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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干热岩地热系统中的物理学与可再生能源”（本

期法文版p32-p35）、“太空高能粒子探寻及其起源研究”

（本期法文版p22-p25）领域的科研合作在本刊中也均有介

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王宽诚博士后奖学金”项目

旨在资助中国优秀青年科研人员赴法国科研合作机构从

事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受疫情影响，该项目今年

也被迫中断。2019年度该项目的两名得主将带我们走进法

兰西公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和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

（IPGP），他们的讲述不仅让我们认识到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与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所建立的密切、高质量的合作

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法国的科研交流也是一段宝贵的

人文经历 （本期法文版p48-p52）。

2019年，中国在研发及创新方面的总支出为2700亿欧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3%。中国在读博士研究生及硕

士研究生分别为34.2万人和164万人，分布在2600所大学和

中国科学院114家下辖研究所。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些科研

机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按照领域对800

家研究中心或研究所、120家国家重点实验室、340家各类

重点实验室进行了分类划分，详情请参见本杂志法文版末

页。本期期刊法文版也对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其主要

中方合作伙伴联合发表文章进行了统计，同时也与德国亥

姆霍兹联合会（l’Association Helmholtz）进行了横向比较。

总之，本期杂志内容丰富，包含大量项目介绍和个人

科研活动见闻。在此代表处向相关供稿人员深表谢意！

值此新年之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谨

祝大家节日快乐！

中国的高校及研究机构自2020年9月份才基本恢复正

常活动。受全球疫情蔓延的影响，人员交流主要局限在国

内，虽说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外国科研人员来华存在诸

多限制，因此直至今日，高校活动仍未全面恢复正常。

近三个月以来，在此有利的国内背景下，成功举办了

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中法环境月”及“法国在华研究

人员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IHEP）、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UTSEUS），举办

了一系列参观和交流活动。中欧工程技术学院是与法国技

术大学集团联合创办的学院，成立于2005年，校址位于上

海大学，专注培养高级工程师。中欧工程技术学院也是中

法医学图像与信号的处理与建模国际科研项目（IRP Metis 

Lab）在中国的协调中心。

如果说今年中国哪一个领域没有出现停摆，那一定是

航空领域。2020年7月，中国发射了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

同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从海南升空，并完成了月球采样

任务。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

的国家。

距离海南岛500公里外，香港的科研创新正在发生巨大

变化。作为曾经的金融和物流中心，香港目前出台政策大

力度推动科研发展。为实现多样化、二度工业化发展，香

港推出了四大重点行业，敬请在本刊中一探究竟（本期法

文版p12-p17）。

2020年也是法国的“数学年”。在本刊中，我们将为

您介绍中心在数学领域的中法合作情况，主要依托于基础

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的两家国际科研实验室（IRL）：中法

基础数学实验室（LSFMF）和中法应用数学国际科研实验室

（LIASFMA）。此外，本刊还将重点介绍一个数论领域的联

合研究项目-PRC（本期法文版p42-p44）以及中国主要的数

学研究所。

本刊还将介绍中法两国在诊疗学领域的科研合作，通

过诊疗学手段绘制癌细胞图谱，进而实现靶向治疗。此

外，两国在“软体动物中分离出的天然产物的发现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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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事  

法国在华研究人员日 

2020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法国驻华大

使馆科技处举办了第六届法国在华研究人员

见面会。

在中国高校及研究所从事人文社会科学、

数学等领域研究的法国在华研究人员及博士

后总计约80余人参加了活动。

其中四十余人来到北京，其他人员通过视

频会议的形式参与了此次活动。本次主题日

着重介绍了欧洲、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现有的合作平台，并围绕“

中国的科研政策、科研能力及科研创新”组

织了四场圆桌会议。此外，还就“中国的学

术政策、研究人员在高校的融合、国内及国

际合作”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值此活动之际，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还向我

们介绍了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的最新情况，使

馆领事部还向我们介绍了法国在华人员的最

新消息。z

 图片来源：法国驻华大使馆

 图片来源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欢迎访问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网

站，了解CRNS在中国的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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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版《CNRS 中国合

作进展情况》手册。

CNRS中国办事处

    更多信息

《CNRS在中国》实验室生活杂志每年出版三期，有中法文两种版本，致力于分

享中心在华科研合作的相关时事、项目、专题文档、分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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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nrsbeijing.cnrs.fr/wp-content/uploads/2019/04/LIVRET-2018-CH-en-4.3m.pdf
https://cnrsbeijing.cnrs.fr/wp-content/uploads/2019/04/LIVRET-2018-CH-en-4.3m.pdf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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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事 活动/时事

