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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心中国代表处也参与筹划了这

场助力中心提高其在中国影响力的活动。不久之

后我即将卸任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一职，

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同事们在晚会筹备期间的倾心

付出，以及五年多以来，他们在代表处其它活动

及事宜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比如，没有谢路和

李心的协助（以及高鹏，截至2018年，他在代表

处工作了十年），这本杂志就不可能问世。

在此预祝我的继任者一切顺利，并感谢各位

读者对本杂志一如既往的支持。同时，我也不会

忘记各位撰稿人与项目负责人，以及为这本杂志

做出贡献的人，中国代表处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支

持和鼓励，并将继续展示、推广他们和中国同仁

开展的科研合作。祝后续一切顺利！

一场纪念和一声告别！

在本期杂志中，我们将继续关注法科研

中心研究人员在中国开展的新项目。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布雷斯特（Brest）相关

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共建

的中法深海微生物国际联合实验室（MicroBSea）

，以及入选2017年法科研中心与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合作交流项目的辅助外科手术项

目。此外，本期还收录了一篇关于法国近现代中

国研究中心（CECMC, UMR 8173）的文章的第一部

分。该中心是法科研中心人文社科领域最关注中

国的下属机构之一。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期杂志将聚焦于（中心

在中国相关的）科研体制关系和中心成立80周年

的纪念。2019年2月25日，中法第十四届科技联

委会（COMIX）在北京召开，法国高等教育、研

究暨创新部部长Frédérique Vidal女士、以及包括法

科研中心主席Antoine Petit在内的多名法国科研领

域重要领导出席了会议*。中心从2018年秋季起大

量参与了大会的准备工作，本期中我们亦设置了

相关专栏进行阐述。机缘巧合，在会议期间，中

心在法国大使官邸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法科研中心

成立80周年招待晚会，期间法国教育部部长、中

心主席以及二百余名中国科研人员出席了晚会。

此次晚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法国驻华大使Jean-

Maurice Ripert及使馆其他部门的鼎力支持。

专栏: 法科研中心成立80周年与最新统计数据

• 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续写两国科技合作新辉煌 
   (撰文Antoine Petit） 
•  CNRS在北京举办成立80周年庆祝晚会
•  法科研中心与中国间的科研人员流动与书目计量学，
     2018年最新统计数据 24-32

李岚珩

Antoine My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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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 法国驻华大使馆
*  本期法文版杂志中关于中法科技联委会的文章，中文版并未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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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时事

深海
中法深海微生物联合实验室（MicroBSea）
协议签署仪式

2018年11月28日，中法深海微生物联合实验室（简称MicroBSea）在布雷斯特市Iroise数字中心揭幕。欧盟海洋研
究院（IUEM）极端环境微生物实验室(LM2E, UMR 6197)与厦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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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MBR）的科研合作历经了十年，终于迎来联合实验室的建成。 

研究生命的极限

该合作旨在对深海热液资源（分布在洋脊中，距海

面500至5000米范围内的热液）进行微生物学以及生态

学研究。

实验室的主要目标是加深对深海微生物的多样性和

生物学认知，通过从分子到微生物群落的多尺度研究，

更好地理解该特殊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 

MicroBSea联合实验室的合作双方为：法国深海极端

微生物实验室-LM2E（由法国西布列塔尼大学、法科研

中心、法国海洋研究开发院共同创建的科研混合单位）

与位于厦门市的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国家海

洋局) 。

MicroBSea联合实验室为期五年并且允许延期。实

验室的中法方负责人分别为极端环境微生物实验室的 

Karine Alain研究员和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的邵

宗泽教授。

百余名研究人员的参与

两所实验室计划进行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项目、共

享收集的科学数据，并联合发表科研出版物。两国分别

有五十余名研究人员参与了MicroBSea实验室的工作。

实验室将推动联合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以及两机构

间学生及人员的交流。每年，双方实验室将各接待一名

对方实验室的人员进行长期交流（不少于三个月），以

及接待两名短期交流或访问人员。同时，实验室将在中

国或法国召开学术会议，邀请研究人员介绍研究工作的

进展情况。z

 Karine Alain, MicroBSea国际联合实验室法方负责人。 
   © OUEST-France

 2018年11月28日, 在布雷斯特举行的签字仪式。 © SOA

法科研中心欧洲合作局（DERCI）
全新国际合作模式

International Emerging Action
国际新兴合作

什么是国际新兴合作？

国际新兴合作属于“PI-to-PI”项

目，旨在通过短期访问、组织工作会议，或是围绕某一

科研项目共同进行初步探讨的形式，探索新的研究领域

和国际合作伙伴。项目为期两年。

谁可以申请国际新兴合作？

所有在法科研中心下属单位从事研究的工作人员，以

及他们的国际合作伙伴。

如何评估国际新兴合作申请？

国际新兴合作的项目申请由法科研中心相应下属研究

所进行评估。评估标准包括项目科研价值、国际合作价

为构建和优化研究人员以及实验室间的国际交流，法科研中心推出了一系列的合作模式，同时也希望从体制、制
度方面提升其国际科研合作策略的知名度。新的合作模式将代替此前的合作模式，帮助研究人员和外国合作伙伴实
现更为顺畅、更加契合的合作。对于已经到期但正在更新中的框架性合作，中心已经着手开展新的评估程序。

值、青年研究人员参与度、道德标准以及资金来源说明。 

为了保证国际新兴合作的探索性质，评估对法国团

队与外国团队的人员互访经历或是已有联合出版物不做

要求。

国际新兴合作如何受到科研资助？

除了参与团队本身可调动的资源外，项目期间法科

研中心可资助共计1~1.4万欧元作为专项经费支持。该经

费可用于实验室间的人员交流、工作会议举办与实地考

察等。项目期间，资助经费会根据原始方案、科研报告

和财务年报每年发放一次，并由团队中法方实验室进行

管理。

提交申请

https://www.cooperation.cnrs.fr/coopinteer

Explorer Consolider Intégrer

IEA

actions exploratoires
>géographique >thématiqu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RC
Multiactions
(IRN, IRP, iLabs)

Appels dédiés (PRC+PhD)
comité conjoint

IRN

réseaux  
ciblés sur 

retombées

IRP

projets de recherche
collaboratifs 

internationaux

IRL

laboratoires 
internationaux avec ou 

sans murs

Structurer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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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

