与免疫性国际科研项目属于基础研

究，它聚集了一批一流的科研人员从事胆固醇和免疫

性这一新兴课题的研究。作为本领域的先驱，本项目

中获得的原创知识将为新理念的提出奠定基础。本项

目不仅有助于揭示胆固醇与免疫性之间的关系，还为

研究细胞代谢与免疫应答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思考

方向与研究途径。

在公共健康方面，本项目有望为工业化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中存在的胆固醇代谢紊乱相关疾病提供新的

治疗策略，特别是，在治疗免疫疾病、炎症疾病、动

脉粥样硬化、肿瘤方面，本项目具有巨大的前景。通

过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机制，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建成一

所世界一流的胆固醇和免疫性实验室。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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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N PHOTONET 
中法光子与光电子学国际科研网络

撰文：Boris Gralak1

PHOTONET国际科研网络成立于2015年，旨在协调与

进一步规范由研究团体、实验室和大学组成的中法两国

间光子与光电子学领域的研究网络。它的成立得益于自

2010年以来，中法科研团队所达成的双边合作:

 十多年来，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张新亮教授和

郜定山教授)和巴黎-萨克雷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中心 

(C2N)(Eric Cassan教授和Béatrice Dagens博士)围绕“硅光电

子器件的设计与制造”所进行的合作研究。

 自2010年以来，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张新亮

教授和XU Jing教授)和法国拉尼翁Foton研究所(Christophe 

Peucheret教授)围绕“光学信号处理、电信集成装置”所

开展的联合研究。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汪毅教授)和法国昂热

MOLTECH-Anjou研究所(Régis Barille教授)围绕“集成光学”

所开展的合作。

 二十多年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李立峰教授和

白本锋教授) 和法国菲涅尔研究所 (Evgueni POPOV教授

和Boris Gralak博士) 共同致力于衍射光栅和光学超表面的

数字化建模方法研究。 

PHOTONET国际科研网络有效地巩固了以上合作，并

为开展新合作创作了条件，例如促成了浙江大学光电

科学与工程学院（何赛灵教授，杭州）和纳米科学与技

术中心-C2N（Eric CASSAN教授）就“集成光学”开展合

作，以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刘艳

博士）与法国菲涅尔研究所(Boris Gralak博士)围绕“金属

材料建模”开展合作。

2019年1月1日，PHOTONET获批延期五年，随着新

合作伙伴的加入，科研项目涉猎的范围将更广。目

前，PHOTONET共包括十五家合作实验室，其中法国实验

室七家、中国实验室八家，参与的科研人员总计60人。

本国际科研网络的三大光学研究主题为：

  集成光学与光学通讯

  新型光子材料和前沿光子学理念

  生物医学光学与生物光子学

自本国际科研网络成立以来，中法合作伙伴在国际

杂志上共联合发表十七篇文章，联合指导中法博士论文

五篇，七名来自法国帕莱索高等光学研究所和两名来自

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分别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清

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完成了硕士阶段的毕业实习。自

2014年以来，PHTONET在中国(武汉、杭州)和法国(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总部、里昂以及斯特拉斯堡)共

举办了七场研讨会。

2019年，共有七名法国科研人员分别到两家中方实

验室进行了学术访问2。

1 Boris Gralak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员兼PHOTONET国际科研网络法方负责人。

2 Eric Cassan 教授(C2N, 巴黎-萨克雷) 和 Béatrice Dagens 博士(C2N,巴黎-萨克雷) 到访浙江大学； Anabela Da Silva博士 (法国菲涅尔研究所，

马赛) 到访天津大学；Boris Gralak博士 (法国菲涅尔研究所,马赛)到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Régis Barille教授 (MOL-
TECH-Anjou研究所, 昂热)、Walter Blondel 教授(CRAN, 南锡)、Sylvain Lecler教授 (ICube, 斯特拉斯堡) 、Christophe Peucheret教授 (Foton研究

所, 拉尼翁) 到访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2019年，PHOTONET着力推动两个联合培养项目:

  国立高等技术与应用科学学院（ENSSAT隶属于雷恩第一大学，是一所拥有光学专业的工程师学校）与华中科技大

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签署的交流协议。

 斯特拉斯堡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制定的光电子和微电子领域的共同研究计划，以为斯特拉斯堡工程科学、信息科

