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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化学

  法国   中国 

59 60* 各机构的合作实验室所在城市

∞  中山大学莱恩功能材料研究所  (LIFM)

超分子材料化学、纳米材料化学、超分子电
子学、功能配位化学、能源化学

∞  纳米生物与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XiamENS) 

微纳米尺度的基础化学和基础电化学、物理
化学、生物物理化学、微流系统

∞  中法光转换有机分子系统与设备国际研
究团队 (PHENICS)

有机化学、光化学、光物理、光谱学、光转
换、功能材料、反应机理、光开关、光存储
器、传感器 

∞  工艺与高效节能产品国际科学研究实
验室 (E2P2L)
能造成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化学领域破坏性
创新的新的高效节能产品与工艺、整体论
方法、模拟、化学、催化剂设计和过程工
艺发展

∞  中法生物电池与生物传感器国际研究团队 
(CEERBIO)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生物燃料电池、能量储
存和转换、水监测、污染源和污染物检测

∞   中法有机磷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 
(FOM)

有机磷材料

∞  中法生物电池与生物传感器国际研究团队 
(CEERBIO)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生物燃料电池、能量储
存和转换、水监测、污染源和污染物检测

∞  中山大学莱恩功能材料研究所  (LIFM)

超分子材料化学、纳米材料化学、超分子电
子学、功能配位化学、能源化学

∞   中法有机磷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 
(FOM)

有机磷材料

∞  中法光转换有机分子系统与设备国际研
究团队 (PHENICS)

有机化学、光化学、光物理、光谱学、光转
换、功能材料、反应机理、光开关、光存储
器、传感器 

∞  工艺与高效节能产品国际科学研究实
验室 (E2P2L)
能造成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化学领域破坏性
创新的新的高效节能产品与工艺、整体论
方法、模拟、化学、催化剂设计和过程工
艺发展

∞  纳米生物与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XiamENS) 

微纳米尺度的基础化学和基础电化学、物理
化学、生物物理化学、微流系统



化学领域联合机构内中法研究人员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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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实验室员 中国实验室

法国研究人员

中国研究人员

中法有机磷功能材
料国际联合实验室

工艺与高效节能产品
国际科学研究实验室

中山大学莱恩功
能材料研究所

中法生物电池与生物
传感器国际研究团队

中法光转换有机分子系
统与设备国际研究团队

纳米生物与化学
国际联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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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生物与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由在物理化
学、生物电化学与微制造领域具备突出专业
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中法科研团队组成，他们
共同规划实施与物理化学相关的交叉学科的
研究项目，包括芯片实验室« Lab-on-a-chip » 

和微纳米技术。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促进物理
化学在纳米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建
设电化学催化（分子活性、燃料电池等）、
生物分析和生物医学科研创新平台。

 研究方向与任务

 关键词

微纳米尺度的基础化学和基础电化学、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化学、微流系统

FCPPL纳米生物与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资助机构

• 仿生表面单细胞的氧化应激的电化学检测.

•  微流控芯片内细胞在微纳米结构上的分化
及其检测.

• 基于单分子的SPM和MCBJ电导性测量.

 主要的研究项目  主要活动及双边交流

除利用大型学术会议机会，合作成员经常碰
面交流介绍最新研究进展外，联合实验室的
中法方主任也经常到对方实验室访问考察。
比如田教授2012年5月7日-31日应巴黎高师
化学系之邀作为访问教授前去合作研究，其
他中国博士生和研究人员也定期到巴黎高师
进行长期访问交流。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法国国家科研署

 联合发表

14 篇文章

•  Au-Core Pd-Shell Nanoparticles Catalyze 
Suzuki-Miyaura Reactions in Water through 
Pd-Leaching. P. P. Fang, A. Jutand, Z. Q. Tian, 
C. Amatore. Angew. Chem. Int’l Ed., 50(51), 
2011, 12184

•  Do Molecular Conductances Correlate with 
Electrochemical Rate Constants? Experimen-
tal Insights. XS. Zhou, L Liu, P. Fortgang, A-S. 
Lefevre, A. Serra-Muns, N. Raouafi, C.  Ama-
tore, B-W. Mao, E. Maisonhaute, B. Schollhorn. 
J. Am. Chem. Soc., 133, 2011, 7509-7516 

•  In-situ Identification of Intermediates of Ben-
zyl Chloride Reduction at a Silver Electrode 
by SERS-Coupled with DFT Calculation. A. 
Wang, Y.-F. Huang, U. Kumar Sur, D.-Y. Wu, B. 
Ren, S. Rondinini, C. Amatore, and Z.-Q. Tian. 
J. Am. Chem. Soc., 132, 2010, 9534-9536.

