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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两国科技人员间的交流数量不断增长，它已经成为了两国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学生及学者间的

互访是其主要的表现。在“蔡元培项目“开展的四年里，它已成为法国驻华大使馆在科学合作领域的标志

性项目。

该项目由法国外交部、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以及中国教育部联合发起，并授权给法国高等教育署和中国国

家留学基金委执行。“蔡元培项目”旨在通过双方共同指导论文的方式，促进两国科研机构之间进行高端科

技交流。自该项目2009年底设立以来，已有近90个科研项目获得支持，课题涉及众多领域，既有工程学、信

息科技、生命科学，也有人类社会科学。

学者们见证了此项目在促进双边进行长期科技合作方面的贡献。我想感谢该项目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努力工

作赋予了这个平台以生命力，使其充分参与到了中法双边合作之中。

我相信这本手册可以使您更好的了解蔡元培项目，并激发两国间新的科技合作灵感。

               白琳

法国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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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很了解于贝尔·居里安计划中的各个项目（PHC）。这些项目形成了非常卓越的合作机

制，尤其有助于建立与支持大学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合作。“蔡元培项目”对于研究和创新活动具

有很大的灵活性。高水平的中国研究团队和大有可为的调研场地给了我们申请“蔡元培项目”的动

力。我们的研究计划很出色，而且对于今年和未来几年有很好的规划。我们已经确定了几个论文计

划，其中一个已在进行中。

此外，中法科技合作是双赢的合作。想要申请此项目的年轻研究员应该倾听中方合作者的建议，要

具有坚持不懈的毅力以及对这个伟大的国家和文化的谦逊态度。

Jean-François TOURRAND先生（2013年度蔡元培项目获奖者）

在“蔡元培项目”支持下，我们与北京大学的同事展开了卓有成

效的合作：完成了一篇北京大学与雷恩大学联合指导的论文， 

组织了三次实地考察和四场国际研讨会，培养了六位培训生（中

法各三名）并发表了各种文章数篇。此项目的优势在于可以灵活

集中地进行学生培训和合作。这些特点有助于激发活力并促进交

流。

此外，“蔡元培项目”特别适合于中国文化，需要在较长时期做

多次考察。这为我们在信任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奠定

了基础。法国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突飞猛进这一独特时期扮演了特

殊角色，对这样明智的项目，我们致以敬意。

Guillaume DUPONT-NIVET (蔡元培项目2011获得资助者)

见 证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实地考察规划该项目的学生在西昆仑山（新疆）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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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个“蔡元培项目”按领域、年度分布情况

工程科学 人类学，人文科学 

数学及相关领域

物理学

社会科学

地球科学，宇宙科学，空间科学

信息与通信科技

材料科学

化学
生物学，医学及卫生领域

农学，动植物产品，农产品

6

22 16 2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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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项目”在中国各城市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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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项目”在法国各城市分布情况



“蔡元培项目”按领域年度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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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农学，动植物产品，农产品

2010

中国云贵高原湖泊鱼类入侵
研究

刘家寿
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 汉

Sovan LEK
Laboratoire évolution & diversité biologique  / Université Paul 
Sabatier Toulouse 3 - École nationale de formation agronomique 
- CNRS

Toulouse

中国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基因
与抗原变异及其生物学意义

祁小乐
兽医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哈尔滨

Nicolas 
ETERRADOSSI

Laboratoire de Ploufragan -Plouzane / Agenc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sanitaire Ploufragan

   生物学，医学及卫生领域

2010

信号转导：感受植物毒素受体
激活机制

刘剑峰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华中科技大学 武 汉

Yves GRAU Institut de génomique fonctionnelle / Universités Montpellier 1 et 2 - 
INSERM - CNRS Montpellier

表达于不同神经元群体的CB1受
体在电针预处理对抗局灶性脑
缺血神经保护中的作用

熊利泽 全军危重病医学重点实验室/第四军医大学 西 安

Giovanni 
MARSICANO

Neurocentre Magendie / Université Victor Segalen Bordeaux 2 - 
INSERM Borde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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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1