学与成像科学实验室（ICube）和斯特拉斯堡材料物理与化学研究所 (IPCMS) 联合博士生培养计划做准备。

第七届中法光子与光电子研讨会于2019年11月在武汉召开，该研讨会为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光子与

光电子学会议（POEM 2019）框架下的一场专题讨论会。该研讨会共举办了十三场特邀报告会，其中七场由中方人员主

讲，六场由法方人员主讲，与会人数达五十余人。z

PHOTONET国际科研网络在“生物医学光学和生物光子学”领域提出的新研究主题

由南锡自动化研究中心 - CRAN (Walter Blondel教授) 和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朱䒟教授)联合制定的研究
项目主题为：通过光谱成像学方法研究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UV-Vis-NIR）和生物组织(皮肤)之间的相互
作用，研究涉及断层扫描成像或反射扫描成像中的光谱分辨率、空间和/或时间分辨率技术。

该项目的研究目标为: 从在体皮肤的亚细胞、细胞、组织层面对吸收、漫反射和/或荧光特性，进行识
别、定位和量化，并研究其病理的发展/变化（皮肤癌）。合作旨在将由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研发的光
透明方法与由南锡自动化研究中心研发的高空间分辨率多模态光谱成像相结合，以期实现临床应用。

 2019年11月11日，第七届中法光子与光电子研讨会在武汉召开，PHOTONET国际科研网络的各方代表出席了研讨会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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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机构及实验室

法方 :

 法国菲涅尔研究所,艾克斯马赛大学第7249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7249）- 法科研中心 - 马赛中心

 Foton研究所,雷恩大学第6082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6082）- 法科研中心- 国立雷恩应用科学学院

 南锡自动化研究中心 (CRAN),洛林大学第7039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7039）- 法科研中心

 纳米科学与技术中心 (C2N),巴黎萨克雷大学第8622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8622）- 法科研中心

 工程科学、信息科学与成像科学实验室 (ICube),斯特拉斯堡大学第7357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7357）- 法科研中心

 斯特拉斯堡材料物理与化学研究所 (IPCMS),斯特拉斯堡大学第7504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7504）- 法科研中心

 MOLTECH-Anjou研究所,昂热大学第6200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6200）- 法科研中心

中方 :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北京交通大学有机自旋光电子团队

 复旦大学物理系电磁波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受COVID-19公共卫生危机的影响，自2020年初，PHOTONET国际科研网络的活动被迫暂停。法国研究生赴
中国高校的实习计划被迫取消，2020年8月之前的差旅交流计划同样被迫取消。博士研究生的交流以及科研
人员的访问被迫推迟到2020年9月之后。

原定于2020年4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第八届中法光学与光电子研讨会被迫取消。如果届时条件允
许，该研讨会将于2020年10月亚洲光电子会议召开之际，在北京同期举行。

2019年，在洛林大学“国际联合培养博士奖学金”的框架下，两所机构的合作获得了首次论文资助（该论文

将由中法两所机构联合指导）。此外，本合作也成为了洛林大学“2019年DrEAM国际交流补助金”资助对象，将

为2020年研究人员赴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访问提供补助。该交流项目旨在借助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最先进