2020年中法环境月
撰文：Philippe Arnaud

10月17日至11月15日，由法国驻华大使馆与多个法国

驻华领馆携手组织的“2020年中法环境月”在中国多个城

市成功举办。本届活动围绕“生物多样性、健康、自然区

域开发及水资源管理”等议题举办了多场会议、展览及研

讨会。今年，因疫情所迫，许多活动推出线上资源或采取

线上研讨会的形式进行。

在昆明云南大学举办的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与治

理”的会议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向与会

研究人员和学生介绍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领域在中国开展的研究活动及相关合作机制1。

通过参观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云南

农业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我们不仅了解到了相关研究内

容、设施的水平与质量，同时也认识到了相关机构开展国

际合作的意愿。

在中国，目前存在着众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环境议题，

例如大气污染治理、土壤及水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

护、垃圾管理、碳市场、污染地区和湿地的生态修复、森

林退化、城市翻新、环境治理的现代化等。

据路透社2消息，2020年，中国的环境保护支出将达

520亿欧元。

在环境-应用生物学领域，中国发表的文章数量占全

球总量的17.3%，仅次于美国（22.3%）3。其中，约30%的

文章是和外国合作伙伴共同完成的（与美国合作发表的文

章占24%，与澳大利亚合作发表的文章占10%，与德国合

作发表的文章占7%，与法国合作发表的文章占3.7%，其

中2.3%为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合作成果）4。

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统计，在环

境、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法国共与中国2家科学

院、48家研究所（其中，中国科学院下辖研究所三十余

家）、5所大学、7所大学学院、80家研究中心、25家国家

重点实验室、95家各类重点实验室建立了合作5。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参观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

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于1938年，1950年转属中国科学

院。它的总占地面积为68公顷，拥有自己的植物园。昆明

植物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及喜

马拉雅地区的植物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态修复、以

不损害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自然资源保护与使用、经济发展

等内容，也在其研究范围内。

昆明植物研究所共有员工约600人，其中不乏中科院

院士和中国诸多人才计划的入选者。昆明植物研究所招

收植物学和药用化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植物学、药用化

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生物技术、制药工

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以及生物和制药专业的博士后研究

人员。 

昆明动物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1978年转属中国科学

院。该研究所共有五家实验室，其中两家为国家重点实验

室。

一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遗传资源和系统发育，

另一家主要研究动物模型与人类疾病发展机理。昆明动物

研究所还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一家联合实验室，研究方

向为阿尔兹海默症、哮喘、传染病（艾滋病、结核病）等

疾病的基因及分子机理研究。此外，该实验室还围绕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学开展相关研究。 z

昆明植物研究所主要科研部门:

•  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

• 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

• 资源植物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 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  昆明植物研究所下辖两家植物园，即昆明植
物园及丽江高山植物园

•  青藏高原研究所昆明部也位于昆明植物研究
所。

昆明植物研究所共主办三种期刊 :

• 《植物多样性》

• 《应用天然产物》

• 《真菌多样性》

1 如需了解该领域的活动，请参阅本杂志第31期。 

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nvironment-budget-idUSKBN22Y0BU
3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学计量处2016-2017年度数据

4 同上

5 如需了解以上名单详情，请访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网站: https://cnrsbeiiing.cnrs.fr/carto-ecologie environnement/

昆明动物研究所主要科研部门:

• 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 动物模型与人类疾病机理重点实验室

• 昆明动物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生物资源与       
疾病分子机理联合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英国安东格里亚大学生态学与
环境保护中心

• 中国科学院-云南省人民政府西南生物多样
性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云南省人民政府重点实验室

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欧洲合作伙伴包括:

• 东英吉利大学，英国

• 意大利罗马大学，意大利

• 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德国

• 莱布尼兹动物园与野生动物研究所，德国

• 俄罗斯科学院

• 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俄罗斯

值 此 “ 中 法
环境月”之际，
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中国代表
处出版了《CNRS
在中国-中法环境
月特刊》。

法 文 版 请 点
击法文，中文版
请点击中文.

https://cnrsbeijing.cnrs.fr/wp-content/uploads/2020/11/cahier-special_Env-biodiversite_23sept_fr.pdf
https://cnrsbeijing.cnrs.fr/wp-content/uploads/2020/11/cahier-special_Env-biodiversite_22sept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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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SEUS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UTSEUS）是由上海大学