阐明由Hsp27-eIF4E引导雄性激
素非依赖型前列腺癌症的作用
机制

黄明东 结构化学国家重点研究室/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 州

Xavier MORELLI Laboratoire intéractions et modulateurs de réponses / Aix-
Marseille Université - CNRS Marseille

星形胶质细胞连接蛋白对少突
胶质细胞分化和髓鞘形成的作
用研究 

肖 岚 组胚教研室髓鞘生物学实验室/第三军医大学 重 庆

Christian 
GIAUME

Unité de Communication jonctionnelle et interactions entre 
réseaux neuronaux et gliaux / Collège de France - INSERM Paris

2012
中国男性服役人员精子质量及
其长期健康结局（包括传代效
应）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

宋曼殳 临床流行病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首都医科大学 北 京

Ken 
McELREAVEY Unité Human Developmental Genetics / Institut Pasteur Paris

2013

新型多激酶抑制剂regorafenib
治疗结直肠癌的疗效预测的
研究

叶韵斌
肿瘤免疫学研究室,福建省肿瘤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福建省
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

福 州

Michel VIDAL Unité fonctionnelle de pharmacocinétique et pharmacochimie / 
Hôpital Cochin Paris

啮齿动物呼吸道微生物群落：
病原菌的相对重要性和公共卫
生意义

邹成钢 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云南大学 昆 明

Jacques 
GUILLOT

Equipe Dynamyc / Université Paris-Est Créteil - Ecole nationale 
vétérinaire d'Alfort - ANSES - INRA Maisons-Alfort



16

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3

细胞信号转导：味觉受体去激
化的激活机制

刘剑峰 中法联合细胞信号转导试验室/华中科技大学 武 汉

Philippe 
RONDARD

Institut de génomique fonctionnelle / Universités Montpellier 1 et 
2 - INSERM - CNRS Montpellier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在骨关节组
织工程中的应用潜力研究

陈 云 生物材料实验室/武汉大学 武 汉

Céline 
HUSELSTEIN

Laboratoire d'ingénierie moléculaire et physiopathologie 
articulaire / Université de Lorraine -CNRS

Vandoeuvre-
les-Nancy

源于印度洋、南大西洋、东太
平洋深海沉积物和深海热液区
原核生物多样性分析

邵宗泽 
国家海洋局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国家海洋局第三
海洋研究所

厦 门

Mohamed 
JEBBAR

Laboratoire de microbiologie des environnements extremes / 
Université de Bretagne occidentale -  IFREMER - CNRS Plouzané

抗癌药物的新型纳米载体的模
拟研究

蔡文生 化学信息学实验室/南开大学 天 津

Christophe 
CHIPOT

Laboratoire structure et réactivité des systèmes moléculaires 
complexes / Université de Lorraine - CNRS

Vandoeuvre-
les-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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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化 学

2010

生物发光现象的量子力学分子
力学组合方法研究

刘亚军 理论及光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北 京

Nicolas FERRE  Laboratoire chimie Provence / Aix-Marseille Université - CNRS Marseille

绿色化学：基于微流控技术的
荧光量子点生物合成

庞代文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武汉大学 武 汉

CHEN Yong
Laboratoire processus d’activation sélective par transfert 
d’énergie uni-électronique ou radiatif / Université Pierre et Marie 
Curie -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 CNRS

Paris

金属及氧化物纳米催化剂的制备
及其在CO2有效利用中的研究

余 林 清洁化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广东工业大学 广 州

Souad MERAH Laboratoire interfaces, traitements, organisation et dynamique 
des systèmes /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 CNRS Paris

2011

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光学/磁
学性质研究

高恩庆
上海市绿色化学与化工过程绿色化重点实验室/
华东师范大学

上 海

Gilles 
LEMERCIER

Institut de chimie moléculaire de Reims / Université de Reims 
Champagne Ardenne - CNRS Reims