的方法和工具，对皮肤光透明技术进行研究，并应用于临床。

Anabela Da Silva博士 (法国菲涅尔研究所，马赛) 访问天津大学高峰教授实验室期间，双方就“漫射光学断层

扫描和定量声光成像”研究项目达成合作意向，由高峰教授带领的实验室研发出了声光成像设备和漫射光学断

层扫描设备。该项目的研究方向包括荧光或非荧光漫射光学断层扫描和定量声光成像。

  http://photonet.cnrs.fr/

无线电波中的太阳
撰文：Karl-Ludwig Klein & Abdallah Hamini1

太阳-一颗变化无常的恒星

太阳是一颗恒星，它的外部拥有一圈大气层，日

冕层，只有在日全食时才能被我们看到。和平常我们

能看到的光球层，或者说太阳的“表层”不同，日冕

通常并非圆形。这一观察结果让我们知道一个重要信

息：日冕层并不是受单一重力所控制的大气层。还有

另一种力量也在起作用，它使气体在某些区域聚集，

并使它们向其他空间散发出去。这种力量就是发源自

太阳内部的磁场。日冕层的温度高达100万摄氏度，甚

至更高。它由完全电离的等离子体组成。

太阳磁场不仅使日冕的形状不规则，同时也是日

冕变化性的根本原因。太阳内部的气体活动也改变着

磁场。在光球层，因为磁力远小于向心引力，这些变

化因素在太阳表面引起了相对稳定的聚集现象，尤其

是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太阳黑子活动。在更高处的日冕

层，磁场变化带来了能量（感应），这些能量被储存

在电流中，当太阳耀斑发生时，能量就会被释放出

去。另一方面，日冕层的部分整体也可能会被抛射到

太空中，我们称之为日冕物质抛射。

天体物理学和太空气象学

太阳为天体物理学家研究耀斑现象提供了一处较

近的观测点，这种现象在其他星球也存在，而且在其

他天体物理环境中表现为能量更为巨大的物理过程。 

高能粒子加速属于上述物理过程之一。如何在一

个像太阳这样相对稳定的恒星上，将一个电子、质

子、离子的能量在其日冕层环境所拥有能量的基础

上，提高成百或上千倍，对某些离子甚至是千万倍的

能量增长？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解。

借助能够观测电磁波谱中所有辐射频率的仪器，

太阳为我们详细研究这些物理过程创造了条件。通过

观测，我们希望确定日冕层中粒子加速的地点和向太

空抛射的路径。

因为太阳距离地球相对较近，太阳耀斑和日冕物

质抛射，能够到达地球，尤其是它的磁层和电离层。

它们能对地球的无线电通讯、卫星通讯，甚至是卫星

运转产生干扰。

研究太阳耀斑的物理原理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

解它对人类科技、活动的影响，从而最终实现对这些

影响的预测。正因为目前人类不具备对这些影响加以

预测的能力，这一课题对物理界而言更是一项挑战，

同时也是我们开展研究活动的诸多动力之一。

无线电波中的太阳

当发生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时，携带相应能

量的加速电子会发射出无线电波，其携带的能量约为

日冕层中粒子平均能量的一百倍。

1 空间研究和天体物理仪器实验室（LESIA）& 南赛射电天文站, 

巴黎天文台,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索邦

大学, 巴黎大学，奥尔良大学, 于勒让桑广场5号（5 place Jules 
Janssen）,92190 默东,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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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线电波的发射还会引起一些在其它波长中不

可见的现象：例如能量电子的抛射、物质抛射前方的冲

击波、磁场后方的电子堆积现象。

但是射电观测的缺点是空间清晰度差。如果在可视

光下用肉眼观测波长为50cm的无线电波，需要一台直径

为1km的望远镜。目前采用的观测方法有：使用小型天

线的摄谱法，它不提供任何太空相关信息，但是会根据

波长或频率测量整个太阳的能量通量。这种观测方法对

于测定射电爆发的性质非常重要。另一种方法是根据空

间清晰度的要求，即一至数千米，在一片相应面积的空

地上安装天线矩阵，进而实现成像。

自1996年以来，巴黎天文台就一直在使用此类成像设

备-南赛射电日像仪（谢尔省）。在东西长3.2千米，南

北长2.5千米的范围内，共排列了47台天线。图1为南北线

上、直径达5米的抛物面天线矩阵。这些天线的距离定期

进行调整，保持在54米左右。该日像仪能够观测0.67米至

2米之间的10个波长（频率在150至450兆赫兹）。

在颜毅华教授的带领下，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太阳射

电天文学团队研制出了新一代射电日像仪，工作频率在

400兆赫兹以上（图2）。与南赛射电日像仪相比，得益

于电脑处理能力的提高，该射电日像仪的参数配置频率

大大降低，从而提高了图像质量。

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MUSER (Ming’antu Spectral Ra-