和法国技术大学集团（法国国立贝尔福-蒙比利亚工程技

术大学（UTBM）、贡比涅技术大学（UTC）和特鲁瓦技术

大学（UTT））共同创办的中法工程师学院。

中欧学院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两家中法

学院之一。近三年来，中欧学院取得了长足发展，除原

有的专业外，还开设了机械电子专业硕士点（网络物理

系统），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并通过教育科研平台，

巩固了与企业的合作。

中欧学院坐落于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是一个集工程

师教育、科研与创新的综合性平台。

中欧学院平均在校学生约1200多名，学生分别在上

海大学（850名本科生）和法国技术大学集团（350人赴

法国攻读工程师和硕士课程）进行学习。中欧学院成立

的初衷是，在中国弘扬法国技术大学的培养模式，为学

院的本科生（前三年在上海大学学习）赴法国技术大学

集团攻读工程师和硕士课程（每年约130余人）创造条

件。

2020年3月，中欧学院新设机械电子专业硕士点（网

络物理系统方向）获得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并将于2021

年开始招生，学制三年，按照法国工程师培养模式开展

教学，该专业主要在上海授课，其中一个学期赴法国进

行交换学习。该硕士项目旨在获得法国教育部的认证（

需通过法国工程师职衔委员会（CTI）的评估）。该项目

最终计划每年招收中法学生共100余名。  

中欧学院的中国学生法语水平至少已达到B1等级，

大部分学生可达到B2等级。

中欧学院的另一个突出优势是每年接收大批法国及

外国学生。2019年，接收外国学生人数达140人，遗憾的

是，2020年受疫情影响，未能接收任何外国学生。外国

学生主要为法国技术大学集团本科二年级学生，他们在

中欧学院进行为期一学期的学习；还有一部分为其硕士

研究生，他们在中欧学院进行一个学期的创新和创业课

程学习。在上海学习期间，法国技术大学集团选出的交

换生与中欧学院的中国学生一起上课，修完法国技术大

学集团规定的学分，同时也会收获一份独特的学习、文

化、语言、人文体验。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的重点研究方向:

• 医学影像处理：主要通过中法医学图像与信号的处

理与建模国际研究项目（IRP  MetisLab）开展相关活动。

该中法科研项目启动于2014年，由法国里昂国立应用科

学学院（INSA）和哈尔滨工业大学（HIT）牵头。随着上

海大学的加入，该项目进入到一个新阶段（2019-2023）

。该项目的中方负责人是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院

长刘宛予（请参看后文中 MetisLab项目的介绍）。

• 网络物理系统：贡比涅技术大学（UTC）和上海大

学的教研人员将围绕数据科学（自动学习、不确定性推

理等）开展交流。

1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领导团队 https://utseus.shu.edu.cn/fr.htm 
刘宛予 (中方院长) liuwanyu@shu.edu.cn; Marc Bondiou (法方院长) marc.bondiou@utc.fr

• 纳米光电技术：此领域的合作起始于2017年，由光、纳米材料和纳米技术实验室（L2N，特鲁瓦技术大学和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上海大学的相关领域实验室负责实施。

• 钢和添加制造: 该项目由材料、工艺与表面科研实验室（LERMPS，贝尔福－蒙贝利亚尔技术大学和勃艮第“Carnot

跨学科实验室”）和上海大学高品质特殊钢冶金与制备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承担。

上海大学为中欧学院聘用了多名法国教研人员，并任命了其中三名为联合教授，他们都是法国技术大学集团的

持证教授，三年内每年应邀在中欧学院至少讲学三个月。此举为以上三个研究方向的科研进步充实了人才队伍。z\

 

撰文：Marc Bondiou1 

• 目前法国和上海共有在校中国学生1200名:

• 850名在上海，350名在法国（主要在法国技术大学集团）。

• 每年上海招收本科生250名，三个专业分别为信息工程、机械工程和材料科学与工程。

• 33%的专业课程由50名法国技术大学集团访问学者和法国教研人员教授。

• 每年，上海接收150名法国及外国学生 (2020年除外)

• 每年春天，120名法国科学技术大学集团的本科二年级学生到上海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交流学习。

• 每年秋季，30名硕士研究生（主要为法国技术大学集团的工程师专业学生）到上海大学中欧工程
技术学院进行为期一学期的“创新与创业”课程学习。

• 7人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发表16篇文章，在由医学图像与信号的处理与建模国际科研项目（IRP 
MetisLab）（原LIA Metislab 2014-2018）主办的会议上发表通稿13篇。

• 围绕“网络物理系统”、“纳米光电技术”、“金属材料和添加制造”三个研究方向有多名联合
培养博士及多篇联合论文待发表。

11月25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

代表处主任安睿到访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

学院。

中欧学院的中方院长刘宛予和法方院长

Marc Bondiou会见了安睿主任，借此机会，

安睿主任向其介绍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的国际合作框架与相关情况。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的院长和研