HTTP://WWW.XIAMENS.ORG

LIALIALIA

1.   签署成立纳米生物与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协议
2006年11月3日

2.  签署延长双方合作的协议，201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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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合作的法中城市 :

巴黎；厦门

参与合作的法中研究机构或实验室 : 

•         巴黎第六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选择性活化过程实验室》 

•         厦门大学化学系固体表面物理化学重点实验室

产业合作伙伴 :                                                         无

成立时间 : 
法方主任 : 
电子邮件 :
中方主任 : 
电子邮件 : 

2006
Christian AMATORE

christian.amatore@ens.fr    
田中群

zqtian@xmu.edu.cn     

参与实验室数目 :
在职人数 :
博士生 :
博士后 :

法方 :  1 l 中方 :  1
法方 : 12 l 中方 : 1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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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光转换分子化学发展迅速，特别是
变色镜片如今已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一化学分支的应用前景将非常广阔，无
论是在光电子（快速开关，有机微电子器
件，2D或3D光学存储器，非线性光学等）
领域，还是在生命化学（离子运输的调节控
制，成像学，光激发荧光检测仪等）领域。

PHENICS国际研究团队汇集了在该领域有
国际知名度的来自法国、中国、日本和俄罗
斯的50多个研究团队，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
共同为分子光控的发展应用而努力。研究方
向包括：新化合物合成，反应机理研究，检
测方法的发展和面向应用的光控器件的开发
等。2012年起，一个德国研究团队也加入到
该网络中。

 研究方向与任务

参与合作的法中城市 :

巴黎大区、波尔多、格勒诺布尔、里尔、马赛、
南特、雷恩、斯特拉斯堡、图卢兹；大连、北
京、南京、上海

参与合作的法中研究机构或实验室 : 

•         大连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子光
化学与光物理研究组

•         华东理工大学精细化工研究所.
•         复旦大学功能光材料研究组
•         南京大学有机超分子化学研究组
•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机固体实验室
•         PPSM (卡尚高等师范学校), IMRCP (图卢兹

大学), LASIR (里尔大学), ICMMO (巴黎第十
一大学), CEISAM (南特大学), ISM (波尔多大
学), ITODYS (巴黎第七大学), CINAM (马赛大
学), SCR (兰斯大学), ILV (凡尔赛大学), LSP, 
DCM (格勒诺布尔大学), ISIS (斯特拉斯堡大
学), 巴斯德 (高等师范学校集团)，ICMCB(波
尔多CNRS)，LFP(CEA Saclay), IBS(CEA 格勒
诺布尔)

产业合作伙伴 :                                                         无

 关键词

有机化学、光化学、光物理、光谱学、光转换、功能材料、反应机理、光开关、光存储器、传感器 •  STIM MAT BIO （图卢兹大学分子相互作用
与化学及光化学反应实验室-复旦大学功能
光材料研究组，2010年徐光启项目）.

    独立合作课题 :

•  新型光敏化合物的光化学性质（PPSM-华
东理工大学精细化工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
论文题，2009年起）.

•  肽的光异构化反应（IMRCP 大连理工大学
分子光化学与光物理研究组，2004年起 ）.

 主要的研究项目  联合发表

•  有 机 光 控 多 功 能 材 料 和 分 子 国 际 研 讨
会，2009年10月25-27日，上海.

•  Unprecedented stability of a photochromic bis-
thienylethene based on benzobisthiadiazole as an 
ethene bridge, Angewandte Chemie Int. Ed., 2011.

HTTP://FINECHEM.DLUT.EDU.CN/PHOTOCHEM

GDRIGDRIGDRI
中法光转换有机分子系统与设备国际研究团队

 资助机构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 GDRI 93 "PHENICS" 

1.  大连理工大学分子光化学与光物理研究组，2011年6月

65 66

 主要活动及双边交流

成立时间 : 
法方主任 : 
电子邮件 :
中方主任 : 
电子邮件 : 

2008
 Keitaro NAKATANI

nakatani@ppsm.ens-cachan.fr   
赵建章

zhaojzh@dlut.edu.cn     

参与实验室数目 :
在职数 :
博士生 :
博士后 :

法方 :  17 l 中方 :  15

法方 : 72 l 中方 : 7
4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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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QUES PHOTO-COMMUTABLES



中法有机磷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主要
任务是合成ϖ共轭有机磷材料和研究它们的性
质，并推动导电塑料的发展。

磷化物的特异性使它能很容易地制成不同结
构物质，并且能有效地改善有机材料的性
质。本实验室的两支团队工作在本领域不同

且互补的方向上：在郑州工作的Francois MA-
THEY教授在含磷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及性
质分析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在雷恩工作
的Regis REAU教授在合成、含磷聚合物和含
磷金属络合物的物理化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这种合作有利于高技术含量新材料的开发。

 研究方向与任务

 关键词

有机磷材料

中法有机磷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

 联合发表

•   2,2’-Biphospholes : Building blocks for tuning 
the HOMO-LUMO gap of pi systems using 
covalent bonding and metal coordination
Angew. Chem. Int. Ed. 2012, 51, 214-217.