dio Heliograph) 地处内蒙古，距离北京西北约400公里。

两个中法项目团队负责操作法国南赛和北京附近怀

柔观测基地的射谱仪。

历史悠久的中法合作

颜教授团队和法国巴黎天文台南赛射电日像仪团队

对太阳射电天文学的共同关注，使得双方保持了长期合

作。自九十年代起，Monique Pick、Alain Kerdraon和Philippe 

Picard就已经围绕无线电成像设备的技术、太阳耀斑活动

及其与磁场关系的科研项目展开讨论。我们延续了这一

合作，围绕“标定技术、无线电光谱仪自动测定射电爆

发现象、数据的科学分析”开展研究。

 图1: 南赛射电日像仪-NRH (法国南赛；图片来源：巴黎
天文台)。

 图2：射电频谱日像仪MUSER (中国明安图; 图片来源：
颜毅华教授, 国家天文台)。 

当前研究情况介绍

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无线电设备的互补性，巴黎天

文台建立了专用网站，以对其进行概要介绍。起初，该

网站仅发布南赛观测站的观测数据，现在还涵盖其它国

际观测设备的信息。我们合作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射电频

谱日像仪MUSER的数据也纳入该网站。

对于国际科研团体来说，获得互补性的观测数据纲

要有利于研究人员对数据进行开发利用。实际上，在该

领域，这些观测数据是可以自由进行交流的，将从各个

卫星得到的无线电观测数据结合起来研究是科研界中

常见的操作方式，例如SoHO,STEREO，以及将来的Parker 

Solar Probe探测器、Solar Orbiter探测器。中法设备为此都

做出了贡献。

图3是摄谱仪ORFEES(南赛;144-1004兆赫兹)和射电频

谱日像仪MUSER(1000-2000兆赫兹)联合观测到的太阳频

谱图，它诠释了设备间联合观测的意义。动态频谱图展

示了在不包含太空信息的情况下，射电密度的变化。发

射越密集，色调越暗。摄谱仪ORFEES记录了在频率低于

500兆赫兹时，发射情况的变化。而在其观测频率内，

射电频谱日像仪MUSER并没有捕捉到相关发射的对应证

据。相反，它捕捉到，自8:52开始的高密度发

射现象，而在摄谱仪ORFEES的频谱图上几乎没

有相应的显示证据。 

这可以由电子加速的两个不同位置来解释

说明：MUSER捕捉到的发射现象来源是被堆积

在日冕层下方磁场的电子。我们可以把频谱

图的竖轴看成是发射源距离太阳表面的高度

标识：高频发射来源于日冕层较低、较厚的

部分；而低频发射则来源于日冕层中较高、

较稀薄的部分。

ORFEES捕捉到的发射现象来自于日冕上部

（太阳表面0.2太阳半径之上）、慢速变化磁

场中的加速电子，该加速会持续数个小时。

而MUSER捕捉到的发射现象则位于太阳表面

至0.1太阳半径之间。它非常突然，还伴有耀

斑，这意味着磁场的不稳定性以及几分钟内

爆炸性的能量释放现象。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加速现象

的类型与区域的共存，双方团队已

着手研究2014年10月份出现的一系

列耀斑现象。得益于中法双方团队

所拥有的射电观测设施的互补性，

该科研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解开太阳

耀斑的数个谜题。 

 图3: MUSER (1000-2000 MHz)与ORFEES (144-1004 MHz)两台设备的射电频谱。
横轴为时间，纵轴为观测频率。横向线条为地面射电发射器的轨迹。 

 图3中，我们联合两个观测点，在太阳可视时间

内，扩大了观测频率范围。另一个联合不同经度观测

设施开展研究的重要优势是延长了太阳的观测时间。

每个观测点的最长观测时间是7-8小时，那么设备联合

观测就能保证对太阳进行15小时的连续监测，这对于

观测偶发的、不可预测的发射现象，例如太阳射电爆

发现象，是个明显的优势。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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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研究 
通过大气与海洋变化分析山脉形成和气候之间

的相互作用
撰文： Gilles Ramstein, Guigone Camus1, ZHANG Ran, SU Baohuang 及 JIAN Dabang

印度板块和亚洲板块发生碰撞后，在这5000万年

间，这一地区的气候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从地质学

角度看（几千万年前），青藏高原或喜马拉雅山等大型

山脉的隆起带来了季风降水，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多个荒

漠的形成。上个世纪末，当气候模型能够精准地模拟地

球上的大气、海洋这两大载热流体的流动后，科学家即

对上述山脉的隆起对季风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初步

研究结果显示，当青藏高原的海拔超出3000米之后，显

著的季风气候就形成了。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通过计算还原海拔高度仍

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法国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