究人员对学院及其负责的科研项目，特别是

医学图像与信号的处理与建模国际科研项目

（MetisLab）分别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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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P METISLAB
医学图像与信号的处理与建模国际科研项目

简介：

医学图像与信号的处理与建模国际科研项目( IRP 

Metislab)的前身是“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联合实

验室（LIA），该实验室由里昂医学图像处理研究中心

（CREATIS）、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联合

申请，上海大学随后加入其中。该项目吸引了诸多中

法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旨在研发出先进的医学影像数

据分析法，以期应用于心血管成像。 

研究任务与主题： 

Metislab以中法专家的专业知识和以往的研究成果

为依托，旨在联合研发先进的用于医学影像分析的新

方法，以期应用于心血管成像领域。围绕两大研究方

向划分了四个研究主题。

• 第一个研究方向侧重理论研究，专注于影像分析

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各类复杂影像的高级、一般处理

方法（从数量、矢量、标量角度）；形体和解剖结构

的重建；以分析和诊疗为目的的医学影像数据统计和

机器学习法。

•  第二个研究方向为心血管成像的应用。团队针对

各类器官的超显微结构进行了不同尺度的3D研究，特

别是心肌，并建立相关数字模型。通过模拟组织中超

显微结构中水的扩散方式，进而研究其对核磁共振成

像的影响。超显微结构和心脏功能之间的关系也在研

究范围内。

此外，为了了解个体病患心肌和血管的机械性质，

还使用了逆向建模法。将这些参数与其它解剖、组织

成像手段相结合，统计方式将拥有多参数化的特点。

将其应用于临床收集的广泛数据库中，能够帮助科研

人员找到心血管疾病的新诊断法。 

主要研究主题：

多类型与多组分的影像处理: 探测本地不稳定性、

张量数据（扩散）的处理、多参数成像

统计数据兼容性分析和机器学习：机器学习及噪

音削减、自动评估与参数的准确性

心肌超显微结构分析及建模: 建立心血管组织的多

比例模型、分析超显微结构与扩散的关系

心血管功能的量化、建模及分析: 通过机器学习对

心脏功能指数进行评估、把影像数据和患者的建模数

据相结合以显示受损心肌的特征或对其进行预报、通

过体内成像和对具体患者进行建模，对血管的机械性

质进行评估。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科研中心5220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5220）

• 法国国家医学信号与图像应用技术研究中心-Creatis

• 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

• 里昂第一大学

•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U1206

中方：

•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生命科

学与技术学院，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 哈尔滨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

• 上海大学

项目期限：2019-2023

法方主任：Patrick CLARYSSE

patrick.clarysse@creatis.insa-lyon.fr

中方主任：刘宛予

liuwanyu@shu.edu.cn

员工人数: 法方 11 / 中方 16

博士生人数：5

实验室数量：法方 1 / 中方 3

联合出版物数量 : 科研杂志上发表文章

21篇，通稿15 篇 

涉及城市：

法国：里昂 / 中国：哈尔滨，上海

重要活动：

2019年5月16-17日：项目支持信签署仪
式与启动会议，法国里昂国立应用科学

学院 (INSA-Lyon)。

在第五届智能计算与信号处理国际学术

会议(ICSP2020）的框架下，成功举办了
一场特别活动。北京/上海/哈尔滨

网站： https://www.creatis.insa-lyon.fr/site7/fr/
node/46074

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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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学领域的中法合作

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双方共同建立了合作项

目，A-M.  Caminade博士随后也加入了该项目。之后，团队

围绕该项目进行了定期交流和讨论，例如，2017年史向阳

教授在威海组织了第十届国际树状大分子研讨会（IDS10

），J.P.  Majoral博士、S.  Mignani教授、A.M.  Caminade博士应

邀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东华大学2和法国配位化学实验室（LCC3）、巴黎

笛卡尔大学4合作研究新型抗癌纳米粒子，如含磷树状大

分子，以期用于癌症诊疗。此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该合作最早可追溯到2014年在瑞士卢加诺举办的生物

启发型树状大分子研讨会，会议期间，史向阳教授和Serge 

Mignani教授进行了一场非正式会谈。之后，史向阳教授邀

请S. Mignani（Sanofi科研部前负责人）根据其掌握的知识，

到东华大学开设一门“新药物研发”的硕士研究生课程。

此次会面之后，S.  Mignani教授、J-P.  Majoral  博士和史向阳

教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进而奠定了合作项目

的基础。

该合作以世界领先的科研能力为依托，聚焦以下三大

研究方向：

• 史向阳: 研发用于癌症诊疗的纳米粒子

• J-P. Majoral 和 A-M. Caminade :含

磷树状大分子的多种治疗应用研究

•  S. Mignani:以Sanofi的研究经验

为基础，通过医用化学手段，研发

新型抗癌药物。

 2019年5月，杭州: 1-Serge Mignani ; 2-史向阳 ; 3-Jean-Pierre 
Majoral

 第四届生物树状大分子研讨会（瑞士卢加诺），2014年6月18日至20日. 

