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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前言

中法建交50周年，
科研与CNRS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A.  Mynard

    目前，北京的中法圈子里，大家都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中
法建交50周年。此次建交纪念的规模和力度不容小觑，因为两国
准备了一百多场庆祝活动，而且法国打算采取“勇敢”方针，50
年前，这种方针让法国在冷战背景下先于大部分西方国家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发展中的大国，如今在国际事务中的
影响力显而易见”，在中国成为L. Fabius所说的大国之前，法国
和中国的合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诸多限制，可以说合
作有限。这也是为何很多专家指出，法国的大量领域，尤其是政
治和经济领域，并未充分利用其勇敢的外交政策。

    但是，时代变了。从第一届中国精英学子赴法留学(1965)，
到最年轻一代的中国博士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科研混
合单位实习(见“记录”专栏)，或者年轻的中国工程师走出巴黎
高科，我们满怀喜悦地发现，我们的国家将在中国形式多变的
发展过程中留下深刻烙印。这正是大使馆在2014年2月23日组织
留法人员晚会的意义，300多人参加了晚会，多位政要出席，其
中包括法国外长。

    在这个背景下，科研并未缺席，因为正是同样的开拓精神
推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于1978年和中国科学院签订了第一
份科技合作协定。自此之后，中法科研合作迅猛发展。中法科
研人员联合发表的论文中，72%左右都有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的参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成为中法科研交流前哨，从

目录 心的参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成为中法科研交流前哨，从
2012年起，中国超过日本和澳大利亚，成为法国在亚洲的首要
科研合作伙伴国。在中国科学博士培养方面，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的科研混合单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这种贡献很难量
化。比如南锡和武汉之间开展的中国医学博士培养项目(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科研混合单位10年间培养了200位博士！)。无
论是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还是在中法联合实验室，这些
被时间证明了的伟大创举，都是大量研究员和教授呕心沥血的
成果。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为5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武汉将于2014年10月至11月举
办“医学研究周”，届时将召开四个高水平科研会议，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将协助筹办。

    此外还有其他的会议和活动来介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对双边合作做出的贡献。特别是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
联合实验室(LIAMA)在巴黎举办的研讨会(2014年4月)，以及索
邦大学集团、巴黎第六大学(UPMC)和法国贡比涅技术工程大学
(UTC)代表团访问哈尔滨工业大学。我很难一一列出和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有关的所有庆祝活动，至少有十多个吧！从地球
科学(标志性合作)到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法社会与科
学联合研究院针对“科学的社会纬度”的双边会议)，再到细胞
生物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主任、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得主Jules Hoffmann系列讲座)。此外，还有庆祝50周年
的多场会见活动，商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以主要运作方身
份参加的新科研机构项目。主要包括6月初将在厦门启动的中法
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以及理论化学国际研究团队(2014年5
月)。大部分项目都在本期《CNRS在中国》中有介绍。

    多么丰富的庆祝活动！只要浏览50周年纪念官方网站，阅
读介绍双边科研合作的文章，我们就会相信，两国的研究人员
正在努力弥补时间上的损失，热切地希望为中法合作做贡献，
投身飞速发展的中国科学运动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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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且根据中国的国情在不断调整内容。让
我们共同期盼2014年版手册激发无穷的创新性
合作思想，推动中法两国关系持久稳定地向前发
展。最后，衷心祝愿我的继任者Antoine Mynard
先生和所有中方合作伙伴工作顺利！

      倪德来
法科研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局长

    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和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中国代表处非常荣幸地向您介绍2014
年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研合作
进展情况》。这本详尽的手册将有助您更好地
了解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中国的作用和影
响，获得两国最新合作项目方面的重要信息。我
衷心地希望，这本手册能够反映出我方与中方
合作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阅读本手册后，您将
明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是中国的可靠科
研合作伙伴，因为合作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国的

时事 时事

代表处时事 双边时事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研合作
进展情况(2014年4月)
您知道吗？中法科研人员联合发表的论文中，71%以上都有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的参与。新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研合作手
册将向您详细介绍相关情况。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索邦大学集团代表团访问
哈尔滨工业大学：欲建立一体化合作关系
2014年3月14-16日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A.  Mynard

    值此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合作纪念之际，索
邦大学集团代表团于2014年3月14日至16日，访
问名列中国30强大学第17位的北方著名学府 - 哈
尔滨工业大学(HIT)，出席哈工大 - 索邦大学集团
首届“科研、创新及教育研讨会”。法国巴黎第
六大学(UPMC)校长Chambaz和法国贡比涅技术工
程大学(UTC)校长Storck主持会议，工程与科学领
域的大量中方和法方教授、研究员参加了会议。
曾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留学的哈工大校长王树国
教授，和索邦大学集团校长就两校建立全学历层
次高等教育、科研和创新方面的一体化合作关系
进行了探讨。双方初步达成双边科研合作意向，
哈工大将派遣50多名学生赴法留学。

    作为索邦大学集团的创办成员之一(其他成员
为：巴黎第六大学、巴黎第四大学、法国国家自
然历史博物馆、贡比涅技术工程大学、欧洲工商

管理学院和法国发展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将参与此次合作，尤其是通过科研项目或留
学(博士、博士后、教授等)。为此，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北京代表处同事Denis Mencaraglia (DR 
CNRS, UMR 8507)出席了研讨会。实际上，哈工大
是中国唯一一所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建
有两个国际联合实验室(LIA)的大学，一个是SCSD-
FCLAB国际联合实验室(可持续发展系统计算、建
模和优化领域)，法方主任Alain Quillot (UMR 6158)
，中方主任徐晓飞，另一个是医学图像领域的
METISLAB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确立过程中)，法
方主任Isabelle Magnin (CREATIS, UMR 5220)，中方
主任刘宛予。本次研讨会传出的另一个好消息，
是法国国家医学信号与图像应用技术研究中心
(CREATIS)和哈工大可能会于2014年10月在哈尔滨
举办METISLAB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启动讨论会。

    本手册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北京代表处和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亚太区工作团队共同编制，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政策及前瞻性服务处负责统计数据处理。本手册介绍了正在进行中或处于最后
签约阶段的主要合作项目。当然，项目一览表将随时间而更新。本手册的中文版正在编制中。衷心感谢
所有合作机构的负责人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下载手册，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consulfrance-pekin.org/Cooperation-du-
CNRS-en-Chine-un-nouvel-etat-des-lieux-fev-2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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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2013年11月9日在北京举行揭幕仪式后，国际联合实验室“后现
代西方社会学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于2014年1月22日至24日在法国举
行揭幕仪式。本次活动由Triangle实验室(UMR 5062)、里昂高等师范学
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
筹办，其中2天的活动安排在里昂高等师范学校，主要包括2场国际研讨
会。这为中法合作方在新科研项目研究的“中国和法国社会学的传统、
论战和轨迹”以及“中国和法国的不确定性、社会冲突和动员”等重大
问题上创造了新的合作契机。

    1月22日，揭幕仪式在氧气
大厦举行，里昂高等师范学校校
长Jacques  Samarut、法国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所欧洲与国际合作局
科研副局长Pascal Marty、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
光金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
研局长Laurence Roulleau-Berger
分别致开幕词。一百多位专家学
者参加了23-24日的研讨会。讨论
非常激烈，合作前景非常可观。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是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中国建立的首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国
际联合实验室。其成立背景，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CASS)，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所，自2006年以来开展了持久且
卓有成效的合作。实验室的法方主任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
局长(里昂高等师范学校)Laurence Roulleau-Berger教授，中方主任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教授。