国际科研网络

什么是国际科研网络？

国际科研网络希望围绕共同的研究课题或科研设施

设备，组建科研团体。该合作模式可以帮助团体成员在

法国和国外举办国际研讨会、专题学会等学术交流活

动。项目为期五年。国际科研网络将聚集来自（一所或

多所）法国（其中至少有一间实验室需隶属于法科研中

心）以及国外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谁可以申请国际科研网络？

所有在法科研中心下属单位从事研究的工作人员，

以及他们在法国以及外国的合作伙伴。 

如何申请国际科研网络？

申请者需向法科研中心相关研究所提交申请。为了

更好地了解项目申请的相关信息，申请者应尽量提前联

系研究所内的国际关系相关负责人。

如何评估国际科研网络？

项目申请由法科研中心下属相应研究所进行评估。

评估标准包括项目科研价值、国际合作价值、双方团队

的研究水平与互补性、合作历史、科研活动中各团队参

与性的平衡、青年研究人员参与度、道德标准以及资金

来源说明。 

除举办科研交流活动之外，评估将格外关注申请中

对这些活动所取得成果以及其带来影响的预期设定。

国际科研网络如何受到科研资助？

除了参与团队本身可调用的资源外，项目期间法科

研中心可资助共计5~7.5万欧元作为专项经费支持。该经

费可用于相应实验室之间的人员交流、工作会议与学术

研讨会的开展以及专题学会的举办。项目期间，资助经

费会根据项目负责人以及其他成员所提供的原始方案、

科研报告和财务年报每年发放一次，并由国际科研网络

负责人进行管理。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
国际科研项目

什么是国际科研项目？

国际科研项目是实验室之间的联

合科研项目，须为一或多间法科研中心下属实验室联

合其他来自同一个或两个不同国家的实验室。该项目

可以加深通过中、短期科研交流已经建立起来的科研

合作，推动工作会议或研讨会的举办，以及联合开展

科研活动（包括实地调研），指导学生研究等。

法国和外国团队需证明他们的联合科研能力（例

如一项或多项联合出版物）。项目为期五年。

谁可以申请国际科研项目？

所有在法科研中心下属单位从事研究的工作人

员，以及他们的国际合作伙伴。

如何申请国际科研项目？

申请者需向法科研中心相关研究所提交申请。为

了更好地了解项目申请的相关信息，申请者应尽量提

前联系研究所内国际关系相关负责人。

如何评估国际科研项目？

项目申请由法科研中心下属相应研究所进行评

估。评估标准包括项目科研价值、国际合作价值、双

方团队的研究水平与互补性、合作历史、科研活动中

各团队参与性的平衡、青年研究人员参与度、道德标

准以及资金来源说明。 

国际科研项目如何受到科研资助？

除了参与团队本身可调用的资源外，项目期间

法科研中心可资助共计5~7.5万欧元作为专项经费支

持。该经费可用于相应实验室之间的人员交流、科研

交流活动以及实地调研等工作。项目期间，资助经费

会根据项目负责人及其他项目合作团队所提供的原始

方案、科研报告和财务年报每年发放一次，并由国际

科研项目负责人进行管理。 

IRN IRP
International Research Laboratory
国际科研实验室

什么是国际科研实验室？ 

国际科研实验室指基于某一固

定研究场所，围绕共同研究方向开展科研活动的国际合

作。国际科研实验室有较固定的研究地点，同时研究人

员较稳定且较长期的在该地点开展研究活动。国际科研

实验室由法国和外国（只允许有一个外国合作机构）研

究机构的科研人员组成。项目为期五年。

谁可以申请国际科研实验室？

所有在法科研中心下属单位从事研究的工作人员，

以及他们的国际合作机构。

如何建立国际科研实验室？

国际科研实验室由法科研中心下属研究所提出申

请。合作团队需要有扎实的国际合作基础，并且联合研

究活动经常在特定地点进行。国际科研实验室的申请由

法科研中心与法国国家科研委员会共同评审。

除考虑科研活动开展地点（长时间驻地科研，国际

科研实施机构-SOR的建立可能性）以外，评估还将考虑

项目科研价值、国际合作价值、科研成果预期、法国以

及国外研究团队水平、项目出资平衡性、合作历史、 青

年研究人员参与度、道德标准以及资金来源说明。

得到批准后，法国与外国团队将有一年时间用来协

商、准备国际科研实验室的协议。

国际科研实验室如何受到科研资助？

除了参与团队本身可调用的资源外，项目期间法科

研中心可资助共计7.5~10万欧元作为专项经费支持。项

目期间，资助经费会根据项目负责人及其他成员所提供

的原始方案、科研报告和财务年报每年发放一次，并由

国际科研实验室负责人进行管理。

如国际科研实验室挂靠在了一个国际科研实施机构

（SOR）下，经费将拨给该机构并补充以其他专项经费（

运作、设施、投资）与人员支持。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s 
国际科研中心 

 什么是国际科研中心？ 

国际科研中心旨在发展法科研中

心与国外研究机构之间的战略性、机构性合作关系，由

参与方联合管理（科研活动、科研网络、科研计划、联

合科研实验室）以促进协同作用。国际科研中心还可以

联合发布科研项目招募以及发布博士联合培养计划。

如何建立国际科研中心？

国际科研中心的创建是法科研中心管理层进行战略

评估的结果，也伴随着对深入合作机会以及已达成合作

成果的考量。

国际科研中心如何实施？

为加强机构间对话交流，国际科研中心通过联合指

导委员会开展工作。 

国际科研中心如何受到科研资助？ 

除了对国际合作活动的共同支持，法科研中心还可

以通过开展专项研究项目招标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以

此推动新的合作。

更多信息和联络方式，请见法科研中心国际合作局网站：

http://international.cnrs.fr

IRL I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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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

ParaHP

 法国伊维特河畔-吉夫（Gif-sur-Yvette）天然物质化学研究所（ICSN）和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WIPM）将就
蛋白质功能的基本机制开展联合研究。ParaHP项目得益于双方实验室研究能力的互补性，伴随着新研究方法的提出，
将加深人们对于多种疾病病理中所涉及的生物分子的不同潜在构象状态的认知。 

撰文：Dr. Ewen Lescop1

研究对象

蛋白质与脂分子、核酸、代谢物是维持细胞

正常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扮演着多种

角色，就像加工厂一样，可以生产、改变其它分子，同

时，蛋白质也是一个能与其他物质相互反应的平台，并

且调节其他物质的功能。此外，蛋白质也是极其敏感

的环境感应器（分子的存在、对压力、温度和酸度的感

知、细胞间的相互识别），由此使细胞、机体做出特别

反应。作为细胞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蛋白质

与大部分的病理研究（癌症、病毒性疾病、遗传疾病…

）密不可分。市场上绝大部分药品均以蛋白质做为靶向

目标。因此，为了提出新的治疗方向，了解重点蛋白质

的正常运转、病理学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长久以来，我们认为，按照“结构/功能”模式，

例如通过X射线衍射晶体分析法所得出的蛋白质刚性结

构足以解释蛋白质的生物功能。然而，近二十年来，随

着技术进步和理念发展，已经证实这些分子在溶液中不

是刚性结构，并且这些分子中有成千上万的原子在运动

着，这些运动对分子的生物功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内在无序蛋白质（IDP）属于一种极端情况，因为它

没有任何稳定结构，但是在细胞调节机制和人体病理机

制中（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癌症），却有它的参

与。因此，从结构和时间角度，深入研究蛋白质的各种

潜在构象状态，并将每个构象与特别的功能联系起来，是

非常有必要的。在该背景下，我们选择了利用核磁共振

波谱法（NMR）进行研究。 

该技术能够探测到蛋白质中每个原子自旋的信号，

这些信号可以提供该原子在宏观分子结构中其周围的环

境信息。因此，就像通过低温电子显微镜或是X射线晶体

分析那样，我们有可能通过核磁共振获取蛋白质的3D结

构。此外，该方法还能够捕捉到到瞬间及低密度的构象

状态，还有状态间的转化速度。通过最先进的核磁共振

技术，现在能够探测、分析从极稀疏（丰度低于1%，寿

命只有几微秒）到高密度的各种蛋白质状态。这些构象

从功能角度讲十分重要，例如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它

们可以引起蛋白质的聚合。

1  (博士)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天然物质化学研究所，UPR2301 。

 唐淳教授、张纬萍教授及Ewen Lescop博士 © NIE Zifeng

利用高压及顺磁性进行蛋白质动力学研究

研究方向

中法实验室团队围绕例如癌症、帕金森症等病理的

重要相关蛋白质生物机制展开研究，以核磁共振为主要

技术手段，并采用其他方法进行补充（小角X射线散射

（SAXS）、分子计算机建模、单分子荧光检测）。

武汉物理与数学实验室的研究重点之一即为蛋白酶

体降解蛋白质的机制研究。该过程需要通过一个叫做泛

素的小蛋白，对目标蛋白质进行标记。通过降解蛋白

质，能够控制某一种蛋白质的数量，并除去受损伤的的

蛋白质。因此，在细胞的正常运转中，这一机制是必不

可少的。同样的，泛素-蛋白酶体系统的缺陷将带来重

要的病理影响。最近，该实验室团队证明了通过加入磷

酰基改变泛素的化学性质，将引起蛋白质对pH值变化的

敏感度变化，进而影响目标蛋白质的降解程度。

法方团队的研究一项重点为“翻译控制肿瘤蛋白”

（TCTP）这种小蛋白的分子识别方式。这种小蛋白涉

及到多种癌症，并在临床治疗实验中被当作靶向目标。

例如，法国团队已证实，TCTP接触到如Bcl-2蛋白家族的

其他配体蛋白时将会发生重组，而这就解释了TCTP是如

何阻止肿瘤细胞的自然凋亡。此外，法国团队的研究重

点还包括与癌症、病毒疾病相关的多种内在无序蛋白的

动力学研究，以及内在无序蛋白与配体蛋白接触后、进

行化学改变后的结构重组。这些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蛋白

的适应性、动力学因素与细胞识别、细胞信号级联放大

之间的关系。

新研究方法的提出

在研究结构的同时，双方团队为扩大核磁共振在蛋

白质结构动力学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新方法。蛋白质

核磁共振研究以研究反应细胞中1H、13C、15N不同自旋（

或原子）共振频率的高维（2D，3D，甚至是4D，5D） 波

谱为基础。不同自旋所引发的状态拥有不同的频率与生

命周期，而通过不同的频率与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得知

相应的结构、动力学信息。此外，两个自旋的相互作用

力能够帮助我们追踪其相对距离。

法方团队在蛋白质的同位素富集方面的成就也是有

目共睹的，而这对开展核磁共振研究，尤其是应用快速

核磁共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使用快速核磁共振研究可

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多维频谱数据，从而使不稳定蛋白

质的研究成为可能，使这些昂贵的光谱仪物尽其用。

近期，法国团队开始通过高压研究蛋白质构象的能

量分布图。实际上，有时某些蛋白质的构象状态不够

密集，无法在在常压状态下对其进行探测，因此引入

高压，有可能使其清晰可见。尽管近来在该领域取得了

新的进步，但是分析压力状态下的结构变化仍然充满困

难，因为精确的结构研究还需要除了共振频率以外的多

项实验数据。

另一方面，在使用顺磁分子（即含有不成对电子的

分子）方面，中方团队是公认的先驱。根据蛋白质中每

个原子与顺磁中心的相对距离和位置，这些顺磁中心能

改变蛋白质的核磁共振信号。通过给蛋白质共价嫁接一

个顺磁中心或令其在蛋白质环境中溶解，我们可直接获

得蛋白质的结构信息及其构象的动力学信息。

 ParaHP项目旨在通过核磁共振，利用顺磁性，研究流体静
压下蛋白结构的改变。该方法基于共价嫁接顺磁离子（镧
系元素，Ln）。根据自旋原子与顺磁离子之间的不同距离、
位置，嫁接顺磁离子可以使蛋白质内自旋活动共振的频率发
生改变。因此，通过在反应1H-15N自旋的二维波谱上测量信
号的位移（信号在核磁共振谱种由于顺磁离子的存在产生位
移，即伪接触位移-Pseudo-Contact Shift效应），我们可判断原
子和顺磁离子的相对位置。因此，不同压力下伪接触位移
效应的变化将有可能成为探测蛋白质结构变化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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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HP项目（源自“顺磁-高压”的法文“Paramagnétisme-