1 : Serge Mignani ; 2 : Jean-Pierre Majoral ;

3 : Anne-Marie Caminade ; 4 : 史向阳

该科研平台拥有一家实验室，位于史向阳教授的

课题组，此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图卢兹配位

化学实验室6（LCC，CNRS，隶属于图卢兹第三大学）

拥有由J-P Majoral教授和 A. Bousseksou教授（后者为该

实验室主任）组成的法国代表处。其他科研单位的加

入，提升了该平台推动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潜力，加入

该平台的法中科研机构分别为巴黎第五大学，巴黎第

十一大学（沙特奈-马拉布里）、Dendris公司（图卢

兹）、东华大学（上海）、广东工业大学、上海第十

人民医院、晨源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威海）、上海

Xianlian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法科研团队专业能力的互补和科研热情促成

了一系列独具创新的课题开展，其中三篇博士论文

的作者获得了中国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5，此外，

中国政府也对中法团队往返两国予以了资助。

2019年10月，QIU  Jieru的博士论文在图卢兹完成

答辩。其研究内容为：制备新型含磷树状分子以用

于肿瘤治疗。CHEN Liang的博士论文已于2020年8月底

完成答辩，其研究内容为：用于肿瘤治疗的新型含

磷树状分子和树状大分子的合成与制备。YU  Zhou获

得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奖学金，以支持其

在图卢兹开展科研学习。

在Serge  Mignani教授、Jean  Pierre  Majoral  博士、

史向阳教授的共同推动下，依托于史向阳教授的实

验室成立了中法健康诊疗联合实验室。该实验室专

注于纳米医学领域的研究，特别是肿瘤及其相关转

移相关方面。该科研平台促进了中法双方相关科研

机构建立学术交流机制，组织两国科研单位参与双

边学术年会活动（每年一次，轮流在法国和中国举

办），协助推进相关科研项目的落实与发展。

5 由史向阳、S. Mignani、J-P. Majoral和A-M. Caminade联合指导，QIU Jieru、CHEN Liang (已完成答辩) 、YU Zhou (在研)撰写的博士论文分别获

得了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6 https://www.lcc-toulouse.fr/

 第十届国际树状大分子研讨会招待晚宴, （威海，2017年8
月5日至9日）1 : 史向阳; 2: Anne-Marie Caminade ; 3 : Jean-Pierre 
Majoral

撰文：Anne-Marie Caminade博士、Jean-Pierre Majoral博士及Serge Mignani教授1 

1 Anne-Marie Caminade博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杰出高级研究员 (DRCE2)、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配位化学实验室（LCC，图卢兹）“

树状大分子和杂环化学”课题组组长；Jean-Pierre Majorai 博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杰出高级研究员、任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配位化学实验室（LCC，图卢兹）https://www.lcc-toulouse.fr/article118.html;Serge Mignani 教授：巴黎笛卡尔大学和索邦巴黎西岱联合

大学副研究员, 任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第860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860）药理及毒理化学与生物化学实验室(法国巴黎) ; 葡萄牙马

德拉大学马德拉化学研究中心教授（Centro de Quimica da Madeira, MMRG); 曾担任赛诺菲科研部主管(Sanofi).
2 史向阳博士：东华大学（中国上海）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

3 Jean-Pierre Majoral博士和Anne-Marie Caminade博士（法国图卢兹）

4 Serge Mignani教授（法国巴黎）

配位化学实验室 (LCC) 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
辖的一家专注从事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其研究内容主
要为分子或多原子结构的设计和定性研究，研究领域
涉及配位化学、与材料或生物学相关的杂环化学。

配位化学实验室的五大研究方向 :

• 分子合成(特别是有机金属化合物和新型聚合物
的合成、反应机制研究......)

• 催化作用(强组分、精细化学、可持续发展及能
源)

• 纳米物质 (树状大分子、纳米粒子、纳米管聚合
物)及分子材料（多孔纳米结构、特殊物理性质的晶质
与非晶质固体）的设计

• 纳米物质与纳米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研究（
分子转换、传感器、微电子、光电池、催化作用、健
康）及其技术转化

• 用于靶向治疗的分子设计、生物进程中的化学机
制（阿尔兹海默症、疟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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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的联合项目:

•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中法联合项目

- 图卢兹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配位化学实验室（LCC CNRS，法国）: S. Mignani教授、J-P. Majorai、A-M. Caminade

- 东华大学: 史向阳教授(2017-2019) 博士研究生: QIU Jieru.