    国际联合实验室研究课题的更多细节，见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与中国科研合作手册第61-62页的机构说明资料。

    2013年10月13日至18日，中法土壤生态修复跨
学科方法培训会在法国南锡举办。本次培训会旨
在实施中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计划(SEED)，法国主
办方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农业科学研究
院，中国主办方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六十余人参加了6次培训大会和2次实地参观，
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12位教授和13名研究生。中方
人员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广州中
山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厦门城市环境研究所。

    与会人员参观了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Colmar
农业研究中心和位于奥梅库尔市的工业场地修复
企业联盟(GISFI)，就农田土壤修复和工业荒地问
题进行了培训和讨论。在中法两国优秀研究员以
及博士和博士后的共同努力下，培训会圆满结
束。会议期间的大量交流既加深了现有合作，又
创造了新的合作机会。

出席国际联合实验室签约仪式的中法科
学院和高校代表
(201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出席2013年11月9日国际联合实验室北
京揭幕仪式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欧洲与国际合作局科
研副局长Pascal MARTY和中国社会科学
院李杨

里昂高等师范学校：
“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
国际联合实验室交叉研讨会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土壤生态修复跨学科研究方法
(AirEcoSols)
作者：法科研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SEED项目主管Catherine Bastien-Ventura

会议主题涉及：
• 土壤资源及其面临的威胁，
• 土壤污染和退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土壤生态工程，
• 农田土壤修复，
• 污染土壤治理技术，
• 工业荒地的未来研究。

中法土壤生态恢复跨学科方法培训会与会人员(2013年10月 – 南锡)

时事时事



8 9

No15  2014 四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会议的中方主办单位为厦门大学和复旦大
学，法方主办单位为波尔多大学和普瓦提埃大
学。赞助单位为法国驻华大使馆、中国驻法大使
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工业应用数学
学会(SMAI)。Alain Mérieux领导的中法建交50周
年赞助委员会也将提供支持。

    为了纪念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科学院前院
长Jacques-Louis Lions(1928-2001)为促进中法关系
做出的贡献，6月2日的会议开幕式将为纪念牌匾
揭幕。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中法应用数学国际联
合试验室正式签约仪式。

    厦门(旧称Amoy)是一座岛城，与台湾海峡隔
海相望，建有一座国际机场。邻近著名的南普陀
寺的厦门大学本部校园，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大
学校园”。厦门大学由陈嘉庚先生在1921年创
办，是中国第一所由海外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
大学的校训为“自强不息，止於至善”。厦门大
学属于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是中国最负盛名、
最具竞争力的大学之一。

*Claude-Michel Brauner，波尔多大学名誉教授，隶属

于波尔多数学研究所(UMR 5251)。在中国入选“高端

外国专家项目”，2009年至今任厦门大学教授。

会议网址：
http://mmhpc.xmu.edu.cn/conference/sfcam.html

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
联合实验室：2014年大事记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 信息提供方：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

实验室发展历程：
• 任命：
Phong Nguyen正式接替Vania Joloboff，任中法信
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欧洲主任。
联系人：
Phong Nguyen先生
Phong.Nguyen@ens.fr

• 实验室启用新网站：
http://liama.ia.ac.cn

• 实验室于2013年12月在指导委员会会议期间发
展两个新合作伙伴：

- 荷兰国家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所(CWI)，
作为创办成员，加入CRYPT项目，设立新项目
TEMPO。

- 法国矿业电信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RADI)作为联合成员。

    中法两国在应用数学和科学计算领域的合
作源远流长，可以一直追溯到1975年 Jacques-
Louis Lions教授访华。1998年，在中国国家主席
江泽民和法国总统Jacques Chirac的提议下，上海
复旦大学和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共同建立了中法应
用数学研究所(ISFMA)。

    随着两国研究员和博士交流的日益发展，合
作双方都殷切希望成立一个应用数学合作机构。
在此背景下，双方决定于2014年建立中法应用数
学国际联合试验室(LIASFMA)，实验室中方主任为
复旦大学李大潜教授，法方主任为巴黎第六大学
Jean-Michel Coron教授。

    值此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为了庆祝中法应
用数学国际联合试验室成立，2014年6月2日至6
日将在厦门大学举办中法应用数学和科学计算会
议。届时，一百多位中方和法方研究员将就各自
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和流体力学、燃烧、生
物、金融、材料等其他学科的相互作用进行讨论
交流。会议的主题主要包括建模、分析、控制和
高性能计算(HPC)。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数学研究领域新的国际联合实验室
作者：Claude-Michel Brauner教授*

Phong Nguyen

荣誉：
• Olivier Temam(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
科研主任 )，凭借其在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
用数学联合实验室与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
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ICT)合作的
YOUHUA项目，入选著名的“千人计划”。

• 在美国举办的第38届国际符号和代数计算会议
(ISSAC，主题为形式计算)上，中法信息、自动化
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的两位研究员获奖：

- BI Jingguo(CRYPT项目博士后)，获得最佳论文奖。

- 郭庆东(ECCA项目博士)，获得最佳学生论文奖。

更多信息：http://liama.ia.ac.cn/news-events/
news/280-best-paper-award.html

• 3月初在美国举办的第19届编程语言和操作系
统的体系结构支持会议(ASPLOS)上，中法信息、
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Youhua项目的多
位研究员获得最佳论文奖，分别是：陈天石(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杜子东(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孙凝晖(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王佳、吴承勇(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陈云霁(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Olivier Temam(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

    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LIAMA)将于2014年5月16日在巴
黎化学大楼举办研讨会，目的是发展中法两国在信息研究方面的合作关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信息
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所(INS2I)将参与本次活动。

人才招聘：
法国贡比涅工程技术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Heudiasyc实验室一年博士后，
“城市驾驶场景的感知和理解”。日期：2014年2月1日开始招聘。
更多信息：http://liama.ia.ac.cn/news-events/news/281-one-year-cnrs-postdoc-position-at-heudiasyc-lab-cnrs-
utc-in-france.html

时事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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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博士实习项目：
法科研中心和中科院签订新协议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2013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在巴黎续签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中国
奖学金实习生)的专项协议。

    如果说派遣法国研究员去国外实验室执行科
研任务或长期工作是必要的，那么，接受中国研
究员和学生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单位
进行长时间的实习也是有益的。为此，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实施了一项年度奖学
金项目，每年派遣10-15名中国博士生到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的实验室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为
了延续该合作项目，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于2013年12月2日续签专项协议。

协议

计划与协议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教授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概
率与随机模型实验室Joël BERTRAND教授出席专项协议续签
仪式(2013年12月2日)

姓 名 实验室 接待单位

1 陈 杰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 绿色过程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UMR7274
2 戴 玲玲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UMR7209
3 邓 益琴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UMR8621
4 范 煜婷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 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UMR7154
5 苟 盛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UMR5277
6 李 铎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UMR5582
7 李 莎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 计算中心 UMR5821
8 李 小军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 病毒国家重点实验室 UMR5282
9 刘 岱钟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UMR7158
10 马 荔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自动化系 UMR7253
11 邵 旭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UMR8111
12 宋 理洪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UMR6249
13 尹 鹏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UMR8608 
14 殷 鸿尧 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 UMR5254