Haute Pression”缩写）的首要目标是利用顺磁核磁方法来

进行高压状态下蛋白质结构变化的研究。双方实验室已

经对相关系统有着丰富的研究经验，且长期以来使用传

统方法对高压下蛋白质模型、泛素进行研究。ParaHP项

目将以此为基础，着眼于新的研究方向。

新研究方向的益处在于能够推动、简化对蛋白质结

构和动力学的研究。该方法一旦建立起来，双方团队将

把它应用于研究其他生物学领域的相关系统。目前双方

团队已经掌握了多种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手段，新研究方

法将会使我们共同的研究工具更为丰富。

合作背景

ParaHP项目是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由唐淳教授

带领的生物分子动力学团队与天然物质化学研究所 

（ICSN）由C.Van Heijenoort博士负责的结构生物学、化学

研究团队的合作。天然物质化学研究所是法国化学领域

的重要机构，从事自然物质、催化剂、化学生物学、

结构化学以及结构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天然物质化学

研究所核磁共振团队负责管理众多核磁共振仪（10个光

谱仪，最高可达950百万赫兹）。作为国家科研基础设

施，这些仪器属于“法国综合结构生物学基础设施”

（FRISBI）2和“科研基础设施-超强磁场核磁共振”（IR-

RMN THC）3的一部分。

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WIPM)为中国科学院(CAS)4下

属的研究机构，从事磁共振、原子及分子物理、数学领

域的研究。此外，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

生物磁共振分析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该实验室主任

为唐淳教授。中法团队拥有相同的科研关注点以及互补

的专业技术、能力和工具，并且愿意与对方分享。双方

的合作在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进

行。2018年至2019年间，法方项目负责人（Ewen Lescop博

士）定期到武汉出差，目前他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客座研

究员(中国科学院国际人才计划)。中法团队将分别从各自

国家寻求支持，以巩固双方的合作，加强双方实验室的

青年、知名研究人员间的交流。z

参与该项目的中法团队成员

  天然物质化学研究所 (ICSN)5：

Ewen Lescop博士（项目负责人），Nadine Assrir博

士，François Bontems博士，Jean-François Gallard，François 

Giraud，Eric Guittet博士，Carine van Heijenoort博士，Eric Jacquet

博士，Nelly Morellet博士，Naima Nhiri博士，Christina Sizun博

士...以及博士研究生(Camille Doyen、Florian Malard、Chris- 

tophe Cardone、Louise Pinet、Claire-Marie Caseau)、博士后

（Luiza Bessa博士）、工程师（Anaïs Vogel）

  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WIPM) 

唐淳教授（项目负责人），张纬萍教授，GONG Zhou

博士（副教授），DONG Xu博士（副教授），LIU Kan博士

（副教授），ZHOU Rui博士（副教授）...以及博士研究

生QIN Lingyun、ZHANG Changli、YANG Qingfen、RAN Menglin、YE 

Shangxiang、YI Huawei、YANG Shuai、博士后（JIANG Wenxue博

士）及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刘主博士。

2 http://frisbi.eu/
3 http://ir-rmn.fr/
4 http://english.wipm.cas.cn/au/bi/
5 http://www.icsn.cnrs-gif.fr

 使用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波谱仪进行小组研究
© GONG Zhou博士

 唐淳教授团队的集体出游 © NIE Zifeng

 高压实验设备。样品放在核磁
共振波谱仪中间的锆质管内（图
为天然物质化学研究所的950百万
赫兹仪器）。通过泵和传输线完
成加压，并将压力传输到核磁共
振仪器的管中，图片仅为示意
图。© F. Giraud 

 天然物质化学研究所结构生物、化学实验室的团队照 © JF Gal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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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2RT

每年，全球范围内有超过20万例的计算机辅助外科手术记录，该技术是一项重要的技术进步。在下文中，作者将
介绍一项旨在改进遥操作外科手术，尤其是机器人的阻抗和触感反馈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合作双方分别来自广东
和法国蒙彼利埃，并入选2017年法科研中心-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合作交流项目（PRC）。 

撰文：Chao Liu与杨辰光1 
*原文为英文，并经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修改

机器人辅助遥操作外科手术 

计算机辅助外科手术，或者机

器人外科手术，能够帮助医

生完成多种复杂的手术操作，且较传统

手术更为精准、灵活。机器人辅助外科

手术经常应用于内窥镜手术（通过在病

人体表切开微型创口）。借助机器人仪

器辅助的手术动作更为精准。机器人辅

助外科手术的优点有目共睹（小型化、

微创、减少出血和术后疼痛、愈合更快

等）。 

近十年来，在众多手术室中，机器人辅助外科手术

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做法。在一些手术中，机器人辅助

手术已经成为了最佳操作选择。尽管存在其与顶尖外科

医生实施的内窥镜手术的临床效果的比较性问题，毋庸

置疑的是，机器人的引入提高了手术质量，使外科医生

更为舒适，并减少了病人的痛苦。

医生坐在病人不远处，通过远程操作，控制辅助外

科手术系统，该系统配备有高清摄像头和精密的显微手

术器械，能够实现更为精准的手术操作。这种手术方式

又被称为“遥操作外科手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

美国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

机器人辅助遥操作外科手术的优缺点

尽管机器人辅助医疗系统有众多优势，且各种应

用增长迅速，但是该系统仍然有其不足之处。其最大

的缺点是，大部分外科手术机器人设备的运行方式是

单向的，医生操作被手术者端的机器人设备，但是无

法获得触感反馈。尤其当手术需要精确的接触力控制

时，或者手术器械发生碰撞时，这种操作即有悖人类

的直观感知。遥操作外科手术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

目前大部分系统采用的是严格的命令-服从程序，使

得其无法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邻近领域的学科进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 ( Intuitive Inc..)

更加安全、智能的机器人辅助外科手术系统

1 Chao Liu，蒙彼利埃信息、机器人技术与微电子实验室研究员(LIRMM, UMR 5506)，https://www.lirmm.fr, liu@lirmm.fr 
 杨辰光，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cyang@ieee.org

展中获益；而这些领域的研究进展可以使遥操作外科手

术的系统更加智能化，或者有益于辅助外科医生做决

定。es a

为了弥补以上空白，法国蒙彼利埃信息、机器人技

术与微电子实验室（LIRMM，UMR 5506）机器人团队与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杨辰光教授团队推出了一个国际合作

项目。双方团队致力于通过结合各自在手术机器人方面

的不同专长以解决上诉机器人手术方面的问题。

安全的触感遥操作外科手术 

目前的微创手术机器人系统能够使手术端机器人在

手术中完成精准的移动。但是，研究表明，如果外科医

生配备有触感仪器，将能够更好地感受手术区域的情

况，更好地融合通过内窥手术无法获得的信息（以器官

的触诊为例），从而大大提升当前系统的性能。

在进行外科手术时，能够感受到器官的生物力学特

征、识别异常程度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识别器

官中的肿瘤或异常增生及了解待切除肿瘤的边缘。在进

行外科手术时，可视化通常能够帮助医生监督手术区情

况，但不能反馈相互作用的力度或检测器械间的碰撞。

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力度测量和反馈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功能。机器人辅助外科手术系统中的