（LSCE）、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IGG-

CAS）、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IAP-CAS）2三家机

构联手，围绕“气候和碰撞的相互关系”两个鲜为人知

的方面开展合作研究。

模拟的第一个方面是，约5000万年前两大板块碰撞

的动力学研究。印度板块俯冲到亚洲板块之下以后，其

中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促成了青藏高原等大型山脉的

隆起，另一结果是造成了青藏高原向北移动了约2000千

米。因此，两大板块的碰撞发生在赤道和热带地区（约

北纬15度），导致了青藏高原向北移动到亚热带地区（

约北纬25度）。

然而，不同山区与大气、水文循环的相互作用存在

巨大差异，而这与山脉是否位于热带地区息息相关。

起初，两大板块的碰撞发生在始新世（距今约5500万

年-3300万年），该时期，空气中的CO2
含量丰富（大于

1000 ppm），且气候炎热。碰撞发生在低纬度地区，因

此它与大气的相互作用相对有限。

但是，在青藏高原向北、往亚热带移动的过程中，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更加明显，因此改变了大气

流动，特别是扩大了季风的影响（见插图）。所以，

水文循环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在碰撞前，风从西往东

吹（区域风），之后加入了南北风向，而且增加了显

著的、随季节变化的特点。因此，季风区与中国内陆

辽阔的荒漠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1 LSCE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圣康丁昂伊夫利纳 -凡尔赛大学 - UVSQ)
2 LSCE : 法国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 ; IGG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 IAP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Gilles Ramstein 
气象学家、气候与环境科

学实验室-LSCE主任研究员。

气候、生物地理化学循环

及其相互作用的建模。

模拟的第二个方面则没那么直观，相较

大气，对它的研究更少，即大型山脉的隆起

对海洋活动的影响。中法团队联合大气和海

洋这两个方面开展研究，旨在通过模拟，揭

示青藏高原的隆起对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盆

地的热能输送所造成的影响。通过观测，可

以看到，经向翻转环流发生了逆转。在碰撞

前，北半球的热能输送主要在太平洋地区经

向输送，而如今，热能输送主要在北大西洋

区域，北太平洋热能输送则可忽略不计。

我们的团队通过研究大气和海洋这两大载

热流体的活动变化，证实了大型山脉隆起和

气候之间存在的复杂相互作用。在把能量从

赤道输送到两极的过程中，海洋与大气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他们在全球气候变化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z

 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地处不同纬度对亚洲现

代及始新世时期（距今4000万年）气候的影响。

位于亚热带地区的这些山脉，加重了整个亚洲

内陆北纬40度以北地区的干旱程度，同时增加了东亚

地区的降雨。相反，该山脉对于低纬度地区的影响较

小。

图中绿色和蓝色区域（湿润/干燥）分别对应降水的增

多或减少。白色箭头表示水蒸汽的垂直输送。黑色箭

头表示大气循环。

Guigone Camus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驻

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LSCE研
究工程师、太平洋人类社会学

家、海洋与气候平台专家委员

会成员。

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LSCE）是一家由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和圣康丁昂伊夫利纳 -凡尔赛大学（UVSQ）联合成立的科研混合单位（UMR 8212），实验室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位

于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奥尔姆德梅尔斯尔大学城（CEA-Orme des Merisiers）、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吉夫伊维特大学城

（Gif-sur-Yvette）。实验室隶属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研究所(IPSL)，共有300余名科研人员、工程师、行政人员，其中150名在

编人员，还有几十名在读研究生。实验室三大研究主题为： 

• 归档和绘图• • 生物地理化学循环以及它们在环境中的转化• • 气候与循环：多变性与相互作用的建模

https://www.lsce.ipsl.fr/Phocea/Vie_des_labos/Ast/ast_service.php?id_unit=1
http://english.igg.cas.cn/
http://www.iap.fr/institut/presentation/present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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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质学与地球化学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撰文：Etienne Deloule1

合作项目历史背景

回顾中法双方长达二十年多年的合作历程并非易

事，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件乐事，因为过去的二十多

年间中法有着众多交流与分享。我是一名地质与地球

化学家，我的早期研究方向为地球上的水循环与地质

过程中元素的流动。

在中法西藏研究协议框架下，我曾以巴黎地球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第一次到中国出差。在为期

六个星期的访问内，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青藏高原度

过的。

之后，我受聘于南锡岩石与地球化学中心（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洛林大学第7358号科研混合单

位），并于90年代初对使用离子微探针对挥发性元素

的同位素含量和组成进行了微尺度的原位研究，尤其

夏群科，48岁，浙江大学
（杭州）地质化学专业教授。

199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
球科学系，获学士学位；1998
年于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地
球和空间科学系获博士学位；
毕业后继续在中国科技大学攻