 博士生入选名单(2013年选拔，2014年赴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接待单位：法律改革

    该项目针对中法合作双方选拔的中国博士生，由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同资助。接
待单位要求入选者和所有其他博士一样，遵守新出台的法国法律(博士协议)。其中主要的两点，一是要
发放正常薪金(即使是本项目的情况，即：博士生已获取中国科学院的奖学金)，二是博士在法停留要定
性为“实习”(在DIRRECTE同意的情况下申请签证)。

协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及其研究所2013年审批
CNRS-CAS研究员交流项目的主要研究课题一览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
2013年度研究员交流项目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研究所 法方单位 法方实验室 研究领域 中方实验室 城市

核物理与粒子

物理研究所 

(IN2P3)
UMR8607

直线加速器实验室 关于天籁计划的研究(宇
宙学/21厘米暗能量)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北京

工程与系统

科学研究所 

(INSIS)
ERL6274

应用力学实验室 

(LARMAUR)
新型玻璃的结构分析和

力学性能

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

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

生态与环境研

究所 (INEE)
UMR7205

生物多样性起源、

结构和演变

中国和法国昆虫化石：

系统发育新信息和古生

物学含义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

化学研究所 

(INC)
UMR5306

光学材料研究所 激光器用水晶、陶瓷、

玻璃制备和表征过程中

的重大问题探索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宇宙科学研究

所 (INSU)
UMR5275

地球科学研究所 CIFALPS：中法意大西南

阿尔卑斯山地壳地震图

像合作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岩石圈演化

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数学及其交互

作用研究所 

(INSMI)
UMR7502

洛林埃利嘉当研

究所

L模形式和L函数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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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GDRI EHEDE)旨在推动生态系统健康(生态过程的
长期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完整性)和环境疾病生态学(让环境疾病可以在生态系统内保持现状或受
到控制的过程)领域的亚欧交流，改善研究的清晰性。该团队汇集了来自6个国家16个实验室、在各自领
域最优秀的专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研究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的国际研究团队。团队成员包
括生态学家、寄生虫学家、医生、地理学家和建模家，他们的能力和互补性在二十多年的工作过程中得
到充分验证。

研究任务和主题：
• 生态学(人口、社群、景观)，
• 生态工程，
• 环境风险，
• 生态系统健康，
• 人类与动物的健康，
• 时间和空间建模。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2013年度招标活动圆满结束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和巴黎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

研究所 CNRS单位 研究领域 中方实验室 支持单位

1
生态与环境研

究所 (INEE)
UMR6197

来自强静水压环境的新型嗜热/
超嗜热原核生物生理能力探索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

所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

实验室(福建省厦门市)

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

员会

2
宇宙科学研究

所 (INSU) 
UMR8148

火星上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水合

物的形成及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

究中心(北京)
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

员会

3
生态与环境研

究所 (INEE)
UMR5175

被污染生态系统的光催化和生

态催化植物修复：“零污染”

战略整合方法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土壤研究所“土壤与环

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

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

员会

4
物理研究所 

(INP) 
UMR6252

离子束诱导纳米结构：动能和

势能沉积之间的协同作用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

所(甘肃省兰州市)
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

员会

5
核物理与粒子

物理研究所 

(IN2P3) 
UMR8608

密实材料理论新前景：核和恒

星中的强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在2013年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招标活动中遴选出的未来3年项目表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
团队(EHEDE)：两面景观领域的唯一一个
国际研究团队
作者：Patrick. GIRAUDOUX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协作)

图片来源：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网站

项目

    2013年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招标活动圆
满结束后，2014年的活动接踵而来，欧洲研究与
国际合作局及其北京代表处再次投入后续年份的
项目遴选工作。我们知道，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的研究员们对新一年的招标活动充满期待，尤
其是和法国在亚洲地区的主要科研合作伙伴 - 中
国有关的项目。

    趋势很明显：从2012年到2013年，国际科
研合作项目的数量有所下降，也就是说2012年遴
选出的项目较少，而2014年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数量重新上升，也就是说2013年遴选出的项目较
多。2012年到2013年的项目数量下降，其中一个
原因可能是2011年本合作项目的经费被拨出一部

分给其他合作项目。2013年到2014年的项目数量
上升，则很可能是因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国际科研合作项
目招标活动和“传统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招标
活动同时开展。

    众所周知，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是一个面向全
球的项目，其特点是竞争激烈且每个国家没有定
额，因此我们发现，因不同年份的项目质量变化
等原因，会出现一些数量上的差异。这样很难得
出能说明问题的结论，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进行
更长时间的观察，才能正确评价一个国家从一年
到另一年的变化，并绘制带相应误差棒的曲线。

协议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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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法方主任：Patrick GIRAUDOUX - patrick.giraudoux@univ-fcomte.fr 

中方主任：
杨玉荣(人类健康) - yangyurong@hotmail.com ; 
李丽(生态学) - lilyzsu@gmail.com

图片来源：国际研究团队网站

弗朗什孔泰大学教授
Patrick GIRAUDOUX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
学国际研究团队法方主任)

中国云南财经大学“野生动物管理与生态系统健康”中心工作组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
态学国际研究团队的协调人担任
野生动物管理与生态系统健康中
心的法方主任，这一职务有利于
中心和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协商后
确定中心的科研政策。该中心既
方便了研究人员进入云南的各个
研究现场，又有利于研究这个世
界上生物多样性资源最为丰富的
地区的最新研发问题。另外，英
国和澳大利亚实验室拥有调动国
际资金(基金等)的强大实力。

15

相关实验室和科研机构：见2014年2月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研合作进展情况》第84页

       国际研究团队的主要研究项目和合作：

    时间环境实验室自创建以来，就一直在同类
实验室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独特的研究领域。
该实验室是环境疾病传播生态学研究的发起和协
调机构，此外它还大力支持生态流行疾病学和地
质统计学领域的研究。经济理论、建模和应用实
验室与时间环境实验室长期合作，对空间建模领
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生态学研究的布局和定位
中，时间环境实验室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此外，
时间环境实验室还与贝桑松Jean - Minjoz大学医
院合作开发寄生虫学和临床研究领域的国内国际
鉴定技术，该医院是法国国家包虫病研究中心和
世界卫生组织人包虫病防治合作中心。因此，时
间环境实验室可以进入亚洲的所有研究现场(中
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国)，而且可以得到酶免疫
学、分子遗传学、保育生物学、寄生虫学、人类
与动物卫生学等领域的外国实验室的大力支持。 