上述功能应当具备互相反馈性与互动性，换而言之，

系统应当是双向的。

然而，如果说在外科手术机器人中引入触感反馈机

制有益于提升遥操作者对手术的直观感受与做出更适

合的动作，这无疑加大了系统的设计复杂程度。这要

求在机器人手术系统的设计中，充分考虑系统的稳定

性与透明性（触感反馈精准程度的测量）。

关于双向遥控系统的设计，很长时间以来，我们

都假设操作者和机器人都是无源的。但是，这一假设

在遥操作手术领域似乎不切实际。近期的研究证实，

在遥操作手术中，身体组织的生理活动，如心脏的跳

动，并不是无源的。据观察，即使是在外科手术中，

外科医生的动作（姿势的保持、轨迹的跟踪等）也不

是无源的。因此，操作者与机器人在非无源工作环境

中的问题还有待研究。对遥操作外科手术系统的安全

性而言，该问题无疑是潜在威胁。本项目将对这一开

放性问题进行共同探索。

遥操作外科手术中的智能化 

长时间的外科手术对外科医生而言是巨大的工作强

度，他们需要保持高精准的操作，因此，这是一项重

大的生理、精神挑战。让手术机器人在外科医生的指

 人-机器人动力学特征匹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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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自主完成一些简单、高重复性的任务（例如缝

合），有望为这一问题带来解决方案。因此，手术机器

人应当首先学习如何完成这些任务。

赋予机器人以人类的能力是一条技能学习之路。在

工业应用中，初步试验证明，这一方法是可行的。但

是，在遥操作外科手术系统中，还未对该方法进行深入

研究。让机器人效仿人类，通过模仿和实践进行学习就

是一种可能的方法。“演示编程”（PbD）旨在通过联

合、互动的模仿与优化程序，使机器人的学习过程接近

人类的学习过程。这样一来，配有PbD的机器人辅助外

科手术系统将有希望能够安全、自主地完成某些手术程

序，且其准确性和快速性可与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相媲

美。 

当前，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研究人员正在积极的朝这

个方向努力。当前研究主要围绕的是运动路径的学习，

而鲜有关于阻抗自适应技能转化学习的研究。当研究与

外界互动问题的时候，自适应阻抗控制是一有效且具有

高能源效率的策略。近年来，模仿人类手臂运动的自适

应策略在自主或遥操作机器人系统的阻抗控制中得到了

应用。

为了应对涉及到与未知环境进行交互的任务，研究

  Chao Liu博士(LIRMM)正在华南理工大学主持研讨会，参会人员为研究人员与临床外科医生。(2018年7月)。

LESIA 

撰文：Maria Antonietta Barucci (LESIA1)

巴黎天文台（OP）团队与中国的合作要追溯到

2013年12月份。当时，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对关于Nessus小行星的一项探测任务的研究十分关注，想同

法国该项目的相关同事进行探讨。因此，Antonietta Barucci和

Marcello Fulchignoni（LESIA研究人员）应徐瑞2教授邀请到北京

进行了学术交流访问。

从北京理工大学与巴黎天文台（LESIA和IMCCE3）围绕

着太阳系小天体以“就位”(in situ) 的方式展开探测活动以

来，多个国际空间机构开始更多地关注小行星以及彗星的

太空任务，因为它们是太阳系形成所产生的重要遗留物，

行星就是这些小天体互相碰撞，彼此融合形成的。

合作计划涵盖小天体探测任务所必须的一切科研活

动：确立研究目的、重点观测目标、最有研究价值的目标

天体, 从天文动力学角度进行可行性分析以及确立«strawman 

payload»（包括质量、尺寸、功率的确定，识别可能引起极

端辐射、温度环境的相关问题）。在回应中国国家航天局

（CNSA）科研招标的背景下，中法团队合作以提议太空探

测任务为目标积极地做着科研准备。

国家航天局的项目中，北京理工大学已经参与了例如

月球探测、卫星取样返回、小行星数量探测等项目活动，

尤其在从工程与飞行动力方面。es

双方团队间良好的互补性

中法实验室在小天体动态特性和物理化学特性领域都

拥有丰富的知识，这对于制定小天体探测计划是至关重要

的。同时，他们在管理空间探测器搭载仪器的团队中已有

数十年的工作经验，这些管理团队致力于太阳系尤其是

小天体 (例如Rosetta, Dawn, Hayabusa2, Osiris-REx) 的探测。可以

说，中法实验室的协同性是取得良好合作成果的基石。

在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期间，中法团队与中国国家航

天局共同向欧洲空间局（ESA）提交了“宇宙愿景第4轮中

等空间天文项目（M4 COSMIC VISION)关于MarcoPolo-2D小行星

采样返回任务的提案。

2015年初，在共同准备小行星探测任务合作的背景

下，北京理工大学与巴黎天文台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随后于北京、巴黎两地举办的多次工作会议中，多

所实验室逐渐加入到合作中（平均每年有两所新加入的实

验室）。此外，2015年6月，北京理工大学代表团受邀访问

巴黎。

拥有广阔合作前景的“小行星探测”

1 LESIA (8109号科研混合单位)，空间研究与天体仪器实验室，同时也是巴黎天文台的五个研究部门之一。除了法科研中心，还由法国巴黎天文

台、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巴黎索邦大学、巴黎第七大学、索邦巴黎西岱大学共同管理。
2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副主任。
3 天体力学与星历计算研究(UMR 8028) 。

  2015年6月于巴黎天文台。照片中间为北京理工大学宇航
学院副院长崔平远教授，还有徐瑞教授以及乔栋教授。

人员着开始眼于“类人学习”（Human-like learning）控

制，旨在最大程度地降低不稳定性、动作错误与控制

消耗。

杨教授团队对调整机械臂的柔顺性开展了研究。

在执行特定动作时，操作者通过以肌电信号为基础的

阻抗特征来演示柔顺性的变化。在本项目的框架下，

我们将进一步通过将外科医生的阻抗信息匹配到手术

机器人的控制关节以实现自然的手术技能传递过程。

研究目的 

在本项目框架内，我们希望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办

法。此外，在不对设备进行重大硬件调整的前提下，

我们将开发与当前大部分机器人手术系统兼容的新功

能，同时保证操作者作为主要决策者的原则。具体来

讲，项目研发内容例如包括，旨在开发能够处理不同

应用的稳定、高透明度的触感双边遥操作手术的策略

方向；手术医生与被操作机器人的阻抗匹配；基于医

生动作数据收集的机器人辅助遥操作外科手术的学习

能力。

通过本次合作，中法研究机构和临床合作伙伴，

将携手研发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智能的机器人辅助

外科手术系统。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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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4日至17日，法方研究人员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理工
大学再一次联合开展了工作会议。会议围绕着小行星太空探测与相关仪器展
开。同期，来自IMCCE的行星动力学专家Daniel Hestroffer为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们
进行了授课。

来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同事正在研究“郑和号”探测任务的实施。该
任务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资助，正在国家航天局的审核中。该任务将探测：
一颗近地小行星与一颗主带彗星，并在三年内实现小行星2016HO3与2008EV5的
取样返回。此外，团队计划在之后的七年对主带彗星133P/Elst Pizzaro或288P进行
深入研究。发射窗口预计为2022年或2024年。

  来自LESIA的M. A. Barucci与M. Fulchignoni以及来自
IMCCE的 D. Hestroffel 于2016年12月参加了北京理工大
学组织的教学活动与相关会议。坐在M.A.Barucci教
授旁边的是来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CAST）“郑
和号”小行星探测任务与嫦娥二号探测任务的负责
人黄江川教授。                                          

2018年1月，巴黎天文台团队受北京空间科学研究所以及中科院国家空间中心邀请，前来北京参加了为期两天
的研讨会。参会人员包括来自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与中国的相关专家。会议讨论了开展小行星以及彗星探
测任务的必要性。会议同时讨论了关于太阳系小天体的未来太空任务路线图。会议成果包括一篇近30页的总结文
章，刊登于2018年7月第11期的《太空》杂志。

届时，中法科研人员也举办
了多次会议。此外，北京空间机
电研究所副所长范斌借此机会授
予了M.A. Barucci教授“郑和号”
探测任务的合作聘任书。

2017年5月9日至10日，中法团队
在巴黎再一次召开工作会议。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国际关系处副处长ZHANG 
Yinan女士参与了会议。通过一份关于
未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多位法国科
研人员被邀请作为“郑和号”任务的
合作伙伴。借此机会，10298号小行星
被荣誉命名为“黄江川星”。

2018年9月，团队在巴黎
就“郑和号”的法方共享仪器
与探测目标的选择问题举办了
会议。学术会议以在巴黎市区
的一顿愉快的晚餐作为结束。

2 0 1 9 年 4 月 1 7 日 至
19日，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邀请法方团队参与
了在北京举办的关于月
球与空间探测的国际会
议。A. Doressoundiram受
邀介绍小行星探测的科
研意义。

  2018年9月于巴黎

2018年于北京  

LESIA (空间研究与天体仪器实验室) 隶属于巴黎天文台，同时也是法科研中心的科研混合单位之一 (UMR-8109)。

LESIA实验室的四个管理单位 :