读博士后，并于2000年晋升副教授，2005年晋升教
授。

2015年，他加入浙江大学，并于2017年起担任
地球科学学院院长。

他于2004年获得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侯德封青年科学家奖”；2005年获中国地质学
会“金锤奖”。自2008年起，担任中国矿物岩石
地球化学学会秘书长。

他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102篇，论文被引用
次数达2250逾次(WoS)。

Etienne Deloule, 62岁，岩石地

球化学中心主任研究员 (CRPG, 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洛林大学第
5873号科研混合单位，旺德夫尔
莱南锡)

Etienne本科毕业于巴黎高等
师范大学，1981年于巴黎第七大学地球化学系获博
士学位。1982年受聘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
员，并开始在巴黎地球物理研究院地球化学与宇宙
化学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

他于1988年加入岩石地球化学中心，并于1991
年在洛林综合理工大学完成题为“有助于地质系统
研究的晶体内同位素分析”答辩，从而获得研究指
导资格（HDR）。

1992年至1993年，他在隶属于加州理工学院
（CalThech）地质与行星科学部的由G. Wasserburg教
授带领的实验室担任副教授。

2000年以来，他担任法科研中心主任研究员、

法科研中心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二次离子质谱

(SIMS)处主任，该部门配备有两台国家科研设备—
离子微量探针CAMECA IMS 1280 E7和CAMECA IMS 1280 
HR。

他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158篇，论文被引用次
数超过4450次(WoS)。

1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洛林大学第7358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7358）岩石地球化学中心（CRPG）主任研究员, 联系方式 : etienne.
deloule@univ-lorraine.fr

是氢元素。通过分析地幔捕虏体中氢基矿物的D/H比

例，不仅能研究地幔中水的分布和交换情况，还有助

于研究水在岩浆和火山活动中的作用。1996年，在我

发表了首批相关文章后，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2的夏群科博士及他的博导陈道公教授联系上了

我，他们希望测量麒麟新生代闪石熔岩中的氢同位素

组成。随后我们在南锡进行了初步分析。 

1998年，在北京召开ICOGCIG会议期间，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安排了赴大别山实地考察，我的新合作伙伴

邀请我一同前去。这标志着我们之间合作的开始，而

且，自此从未间断。1999年至2005年，我们的合作得

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合作项目的

支持，该项目的两个研究主题分别是：通过研究造山

运动的年代和强压下（大别山-苏鲁）地壳岩石的演

变，分析潜没背景下地壳和地幔的相互作用；通过比

较安徽和法国中央高原的地幔交代作用，分析大陆下

地幔的演变过程。 

研究方向

研究的第一步是通过锆石U-Pb同位素定年法获取

大别山不同区域的地质年代数据。经分析证实，存在

两个变质阶段，其中一个高压时期为2.2亿至2.4亿年

前，另一个高压时期为1.2亿至1.4亿年前。分析尤其

涉及多个不同的大陆研究点，其形成距今约24亿至8

亿年。数据显示，造山运动之后的火山活动只对一部

分物质产生了高压变质影响。

第二步是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标本中的微量元素与

轻元素（H、Li和B）。通过测量榴辉岩中锂同位素的

含量和组成，显示了高压时期锂的大量富集，特别是

在辉石和云母中，含量水平超过200ppm。锂同位素

构成与所在岩石的构成相同，这说明它是在大陆板块

俯冲时被卷入地下，而并非普遍认为的、俯冲板块脱

水时产生移动。在这一研究阶段，陈道公教授和他的

助手夏群科频繁来往法国（1999年、2000年、2002年 

、2003年，2004年），并在1999年至2004年间的每个

夏季与不同的法国科研伙伴在大别山开展实地考察工

作，尤其是Pascal Philippot, Bor-ming Jhan et Laurie 

Reisberg。

从2005年开始，团队主要关注应用轻元素(H, Li, B)

与相关同位素作为示踪剂来研究内陆地壳与地幔中的

水资源交换与分布。

 在大别山和山东实地考察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址 : http://en.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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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研究地点的探索与比较