    大部分外国实验室主要从事寄生虫学或临床
研究。寄生虫学实验室掌握寄生虫识别和菌株分
型技术，有自筹资金和重要现场摄片能力。临床
研究实验室可以进行人类和动物疾病检出和查阅
医院记录。此外，亚洲实验室还为进出研究地区
提供人力和后勤援助。中国云南财经大学“野生
动物管理与生态系统健康”中心于2012年成立，
其研究目标直接源于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
态学国际研究团队的创建宗旨，主要针对保育生
物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所：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http://gdri-ehede.univ-fcomte.fr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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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belle E. Magnin(法国国家医
学与健康研究院博士)，里昂法国
国家医学信号与图像应用技术研
究中心(UMR 5220)主任。2012年9
月，Isabelle Magnin荣获中国政府
授予来华工作外国专家的国家级
最高奖项“友谊奖”，以表彰其
十几年来与哈尔滨工业大学(HIT)进
行的卓有成效的科研合作。她先
后获得“长江学者”和哈工大“首
席国际学术顾问”头衔，并在哈工
大教授刘宛予(Isabelle Magnin曾于
1994年在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任
其博士生导师)的协助下，建立了
中法联合实验室 - 医学图像与信号
处理国际联合实验室(MetisLab)，
致力于医学图像研究。法国国家医
学信号与图像应用技术研究中心
(CREATIS)与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
际联合实验室(MetisLab)之间的科
研关系紧密，它们通过合作发表了
大量高水平的国际论文，中法研究
生和博士生围绕心脏医学图像领域
的前沿项目定期开展交流讨论。

Isabelle Magnin，
在中国工作的
著名研究学者！

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联合实验室的成立背景和目标

口述：Isabelle E. Magnin，
整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

    HIT-INSA中法生物医学图像联合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由
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 de Lyon)和哈尔滨工业大学(HIT)联合
组建。在这个科研合作框架内，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联合实
验室(Metislab)致力于医学图像研究，主要是心血管图像和肿瘤
图像研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联合
实验室的目标，是加强、规范和管理当前和未来的合作项目，有
效地发挥中法两国间的协力优势。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联合
实验室有望创造中国医学图像领域的中法合作的典范。

    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联合实验室是里昂国立应用科
学学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Ecole Centrale de 
Pékin)第4年和第5年工程师学生的实习实验室，也是中法教授和
研究员的交流基地。实验室既方便了法国国家医学信号与图像
应用技术研究中心(CREATIS)的博士在与中国教授和学生的频繁
交流中学习中文，又扩散了法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影响。

    医学图像在中国的巨大市场和需求，将为法国研发的生物
材料装置和软件领域打开广阔的销路。(法国公司需要越来越多
在法培养的中国博士和专家，法国国家医学信号与图像应用技
术研究中心计划将与这些公司建立合作联系。)

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
国际联合实验室：
长期合作的焦点-医学图像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图片来源：
http://www.creatis.insa-lyon.fr/site/

    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联合实验室将建立一个“讲法
语”为主的国际平台，吸引学术和工业领域的新合作者加入。
实验室将成为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研究员之间的思想汇集
地，这种多元性可确保实验室在未来一直处于科研领先地位。

法国国家医学信号与
图像应用技术研究中心简介

    法国国家医学信号与图像应用技术研究中心是一个科研混合
单位，工作人员达200余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两个大方向的交叉：

*通过图像进行识别重大健康问题的研究。

*活体图像专用的信号与图像处理、建模和数字模拟方面的理论障碍

识别研究。

    法国国家医学信号与图像应用技术研究中心(CREATIS)拥有
分别属于信息通信科学技术、工程师科学和活体科学领域的六支
科研团队，这些团队协同合作，形成一个矩阵组织，用跨学科方
法来应对上述挑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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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空气污染，无论是在专项讨论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话题。如果我们
住在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地方，就无法逃避这个问题，因为即使我们试图忘记它，但只要看到采取着各种
自我保护措施的人们，就会立刻被拉回现实：空气污染已经达到威胁公共健康的程度。当然，意识到这
个事实之后，在抨击灾害的结构性原因之前，我们必须对各种污染现象进行测量分析，找出预防办法。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由B. Guinot(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混合单位5560)主持的项目主要内容(
见“第8期实验室生活简报”)。这个项目试图向人们解释，事情比我们表面看到的要复杂得多！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认为，B. Guinot的工作价值，一方面在于其多年来与中国科研伙伴开展的出
色合作，另一方面在于和项目有关的实验和教育意义。(A.Mynard撰写)

中国空气污染：我们知道多少？
作者：Benjamin GUINOT (UMR 5560) 

西安长武小学 在西安某初中测量呼出气一氧化氮浓度

西安空气中气溶胶各种模式的化学尺寸分布图

    从2012年开始，中国将悬浮于空气中的细颗
粒物PM2.5纳入法定监测污染物的范围内。PM2.5
已然成为全民公敌，既然以PM2.5为主要元凶的
污染事件造成了社会压力，国家将其列入重点解
决问题。欧盟只规定了PM2.5的目标值，即2020
年以前将PM2.5的浓度控制在20微克/立方米以
内。另外，这个限值仅供参考，可以“根据环境
和健康影响方面的补充信息以及技术可行性”(指

令2008/50/CE)进行修改。当然，欧盟的PM2.5浓
度比中国城市要低5倍甚至10倍。不过，在世界
卫生组织承认暴露于任何浓度的PM2.5中都会危
害健康后，欧盟也开始将PM2.5视为紧急问题。
撇开国家出台的法规性进程表不谈，国际科研团
体要面临的一项挑战，是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弄清
PM2.5的哪些物理化学特性危害个体呼吸和心血
管健康。

    高空气象学实验室(LA)与其合作伙伴中科院
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IEECAS)合作制定了一套方
法，从2012年到2013年在西安的一些中小学进
行了验证，结果即将公布。该方法的结果主要显
示，中国的城市不能像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那
样，将空气中的气溶胶简单地划分为两个尺寸等
级，一个小于2.5微米，另一个大于2.5微米。实
际上，在小于2.5微米的颗粒中，同时存在多种模
式(见上图)。因此，和几年前将关注重点从PM10
转移到PM2.5的方式相同，该方法按照更细的尺
寸等级进行气溶胶抽样。

    高空气象学实验室与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
究所联合制定的这套方法具体包括两种，一种是
同时考虑PM2.5和PM1的试验法；另一种是分析
法，因为不仅要研究PM2.5和PM1的浓度(单位：
毫克/立方米)变化，还要研究PM2.5和PM1中的可
溶有机化合物和微量金属等使其具有较大生物可
接近性的主要化学成分的浓度变化。

    为了确定学生在教室里和操场上的污染暴露
特征，从2013年12月开始在北京和上海的法国高
中实施这套方法，将会一直持续到2015年7月。
在每一所高中，每个月让100名左右的学生接受
肺活量检查，测量他们的呼吸能力指标，以及他
们的呼出气一氧化氮浓度。一氧化氮(NO)是下呼
吸道炎症的一项指标。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和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过敏
与呼吸道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组(EPAR)负责进行卫
生鉴定。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法国海外教育署
(AEFE)提供资金。

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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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项目/活动/参与：

• “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MONOCL)”：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国
际联合实验，“季风、古海洋学、大气环流”(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
室，同济大学，中国科学院)。

    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联合
中法两国的古海洋学和古气候学研究团队，研究
过去亚洲东南季风对降雨造成的时空演变，以及
这些地区过去的海面和海下海洋环流变化。

参看2014年2月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研

合作进展情况》第77-78页

• “中法生物矿化与纳米结构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BIOMNSL)”：中国海洋多细胞趋磁细菌的
生物多样性研究(MMPs)

参看2014年2月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研

合作进展情况》第53-54页

• “中法蔡元培项目”：中国港湾缺氧环境中
的沉积物作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气候与环
境科学实验室LSCE，厦门大学)

• “中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计划研讨会(SEED)”
：和生态系统管理有关的环境问题(2012年10
月，蒙彼利埃)