FOM LIALIALIA

1.  2008年11月28日，中法有机磷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
验室成立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2.  Vue RX d'un dérivé biphosphole contenant quatre 
atomes d'or en interaction.

•   仿生表面单细胞氧化应激的电化学探测.

•    线性有机磷系的合成及其物理化学性质研究.

•   磷酰共轭大环化合物的合成.

•   新的有机磷共轭化合物的开发.

•   用于超分子化学的有机磷配体的开发.

 主要的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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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 
法方主任 : 
电子邮件 :
中方主任 : 
电子邮件 : 

2009
Regis REAU

regis.reau@univ-rennes1.fr    
Francois MATHEY

fmathey@ntu.edu.sg     

参与实验室数目 :
在职人数 :

法方 :  21 l 中方 :  13

法方 : 11 l 中方 : 15

参与合作的法中城市 :

雷恩，郑州

参与合作的法中研究机构或实验室 : 

•         雷恩第一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雷恩
化学实验室

•         郑州大学化学系

产业合作伙伴 :                                                         无

FUNCTIONAL ORGANOPHOSPHORUS 

MATERIALS LABORATORY

LABORATOIRE MATÉRIAUX ORGANOPHOSPHORÉS 

FONCTIONNELS



中法生物电池与生物传感器国际研究团队致
力于发展生物燃料电池，包括酶发电及储
能，用于水质控制的生物传感器分析系统等
方向。本国际团队聚合了一批活跃在环境、纳

米技术、水处理、与生物分子和酶的能量转化
相关的电化学分析系统领域的中法实验室。

 研究方向与任务

参与合作的法中城市 :

格勒诺布尔, 长春, 上海, 厦门, 西安, 兰州, 扬州, 
南京, 长沙

参与合作的法中研究机构或实验室 : 

•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电分析化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

•  同济大学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
验室

•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陕西省生命分析化
学重点实验室

•  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

 关键词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生物燃料电池、能量储存和转换、水监测、污染源和污染物检测

 资助机构

•  用于检测有机磷农药生物标志物的新型高
灵敏度纳米传感器.

•  电聚合物薄膜结构分析与电流式生物传感
器设计.

•  新型阻抗生物传感器研究用于评价内分泌
干扰物的雌激素α受体结合能力.

•  金表面自组装分子层结构对蛋白质吸附和
Hela细胞黏附的作用.

•  新型赭曲霉毒素A检测生物传感器.

•  甲硫醇和胺检测生物传感器开发.

 主要的研究项目

  主要活动及双边交流

•  2009年，主办第六届中法生物相关分子表
面电化学及生物传感器应用研讨会，2009
年11月28日-12月2日，里昂.

•  2009年，国际研究团队中的6个法方成员参
加两个在中国举办的国际科学活动：长春
第12届国际电分析化学会议和北京第60届
国际电化学年会.

•  2011年，由10名来自国际研究团队的研
究员或教师组成的法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并
出席在中国举办的两个国际会议：第13届
国际电分析化学会议，2011年8月19日至
22日，长春；第11届亚洲分析科学学术会
议，2011年8月23日至26日，南京.

•  2012年，在法国主办第八届中法生物相
关分子表面电化学及生物传感器应用研
讨会和第13届生物电化学法国团队研讨
会，2012年9月24日至28日，Lacanau-
Océan.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

 联合发表

目前，双方已联合发表20篇论文，其中新近
发表的论文如下所示：

•  S. Cosnier, C. Mousty, A. Guelorget, M. San-
chez-Paniagua Lopez, D. Shan “A fast and 
direct amperometric determination of Hg2+ 
by a bienzyme electrode based on the com-
petitive activities of glucose oxidase and 
laccase”, Electroanalysis, 23 (2011) 1776-
1779.