题目《Amphiphilic fluorescent phosphorus dendrons. Synthesis, Characterisation, Applications in oncology》

• 中法蔡元培项目，编号36680NM

- 图卢兹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配位化学实验室（LCC CNRS，法国）: S. Mignani教授、J-P. Majorai、 A-M. Caminade

- 东华大学:史向阳教授(2016-2018)

题目《Multivalent Gold Phosphorus dendrimers as original and tunable theranostic systems to treat cancers》博士研究生:CHEN Liang

• 中国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2019年度联合科研项目 (PRC)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配位化学实验室（LCC CNRS，法国）: S. Mignani教授、J-P. Majorai、 A-M. Caminade

- 东华大学: 史向阳教授 (2019-2021).

题目《Original microRNAs polycationic phosphorus dendriplexes and dendronplexes-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as a new strategy to tackle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using ultrasound-targeted microbubble destruction strategy》

•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中法联合项目

- 图卢兹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配位化学实验室（LCC CNRS，法国）: S. Mignani教授、J-P. Majorai、A-M. Caminade

- 东华大学: 史向阳教授(2020-2024) 博士研究生: YU Zou

题目《Clinical multifunctionality strategy based on UTMD-enhanced delivery of geneusing new biologically active polycationic phosphorus 

amphiphilic dendrons complexing metallicsalts as new specific vectors to tackle difficult cancers: A multi-targeting precision oncology approach》

发表文章 :

截至今日，双方研究团队共发表论文二十余篇，申报专利一项（未详细列出）。 z

PRC
中国南海软体动物中天然产物的发现与合成，

及其生物活性研究

撰文：Bastien Nay、李序文

Bastien Nay：巴黎综合
理工学院、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Bastien Nay生于1974
年。1998年，他在波尔多
完成了其药学专业的学
习。2000年毕业于图卢兹
大学，并获得有机化学专
业博士学位，导师为Joseph 

Vercauteren。2001年至2003年，他先后在英
国诺丁汉J. Stephen Clark的课题组（2001年至
2002年）和法国（Gif-sur-Yvette）天然物质
化学研究所Christiane Poupat的课题组（2003
年）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003年，他被评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研究员，并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开始科研工作。自2007年起，他担任该馆
真菌天然产物化学研究课题组组长，主要
研究方向为活性生物分子的全合成，同时
从生物学与化学交叉学科的角度，寻找新
的研究方向。

2014年，他被评为法国国国家科研中
心研究负责人。2017年至今，他在巴黎综
合理工学院有机合成实验室从事全合成、
合成法及相关生物学交叉研究，且研究
逐渐侧重于科研成果转化。他是《Natural 
Product Reports》和《Beilstein Journal or Organic 
Chemistry》的编委会委员。

李序文：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李序文生于1986
年。2013年毕业于巴黎
第六大学，并获得博士
学位，导师为法国国家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Bastien 
Nay研究员。之后，到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Erick M. Carreira
教授的课题组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于
2015年加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同年被评为副研究员，2019年晋升为研究
员。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化学生态学导向
的活性海洋天然产物发现及其仿生全合成
和化学药学研究。他承担的多个科研项目
获得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在内的资
助。

他在国际核心期刊中发表论文共计50余
篇。目前，他担任上海市药学会海洋药物
专业委员会副主席，并为《药学学报》、
《中国化学快报》、《中国自然医学》等
多个中文期刊撰写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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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