超临界二氧化碳中过渡金属催
化的不对称氧化反应

江焕峰 广东省绿色化学产品技术重点实验室/华南理工大学 广 州

Marc LEMAIRE Laboratoire de catalyse, synthèse et environnement / Université 
Claude Bernard Lyon 1 - CNRS Villeurb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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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1
手性过渡金属配合物功能化离子
液体的合成及其在醛与硼酸不对
称芳构化反应中的催化应用

刘 晔
上海市绿色化学与化工过程绿色化重点实验室/
华东师范大学

上 海

VO-THANH 
Giang

Laboratoire de catalyse moléculaire / Université Paris Sud 11 - 
CNRS Orsay

2012 纳米CeO2催化去除水中难降解
污染物的研究

杨少霞 水和废水监测实验室/华北电力大学 北 京

Claude 
DESCORME

Institut de recherche sur la catalyse et l'environnement de Lyon / 
Université Claude Bernard Lyon 1 - CNRS Villeurbanne

2013

新型双亲性树形分子用于抗肿
瘤药物与基因共传递的研究

梁兴杰 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中国科学院 北 京

PENG Ling Centre interdisciplinaire de nanoscience de Marseille / Université 
Aix-Marseille - CNRS

Marseille

可见光响应光催化玻璃陶瓷

丁新更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纳米功能薄膜实验室/浙江大学 杭 州

ZHANG Xianghua
Institut des sciences chimiques de Rennes / Université Rennes 
1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himie de Rennes - 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de Rennes - CNRS

Rennes

基于可控酸性和孔性的介孔沸
石分子筛的新型加氢催化剂

孙印勇 催化科学与工程系/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Alain RIVES
Unité de catalyse et chimie du solide / Université de Lille 1- 
Université d'Artois - Ecole centrale de Lille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himie de Lille - CNRS

Villeneuve 
d'As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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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材料科学

2010 用于提高太阳电池转换效率的
低声子能玻璃陶瓷 

樊先平 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 杭 州

Jean-Luc ADAM
Institut des sciences chimiques de Rennes / Université Rennes 
1 -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himie de Rennes - 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de Rennes - CNRS

Rennes

   数学及相关领域

2011

动力系统的统计、混沌与分形
性质

马际华 数学与统计学院/武汉大学 武 汉

FAN Ai hua Laboratoire amiénois de mathématique fondamentale et 
appliquée / Université de Picardie Jules Verne - CNRS Amiens

蛋白质折叠中的数学物理问题

张伟平 数学所/南开大学 天 津

Antti NIEMI Laboratoire de mathématiques et physique théorique / Université 
François Rabelais de Tours - CNRS Tours

2012 结构种群动力学模型的分析与
控制

李万同 应用数学研究所/兰州大学 兰 州

Bedreddine 
AINSEBA 

Institut de mathématiques de Bordeaux / Université Bordeaux 1 - 
Université Victor Segalen Bordeaux 2 - 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Bordeaux - CNRS

Borde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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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3 传染病的数学建模与分析

刘志华 数学科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北 京

Pierre MAGAL
Institut de mathématiques de Bordeaux / Université Bordeaux 1 
- Université Victor Segalen Bordeaux 2 - 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Bordeaux - CNRS

Bordeaux

  物理学

2010

利用统计力学和热力学的方法
研究复杂网络的特殊性质

李 炜 教育部夸克与轻子物理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 武 汉

WANG Qiupung A. Laboratoire de l'ingénierie numérique / Institut supérieur des 
matériaux et mécaniques avancées Le Mans

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ATLAS实
验中研究w玻色子和top夸克的
极化效应

祝成光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山东大学 济 南

Emmanuel 
MONNIER

Centre de physique des particules de Marseille / Aix-Marseille 
Université - CNRS Marseille