•  Ai-Fu Che, Vincent Germain, Marc Cretin, 
David Cornu, Christophe Innocent, Sophie 
Tingry. “Fabrication of free-standing Q1 
electrospun carbon nanofibers as efficient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bioelectrocatalysis”, 
New J. Chem. In press.

•  Y. Wang, K. Qian, K. Guo, K. Kong, J-L. Mar-
ty, C. YU, B. Liu  “Electrochemistry and bio-
sensor activity of cytochrome C immobilized 
on macroporous materials”, Microchimica 
Acta,2011, 1-9.

•  C. Yang, Y. Wang, J-L. Marty, X. Yang, “Apta-
mer-based colorimetric biosensing of Ochra-
toxin A using unmodified gold nanoparticles 
indicator”,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2011, 26(5), 2724-2727.

中法生物电池与生物传感器国际研究团队

参与合作的法中研究机构或实验室 : 

•  复旦大学电分析化学室

•  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化学化工学院甘肃省生物电
化学与环境分析重点实验室

•  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  格勒诺布尔第一大学分子化学学院生物分析系统和
生物电化学系统 (UMR-5250)

•  里昂第一大学分析科学实验室 (UMR CNRS 5180)

•  图卢兹第三大学分子力及化学和光化学反应实验室
(UMR CNRS 5623)

•  蒙彼利埃第二大学欧洲薄膜研究所 
  (UMR CNRS 5635)

•  波尔多第一大学分子科学研究所(UMR CNRS 5255)

•  雷恩第一大学化学研究所 (UMR CNRS 6226)

•   南特大学代谢电化学和同位素分析实验室 
     (UMRCNRS 6006)

•  图卢兹系统分析和架构实验室 (UPR CNRS 8001)

•  巴黎市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校分析化学和环境实验
室 (UMR 7121)

•  法国蒙彼利埃水文科学实验室 (UMR CNRS 5569)

•  法国佩皮尼昂大学健康和地质环境模拟与分析研究
所 (EA 4218)

产业合作伙伴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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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 
法方主任 : 
电子邮件 :
中方主任 : 
电子邮件 : 

2009
Serge COSNIER

scosnier@ujf-grenoble.fr    
汪尔康

ekwang@ciac.jl.cn    

参与实验室数目 :
在职人数 :
博士生 :

法方 :  11 l 中方 :  9
法方 : 60 l 中方 : 31

6

CEERBIO GDRIGDRIGDRI
NEW APPROACHES FOR WATER CONTROL AND SUSTAINABLE ENERGY BY 

ELECTROCHEMICAL BIOSENSORS AND BIOFUEL CELLS GROUP

GROUPEMENT APPROCHES NOUVELLES POUR LE CONTRÔLE DE L'EAU ET 

D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PAR LES BIOCAPTEURS ET LES BIOPILES



莱恩功能材料研究所由中山大学化学院的陈
小明教授、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超分子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莱恩教授
和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纳米技术研究所
芬斯克教授在2010年11月合作建立。研究
所隶属于广州中山大学，目前研究所主要得
到来自中山大学的资助并在超分子化学与材
料、纳米材料、晶体工程、能源化学、分子
和超分子电子学等前沿方向设立研究小组展
开科学研究。

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成员有十余人，包括诺贝
尔奖得主、中科院院士和国家973项目首席科

 研究方向与任务

 关键词

超分子材料化学、纳米材料化学、超分子电子学、功能配位化学、能源化学

中山大学莱恩功能材料研究所

学家等。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12名。研究所
拥有一批先进的大型分析测试仪器。

莱恩功能材料研究所已启动了国际合作和建
设工程。它还参与了中国国家和地方的高水
平引智项目以及中国国家基础研究项目。它
保持着与国外，尤其是欧洲众多科研机构的
合作关系。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瑞士
等国际著名大学和研究所都已建立了国际合
作。通过与国际一流学者定期化、制度化的
交流合作，开展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

 资助机构 联合发表   

•  Batten Stuart R, Champness Neil R, Chen 
Xiao-Ming, Garcia-Martinez Javier, Kitagawa 
Susumu, Ohrstrom Lars, O'Keeffe Michael, 
Suh Myunghyun Paik, Reedijk Jan. Coordina-
tion polymers,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and 
the need for terminology guidelines. CRYS-
TENGCOMM., 2012. 3001-3004.

•  Hohloch Stephan, Su Cheng-Yong, Sarkar Bi-
prajit. Copper(I) Complexes of Normal and Ab-
normal Carbenes and Their Use as Catalysts 
for the Huisgen [3+2] Cycloaddition between 
Azides and Alkynes. Eur. J. Inorg. Chem., 2011, 
3067–3075.