是从软体动物中分离出的成分，以期实现新药物的研发。

在活性生物天然分子的分离和化学合成方面，我们的研究

团队具备公认的专业能力。

法方团队擅长通过化学合成和靶向应用法，实现生物

活性天然产物的全合成。在极少的步骤中，会出现分子复

杂性和多样性问题，与生物学家合作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合

成物的生物活性。目前的研究策略包括：仿生转化与反应

的使用、复杂分子骨架的延迟功能、串联反应的应用。合

成对象为具有特殊生物活性、因为稀少或无法从自然界中

提纯的天然产物。

目前阶段，本项目的研究重点为新型药用分子（抗

菌、抗癌）的发现；通过研究微生物和真菌中的天然产物

（图一），研发能与生物大分子进行靶向作用的分子工

具。

中方团队从软体动物或海绵中分离出了许多天然成

分, 通过借鉴自然界中的生物合成方法（仿生法），完成

了上述化合物的全合成。涉及特殊生物活性时，采用的是

药用法，从而合成了许多相似物，以期在生物对象中进行

分子测试。海洋软体动物提供了许多独特的天然产物，但

是目前对其开发却很少。例如，Phidiana  militari是具有抗癌

活性的菲地鳃素（phidianidines）的重要来源。

天然产物

很多具有生物活性的分子均来自天然产物，因此对于

研发新药，天然产物是无法回避的课题之一。全球市场上

三分之一的药物均是直接受自然界分子的启发而来。目

前，例如抗癌及抗菌研究就是天然产物化学研究中一个重

要的课题。天然产物的化学研究旨在从天然产物中（陆地

或海洋植物、动物及微生物）分离独特的化学结构，研究

其生物活性，并进一步发现其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当一种

天然产物的结构一经确定，合成化学家将研究其大批量生

产的方法，从而进行更深入的生物学研究。

在中国，天然产物是中国传统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天然产物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虽然近两百

年来科研人员对陆地天然产物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对海

洋天然产物的研究仅有几十年的历史，特别是对中国南海

天然产物更是知之甚少。我们期待该领域的重大发现，尤

其是其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合作研发新的药用分子

本中法联合研究项目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CAS-SIMM）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有机合成实验室1（隶

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学院）负

责承担。该项目旨在对海洋天然产物进行化学研究，特别

1 http://lso.polytechnique.fr/ 

本项目的相关参考资料

• “Complex Polypropionates from a South China Sea Photo-
synthetic Mollusk: Isolation and Biomimetic Synthesis Highli-
ghting Novel Rearrangements” Qihao Wu, Song-Wei Li, Heng 
Xu,  Hong Wang,  Pei  Hu,  Hao  Zhang,  Cheng  Luo,  Kai-Xian 
Chen, Bastien Nay, Yue-Wei Guo and Xu-Wen Li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20, 59, 12105-12112 

• “Marine sponges of the genus Stelletta as promising drug 
sources: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aspects” Qihao Wu, Bastien 
Nay, Min Yang, Yeke Ni,  Hong Wang,  Ligong Yao,  Xuwen  Li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 2019, 9, 237-257 

• “Asymmetric Total Synthesis of Distaminolyne A and Revi-
sion of its Absolute Configuration” D.-Y. Sun, G.-Y. Han, J.-X. 
Gong, B. Nay, X.-W. Li, Y.-W. Guo Organic Letters 2017, 19, 
714–717

通过药用化学方法，中方团队对经多次化学修改后的

菲地鳃素（phidianidines）进行研究，发现了它的类免疫抑

制活性。近期，中方团队与法国团队一起，对多叶鳃海

麒麟（Placobranchusocellatus）进了研究。多叶鳃海麒麟为

聚丙酸酯类（polypropionates）复杂分子的重要来源。通过

仿生法，科研人员从中分离合成了许多结构复杂、新颖的

化合物。软体动物通过光照作用生产这种复杂结构的化合

物。但是，这些新分子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特性仍不得知。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它们是软体动物的保护屏障，能够

保护其免受太阳有毒光线的伤害。（图2）

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我们向双方团队的科研人员和

学生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领域（图3）。2019

年，Bastien  Nay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开授了全合

成课。此外，中法科研团队还分别举办了研讨会。未来几

年，该合作将会继续深入，双方学生和研究人员的交流也

会推动合作研究的稳步向前。z

 图1 :仿细胞松弛素的
合成分子：在人体细胞
中对其抗癌活性进行
测验

 图2 : 从多叶鳃海麒麟分离出的天然产物分子图及仿生合成图

 图 3 : 中法科研人员的相关交流: 研讨会、参观实验室及授课



专栏专栏

18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跨越界限 No32 |  秋冬季刊 2020-2021  |  19 

雅克·阿达马 

Jacques Hadamard

彼得·古斯塔夫·勒热纳·狄利克雷 

Peter Gustav Lejeune Dirichlet

查理·德拉瓦·莱普森 

Charles de la Vallée Poussin

奥古斯丁·路易·柯西 

Augustin Louis Cauc

IRL LIASFMA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科研实验室

撰文：Jean-Michel Coron1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科研实验室 (IRL LIASFMA) 成立于

2014年6月2日，2018年获批延期四年。值“中法计算与应

用数学研讨会”在厦门召开之际（2014年6月2日至6日）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科研实验室举办了其成立签字仪式。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中方参与单位

1.复旦大学中法应用数学研究所

2.北京大学“数学及其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国家数学与交

叉科学中心

法方参与单位 (机构或实验室)

1.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2.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应用数学中心、洛朗·施瓦茨