中国的主要科研机构和研究方向

    总体来说，中国在不断加强海洋科学民事研
究领域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其主要科研机构和单
位包括：

• 中国科学院(CAS)和领域内的重点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IOCAS，青岛) 
http://english.qdio.cas.cn/

-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SCSIO，广州) 
http://english.scsio.cas.cn/

-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YIC，烟台)，
创建于2009年
http://english.yic.cas.cn/

- 中国科学院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SIDSSE) 
http://www.sidsse.cas.cn/

其他机构：
• 国家海洋局(SOA)：
国家机构和实力强大的运作单位

- 涵盖包括极地活动在内的大部分领域 (资
源、干预、经济开发等)
http://www.soa.gov.cn/ 

- 3个分局(青岛、上海、广州)，3个研究所(青
岛、杭州、厦门)

•中国海洋大学(OUC，青岛)
http://www.ouc.edu.cn/english

• 其他：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等。

    鉴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2014年3月7日在布雷斯特高科园举办了一场介绍
海洋科学领域中法合作前景的讲座，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在此简要介绍一下该领域的主要
科研机构和合作机构。

    海洋和海洋科学研究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的海洋科学研究实际上希望从民事上表达其在中国
海的领土主张。众所周知，中国认为其领土主权和中国海洋陆架有关。然而，中国海洋陆架面积占中国
海面积的90%左右，所以中国海的其他沿海国家纷纷提出异议。(A.Mynard撰写)

中国海洋科学：科研机构概况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中国科研潜力之探索

探索

中国的海洋意识觉醒

    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提议加强实施海洋战略的手段，包括民事手
段(海洋科考船队、卫星监控、进入南极和北极、
海洋资源勘探开采等)，协助国内国际专家委员会
开展气候变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海洋环
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和建议。中国希望在海洋科学
技术领域创新，以应对三方面的挑战：

1/ 地缘政治挑战：中国领土监控和安全，渔业资
源管理，等等。

2/ 经济挑战：北方海道问题，港口和航海基础设施
发展，海底开发，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等等。

3/ 生态挑战：污染和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地
区。沿海活动的增长影响生物多样性、气候、海
洋能量资源和矿产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滨环
境，等等。

中国科学院出版物(英文版)《中国至2050年海洋
科技发展路线图》

    该书是中国海洋科学研发路线图。介绍了中
国至2050年的海洋科技发展前景和方向。该书分
析了重大海洋科技的国家需求、趋势、挑战和关
键，重点针对海洋环境和安全、生态系统安全、
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和矿产资源、海洋观测
技术、海洋水资源和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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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雷斯特高科园讲座
(2014年3月7日)

    法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是中国在海洋科学
技术领域的长期重要合作伙伴。法国在海洋
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科研地位以及近年来一
系列围绕重大海洋问题的科研机构(Labex Mer, 
Europôle mer, Pole mer)的建立，使中法科研
机构开展有组织合作的愿望进一步加强。在
此背景下，继2013年10在青岛召开创新与蓝
色发展研讨会之后，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
局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前主
任)Patrick Nedellec于2014年3月7日访问布雷斯
特。Patrick Nedellec此行的目的，是和当地科
学、经济和公共事务领域的合作者就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为科技合作，尤其是中法科技合
作，而推出的政策进行交流。此外，讲座还介
绍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合作方式(国际混
合单位、国际联合实验室、专家考察团等)。

     • “创新与蓝色发展研讨会”
(2013年10月，青岛)

    调和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
展政策的目标。于2012年7月，布雷斯特、青
岛、圣地亚哥、基尔、里穆斯基、南安普敦、
波尔图等城市共同成立了“创新海洋地区国际
网”(RITMI)。通过签署《蓝色发展协议》，这
些地区表达了在更好地了解海洋和可持续开
采海洋资源的基础上发展新型海洋经济的良
好愿望。2013年10月28日至30日在青岛召开
的创新与蓝色发展研讨会是创新海洋地区国
际网的首批国际会议之一。研讨会由青岛和
布雷斯特联合主办，得到创新海洋地区国际
网成员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研讨会汇集了私
立和公立科学经济机构的优秀专家。分析了
海洋环境保护与开发平衡的科学、技术、法
律条件之后，专家们就进一步了解海洋和更
好地开发海洋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的前景和
挑战给出了启发性意见。创新海洋地区国际
网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发展可持续经济领域。 DOST Qingdao

• 和中国合作的主要科研混合单位一览
- UMR 6539海洋环境科学实验室(LEMAR)
http://www-iuem.univ-brest.fr/UMR6539/ 
- UMR 7208水生生物学和生态系统科研混合单位(BOREA)
borea.mnhn.fr 
- UMR 7266滨海环境与社会科研混合单位(LIENSs)
http://lienss.univ-larochelle.fr/
- UMR 5119沿海海洋系统生态学科研混合单位
http://www.ecosym.univ-montp2.fr/
- UMR 6197极端环境微生物学实验室(LM2E) (2013年度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http://wwz.ifremer.fr/umr6197/Presentation-du-laboratoire
- 空间海洋学实验室(LOS)，属于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IFREMER)，和中国海洋大学(OUC)、国家海洋局
(SOA)、中国科学院(CAS)一起参加国际海洋观测项目。
www.ifremer.fr/los
- 罗斯科夫生物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第六大学，UMR 8227, 7144)
主要研究海洋原生质和海藻开发。
www.sb-roscoff.fr

• 本文件应添加一些与中国发展合作项目和开发中国市场的法国企业，尤其是下列领域的企业：仪
器、海洋学和海洋机器人(ECA, IXBLUE, CLS, NKE, LITTORALIS, DCNS, THALES)、海洋生物技术(OLMIX)、
海洋环境质量(HOCER)、海洋能源(SABELLA)，等等。

CIRCEA海洋岩心取样团队，2012年摄于Marion Dufresne号(法国保罗 - 埃米尔 - 维克多极地研究所IPEV) 

• “中国海洋科考活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保罗 - 埃米尔 - 维克多极地研究所(IPEV)、法
国发展研究院(IRD)、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IFREMER)合作(法国国家重大科研设施线路图TGIR)

www.mitin-network.org

探索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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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的此次动物研究所之行，既是一次参观，又是一次奇特的会见。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拥有近500名职工、具有许多国内唯一职能的大型实验室。动物研
究所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副所长李志毅会讲法语，参与过中国科学院和法国的大部分合作事务。本文主
要是介绍动物研究所，详述动物研究所与法国的合作项目。(A.Mynard撰写)

动物研究所不是……动物园！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和李志毅教授

3/ 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LBM) 

http://www.biomembranelab.org/

    主要领域为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侧重信号传导和胚胎及器官发育的分子调控、大动物的发育
生物学研究。

动物研究所及其国家实验室

1/ 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ipmlab) 

http://english.ipm.ioz.cas.cn/

    主要领域为整合生物学，侧重农、林、牧若干重大害虫和害鼠的生态生物学及其合防治研究。

图片来源：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网站

2/ 计划生育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SKLRB)

http://english.rpb.ioz.cas.cn/

    主要领域为生殖生物学，侧重生殖细胞发育、生殖避孕、治疗性克隆及生殖调控新技术研究、大动
物的发育生物学研究。

图片来源：计划生育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网站

    动物研究所还承担着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
的任务。它拥有六百余万动物标本，陈列在国家
动物博物馆内。国家动物博物馆的一部分馆藏标
本与法国有着密切联系。1950年以后，博物馆
受托保管博物学家韩伯禄(1836-1902)收藏的大量
标本，韩伯禄是一个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曾
在上海徐家汇写下著作《中华帝国自然史丛刊》
，1868年，他在徐家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历
史博物馆。