巴黎天文台（隶属单位）；法科研中心 ；索邦大学；巴黎第七大学

LESIA实验室是法国天体物理学领域最大的实验室之一 (拥有学科约12%的研究人员)。至2019年1月，实验室共有249名

员工其中132名为常驻员工。

• 来自法科研中心或高校的研究员/教师-研究员共70人

• 来自法科研中心或高校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共62人

主要研究目标与方向 :

• 空间、地面科研仪器的的设计与建造

• 对观测仪器得到的数据与信息进行科研解读与挖掘

• 研发针对空间、地面仪器的先进技术

LESIA

http://lesia.obspm.fr/-Presentation-du-LES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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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上)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CMC)是法科研中

心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共

同管理的一个研究中心。学界习惯将其简称为“中国

中心”，其任务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开展对中国

的研究，并按照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方式进行

科研教育。在注重跨学科和横向研究的同时，法国近

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覆盖历史学、人类学、

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中心对中国的研

究是建立在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实地调研之上的。该

方法的特点是，从现代社会和历史背景两方面出发开

展研究，充分发挥两方面的互补性。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起源 

起初，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为法国高等研究

实践学院第六系，成立于1975年，是索邦大学的姐妹

机构，其第一任院长是Fernand Braudel。研究院围绕著

名的“年鉴学派”，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复兴。除历史

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语言学外，研究院还

从跨学科角度进行文化领域的研究。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得益于两个研究中

心的合并，分别关系着法科研中心的两个研究团队：

一为Jacques Guillermaz于1958年创办的现代中国研究和资

料中心。该中心以二十世纪中国及社会历史的研究见

长，围绕该研究方向，中心收集了大量关于现代中国

的文献。Lucien Bianco、Marie-Claire Bergère、Pierre-Étienne 

Will分别担任过该中心的主任；一为1985年由Michel Carti-

er创立的中国社会比较研究中心，直到1996年，他一直

担任该中心主任一职。该中心通过比较法对中国历史

和文明开展研究。1956年问世的《汉学书评》也由该

中心负责出版，其历任主编包括Piet van der Loon 和Don-

ald Holzman。

1996年至2004年间，在双方研究人员Yves Chevrier和

Françoise Sabban的推动下，上述两个研究中心完成了合

并过程。

2006年，在法科研中心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

院的推动下，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朝鲜、日本

研究中心完成合并，成为第8173号科研混合单位“中

国、朝鲜与日本”。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CMC）是一家科研混合单位（UMR 8173），它是法国在东亚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大
的研究中心。2006年，在三家研究中心1合并后，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的研究范围覆盖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多门学科。其研究目的在于打破目前对东亚的认知，将其当作一个独立的、具备特殊活力的整体
看待，而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映射或回响。本期我们将对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进行简要介绍，并在下一期杂志
中刊登一篇对项目主任柯安娜的采访文章。通过介绍她撰写的众多著作与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我们将着重介绍中
心的工作组织以及研究成果。 

1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CMC），朝鲜研究中心（CRC），日本研究中心（CRJ）。

2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Anne Kerlan | 柯安娜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在职编内成员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隶属机构: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隶属中心: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隶属实验室:“中国、朝鲜、日本”
联系方式：anne.kerlan@cnrs.fr

研究课题

  中国电影文化史 
  中国视觉文化史（帝国末期至民国时期）
  艺术家和文人史（民国时期至毛泽东时期）

研究地点

  北京、上海
团队顾问

Monique Abud, Alain Arrault, Chayma Boda, Paola Calanca, Luca Gabbiani, Marie-Paule Hille, Cathe-
rine Jami, Anne Kerlan, Katiana Le Mentec, Sandrine Ruhlman, Delphine Spicq, Aël Théry.

更多信息： http://cecmc.ehess.fr/index.php?3298 

新科研混合单位实行联合管理，由Christian Lamour-

oux管理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由Isabelle Thireau担

任混合科研单位的主任（至2008年）。2008年至2011

年，科研混合单位的主任由Elisabeth Allès担任；2012

年至2015年由Frédéric Obringer担任；2015年至2017年由 

Xavier Paulès担任；2018年2月至今由Anne Kerlan （柯安

娜）担任。 

教学

通过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博士生学院和

东南亚（AMO）专业硕士，研究中心积极开展教学活

3 http://cecmc.ehess.fr/index.php?2763 
4 如需咨询，请联系Monique Abud。 monabud@ehess.fr

动。教学以学术报告会、博士研讨会等为基础，旨

在培养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

究型人才。

中心至今已发表了众多主题多样的出版物3。

中心的公开档案库汇集了中心成员的资料（文献、

预出版物、著作章节、研讨会记录）。通过该公开

档案，还可查阅中心发表在开源科研文献平台HAL-

SHS 的出版物4。 z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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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niel Raichvarg, 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学CIMEOS实验室信息通讯科学荣誉教授。 

 联系方式：daniel.raichvarg@u-bourgogne.fr

以大豆为主要食材
的菜单，法国动植物
驯化社团, 1910

 李煜瀛，科学家、实业家，1921年与教育家蔡元培一
同创办了里昂中法大学© Domaine public USA 

 © Domaine public

«Silkology Initiative»   

据中国政府介绍，“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

重新解读古代丝绸之路，赋予其新的生命

力，深化中国与众多国家的经济关系，推动各领域全方

位合作。虽然“一带一路”被视作媒体宠儿，经常作为

新闻头条被广泛报道，同时或多或少带有政治意涵。但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丝绸之路上交换的不仅仅是经

济物资，还有知识。

作为丝绸之路的象征，

丝绸被知识界的各领域视

作“产生来源”并且带有

各式各样的附加价值：蚕

及其养殖、民间故事、丝

线、纺织相关职业、装饰

纹样等。

丝绸的附加价值还体现

在艺术及文化领域，例如

饮食、健康、农学、植物

学、哲学、艺术与技术、

工作安排等，这些知识也

在这丝绸之路上往返流

动，并且比货物流动更加

活跃。

大豆制品的技术及其衍生

文化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一路

西行，并在法国生根发芽。

在历史上，大豆及其衍生食

品 (豆浆、豆腐) 在制作技术

与文化上实现了双向互动。二

十世纪初，在众多来自中国

的移民中，李煜瀛在蒙塔基

农业学校（Montargis）进行学

习。之后，他在巴斯德研究所

与化学家Gabriel Bertrand共事，

随后，他在拉加雷讷克隆布市

（Garenne-Colombes）开办了第一

家大豆衍生品工厂，并在巴黎开了第一家素食中餐厅。

就像巴斯德申请了专利一样（巴氏灭菌法，1865年），

李煜瀛也申报了一系列和大豆及其衍生品(香肠、面条、

巧克力)相关的技术专利。 

李煜瀛从1920年起就开始尝试在北京创办首个巴斯

德研究所，按照其工厂的“学徒”模式，他推动建立了

里昂中法大学。他的一生经历丰富，且具有教育意义！ 

撰文：Daniel Raichvarg1

丝绸之路，跨学科构建与传播知识的研究沃土

该跨学科“倡议”旨在通过中法研究人员，以及来自

丝绸之路沿途其他国家（巴撒克斯坦、泰国）的研究人

员的国际合作，开拓新研究方向并推广全新的研究价值。

此外，“倡议”将最大程度的通过研究为公众服

务。“倡议”的第一次活动将于2019年11月4日至5日在

巴黎北部的人类学之家举办，本次活动由Jean-Pierre Raffa-

rin(创新展望基金会)发起，内容包括圆桌会议，如“企业

“丝路学”倡议（Silkology Initiative）旨在对上述一系

列相关方面进行探索。这一倡议不仅被视为丝路历史变

迁的博物馆，基于各种传播交流模式（口口相传、数字

媒体或大众媒体传播），它将成为展望未来人文社会学

科发展的开拓者。

丝绸艺术及衍生周边曾服务于各国家、城市的外

交，并推动了非正式友好关系的建立，进而促进正式外

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增强区域适应性做出贡献。

  研究计划共由五个工作组组成：

  物品、习俗和知识的流通 

联系人: Gilles Fumey,索邦大学SIRICE实验室；Lucile Desmoulins,  巴
黎东部马恩-拉瓦雷大学DICEN IdF实验室 

  纺织品、时尚和设计 
联系人: Aziza Gril-Mariotte,上阿尔萨斯大学CRESAT实验室；Anne Gom-

bault，法国马赛波尔多商学院工业创新及文化研究中心

 手工业及工业 

联系人: Philippe Bouquillion, LabSIC, 巴黎第十三大学SIC实验室；Jean  

Vigreux，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学Georges Chevrier中心 

  旅游文化线路 
联系人 : Nathalie Fabry, 巴黎东部马恩-拉瓦雷大学DICEN 实验
室；Martine Clouzot, 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学Artéhis实验室 

 交流与创新城市 

联系人 : Françoise Paquienséguy, 里昂ELICO实验室；Olivier Galibert，勃
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学CIMEOS实验室  © Iris Leroyer

为了启动“丝路学”倡议项目，团队联合巴黎北部人类学之家、第戎人类学之家、里尔欧盟人类学之家，共同策划了
本次活动：活动将于11月4日至5日举办，获取更多信息，请点击 MSH Paris Nord2. 