2012

强关联体系的第一性原理模拟

蒋 鸿 理论与计算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 北 京

Silke BIERMANN Centre de physique theorique / École Polytechnique Palaiseau

高质量石墨烯纳米带的纳米电
子学

王欣然 固体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 南 京

Bertrand 
RAQUET

Laboratoire national des champs magnétiques intenses de 
Toulouse / Université Paul Sabatier Toulouse 3 - 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de Toulouse - CNRS 

Toul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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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3

用PLD方法制备的FtPt:MgO纳米
复合薄膜的尺寸和结构对其磁
性的影响

吴卫东 等离子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绵 阳

Marie-José 
CASANOVE

Centre d'elaboration de matériaux et d'études structurales / 
CNRS Toulouse

极紫外应用Co（钴）基磁性多
层膜界面表征

王占山 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精密光学工程研究所/同济大学 上 海

Philippe 
JONNARD

Laboratoire de chimie physique - matière et rayonnement / 
Université Pierre et Marie Curie - CNRS Paris

强磁场下的量子色动力学

黄 梅 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北 京

Maxime 
CHERNODUB

Laboratoire de mathématiques et physique théorique / Université 
François Rabelais de Tours - CNRS Tours

  社会科学

2010

地方税改革：中国、法国和其
他欧盟国家的比较 

张 青 湖北数据与分析中心/湖北经济学院 武 汉

Michel BOUVIER Groupement européen de recherches en finances publiques / 
Université Panthéon Sorbonne Paris 1 Paris

社会改革与经济发展：以中国
为例

封 进 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复旦大学 上 海

Jean-Claude 
BERTHELEMY

Centre d'économie de la Sorbonne / Université Paris 1 
Panthéon-Sorbonne - CNRS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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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0
通过电子自旋共振（ESR）和
ESR/铀系联合的测年方法研究
中国早期古人类活动的时代

尹功明 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 京

Jean-Jacques 
BAHAIN

Unité Histoire naturelle de l'homme préhistorique /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 CNRS Paris

2011

整合的城市中观世界——中国
和欧洲城市空间的一种人类学
和社会学的比较研究：城市移
民和新城市化人口的同一性形
态起源、中国和欧洲大城市中
的社会网络分析

秦明瑞 社会学系/北京大学 北 京

Brigitte 
STEINMANN

Centre lillois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sociologiques et 
économiques / Université Lille 1 - CNRS Lille

巴黎政治学院-清华 公共政策
合作研究

巫永平 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 北 京

Richard BALME Centre d'études européennes / Sciences Po Paris

2012 城市与信息共享：城市背景下
的社会和移动网络

甄 峰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大学 南 京

Gilles PUEL Département de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 Télécom 
Paristech Paris

2013 青藏高原祁连山区牧业在全球
变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龙瑞军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管理国际中心/兰州大学 兰 州

Jean-François 
TOURRAND

Unité de recherche Gestion des ressources renouvelables et de 
l'environnement / CIRAD Montpel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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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3

基于欧盟经验的中国碳市场潜
力研究

滕 飞 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 北 京

WANG Xin Institu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巴黎政治学院-清华 公共政策
合作研究2

巫永平 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 北 京

Richard Balme Centre d'études européennes / Sciences Po Paris

   地球科学，宇宙科学，空间科学

2010

利用水体稳定同位素新方法的
青藏高原水循环研究

田立德
青藏高原环境变化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 京

Valérie MASSON 
DELMOTTE

Laboratoire des sciences du climat et de l'environnement / 
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Saint-Quentin-en-Yvelines - CEA - 
CNRS

Gif sur Yvette

利用冰芯10Be研究南极Dome A
地区冰雪积累率

武振坤
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西 安

Grant RAISBECK Centre de spectrométrie nucléaire et de spectrométrie de masse 
/ Université Paris Sud 11 - CNRS Orsay