•  Xiaobing Wang, Jing Huang, Shenglin Xiang, 
Yu Liu, Jianyong Zhang, Andreas Eichhöfer, 
Dieter Fenske, Shi Bai and Cheng-Yong Su. 
Discrete Ag6L6 coordination nanotubular 
structures based on a T-shaped pyridyl diphos-
phine. Chem. Commun., 2011, 47, 3849–
3851. DOI: 10.1039/C0CC05235C.

1.  杰马里.莱恩教授，是中山大学聘请的客座教授和研
究所名誉所长。他的研究主要在超分子化学和动力材
料化学领域。

HTTP://WWW.CE.SYSU.EDU.CN/LEHN/LEHN_ENG

中山大学

INSTINST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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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实验室数目 :
在职人数 :
博士生 :
博士后 :

法方 :  1 l 中方 :  1
法方 : 5 l 中方 : 8

8
2

成立时间 : 
法方主任 : 
电子邮件 :
中方主任 : 
电子邮件 : 

2010
Prof. Jean-Marie LEHN

lehn@unistra.fr
陈小明  教授

cxm@mail.sysu.edu.cn

参与合作的法中城市 :

斯特拉斯堡；广州

参与合作的法中及其他国家研究机构或实验室：

•  斯特拉斯堡大学超分子化学实验室

•  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纳米技术研究所

•  巴塞尔大学化学院Mayor教授实验室

•  中山大学

•  其它欧洲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也参与其中

产业合作伙伴 :                                                         无

LEHN INSTITUTE OF FUNCTIONAL MATERIALSINSTITUT LEHN POUR LES MATÉRIAUX FONCTIONNELS



化石资源宣告枯竭，使用化石资源导致大量
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因此，发展新技术以
减少对石油产品的依赖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
情。而对于化工企业来说，则必须要开发出
新的可再生原材料，能够更加高效的转化成
化工用品，保证环境的可持续化发展。

生物质因其存在的多样性及化学多变性成为
一种可选择的原材料。不过，我们还需进行
众多的创新以便控制生物质的选择性和相关
过程的生产率。另外，水和CO2也是在我们
生存的环境中大量存在的基础物质，它们可
以被用来修饰复杂分子。总之，如何让这些

分子活跃起来是我们如今面临且可以接受的
对能源需求的挑战。无论是在生物质资源还
是在基础物质资源领域，催化剂都对发展成
本经济实惠和对环境污染小的技术起着重要
作用。

工艺与高效节能产品国际科学研究实验室的
目的是研发新的能够减少对石油依赖的高效
产品与工艺。为了迎接科学问题的挑战，我
们需要把众多关键技术结合起来以便能早日
突破技术瓶颈。

 研究方向与任务

 关键词

能造成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化学领域破坏性创新的新的高效节能产品与工艺、整体论方法、模
拟、化学、催化剂设计和过程工艺发展

 资助机构

•  BioSurf l 利用生物质生产新的表面活性剂 
(2011年1月1日启动).

•  BioEP l 生物质塑料的合成(2011年1月1日启动).

•  CO2 开发 l CO2 是化学发展的基石(2011年1
月1日启动).

•  BioSurf l  高效催化过程(2011年1月1日启动).

 主要的研究项目  联合发表

 1篇论文和10个申请专利：

•  "Catalytic epoxidation of styrene and methyl 
oleate over peroxophosphotungstate entrap-
ped in mesoporous SBA-15", E. Poli, R. de 
Sousa, F. Jerome, Y. Pouilloux, J-M. Clacens; 
Catal. Sci. Technol. 2(2012) 910-914, 
DOI:10.1039/C2CY20082A.

法国国家科研署

UMIUMIUMI

1.  工艺与高效节能产品国际科学研究实验室落成典
礼，2011年 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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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与高效节能产品国际科学研究实验室

参与合作的法中城市 :

里昂；上海

参与合作的法中研究机构或实验室 :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里昂高等师范学校化学实验室 LC UMR 5182

•  华东师范大学绿色化学和化工过程绿色化上海
市重点实验室

产业合作伙伴 : 

罗地亚

成立时间 : 
法方主任 : 
电子邮件 :

 2011
Floryan DE CAMPO

  floryan.decampo@ap.rhodia.com

参与实验室数目 :
在职人数 :
博士生 :
博士后 :

法方 :  3 l 中方 :  1
法方 : 6 l 中方 : 4

1
5

ECO-EFFICIENT PRODUCTS & PROCESSES LABORATORYLABORATOIRE DES PRODUITS ET PROCÉDÉS ÉCO-EFFICI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