由于研究大陆下地幔近期演变情况的需要，我们在法国中央高原和中国多个省份进行了实地勘察，其中包括

南方的海南岛、北方的内蒙古、云南、湖南、安徽、山东，这也是观光旅游、体验当地传统的机会。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里尔大学第8207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8207）-“材料与转化”研究单位（UMET）主任研究员Jannick 

Ingin的加入拓宽了我们的合作范围，我们开始运用IRFT和离子微量探针测量并研究名义上无水矿物中水的吸收和

存储机制。Jannick Ingin还担任多名联合培养中国博士生的导师。

近年来，我还与位于北京的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张宏福教授团队以及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所

长徐义刚教授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6年，夏群科教授受聘于浙江大学，并担任地球科学学院院长。自此之后，浙江大学成为双边交流的重

心。

在交流合作中，除了已经完成答辩的博士论文，团队还在国际地球科学领域杂志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内容

涉及以上所有研究主题。这说明了长期合作的显著效果。未来几年我们的交流将更上一层楼，南锡岩石地球化学

中心（CRPG）将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研究中国太空任务中从月球带回的标本。 z

合作项目框架下中法联合指导的论文：

•  YANG XiaoZhi (2005-2008): 洛林综合理工大学（INPL，南锡）-中国科技大学（USTC，合
肥）联合指导论文, 联合导师夏群科教授，《下地壳麻粒岩中的水含量和氢、氧、锂的同位
素构成》 

• LI Pei (2008-2012): 洛林综合理工大学（INPL，南锡）-中国科技大学（USTC，合肥）联合
指导论文, 联合导师夏群科教授，《通过测量橄榄岩捕虏体，分析中国西北部中生代、新生
代稳定地块中岩石地幔的水含量和同位素构成》 

•  GU Xiaoyan (2012-2016): 洛林大学毕业论文，联合导师Yannick Ingrin 博士，《通过H、 
Li、δ7 Li和稀有元素研究法国中央高原大陆下地幔中液体与岩石相互作用的标记》 

• LIU Saochen (2014-2017): 洛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USTC，合肥）联合指导论文, 联合导师
夏群科教授和我本人《中国南方新生代玄武岩的含水量：斑晶和夹杂物》 

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访华情况
2019年最新统计数据

撰文： D. Journo，安睿，谢路，李心

相较2018年的1487人次，2019年法科研中心访华人次高达1591人次。其中，化学与宇宙科学领域的科研
人员来华访问人数最多，但访华人次增长最多的领域为信息科学与粒子物理。

超过三分之一的访华科研人员来自于巴黎以及大巴黎地区。北京与上海是他们访问的主要城市，即主要

合作方所在地，武汉与南京紧随其后。

超过60%的访问时间介于7至30天之间。访问的目的多样且难以跟踪，但是根据现有数据，科研交流（参
与论坛等）仍旧是科研人员访华的主要目的。

中心科研人员访华情况

如果说2018年的数据让我

们认为中心访华人次日益减

少，2019年的数据则向我们展

示了相反的信息：统计中心全

年访华人次高达1590余次，相

较2018年增长7%。总体来说，

二十余年以来，中心科研人员

访华人次增长了4.4倍，占中心

海外访问总数比例增长了2.6倍

（见表格1与图示1）。

1 文中数据由法科研中心科学计量学部门 (CNRS/SAP2S) 与中国代表处共同分析处理所得。

 表格1：法科研中心访华人
次&访华人次占中心海外访问
总人次比例 (2000-2019) 数据来
源：Sigogne, BFC; 数据分析： 
SAP2S

  图示1： 法科研中心访华人
次&访华人次占中心海外访问总
人次比例 (2000-2019) 

年份

法科研中心
科研人员
访华人次

中心访华人次
（以2000年为基准）

访 华 人 次
占 海 外 访
问 总 人 次
比例

中心访华人次占海外访问
总人次比例
（以2000年为基准）

法科研中心科研人员访华人次（以2000年为基准）

法科研中心访华人次占海外访问总人次比例（以2000年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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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2：2019年中心各研究所科研人员访华人次数量与占
访问总人次比例

  图示2：中心各研究所2018-2019年访华人次数量变化

在所有科研领域中，中心化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访华次数最多，占总数的16%。2019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宇宙科学领

域访华人次的增长（较2018年增长了30%以上），化学研究所-INC与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INSU两所研究所访华总人次占

总数约1/3。国家和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IN2P3与国家数学与交互作用研究所-INSMI的访华人次较2018年相比，增长同