« 笔直大道...  

...还是蜿蜒小径 »

2 https://www.mshparisnord.fr/event/colloque-silkologies/

巴黎艺术桥
© Paris CherryX - Wikimedia commons : licence CC BY SA 

杭州西湖湖面上的廊桥 © D. Raichvarg 

 <蚕的童话故事> ，从
奢侈品工业到儿童读物 
(1997)   © D. Raichvarg

及人文社科学研究”、“丝路和新价值链”、“

培训与教育”、“丝路.创新转换链”。届时，

研究人员将围绕着五个主题展示他们正在进行中

或是未来计划进行的相关研究工作。在本届活动

中，还将展出“丝绸与绢豆腐多样性”，它是

植物艺术家Iris Leroyer围绕着“桑树-蚕”主题的

关于丝绸与人的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Emmanuel 

Chamouton主厨用绢豆腐制作的美食。Iris Leroyer

的上述作品曾在文化合作公共机构（Terre de Louis 

Pasteur）的展览“蚕：科学之虫”中展出，该机

构针对丝绸之路与蚕的研究于十九世纪末。z

http://cimeos.u-bourgogne.fr/
https://www.mshparisnord.fr/event/colloque-silk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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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集成技术 

光纤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把信息从地球一端

传到另一端还有比光更快的介质吗？但是，

光的储存很难实现：如果让一束光在其他光束传播的

时候静静等待，那么它早就消失了。根本不可能让它静

候！就目前我们对光传输的了解，同时传输大量信息的

情况并不鲜见，某些信息会排队等待被传输，这时就需

要对其短暂保存。按照老办法，信息存储的实现需要额

外的一根光纤，其长度取决于延迟的时长。然而，为了

直接实现这种功能，专门研究已经展开，科学家正探索

使用直径仅为几微米的微共振延时线的可能性。 

现在是9点13分，距介绍模拟结果，还有几分钟。近

两周，我一直在使用环形结构（图1）进行模拟.

我来到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只有一个目

的：找到最优的设计——获得最长的延时，同时尽可能

保证最小的体积。

有时候只需静待时机的到来，一个很小的契机使我

完成了光学研究所研究生院（等同于硕士一年级）第二

学年的年终实习。实习地点是C9联盟成员下辖的实验

室，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管理。如今，大部分法国

高等专业学校将国外经历视为先决条件，中国成为了我

的目的地。我的中国之旅始于一封邮件，它让那些巴黎

地区的实习黯然失色——Photonet国际科研网络的框架下

的中国实习。这与我之前想的完全不同，但我当时在找

一份独特的经历，以便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我还是

毫不犹豫地发出了申请。

几次谈话后，我就对这趟未知的旅程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而且我对中文毫无概念，

对中国文化只有模糊地了解。真是一场华丽地冒险。指

引前进的就是我的专业知识和对深入光子集成领域前沿

课题的渴望。

之后的三个月，我和一群硕士、博士研究生一起，

完全沉浸在杭州的浙江大学。我们的项目强调自主性和

主观能动性，这在研究领域来说，是个好兆头。

理想的环境

和法国类似的实习不同，当我们傍晚走出实

验室，回归日常的舒适生活，一切并没有因此停

止。因为这次实习的地点完全超出我们的认知，

一天中的每一步都堪称奇遇。这足以解释，为什

么寄封信会成为周末的目标，独立会成为一周的

目标，交友会成为整个实习期间的目标。

实际上，在这所全球知名的学府，一天之内

不结识新朋友是很难的。充满好奇心的留学生和

校园内中国学生的热切欢迎，使这次实习成为我

最充实的一次经历。英语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在

撰文：Faustine Von Kanel2

Photonet1项目框架下的中国奇妙之旅 

1 IRN Photonet: 中法光子与光电子学国际科研网络,

 Sino-French Photonics and Optoelectronics network (http://www.photonet.cnrs.fr/welcome) 
2 Faustine von Kanel在中国完成了光学研究所研究生院的第二学年实习；

 联系方式: faustine.von-kanel@institutoptique.fr 
 

  图1: 由光电硅绝缘材料制成的环形共振器"add-drop"

就餐期间，你不难发现，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学生出于

对新文化抱有的共同热情，在热烈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每遇到一个难题，都应当从个人和

专业的角度质疑所有新工作方法。每个对自己未来怀有

疑问，渴望找到具体答案的学生都应该试试这个方法。

实习期间收获的人脉，不仅构成了对未来的展望，还意

味着日后同资深研究人员和现在仍是学生的准研究人员

开展合作研究成为可能。

中国文化的第五元素

浙江大学地处杭州市，距离著名的西湖仅有几公

里。一元纸币的背面印的就是它。丘陵上的花茶园与湖

水相映成趣，面对如此美丽的风景，怎么会不为之倾倒

呢？在初夏的暖阳下散步，邂逅传统合唱团、画家，还

有热情洋溢的广场舞人群，这便是实习期间的周末。

至于日常生活，我不得不感概，中餐不仅品质高而

且种类丰富：再见叉子，而幸福就在那数不清的必吃菜

肴里。不管是在学校的八个餐厅还是杭州城内无数的餐

馆，都新鲜感十足。要了解一个国家，还有比烹饪更合

适的途径吗？

我并不想以导游自居，我仅希望借此机会向大家介

绍此次科研之旅的开展背景。并强调一点，科研实习结

识的人脉和实习本身一样重要，它们会丰富你的经历，

如果实习地点是在一个环境、文化截然不同国家，当然

是锦上添花了。这趟经历丰富了我的阅历，基于这一点 

，我会把它推荐给所有希望开拓眼界的学生。

充满前景的项目

充满前景的项目

当今环境下，年轻人的学历越来越高，在国外知

名大学的经历会为学历增光添彩。中法机构间开展这

种交流，对众多学生而言，是一个自我完善、构思职

业规划的良机.

最后，如果说我只能记住一件事，毫无疑问，那

一定是小组成员。在此类机会中，人脉一定会为专业

经历增色，并让此次出差不仅仅局限在实验室研究层

面。我要感谢Eric Cassan先生（纳米科学及纳米技术中

心（C2N）教师-研究员）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获得

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经历；还要感谢郝然先生(浙江大学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副教授)，是他的实验室向我敞开

了热情的怀抱。

我希望，Cassan先生为推动两国交流所作出的卓

越贡献有一天能够以双方学生定期交流的形式得到回

报。我坚信，这种交流能够开拓视野，并为当前的研

究项目带来丰富的思想碰撞。不管是对渴望丰富经历

的学生，还是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我所经历的这种

交流都是一个理想的方案。z

IRN Photonet :中法光子与光电子学国际科
研网络

该研究网络有三个主要科研课题，它
们之间联系密切，分别是：光子集成技
术、纳米光子技术、光子材料。 研究的
第一层面主要包括硅光子、光子集成电
路、光电信号处理、光电传感器；第二层
主要研究纳米光子结构的上游属性（超材
料、纳米天线、等离子体）；第三层面则
通过开发新材料，特别是纳米材料，给予
第一和第二层面支持。因此，课题旨在将
理论研究和参与团队经常遇到的实际情况
结合起来。

启动时间: 2015年1月1日

法方负责人:  Béatrice  Dagens  和 Eric Cassan.

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2018年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中国合作进展情况》 (p.126-129).  