2011 亚洲古（特提斯）洋退缩的时
限、机理和效应

郭召杰 造山带与地壳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 北 京

Guillaume 
DUPONT-NIVET Geosciences Rennes / Université Rennes 1 - CNRS Re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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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2

沉积物在中国河口缺氧区的形
成和持续中的作用：以长江三
角洲和珠江口为例

戴民汉 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 厦 门

Christophe 
RABOUILLE

Laboratoire des sciences du climat et de l'environnement / 
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Saint-Quentin-en-Yvelines - CEA - 
CNRS

Gif sur Yvette

钙华沉积过程中的钙同位素分
馏及其在古气候重建中的应用

陈玖斌 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 阳

François 
CHABAUX

Laboratoire d'hydrologie et de géochimie de Strasbourg /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 École et Observatoire des sciences 
de la Terre - CNRS

Strasbourg

西藏西部构造与古气候变化及其
对青藏高原形成与演化的意义

李海兵
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 京

Philippe Hervé 
LELOUP

Laboratoire de geologie de Lyon : Terre, Planètes et 
Environnement / Université Claude Bernard Lyon 1 -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Lyon - CNRS

Lyon

东亚中新生代构造演化：多学
科综合数值模拟研究

赵 亮
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 京

Charles 
GUMIAUX Institut des sciences de la terre d'Orléans / Université d'Orléans Orléans

2013
海冰融化对北冰洋碳循环、海
洋酸化及浮游植物的影响：今
古对比研究

陈建芳 
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国家
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杭 州

Diana RUIZ-PINO
Laboratoire d'océanologie et du climat : experimentations et 
approches numériques /  Université Pierre et Marie Curie - 
Institut Pierre Simon Laplace - MNHN - IRD - CNRS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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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3 基于多源遥感图像的火星地表
场景认知与检索技术研究

罗 斌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武 汉

Sylvain DOUTE Institut de planétologie et d'astrophysique de Grenoble / 
Université Joseph Fourier Grenoble 1 - CNRS Grenoble

  信息与通信科技

2010

基于组学数据整合的生物标记
识别方法研究

赵兴明 系统生物技术研究所/上海大学 上 海

HAO Jin-Kao Laboratoire d'étude et de recherche en informatique d'Angers / 
Université d'Angers Angers

用于气体捕获与分离的新MOFs
设计

仲崇立 计算化学研究室/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北 京

Guillaume 
MAURIN

Institut Charles Gerhardt Montpellier / Universités Montpellier 
1 et 2 -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himie de Montpellier - 
CNRS

Montpellier

2011 三维机器感知与理解

赵卉菁 机器感知与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 北 京

Thierry 
DENOEUX

Unité Heuristique et diagnostique des systèmes complexes / 
Université de technologie de Compiègne - CNRS Compiègne

2012 基于DTI的心肌纤维结构重建关
键技术研究

刘宛予
HIT-INSA中法生物医学图像联合研究中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ZHU Yuemin
Centre de recherche en acquisition et traitement de l'image pour 
la santé / Université Claude Bernard Lyon 1 - 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de Lyon - INSERM - CNRS

Villeurb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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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2

对多模式城市污染预测和理解
的观测同化

陆利蓬
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 京

Thomas 
CORPETTI

Observatoire des sciences de l'univers de Rennes (équipe 
COSTEL) / Université Rennes 1 - CNRS Rennes

硅基纳米光学结构中的光学非
线性增强研究

张新亮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华中科技大学 武 汉

Eric CASSAN Institut d'électronique fondamentale / Université Paris Sud 11 - 
CNRS Orsay

2013

绿色环境和不确定环境下的竞
争供应链建模

吴德胜 决策科学实验室/中国科技大学 合 肥

Alexandre 
DOLGUI

Laboratoire d'informatique, modélisation et optimisation des 
systèmes / Université Blaise Pascale - Université d'Auvergne - 
ENSM.SE - IFMA - CNRS

