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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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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

城市*: 应用物理

  中国 

35 36* 各机构的合作实验室所在城市

∞  中法虚拟设计与制造技术联合实验室 
(UTC-NWPU)

结构建模和优化、复合材料、多尺度分析、
复杂机械系统、制造和仿真

∞  中法超导体与磁性材料应用联合实验室 
(LAS2M)

超导体、磁体、钛合金、耐热金属、大块
金属玻璃

∞  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
国际联合实验室 (2MCIS)

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
声学、能量.

∞  地球和行星大气中重要分子的吸收光
谱学国际合作研究组 (SAMIA)

大气光谱学、大气科学和行星科学  

∞  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
国际联合实验室
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
声学、能量

∞  ∞  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
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
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
声学、能量声学、能量声学、能量声学、能量声学、能量声学、能量声学、能量

∞  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
国际联合实验室 (2MCIS)

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
声学、能量.

∞  中法超导体与磁性材料应用联合实验室 
(LAS2M)

超导体、磁体、钛合金、耐热金属、大块
金属玻璃

∞  地球和行星大气中重要分子的吸收光
谱学国际合作研究组 (SAMIA)

大气光谱学、大气科学和行星科学  

∞  中法虚拟设计与制造技术联合实验室 
(UTC-NWPU)

结构建模和优化、复合材料、多尺度分析、
复杂机械系统、制造和仿真



应用物理领域联合机构内中法实验室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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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人员法国实验室员 中国实验室 法国研究人员

中法虚拟设计与制
造技术联合实验室

中法超导体与磁性材
料应用联合实验室

地球和行星大气中重要分子的
吸收光谱学国际合作研究组

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
算机信息国际联合实验室

应用物理领域联合机构内中法研究人员的构成



联合实验室由法国贡比涅技术大学与西北工
业大学联合成立，其研究方向集中在机械系
统的设计与优化领域，涵盖与材料成型相关
的各个方面。Roberval 实验室作为本实验室
的合作伙伴，双方分享共同的研究主题。同
时，Roberva 实验室还接受中国留学基金委资
助的博士生，法国驻华使馆科技处资助的联
合培养博士生及埃菲尔奖学金获得者。双边
学术研讨会每年轮流在西安或贡比涅召开。
实验室现在由  Piotr  BREITKOPF 和张卫红教
授联合领导，汇聚了具有很强科研能力和原
创能力的研究团队。研究方向包括数字化机
械，声学与振动，材料和表面。围绕该领域
的三个主题，以期建立数字和实验方法、判
定建模结果的有效性。

实验室积极鼓励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互相
合作为解决企业面临的复杂问题而努力。
  

 研究方向与任务

•  863, 973 国家项目

•   NSFC : Integral structural system design for 
aircraft and aerospace structural systems.

•     NSFC : A structural topology optimiza-
tion procedur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rmo 
mechanical analysis for the lattice structure 
configuration design.

•   NSFC :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

 主要的研究项目 关键词

结构建模和优化、复合材料、多尺度分析、
复杂机械系统、制造和仿真

中法虚拟设计与制造技术联合实验室

 联合发表

100余篇文章 :

•  PP Zhang, P Breitkopf, C Vayssade, WH Zhang 
and H Tao, XU-RSM : Diffuse response surface 
model for reliability-based design optimization. 
Mater. Sci. Eng. 10-012209 l 2010.

•  M Xiao, P Breitkopf, R.F. Coelho, C. Knopf-Le-
noir, M. Sidorkiewicz and P. Villon,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Volume 41, 
Number 4, 555-574 l 2010.

•  PB. Raghavan, P. Breitkopf, M. Xiao, C. Vays-
sade. Programming Paradigms for Paralle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Optimi-
zation. IV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a-
tional Mechanics - Palais des Congrès, Paris, 
France, May 1621 l 2010.

•  M Xiao, P Breitkopf, RF Coelho, C Knopf-Le-
noir and P Villon. Enhanced POD projection 
basis with application to shape optimization 
of car engine intake port. Structural and Mul-
tidisciplinary - Optimization. DOI: 10.1007/
s00158-011-0757-1 l 2012.

•  EL Zhang, WH Zhang, KP Qiu. Multilevel 
Optimization Method of Laminated Compo-
site Plates Based on Collaborative Design of 
Material & Structure Parameters.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5(01) l 2006.

HTTP://JIDIAN.NWPU.EDU.CN/INFO/1035/3064.HTM

  主要活动及双边交流

•  第六届中法虚拟设计与制造技术联合实验室
研究团队研讨会， 2011年6月20日，西安.

•  复合材料与结构研讨会，2010年4月1-4
日，海南三亚（111工程）.