网址: http://www.photonet.cnrs.fr/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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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至2019年初，我们见证了多个重要中法双边大事件的发生。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2019年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四届中法科技合作联委会。在2018

年10月与11月期间，法国国家教育、高等教育暨研究部（MESRI）与多所法国科研
机构就此次会议展开了相关准备事宜。其中，法科研中心参与了多次会面的准备工
作，这些会面促进了未来几年内中法双边科研合作的战略制定。

届法国教育部部长 Frédérique Vidal 来华之际，法科研中心主席与其共同庆祝了中
心成立80周年，参加晚会活动的还有百余位来自中国科研界的精英及权威人士。此
次活动作为中心海计划在外举办的80周年庆典的第一场活动，充分说明了与中国的
科研交流对中心的重要性。就像中心主席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所强调的那样。值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法之际，中心主席应中国人民日报邀请，撰写了关于中法科研合
作的文章。

本期专栏同时对中心在华科研合作相关的最新统计数据进行了介绍。

李岚珩

A. Mynard 

“

”

法科研中心在中国
 法国教育部长F. Vidal与中国教育部部长王志刚，中法科技合作联委会第十四届会议。

专栏

 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续写两国科技合作新辉煌

 CNRS在北京举办成立80周年庆祝晚会

 法科研中心与中国间的科研人员流动与书目计量学 

  2018年最新统计数据

 目录

  法科研中心成立80周年庆祝晚会，法国大使官邸（北京，2019年2月25日）

从左至右：A. Petit（法科研中心主席），F. Vidal（法国教育部部长），J.-M. RIPERT （法国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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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研中心与中国

续写两国科技合作新辉煌

法中两国科技合作源远流长，两国科技

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往来。其

中，已孕育出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3位菲尔兹奖

获得者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就参与了100多

项与中国的合作项目。

我到访过中国5次，其中3次是为了筹备今年2

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法科技合作联委会第十四届

会议。之所以为这次会议来回奔走，是因为我坚

信，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需要与中国同行开展更

多合作。每次访华，我都希望传递鼓励两国科技合

作不断向前的信心。我们中心每年有超过1500名研

究人员来中国进行科研合作，在中心下属的实验室

里，也有1400多名中国博士生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和

交流。 

中国科技快速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技术突

破，让人惊讶又着迷。我认为这些成功背后有两个

重要因素：一是中国不断增加的科研投入，二是投

身科研的人员非常踊跃。据统计，中国有超过400

万人从事科研工作。高投入带来高产出，中国的研

究人员数量、专利申请数量、科技出版物数量都在

国际上处于领先行列。正是因为这些成就，中国成

为我们重要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 

法中科技合作遍地开花。两国合作研制的首颗卫

星——中法海洋卫星去年10月成功发射，中法天文卫星

预计于2021年完成研制并发射，法中在航天航空领域合

作成果丰硕。近年来，两国在医疗卫生领域联合研究涌

现出新模式。2013年10月12日，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

在广州医科大学正式揭牌成立，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科

学家朱尔斯·霍夫曼担任该所荣誉所长，这意味着法中

两国在天然免疫、过敏与炎症和肿瘤转化医学等方面展

开深入研究。此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还希望未来

有更多像“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一样的联

合实验室成立。 

撰文：Antoine Petit，法科研中心主席 
翻译整理：李琰，人民日报

值国家主席2019年3月24-26日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人民日报邀请法
科研中心主席Antoine Petit先生撰写一篇关于双边科研合作关系发展的文章。
该文章作为中法关系特别版的一部分，得益于人民日报李琰编辑的翻译整理，
以中文进行了刊登。在人民日报法文网页上，您同时可以找到该文章的法文原
版。

 在中法科技合作联委会第十四届会议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
席安托万·佩蒂（左前一）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代表签署
合作协议。 

在法中科技合作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的良好合作也在突飞猛进

地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法中两大科研机构牵头，

对青藏高原板块的地壳运动展开联合研究，积累了很

多地震预测的数据和宝贵经验。1997年，法中信息、

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成立，这是两国间创建

的第一个联合实验室，这种高质量的合作极大丰富了

法中科技合作成果。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国高校科

研能力的快速提高，这推动我们加强了与中国高校

研究单位的科研合作。中国提出了“双一流”建设

目标，我想这项以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政

策，不仅将加强中国高校的科研能力，也将促进法

中两国高校的科技合作。

2018年6月，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部长

弗雷德里克·维达尔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席

安托万·佩蒂（左一）在上海参观中法联合成立的

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E2P2L）。

今年是法中建交5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

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密集的高层互访，无

疑会促进双方全方位的互惠合作。我们相信，此访

将带动法中科技合作围绕更多重大项目深入开展，

走向新的辉煌。z

 2018年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右一)访华时参观了CFOSAT
卫星测试组装车间。

 法中科技工作者在一起做土壤层研究。

 2018年6月，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克·
维达尔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席安托万·佩蒂（左一）
在上海参观中法联合成立的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
（E2P2L）。 

 Jules Hoffmann教授，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图为其参加2017年法科研中心在中国举办的晚会活动。

http://french.peopledaily.com.cn/Chine/n3/2019/0326/c31354-9560658.html
http://french.peopledaily.com.cn/Chine/n3/2019/0326/c31354-9560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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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RS在北京举办成立80周年庆祝晚会

法科研中心首场在外国举办的成立80周年庆典活动于2019年2月25日在北京顺利举行。适逢法国教育部部长
Frédérique Vidal女士来中国参加中法第十四届科技联委会（COMIX），并在当晚出席了晚会。法科研中心在华有近
百项进行当中的合作项目，其与中国科研联合出版物数量占中法科研联合出版物的72%。因此，本次晚会的举办
更代表着法科研中心对其中国合作伙伴的问候与感谢。晚会上，法科研中心主席Antoine Petit先生也调调到“科学
推动着我们在各个领域取得进步”。这也是法科研中心围绕着以下五个愿景，庆祝成立80周年的口号：更多顶尖
的学术合作伙伴，更加贴近经济界与社会界，继续增强狂学科性与国际开放性。z

法科研中心与中国间的科研人员流动与书目计量学

2018年最新统计数据 

撰文：D. Journo, 李岚珩

 
从书目计量学1来讲，法国的各项排名较此前并无大变化：中法科研联合出版物占中外联合出版物总量的

4,4%，排名第七。其中，法科研中心与中国联合出版物数量占中法总量的71%。美、英、澳、加四国与中国
联合出版物占中外联合出版物总量的75%。2018年，法科研中心下属科研人员访华人数略微下降 (-4%)，且多
数访问任务的城市位于北京以及上海。另一方面，法科研中心法国方面接待的中国研究人员人数大幅增长，
尤其是博士生(+9,8% ，共1491人)。

2016-2017，据法科研中心统计,中国科研出版

物共322741份，其中26.1%为国际联合出版

物（共84365份）。此前2015-2016，出版物总量为

294719份2（其中69869份为国际出版物）。这无疑说

明了中国在智力产出方面实力

的日益增长（总出版物数量增

长9.5%，国际联合出版物数量

增长20%）。然而，相比其它

大型科研知识产出机构(法科

研中心国际出版物占总量55%

以上)，中国的国际出版物比

例仍然较低（26%）。但是，

中国国际联合出版物的年增长

速度几乎与世界平均水平保

持一致（2015-2016年为25.9%

，2016-2017年为27%）。

2016-2017年，中国科研出版物占世界总量的

21.78%3，较此前同样呈增长趋势（20.28%）。正常

来说，我们应该对中国科研出版物的影响力进行更

为精细的研究，以对现有数据、信息进行补充。

1本文数据来源为法科研中心负责科学计量相关问题的部门(CNRS/SAP2S)，并由中心中国代表处进行数据分析。其中人员流动数据为2018年

统计数据，而书目计量学数据为2016-2017年数据（上一个完整的统计年）。法科研中心SAP2S部门为法文“科研展望与政策支持服务处”缩

写。

2该数据为更新后数据，2018年收到的数据中关于2015-2016年度的数据与此前收到的数据有细微差别（总276699份出版物，其中国际联合出

版物69869份）:当SAP2S部门收到当年新的数据时会对之前的数据进行修正，因为有些出版物在出版几年后才被录入到数据库中。

3 2015-2016年世界科研出版物统计共有1452743份，2016-2017年1481596份。 

 2010-2017年中国科研出版物总量与国际联合出版物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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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以及法科研中心方面，2016-2017年的书目

计量学数据几乎与此前持平4。中法联合出版物共计

3794份，按照国家顺序排名位于第七位，仅次于日本

(6,8%) 与德国(7,2%)。与2015-2016年度一样，美、英、

澳、加四国与中国联合出版物占中外联合出版物总量

的75% 。

2016-2017年，法科研中心与中国联合出版物数量

占中法总量的70.1% 。

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访问中国概况况

在2010-2015年间，中心访华科研人员数量基本固

定。在2016年，该数据有大幅增长（20%）。该增长趋

势在2017年同样得到了维持，但增幅很小：共计1550

次（2%），仅占中心科研人员国际访问总次数的2.6%

。2018年，中心访华科研人员数量有所下降，共计

1487次。

从学科分布上来看，各研究所人员访华情况与

2017年相近。共有7所研究所的访问人数占总数比例

超过10%，按顺序依次为：化学研究所-INC(262次，

占总数17.6%，与2017年持平)，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

所-INSIS（188次，占总数12.6%），国家宇宙科学研究

所-INSU（184次，占总数11.2%），物理研究所-INP(173

次。占总数11.6%)，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INSHS（167

次，占总数11.2%），生物科学研究所-INSB（162次，

占总数10.9%），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IN2P3

（113次，占总数7.6%）。

其余三所研究所的情况分别为：国家数学与交互作

用研究所-INSMI（96次，占总数6.5%），信息学与其相

互作用研究所-INS2I（70次，占总数4.7%），生态与环境

研究所-INEE（58次，占总比3.9%）。

4 需要注意的是，从2012-2013年起，中心分析指标的来源为汤森路透开发的大型综合性、多学科、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 