    在同领域的中科院科研机构(昆明动物研究
所、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
中，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处于核心地位。动物
研究所毗邻奥运村，和中科院的几个研究所(微
生物研究所、遥感研究所等)共同建在一个广阔
的现代校园内。动物研究所已有80多年的历史。
目前，研究所在编职工414人，其中科研岗位281
人、技术、支撑岗位97人、管理岗位36人。全所
在编职工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人才占65%，35周
岁以下的占37%。在站博士后106人，人才派遣人
员152人。实验室及科研单位优秀的领导源于中
国科学院« 千人计划 »(原 « 百人计划 »)，该计划
旨在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目前研究所主要从事以动物科学基础和应用
研究为主；以野生和模式动物为研究对象，在有
害动物控制、动物疾病预警与防控、动物的系统
与进化、珍稀濒危动物保护、生殖与发育生物学
等领域开展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力求
解决国家在农业、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人与
自然协调并存等方面的重大需求和科学问题。

探索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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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82年起，李志毅就在中
国科学院国际关系处从事中法合
作方面的工作。中法两国政府于
1978年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后，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科学
院的优先合作伙伴。最初，合作
仅限于小型联合项目和中国研究
员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单
位研修。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
的交流开始慢慢扩大，并发生巨大
变化。1997年初，中国科学院先
是和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
(INRIA)成立了中法信息、自动化与
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LIAMA)，接
着和包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
内的其他法国机构成立了其他联合
实验室，自此中法合作关系跨过一
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科
学院的目光开始转向机构性合作关
系。1998年秋，李志毅参与了法国
总理Lionel Jospin在中国科学院的
访问和演讲活动，Lionel Jospin赞
扬了双边科研合作关系的质量，并
勾勒了两国美好的合作前景。2004
年，李志毅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上海
巴斯德研究所的筹建准备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法国总统
Jacques Chirac出席了揭牌仪式。

探索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建议

• “男性不育机理和治疗”(韩春生)

• “肺癌的基因组异常及空气污染引起肺癌的机理，及中药
的抗癌作用与分子机理”(周光飚)

• “棕色脂肪在抵抗肥胖发生中的作用”(金万洙) 

• “蛋白质修饰的分子机制以及其在减数分裂和衰老过程中
的作用”(李卫)

• 国家动物博物馆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建议
(陈军)(见上文)

注：对以上科研项目感兴趣的法国研究人员，请与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联系！

人物： 
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
副所长、
中法科研关系
见证人
李志毅
先生

5/ 动物进化与系统学院级重点实验室

http://www.anisys.ioz.cas.cn/

    主要领域为动物进化与系统学，侧重物种多样性的分类、进化生物学、外来入侵种、动物疫病、动
物仿生学等领域。

    动物研究所与国际有关科研机构也有着很多合作，尤其
是法国。动物研究所计划生育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周
琪教授，与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建立的发育与干细胞联合实验
室为两国科学家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也为两国友好关
系增加了实质内涵。此外，中国动物研究所与法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及其科研混合单位的合作还涉及了标本采集、科研人员交
流互访、联合研究工作等，已开展项目如下：鞘翅目昆虫分类
(Olivier Montreuil等法方专家与梁红斌等中方专家)、半翅目(蚜虫
分类、头喙亚目) (Georges Remaudière等法方专家)。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法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北京动
物研究所希望与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以下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
合作：馆藏标本的分类学研究、馆藏标本交换、标本管理经验分
享、科学知识传播资源共享、热点地区动物多样性联合研究。

图片来源：bioon.com和实验室网站

        4/ 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院级重点实验室

http://english.ioz.cas.cn/rh/rd/200907/t20090713_23062.html

    主要领域为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侧重揭示物种濒危和灭绝机制及保护对策。

6/ 干细胞发育生物学院重点实验室(筹建) 

    主要领域为干细胞生物学，侧重研究胚胎干细胞、成体干细胞  、生殖干细胞、iPS细胞的全能性维
持、定向分化机理，及其在再生医学中的利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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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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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法两国在粒子物理、天体物理和宇宙学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从过去两国研究员
之间的个人交流，发展到如今两国都有大量科学家参与到合作项目中。

    无论是启动粒子对撞机和大型强子对撞机(LHC，Large Hadron Collider)，还是开发未来探测器，尤其
是国际直线对撞机(ILC，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用的探测器，大量中国机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和法国机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国
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中法粒子物理国际联合实验室、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法国原子能委员会， 
CNRS/IN2P3/LIA FCPPL/CERN/CEA)开展了密切合作。

    在发展合作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合作过程中受到了高水平的教育培养。比如下面两位杰出的
中国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百人计划”特聘研究员张华桥；清华大学首位获得世界100
强大学中国博士后奖学金的王文昕。

    在介绍这两位之前，请让我们先向大家报道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领域年轻博士 - 茹志涛的相关情
况，他曾留法攻读并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在法培养的三位年轻科学家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特别记录

 茹志涛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采访

    茹志涛是一位留法归国的年轻博士，目前在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负责博士奖学金项目。

*国际直线对撞机(ILC)是新型巨粒子直线加速器，几年后将取代目前使用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Grand collisionneur 
de hadrons)，让核研究和材料研究走得更远。

• 是什么动机促使您前往法国上学？

    在去法国之前，我的专业主要是病原微生物
学，法国创造的人类辉煌的生命科学成果，从曲
颈瓶实验、巴斯消毒法，到首例乙肝疫苗的应用
以及艾滋病病毒的发现，让我对法兰西共和国
保持者一种敬仰和向往。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
到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科技处的奖学金项目，并成

功在2008年赴法国巴黎开启了我三年的法兰西博
士生涯。(曾工作单位：北京微生物流行病研究
所病原微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法国国家医
学与健康研究院U1014(前U542)，巴黎第十一大
学，法国维勒瑞夫保尔布鲁斯医院)

记录 记录



30 31

No15  2014 四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我的研究成果曾于2012年10月在上海«6th 
Vaccine and ISV Annual Global Congress»会议上获奖。

*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是位于第6号染色体短臂上的人体内基因群(HLA - 人类白细胞抗原)。最初是作为同种

异型抗原而被发现的，是引起移植排斥的主要抗原系统。在生理学上，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属于免疫应答基因。

• 在法国学习期间，您遇到了哪些困难？您开展
了什么研究？

    在法攻读博士期间，我的专业由微生物学转
为免疫学，主要是将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MHC)*基因(HLA)转基因到小鼠基因组中，从而
获得具有人类MHC限制性免疫反应的小鼠动物模
型。该成果在第六届世界免疫学大会被盖茨基金
会奖励。我的免疫学博士论文课题是“为了识别
HLA转基因到小鼠基因组中，从而获得具有人类
MHC限制性T细胞表位以设计多表位疫苗的HLA转
基因小鼠临床前实验模型开发”。在Yu Chun Lone
教授的指导下，于2012年2月21日在巴黎十一大
和“细胞存活与异体移植调节”实验室合作的生
物学信号与网络博士学院(Kremlin-Bicêtre，Val-de-
Marne)通过答辩。