•  中-法-荷复合材料与结构研讨会，2009年4
月21-23，Delft，荷兰.

•  机械、材料与结构发展国际研讨会，2007
年12月17-20日，西安 .

  资助机构

UTC-NWPU LABLABLAB

39 40

中国产业界的投资、法国国家科研署、欧盟

参与合作的法中城市 :

贡比涅；西安

参与合作的法中研究机构或实验室 : 

•  法国贡比涅技术大学，Royallieu研究中心
Roberval实验室，UMR7337

•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现代设计与集成制造技术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产业合作伙伴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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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Piotr BREITKOPF

piotr.breitkopf@utc.fr
张卫红 

zhangwh@nw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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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l 中方 : 40

13
5

GROUPE DE TRAVAIL UTC-NWPU PROTOTYPAGE VIRTUEL 

POUR LA CONCEPTION ET LA FABRICATION

UTC-NWPU VIRTUAL PROTOTYPING FOR DESIGN 

AND FABRICATION WORKING GROUP



中法超导体与磁性材料应用联合实验室成立
于2003年，并于2007年续签合作协议。本实
验室致力于超导材料、磁性材料与耐热材料
的研究以及它们的应用。联合实验室汇集了
中国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和
位于法国格勒诺布尔的六所实验室的优秀科

 研究方向与任务

 关键词

超导体、磁体、钛合金、耐热金属、大块金属玻璃

中法超导体与磁性材料应用联合实验室

研力量，还有法国卡昂材料科学与结晶学实
验室的强力加盟。在这一国际合作中，中国
研究人员在先进冶金学领域具备非常扎实的
研究能力，而法国研究人员已经对材料的物
理特性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这一合作也
同样吸引了在超导体生产领域的法国企业。

1.  图片摄于2010年，在西安召开的联合实验室工作会议 

  主要的研究项目   主要活动及双边交流

从2000年起，双边研讨会每两年定期在法国
或在中国轮流召开。上一届研讨会于2010年
10月在西安举行，新一届会议于2012年9月
在格勒诺布尔举行。

  联合发表

联合实验室成员已经共同发表了60余篇论文。

  资助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部，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
北工业大学，法国外交部，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法国约瑟夫傅立叶大学，格勒诺布
尔综合理工大学

LAS2M LIALIALIA

从行政角度来说，从2010年起本实验室不再存在。

41 42

参与合作的法中城市 :

格勒诺布尔；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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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约瑟夫傅立叶大
学(格勒诺布尔一大)，格勒诺布尔综合理工学校

•      先进技术成形研究实验室(CRETA)，法国国家
强磁场实验室(LNCMI)，法国奈尔研究院，材
料与过程科学和工程实验室(SIMAP)，物理工
程和材料实验室(LMGP)，电子工程研究实验室
(G2Elab)

•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稀有金属材料加工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超导材料制备国家工程实验室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

产业合作伙伴 : 

阿尔斯通 MSA，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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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André SULPICE

andre.sulpice@grenoble.cnrs.fr
周廉 

zhoul@c-nin.com

参与实验室数目 :
在职人数 :
博士生 :
博士后 :

法方 :  6 l 中方 :  6
法方 : 30 l 中方 : 5

3
-

•   BiSrCaCuO导体 l 1999年启动 l 开展中.

•   MgB2导体 l 2006年启动 l 开展中.

•   大块金属玻璃 l 2005年启动 l 开展中. 

•   钴基合金 l 2005年启动 l 开展中. 

•   MgB2材料 l 正在申请法国科研署国际合作
项目.

LABORATOIRE POUR LES APPLICATIONS DES MATÉRIAUX 

SUPRACONDUCTEURS ET MAGNÉTIQUES

LABORATORY FOR THE APPLICATIONS OF SUPERCONDUCTORS 

AND MAGNETIC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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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和行星大气中重要分子的吸收光谱学国
际合作研究组致力于为中法俄科研团队组织
交流活动，分享在高分辨率分子吸收光谱领
域的科研进展和成果。这一国际合作研究组
集合了三国的优秀科学家，不仅促进了在本
领域的科技进步，还推动了在仪器领域的创
新以及光谱数据库的发展。从分子振动-转动

 研究方向与任务

 关键词

大气光谱学、大气科学和行星科学  

光谱的分析到大气分子（CO2, H2O, CO, O3, 
CH4, C2H4, PH3, N2O, C2H2），吸收光谱的建
模，国际合作研究组从事的研究能应对在大
气物理化学和行星学领域的科学挑战。此外
近红外激光光谱技术在高灵敏痕量气体检测
方面也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例如空气质
量的监测和环境污染的检测等。