Aubière

基于云计算的可重构脑机接口
（BCI）技术研究

宋 健 清华大学数字电视技术研究中心 北 京

ZHANG Xun Equipe Micro-nano-electronics  & radiocommunications / Institut 
supérieur d'électronique de Paris Paris

结合电生理学和自然语言处理
的交叉语言研究

赵 海 仿脑计算与机器智能中心/上海交通大学 上 海

Sabine PLOUX Laboratoire langage cerveau et cognition / Université de Lyon - 
CNRS B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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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人类学，人文科学

2012 患者权利与基因测试：欧洲和
中国视角

齐延平 法学院/山东大学 济 南

Emmanuelle RIAL
Unité Epidémiologie et analyses en santé publique : risques, 
maladies chroniques et handicaps / Université Paul Sabatier 
Toulouse 3 - INSERM

Toulouse

2013

创新的保护与开发：模型、战
略及在公司的应用（行业：能
源、电子及小城镇的可持续发
展）

王 玺 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 北 京

Liliana MITKOVA Institut de recherche en gestion / Université Paris Est Marne-la-
Vallée

Marne la 
Vallée

人类象征性材料的出现与演
化：来自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装
饰品证据

裴树文 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 北 京

Francesco 
d'ERRICO

Unité de la préhistoire à l'actuel : culture, environnement, 
anthropologie / Université de Bordeaux 1 - CNRS -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Talence

   工程科学

2010 运输网络中专用交通道规划问
题研究

车阿大 管理学院/西北工业大学 西 安

CHU Feng
Laboratoire informatique, biologie intégrative et systèmes 
complexes / Université d'Evry Val d'Essonne -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informatique pour l'industrie et l'entreprise  

Ev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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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0

膜过滤法处理乳品废水

万印华 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 京

DING Luhui
Unité Transformations intégrées de la matière renouvelable / 
Université de Technologie de Compiègne - Ecole supérieure de 
chimie organique et minérale

Compiègne

晶粒尺寸对于悬浮流体和火花
等离子烧结法制备的TiAl合金
力学特性的影响研究

王朝阳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绵 阳

Alain COURET Centre d'élaboration de matériaux et d'études structurales / 
CNRS Toulouse

金属材料的超长寿命疲劳：超
声加速试验和力学模型

王清远
破坏力学与防灾减灾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成 都

Olivier POLIT Laboratoire énergétique mécanique et électromagnétisme / 
Université Paris Ouest Ville d'Avray

高压实GMZ膨润土的缓冲/回填
性能研究

叶为民 岩土及地下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同济大学 上 海

CUI Yujun
Laboratoire Navier (équipe CERMES ) / Université Paris Est - École 
des Ponts ParisTech - Institut français des sciences et technologies 
des transports, de l'aménagement et des réseaux - CNRS

Champs sur 
Marne

高级氧化非均相纳米催化剂的
制备、表征及催化活性研究

张 晖 高级氧化实验室/武汉大学 武 汉

Sébastien 
ROYER

Laboratoire de catalyse en chimie organique / Université de 
Poitiers Poit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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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0 铁磁形状记忆合金的织构控制
及晶体学研究

左 良 材料各向异性与织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东北大学 沈 阳

Claude ESLING
Laboratoire d'étude des textures et applications aux matériaux /  
Université Paul Verlaine Metz - Ecole nationale d'ingénieurs de 
Metz - CNRS

Metz

2011

自动制造系统死锁控制的鲁棒
性与优化研究

李志武 系统控制与自动化实验室/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 安

Kamel 
BARKAOUI

Centre d'étude et de recherche en informatique et 
communications /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informatique pour 
l'industrie et l'entreprise  - CNAM

Paris

全球和地区变化对农村区域水
资源和水质变化影响的研究

马友华 资源与环境学院/安徽农业大学 合 肥

Marie-George 
TOURNOUD

Laboratoire hydrosciences Montpellier / Universités Montpellier 1 
et 2 -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 CNRS Montpellier