• 在留学法国期间，您的学习或是您导师授予的
教育，有哪些给您留下了深刻记忆？

    不同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法国的教育更加
偏重鼓励创新思想和主动思考和学习。

• 您学习结束返回中国后，在研究道路上发生了
什么？

    总体来讲，比较满意。2012年回国后，我成功
在中国科学院(CAS)国际合作局工作，并且根据学
习经历，专门负责中国科学院国际人才计划，包括
爱因斯坦讲席计划(每年邀请二十多位国际顶尖科
学家)、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和外籍青年科学家计
划等。虽然目前工作与我在法期间攻读的免疫学联
系不到，但在法期间攻读博士的经历帮助我能更好
地从科研工作者的角度去做好管理工作。

• 您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都开展了
哪些合作项目？或是您希望开展哪些合作项目？

    目前正在促使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
康研究院、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和法国国家健康
与医学研究院(INSERM)(UMR 1014)工作的教授在
重症免疫缺陷小鼠方面开展科研合作。

• 法中业已建立的科研合作中，哪些符合您研究
的领域？或是您对哪些研究领域感兴趣？

    我目前负责引进国际著名科研机构、大学或
企业的科学家来中国科学院工作，其中CNRS与
中科院同属国立科研机构，希望能通过个人的努
力，帮助更多的法国教授来华开展实质性科研合
作，促进中法两国科学家的交流和合作。

• 您认为，和欧洲其它国家相比，法中两国应该
通过什么方法或合作方式来加强改善两国之间的
科研合作？

    我希望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法之间的合作。
一方面，希望CNRS能将中国科学院的国际人才计
划在其主页上刊登，吸引更多的法国科学家来华
短期合作，中国科学院也可以将CNRS的相关人才
和项目征集放到其主页，增强宣传。另一方面，
双方可以创新合作模式，采取平行资助的方式培
育几个重点合作项目，加强实质性合作。

HLA-A2和HLA-DP4流式细胞分析及转基因分子表达

题目： « 为了识别HLA转基因到小鼠基因组中，从而获得具有人类MHC限制性T细胞表位以设计多表位疫
苗的HLA转基因小鼠临床前实验模型开发 »

摘要：http://www.plosone.org/article/info:doi/10.1371/journal.pone.0032247

获取更多中国科学院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信息，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english.bic.cas.cn/AF/Fe/201304/t20130425_101309.html

记录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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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为：高原宁教授(清华大学)；Emmanuel Monnier教授(CPPM)；张华桥；金山研究员(高能物理研究所)；
后排左起为：陈国明研究员(高能物理研究所)；蒋一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欧阳群研究员(高能物理研究所)；冒亚军教授(
北京大学)；韩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杜书先博士

博士论文答辩合影(2008年)

    张华桥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IHEP)“百人计划”优秀青
年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百人计划”特聘研究
员；第五批中组部“青年千人计
划”入选者。2005-2008年中法联
合培养博士。研究领域：大型强子
对撞机实验物理。

(A.Mynard撰写)

 张华桥

法国八年的科研生活：

    我觉得我是中法合作的最直接受益者之
一。2005年7月，我被高能物理研究所外派到马
赛粒子物理中心开展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关于
希格斯粒子(Higgs)的合作研究。开始了我在法国
的八年科研生活。

    我是中国国内最早从事LHC上实验物理研究
的学生之一，和马赛粒子物理中心(CPPM)的联
合培养项目帮助我步入了高能物理研究大门。高
能物理实验是基于合作的实验，仅LHC上的ATLAS
合作组就有3000多名科学家参与。需要把大家各
自的专长给融合到一起，才能完成LHC这个目前
为止规模最大，能量最高的高能物理实验。互相
合作，积极交流是融合到这样的大家庭的最好方
法，也是我到法国最早学习到，并一直在实践的
方法之一。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FCPPL)在2007年成
立，位于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内，实验室的法方
合作机构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国家核物
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几所大学和法国原子能委

员会，中方合作机构为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和几所
大学。实验室主要开展和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国际直线对撞机(ILC)、计算网格有关的粒子物理
学研究、宇宙学研究和天体物理学研究。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为中法高能物理
研究提供了合作的平台。我有幸参与了该实验
室从筹备阶段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合作大会
(FCPPL WORKSHOP)。从开始的合作执行者，到自
己独立尝试联系合作，记录了我在科研中慢慢成
长的过程。2013年，我和山东大学冯存峰教授在
ATLAS实验上合作测量的W+t产生截面是目前为止
最为精确的W+t测量。现在，我回到了高能物理
研究所开展LHC上CMS实验的物理研究，希望能
够在实验物理分析和探测器硬件设计方面和大家
建立更加广泛的合作。

    特别感谢我中方的导师金山研究员，也就是
2007年建立的中法联合实验室的首任中方主任，
他给了我到法国参与LHC实验合作的机会；还要感
谢法方的导师Emmanuel Monnier教授对我博士论文
细致的指导，在后来科研生活中对我如朋友一样
的关怀。

*ATLAS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的5个实验之一。主要使用类似于CMS，但尺寸更大、设计不同的粒子

探测器。ATLAS实验旨在探测超对称粒子(SUSY)希格斯玻色子。超对称粒子早就被理论所预言，但是直到2012年，

才在实验中探测到。

张华桥论文涉及了粒子物理研究领域，他于2008年在法中双方科研机构(中方：中国科学院)监管下在法
国马赛二大进行了答辩，Emmanuel Monnier教授为其博士论文导师。

题目： « ttH，H分析，LHC上的Atlas实验，以及联合光束实验中低能电子研究 »

摘要：http://www.theses.fr/026402882

记录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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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时间投影室原型机 操作大型时间投影室原型机

工作团队(Saclay实验室)

时间投影室径迹

王文昕
    王文昕，青年科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2009年赴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留学。直至2013年6月，在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萨克莱核研究中心粒子物理实验室做博士论文。她加入的研究组主要致力于微网气体
探测器(Micromegas)研究。微网气体探测器于1997年在宇宙基本定律研究所设计，用于物理研究，在工
业、生物医学和核仪器方面拥有巨大潜能。(A.Mynard撰写)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整理，
王文昕口述：

    在读硕士期间，我曾做了大量的关于
Micromegas气体探测器的模拟研究，因此很希望能
有机会到这一领域最先进的实验室Saclay去学习。

    在法国留学期间，我还有机会参与瑞士CERN
和德国DESY的束流测试。这些宝贵的机会使我接
触到了这一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做出突出成绩的科
研人员。

    留学经历扩展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科研
能力，同时还有机会了解法国文化。在留学期
间，我的论文导师、实验室同事以及朋友们给予
了我很多帮助。

    现在，我在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做博士后
工作，从事应用于空间探测的气体探测器方面的

研究。我现在所在的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组与国际
上许多科研单位有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其中在课
题关于X射线偏振仪(XTP)的研究方面与我以前所
在的法国实验室Saclay有着紧密合作。

    随着中法合作领域的广泛展开，提供了国际
合作的新前景和机遇，相信两国的学生将有更多
交流和交换学习的机会。希望有更多的信息平
台，在科学方面和生活方面，给予留学生们指导
和帮助，使他们能更快的开展新的科研工作和更
好的溶入当地的生活。