(Laurent Schwartz)数学中心

3.索邦大学利翁斯（Jacques-Louis Lions）实验室

4.波尔多大学、波尔多综合理工学院-波尔多数学研

究所

5.洛林大学-埃利·嘉当（Élie Cartan）学院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科研实验室的中法负责人分别是复

旦大学的李大潜教授和巴黎索邦大学的Jean-Michel Coron

教授。

1 索邦大学-利翁斯（Jacques-Louis Lions）实验室数学系教授。

 2014年中法计算与应用数学研讨
会：会议召开期间签署了中法应用数
学国际科研实验室成立协议

 李大潜教授发言 (2014年中法计算与应用
数学研讨会)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数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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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应用数学国际科研实验室旨在促进中法两国在应

用数学领域的合作。为了达成以上目标，该实验室还支持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举办暑期班或秋季班及各类研讨

会、推动中法相关研究人员互访。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对中法应用数学国际科研实验

室给予了极大支持，包括每年邀请一位中方研究人员到法

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研究，及数目可观的资金用以支

持中法双方开展合作。 

自成立以来，中法应用数学国际科研实验室共举办了

四期暑期或秋季班、八场研讨会，促成了40余名研究人员

进行为期一个月以上的互访（法国研究人员访华或中国研

究人员访法），在国际期刊上联合发表论文共计50余篇。 
z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科研实验室涉猎的研究领

域广泛而多样。主要研究领域为半线性椭圆方程、

半线性抛物线方程、随机方程、准线性双曲线方程

及控制方程。»

 2015年中法应用数学国际科研实验室
举办的暑期班(共有百余名学生参加)。
这些暑期班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16年中法应用数学国际科研
实验室举办的研讨会。

IRL LSFMF
中法基础数学国际科研实验室

项目介绍

中法基础数学国际科研实验室成立于2014年，并于

2018年获批延期四年。该实验室旨在继续中法双方在

基础数学研究领域的合作，以期实现突破性的发展。

目前在中国，许多科研机构的团队及个人在基础数学

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通常以个人交流为基础，中国科研人员与法国相

关合作伙伴开展了许多互动。一些中方研究人员曾在

法国求学或工作；中法基础数学实验室的成立一方面

巩固了以上联系，另一方面，有助于法国团队与中国

高校建立稳固、多渠道的联系。

研究任务与主题

该项合作涉及主要科研领域为基础数学：代数、

表示论、算子代数、非交换几何学、数论、几何学。

研究目标： 

• 通过资助教师、研究人员短期访问，以及筹办国

际研讨会，特别是针对新兴课题的国际研讨会，来了

解领域内最前沿的科研走向，进而推动研究合作；

• 针对中法学生，两国轮流举办夏令营活动或开办

强化课程，进而加强培训；

• 实施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其科研主题偏向于夏

令营活动中开展的研究内容。

主要研究方向：

• 从代数、几何或算子代数角度开展的量子群研究、

代数、几何表示论以及范畴化研究；

• 非交换几何学巴拿赫空间、算子空间、K理论、几

何群论；

• 丢番图几何、代数几何、算数几何……

数学方程 - Jussieu数学研
究所（UMR7586）
© Photothèque Cn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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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数论

除了提高科研能力的培训，法国实验室将举办研讨

会，并在法国开展暑期夏令营活动，例如庞加莱研究院与

数学国际交流中心。IMJ-PRG暑期夏令营活动面向国际科研

实验室项目的所有成员和参与者。

参与的机构和实验室 :

法方 :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数学所 (INSMI)

• 巴黎第七大学Jussieu数学研究所（IMJ - PRG）-第7586

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7586）

• 卡昂大学Nicolas Oresme 数学实验室(LMNO) -第6139号

科研混合单位（UMR 6139）

项目期限：2014.01-2021.12

法方主任：Marc Rosso
marc.rosso@imj-prg.fr
中方主任：孙笑涛

xsun@math.ac.cn

实验室数量：法方 5 / 中方 6

涉及城市：

法国：巴黎、卡昂、斯特拉斯堡、蒙彼

利埃、格勒诺布尔

中国：广州、北京、天津、上海

• 斯特拉斯堡大学高等数学研究所 (IRMA) 第7501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7501）

• 蒙彼利埃大学数学建模研究所（I3M）-第5149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5149）

• 格勒诺布尔大学傅里叶研究所 (IF) -第5582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5582）

中方 :

•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广州）

• 华东师范大学中法数学实验室（上海）

•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上海）

•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北京）

•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天津）

•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北京）

• 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北京）

Le bureau du CNRS en Chine 
vous présente ses meilleurs voux pour 2021.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祝您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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