样明显：IN2P3由113次增长到163次；INSMI由96次增长到134次。从时间维度分析此类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其它研究所，

例如生物科学研究所-INSB，物理研究所-INP，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INSHS，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INSIS的访问人次相

比前一年比较稳定，且均占总访问人次的10%左右。此外，信息科学与环境科学领域的访问人次分别仅占总人次的6%与

4%。（见表格2与图示2）

从人数上来说，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INSU派出的访华研究人员最多，2019年共有201人。化学研究所-INC（176人）与

物理研究所-INP（131人）紧随其后。2019年，中心共有1266位研究人员来到中国开展科研活动。

 表格3：2019年中心各研究所访
华人员数量

 表格4： 2019年中心各研究所人员访华平均天数
来源：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访问信息数据表 

尽管访时长不同，但60%的访问在一至三个星期之间。平均来说，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访问时间更久，

平均为22天。其次为数学领域，平均为20天。其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中国的科研活动平均维持在15天左右。

（见表格4）

此外，超过一个月的访问数量较2018年相对持平，相比2017年的164次与2016年的146次较少。与此相反，短

期访问由2018年的334次增长到了2019年的527次。

与往年一样，中心来自巴黎

与大巴黎地区的科研人员访华最

多，共有600人次，占总数的38%

。（大巴黎地区包括DR Paris-Cen-

tre, DR Ile-de-France Gif-sur-Yvette, DR 

Ile-de-France Villejuif, DR Ile–de-France 

Meudon地区)

紧随其后的为Rhône Auvergne 

(127人次), Occitanie Ouest (109人次), 

Alsace (117人次) 地区。2019年较

2018年增加的104次访问大部分也

来自巴黎及周边地区。（见表格5

）

关于在中国的访问目的地城

市数据仍然不是很确切，研究人

员可能一次访问几个城市，而中

心缺乏相关数据记录。除去该限

制不谈，中心科研人员访华目的

地城市相对集中：2019年，46%的

访问集中在北京（27%）以及上海

（19%），此外，武汉（6%）也

是中心重要的合作城市，共接待

访问100余次，还有位于南京的各

实验室同样吸引中心科研人员前

  表格5：中心法国各区域访问人次数量

法科研中心研究所

法科研中心
研究所 法科研中心研究所 平均访问天数

平均

访华科研人
员人数

2019年法科研中心法国各区域访华人次

科研人员访华人次 占访问总人次比例

往交流访问。

令人惊讶的是，前往广东的科研访问较2018年下降了一倍以上，从95人次下降到50人次。其它地区，例如东三省

（吉林，辽宁，黑龙江），中西部地区（陕西，甘肃，宁夏...），西南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仍然是

中心科研人员访问较少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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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前往香港的访问人次占总数约3.4%，较为稳定。2019年，共有13名科研人员前往内蒙古从事科研活动（图示3）

。

同往年一样，四至七月访问次数较多，共占全年总人次的40%。十月（257人次）与十一月（190人次）是研究

人员访华的高峰期（见图示4）。尽管我们熟知访问目的：科研行政工作，团体科研活动，实地调研或科研资料调

研，访问或者项目前期沟通，参与会议或论坛，亦或是教研活动，夏令营或者实习，但是从数据统计上还是没有很

好的被一一记录。

因此，有近半（48%）访问目的在申请表格上被填写为“其它”。但由经验得知，参与论坛、会议是科研人员

首要访华目的,约占访问总数的30%，科研项目的推进与相关活动紧随其后，占访问总数约22%。z

  图示3： 2019年中心科研人员访华目的地城市 (访问人次大于10的城市)

  图示4 : 2019年中心科研人员访华人次按月份分布

浏览我们的网站，了解法

科研中心在华合作项目。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cnrs-

在中国/

2018-2019版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中国合作进展

情况》合作手册。

《CNRS在中国》实验室生活，每年出版 三期，分别有中文、法文两个版

本。本期刊旨在通过时事新闻、合作项目、专题文档、分析等内容展示中心在

中国合作的方方面面。

更多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资料

网站、合作项目手册、期刊...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cnrs-<5728><4E2D><56FD>/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cooperation/existant-projects/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publication/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publication/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publication/
https://cnrsbeijing.cnrs.fr/wp-content/uploads/2019/03/Livret2018_2_final_fr-3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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