    王文昕论文课题是应用于国际直线对撞机
(ILC)*上的Micromegas-TPC大型探测器研究。该研
究所于1997年发明了Micromegas探测器。随后，
该探测器在很多国际大型实验中得到广泛应用，
如ATLAS、CLAS12、Compass、CIT、T2K等。

宇宙基础定律研究所(Irfu)粒子物理研究部DSM/IRFU/SPP，Paul COLAS教授为王文昕博士论文导师

题目： « 国际直线对撞机Micromegas-TPC大型探测器研究 »
摘要：http://tel.archives-ouvertes.fr/docs/00/85/44/14/PDF/VA2_WANG_WENXIN_24062013.pdf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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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设在香港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
中心发表了一篇关于中日关系的文章，题为《日
本看中国：动荡关系的官方记叙》。

    在中国社会被越来越强烈的反日情绪所笼
罩，而中日两国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密的悖论
下，Edward Vickers(日本九州大学)主持出版了第
2013/4期《神州展望》。中日双边关系从2010年

简讯

简讯

《神州展望》
第2013/4期出版
作者：Romain Warnault(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和中国2014年
度合作项目招标：
日程表

2014年“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招标，中国博士
实习生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实习，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签订专项协议

时间表(正在确定中) 
预计招标启动日期：每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 

中国联系人(中国科学院)：  
苗海霞女士，(hxmiao@cashq.ac.cn) 
电话：+86 10 68597226 

起就因钓鱼岛问题陷入紧张，随着最近中国将钓
鱼岛划入防空识别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
国神社，僵局无望缓解。从如此长的持续时间来
看，产生这种紧张局势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两
国的国内政策问题，尽管有频繁的民间接触，仍
然妨碍了两国政府建立互信关系，另一方面，是
中国在其长期政策中，在官方历史记述中倾向于
突出强调一个民话的伦理定义。文章通过和台
湾、香港、新加坡比较，对中国的形势进行了预
测，并阐明了中日在伦理问题上的对抗。

    《神州展望》杂志还在网站上推出了时事文
章和读书报告：www.cefc.com.hk

联系人：Romain Warnault
电子邮箱：chinaperspectives@cefc.com.hk

2014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交流互访”项目招标
    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DERCI)管理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外国科研机构签订的各种科研
合作协议。在中法两国联合开展的科研项目框架
下，这些协议资助为期1周到1个月不等的各种研
究员考察和接待活动。项目能否入选主要取决于
项目的质量和创新。优先考虑青年研究员。

时间表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交

流互访项目

招标启动日期：2014年6月17日-9月17日
审核日期：10月
结果公布日期：1月中旬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员交

流互访项目

招标启动日期：2014年7月1日-9月17日
审核日期：10月
结果公布日期：1月中旬

中国研究员，请在线提交至以下网站： 
中国科学院： http://www.bic.cas.cn,“通告”栏

中国社会科学院：http://bic.sky /

联系人(中国科学院 - 国际合作局)：
陆晓风先生，(xflu@cashq.ac.cn) 
联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 国际合作局)：
张丽华女士，(zhanglh@cass.org.cn)

2014年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招标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是由分别来自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和外国科研机构的两支科研团队联合
建立的科研项目。项目期限为三年，不能展期。
在双方团队业已出版一份或多份联合刊物的前提
下，项目旨在巩固与正式确定双方的后续合作关
系。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可向隶属于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实验室的团队(科研直属单位/科研混合
单位UPR/UMR)提供补充经费，用于资助科研考
察以及研讨会和工作会议的组织安排。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招标时间表

今年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提交程序可一步完成

• 预计招标启动日期：2014年4月15日 

• 在«CoopIntEer»网站递交资料截止日期：5月31日
(«CoopIntEer»表格www.cooperation.cnrs.fr)

• 公布入选项目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内

容：1月15日 

法国研究员，请访问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唯一门

户网站：https://dri-dae.cnrs-dir.fr/spip.php?article45 
中国研究员，请在线提交至：

www.nsfc.gov.cn“通告”栏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联系人(NSFC)：
李文聪 liwc@nsfc.gov.cn 
电话：+86 10 6232 7014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两个官方网站：

    一个由2014年1月27日设立的中法建交50周
年法国专员署管理：
http://www.france-chine50.com

    另一个由中国政府管理：
http://www.chinafrance50.org

中法建交50周年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的3个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招标法国联系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

Yuki HIGASHINAKANO女士
yuki.higashinakano@cnrs-dir.fr
电话：+33 1 44 96 47 55

Mme Marie ROUBY (2014年6月起)
marie.rouby@cnrs-dir.fr
电话：+33 1 44 96 46 81

    欲了解这些项目的详细程序，请查阅2014年4月

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2014科研合作进展

情况》。

简讯



38 39

No15  2014 四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简讯

“世界领先者 - 
欧洲”项目招标
    加强和改善与主要国际合作伙伴联盟内国家
的研究与创新，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建议。

招标细节和入选条件：
http://ec.europa.eu/research/participants/portal/
desktop/en/opportunities/h2020/topics/1065-
int-01-2014.html

    在科学文化政策框架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交流局设立了CNRS Com’Lab机构，为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各科研单位的CST项目提供支持。

    交流局凭借自身的人力资源、工具和专业知
识，提供生产性援助和宣传交流方面的中介服
务。交流局的工作团队将把入选项目视作国家级
项目，提供所有能力范围内的帮助，从项目立项
到最终完成。

    CNRS Com’Lab机构的目标是支持科研单位开
展的创新科学文化活动；不包括资金援助。仅针
对已经获得资助(法国国家科研署、欧盟、地区
等)的活动。

CNRS Com’Lab机构的招标细节和录取条件：
http://www.cnrs.fr/compratique

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任何意见或建议，
请咨询Emilie Smondack：emilie.smondack@cnrs-dir.fr

CNRS Com’Lab机构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是法科研
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在全球方针政策下的
区域性机构，致力于法科研中心科学研究的地区
性推广。它在法科研中心和中国各研究单位间
发挥了组织协调的媒介作用。同时，法科研中心
中国代表处也为两国研究人员建立科研合作提供
了大量建议和协助的工作。此外，中国代表处最
重要的任务即协助法科研中心决定与开展国际科
研合作，特别是中国地区。代表处发行的期刊
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近年来，法科研中心中
国代表处资源大幅度提升，特别是人力资源方
面，以应对两国间科研人员交流互访的增长，这
一变化也反映出了中国对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的重要性。http://www.ambafrance-cn.org/
Cooperation-du-CNRS-en-Chine-un-nouvel-etat-des-
lieux-fev-2014.html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中国代表处
发行刊物

月刊：新闻简报

季刊：« CNRS在中国，实验室生活 »

让我们了解您的国际科研合作吧!
    « CNRS在中国，实验室生活 »是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发行的一本法中双语
期刊，主要服务于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及其中
国合作伙伴。为什么不利用它来发展您的科研
合作和提高其影响力呢？或是借助于它搭建起
一个法中双边合作项目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中国代表处期待着您的关注与回复！
联系方式：karine.xie@cnrs-dir.fr /
peng.gao@cnrs-dir.fr
http://www.ambafrance-cn.org/Newsletter-La-
vie-des-laboratoires-franco-chinois.html?lang=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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