1.   卡西尼-惠更斯任务：2005年惠更斯号探测器抵达泰
坦星球（土卫六）

为了满足在行星学领域的巨大需求，本国际
合作研究组建立了甲烷气体的近红外吸收谱
线数据，它已经成为国际参考数据并应用在
对土卫六、天王星、土星和冥王星的研究
上。在格勒诺布尔和合肥，利用不同波长的
CRDS技术，检测出极微弱的氢分子跃迁。这
个结果可以应用在氢气的大气物理性质的检
测和最先进的分子光谱 ab initio 计算理论的验
证等方面。

  主要的研究项目   主要活动及双边交流

从2000年起，双边研讨会每两年定期在法国
或在中国轮流召开。上一届会议于2009年10
月在合肥召开。

  联合发表

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科研人员已在本合
作组框架下联合发表了79篇科学论文，其中
30多篇由中法双方联合发表，10多篇由中俄
法三方联合发表。

 资助机构

SAMIA
地球和行星大气中重要分子的吸收光谱学国际合作研究组

GDRIGDRIGDRI

中国科学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格勒
诺布尔第一大学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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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Alain CAMPARGUE

alain.campargue@ujf-grenoble.fr
胡水明

smhu@ustc.edu.cn

参与实验室数目 :
在职人数 :
博士生 :
博士后 :

法方 :  6 l 中方 :  2
法方 : 24 l 中方 : 8

3
2

参与合作的法中城市 :

格勒诺布尔、巴黎 、汉斯、第戎、敦刻尔克；合肥

参与合作的法中研究机构或实验室 : 

•         格勒诺布尔第一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物
理交叉学科实验室，汉斯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大气分子光谱学课题组，勃艮地大学/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勃艮地卡诺研究所，法国
滨海大学（敦刻尔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大气物理化学实验室，巴黎第六大学/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相互作用和反应动力学实验室，
巴黎第六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大气和天
体物理分子物理实验室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
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气成分与光学重点实验
室，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环境
光谱学实验室

产业合作伙伴 :                                          无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OF MOLECULES OF INTEREST 

FOR ATMOSPHERIC SCIENCES AND PLANETOLOGY GROUP

SPECTROSCOPIE D'ABSORPTION DE MOLÉCULES D'INTÉRÊT 

ATMOSPHÉRIQUE ET PLANÉTOLOGIQUE



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国际联
合实验室的合作伙伴共同确定在把力学、材
料、控制和信息科学作为双方前期合作的主
要学科领域。

 研究方向与任务

 关键词

材料、固体力学、通信、控制、流体力学、声学、能量

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国际联合实验室

实验室作为项目的孵化器集中发展在交通、
环境和能源领域的三个应用性研究，即：

•   结构材料、能源材料、通信材料、生物材料

•   流体力学、声学、能量和燃料、化学工
程、固体力学、振动力学

•   控制和信息科学

2.  3D Face Data.

11个在研项目，包括 :

•   由ANR/NSFC资助的涡轮机气动声学项目
AXIOOM.

•   可以控制热导性的无机高聚复合材料.

•   Semi-active control using shunted pie-
zoelectric materials modelling and aero-
lastic coupling treatments. 

•   Introl of Autonomous Manipulator Mobile 
robots Group Formation.

•   制备和测定磁性纳米高聚复合材料Fe3O4/
Fe的性质.

•   面部三维分析.

 主要的研究项目

•   2011年 :10篇期刊论文，8篇国际会议论
文，2篇研讨会论文（在里昂中央理工和北
航分别举行的面部三维分析研讨会）.

 资助机构

2MCIS LIALIALIA

•   第五届北航-法国中央理工工程科学研讨
会，北京，2012年1月4-6日. 

•   2011年间，共组织30次互访活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
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中央理
工学校集团

1.  ACOUFOIL : 翼型气动声学试验 

45 46

3.  Semi-active control of vibrations using piezoelectric 
materials

参与合作的法中城市 :

里尔、里昂、马赛、巴黎、南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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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中央理工学校，
里昂中央理工学校，马赛中央理工学校，南特
中央理工学校，巴黎中央理工学校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产业合作伙伴 : 

标志-雪铁龙汽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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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Francis LEBOEUF

francis.leboeuf@ec-lyon.fr
张军 / 陆利蓬

lulp@buaa.edu.cn

参与实验室数目 :
在职人数 :
博士生 :

法方 :  21 l 中方 :  13

法方 : 47 l 中方 : 33
15

 主要活动及双边交流

 联合发表

MECHANICS, MATERIALS,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ABORATORY

LABORATOIRE MÉCANIQUE, MATÉRIAUX, CONTRÔLE 

ET SCIENCE DE L'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