下一代精致化仓储系统的最优
管理

余玉刚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 肥

CHU Chengbin Laboratoire génie industriel / École centrale Paris Châtenay-
Malabry

2012 采用人工智能控制等离子过程

操光辉 现代冶金与材料制备重点实验室/上海大学 上 海

LIAO Hanlin
Laboratoire d'étude et de recherche sur les matériaux, les 
procédés et les surfaces / Université de technologie de Belfort-
Montbéliard

Bel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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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2

绿色制造：节能分批调度优化
理论和方法研究

陈华平 商务智能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 肥

CHU Feng
Laboratoire informatique, biologie intégrative et systèmes 
complexes / Université d'Evry Val d'Essonne -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informatique pour l'industrie et l'entreprise

Evry

聚合物反应加工中界面反应调
控与相形态演变的研究

冯连芳 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 杭 州

HU Guo-Hua

Laboratoire réactions et génie des procédés / Université de 
Lorraine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industries chimiques 
-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gronomie et des industries 
alimentaires - CNRS

Nancy

调控细胞行为的刺激－响应纳
米复合膜的研究

计 剑 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 杭 州

Catherine 
PICART

Laboratoire des matériaux et du génie physique / Institut national 
polytechnique de Grenoble Grenoble

木-混凝土和钢-木连接和节点
试验及数值分析

吴智敏 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结构分室/大连理工大学 大 连

Abdelhamid 
BOUCHAIR

Institut Pascal / Université Blaise Pascal Clermont-Ferrand 2 - 
Institut français de mécanique avancée - CNRS Aubière

可持续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于随然 重大装备设计与控制工程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 上 海

Aicha SEKHARI
Laboratoire décision et information pour les systèmes de production 
/ Université Claude Bernard Lyon 1 - Université Lumière Lyon 2 - 
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de Lyon

B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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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所在部门名称 城市名

2012
多灾种下的社区系统、脆弱性
与风险管理：风险与多米诺效
应建模

朱 伟 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 京

Ahmed MEBARKI Laboratoire modélisation et simulation multi échelle / Université 
Paris-Est Marne-la-Vallée - Université Paris-Est Créteil - CNRS

Marne la 
Vallée

2013

土壤淋洗与零价铁降解技术联
合修复Cu与PCBs污染土壤

仇荣亮 广东省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 广 州

Marie-Odile 
SIMONNOT

Laboratoire réactions et génie des procédés / Université de 
Lorraine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industries chimiques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gronomie et des industries 
alimentaires - CNRS

Nancy

热力耦合作用对近β钛合金显
微组织演变的影响晶体学研究

李金山 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北工业大学 西 安

ZHANG Yudong
Laboratoire d'étude des microstructures et de mécanique des 
matériaux / Université de Lorraine - Arts et Métiers Paris Tech - 
Ecole nationale d'ingénieurs de Metz - CNRS

M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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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简介

蔡元培于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省绍兴。

他出身于富商家庭，自小接受以四书五经为

主的传统教育，并成功通过科举考试，1890

年中进士。自1898年起曾担任不同教育机构

的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

学、心理学、美术史，后回中国在南京临时

政府短暂担任教育总长。

1913年，蔡元培留学法国开始学习法语。从

此致力于中法教育，1916年创立华法教育会

并出任主席。2000多名中国学生在该教育会

的帮助下踏上了留法之路。

1916至192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这10年间他为北大成为中国第一所高等学

府奠定了基础，输送了大批学生赴法学习深

造。同时，蔡元培创立了中法大学并担任首

任校长。

1927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大学院（最

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院长。1928年他积

极参与建立了以促进科学技术研究为宗旨

的“中央研究院”。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第

一任院长。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享

年72岁。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

家，对近代中国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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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ES
CAS
CAAS
CEA
CIRAD
CNRS
ENSM.SE
IFREMER
IFMA
INRA
INSERM
IRD
MN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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