(WoS)。具体来说，从2012年起，中心书目计量学分析不仅包含科研论文，还包含信函、笔录与其他类型综述。数据库的开发者认为更全的科

研出版物覆盖面可以更好地统计工程学、信息学领域的科研文献。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与之前一样，统计只包含小部分人文社科领域的智力产

出。

 中国国际联合出版物合作国家前20位排名（2013-2017），以及联
合出版物占总数比例

 法科研中心科研人员访华次数&法科研中心科研人员国际访问
次数对比 (2000-2018) 数据来源：Sigogne, BFC ; 数据处理：SAP2S

 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访华人数&访华人数占中心总国际出访人数
的比例 (2000-2018) 数据来源：Sigogne, BFC ; 数据处理：SAP2S

各年份对比来看，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访华次数

在2018年增幅最大。

从访问人员地理区域来源来看，三分之一的研

究人员来自法兰西岛大区（498次访问），其次为奥

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116次），阿尔萨斯大区

（90次）。如果把这些数据与科研人员出发城市结合

分析，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540次访问是从巴黎

以及法兰西岛大区出发，92次从图卢兹出发，91次从

里昂出发，78次从斯特拉斯堡出发。

 法科研中心2017-2018年各研究所访问中国人数变化

至于法科研中心访问人员在中国的目的地，大

部分位于中国的重要科研区域，例如北京（382次，

占总数26%），上海（318次，占总数21%），广州 

（91次，占总数6.1%），武汉（92次，占总数6.2%）

，南京（73次，占总数4.9%），西安（65次，占总数

4.4%），香港（63次，占总数4.2%）等。值得指出的

是，由于访问人员每次可能访问多个城市，这点在法

科研中心的统计表单中并没有表现的特别清晰，因此

该统计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

此外，2017年，东北（黑吉辽）、西北（陕甘

宁）、西南（云贵川）地区鲜有中心研究人员的访问

行程。

中心访华人员在中国平均停留时间为16天，长短

期停留人数差异较大。2018年，停留时间超过30天的

访问次数明显减少（128次，较2017年的164次于2016

年的146次）。7-30天的访问基本持平（218年共计

1025次，2017年共计1011次，2016年共计965次）。

总体来说，人文社科领域于数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访问

时间更长。2018年，五月与十一月为访问高峰，各计

164次与282次。

 2018年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访华目的城市（访问数大于十次的城
市）*数据由法科研中心中国办事处根据访问表格统计并处理。

 法科研中心访华研究人员隶属研究所分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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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访华月份分布。

促成这些访问的动机很显而易见，但是从统计角度

来讲，该点仍有待分析。

中心人员访问所需填写的表格基本是以选择题的形

式进行信息收集的。如果研究人员的访问行程在多个城

市或有多个目的（例如，学术交流，项目合作工作开

展，初步性访问，实地调研等），目前的填写表格就不

能很好的反映实际情况。所以，44%的已收集表格没有

明确访问目的。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三分之一（30%，

长久以来较稳定）的访问与学术交流有关（论坛等），

仅16%的访问与正在进行中的合作项目有关。

法科研中心接待中国研究人员概况

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法科研中心下属研究单位

 法科研中心接待的中国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学科
分布 (2018)

目前共接待1491(+9,8%)名中国博士研究生与134名博士后

人员。中国博士生人数约占中心接待总外国博士生人数

的13%。其中，60%的中国博士生在以下三所研究所从事

研究工作：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信息

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所。

从人数上看，中心2017年共接待了126名中国博士

后，2018年为134名，呈微幅增长（6%）。需要指出，

根据SAP2S指出，在实际操作中，博士后人数统计有可

能与签署短期聘用合同的研究人员统计相混淆。

此外，从下面对比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心接待

外国研究人员的研究领域与其中中心接待的中国研究人

员的研究领域有着明显的区别。z

 法科研中心接待的国际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学科分布 
(2018)

中法工程师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法联手合作高等教育，推动创新研究发展

根据2003年发布的《中外合作办学
条例》中鼓励高校开办联合研究机构的政
策，2005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BUAA）
联合法国中央理工集团（GEC）创办了北航
中法工程师学院。其中，中央理工集团由五
所理工大学组成（巴黎中央理工大学、里昂
中央理工大学、里尔中央理工大学、南特中
央理工大学和马赛中央理工大学）。 

国际项目与研究活动

中法工程师学院隶属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该学院为国内外的优秀学生提供了一个卓

越的成长平台。学院实施法国传统的“预科（2年）-

工程师（3年）”与我国“本科-硕士”相融合的本-

硕一贯制培养模式。2010年，中法工程师学院的硕士

项目获得法国教育部工程师职衔委员会（CTI）为期六

年的资格认证，并于2016年延续至2022年。因此，中

法工程师学校的毕业生会被同时授予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的硕士文凭和中法工程师学院的工程师文凭。

为了给中法工程师学院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硕士

教育，自2007年4月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多个实验

室与法国中央理工集团（GEC）开展了一系列合作科研

活动，定期举办研讨会（约两年一次），介绍双方的

合作研究成果。2010年5月，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

机信息国际联合实验室成立，简称2MCIS。

虽然该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已经结束，但是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与中央理工集团的合作研究活跃依旧，

且成果丰硕。2018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希望提升其

研究活动的知名度，在中法工程师学院选出了几个中

法合作实验室，就北航和中央理工集团合作的最具创

新性的课题进行专项研究。这些实验室由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的从中法工程师学院或北航其他学院选出的资

深研究人员和中央理工集团的研究人员共同领导。这

些实验室的创立旨在给中法工程师学院的学生（及其

他学院的学术）提供一个开展研究活动的平台。学生

们可以在联合负责人或中法工程师学院的青年教研人

员指导下，完成他们的本科项目、创新项目、教学任

务以及撰写硕士论文课题等的研究。

撰文：Frédéric Genty1

1 教授，博士，中法工程师学院法方主任。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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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验室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杜禹明

是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2012级学生，同时拥有里昂中

央理工大学的双学位，他和他的团队（旷视团队）夺

得了2018 Microsoft COCO挑战赛（常见图像识别）的冠

军，他们的成功离不开数据科学实验室于雷博士(北航

中法工程师学院副教授)的指导。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

2012级学生，蔡文龙，其硕士毕业论文由赵巍胜教授指

导在科赛实验室完成，被评选为北航十佳硕士毕业论

文。 

未来城市实验室是其中最年轻的实验室，于2019年

1月成立。根据巴黎大区和北京市政府签署的协议，该

实验室享受一笔专项资助。在实验室联合负责人Cédric 

Reigenbach的领导下，得益于French Tech的支持，3月22

日，实验室首届研讨会顺利召开。研讨会面向中法工

程师学院研究生，同时也吸引了未来城市环保-可持

续发展领域的中法创新型创业公司。

Air Visual、文远知行（WeRide. Ai）、翼迪投资（Idin-

vest partners）、威立雅（Veolia）、Beijing Security System 

Technology、NuroTM Education、Actility、宽带山（KDS）等

八家企业参与了研讨会。

未来几个月或未来几年，中法工程师学院的研究

活动将会越来越多。其他实验室，特别是应用数学实

验室和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在筹备建设中。J.P. Bertoglio

教授（里昂中央理工大学副校长）和方乐教授（北航/

中法工程师学院）合作建立的力学实验室将于五月份

落成。 z

  
中法工程师学院目前共有4个实验室

中法风险科学与工程实验室：该实验室的联合
负责人是Enrico Zio教授 (巴黎中央理工大学/米兰理
工大学) 和康锐教授 (北航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其课题研究方向为工业工程活动风险的研究及
管控，包括统计数据的处理和工业工艺的优化。

科赛实验室：该实验室的联合负责
人是科赛教授（Gérard Creuzet）（中央理
工集团常务副主席、前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研究员、他和艾尔伯·费尔教授
关于巨磁阻效应的著作为后者获得诺贝
尔奖奠定了基础）和赵巍胜（北航微电
子学院）。其研究方向为固体物理学，    
特别是自旋电子。

数据科学实验室：该实验室的联合负责人是萨波塔教授（Gil-

bert Saporta）（中央理工工程师、前巴黎中央理工大学教授、法国
国立工艺学院教授）和王惠文教授（北航经济管理学院）。其研
究方向为大数据，包括数据挖掘、强化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
络算法数据处理等。

未来城市实验室：该实验室的联合负责人是Cédric Reigen-

bach（中央理工工程师、la  Fresque  du  Climat创始人、可持续发展
和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和黄海军教授（北航副校长、前北航经
济管理学院院长、交通运输领域的专家）。其课题研究方向为新
型城市的发展：交通、出行、热能、环保-可持续的建筑材料…

 数据科学实验室：行为识别项目。
 薄涂层材料的研究和制

造设备。

Key partners in China:

CNRS, a larger European stakeholder in th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 CNRS makes 71% of the Sino-French copublications 
• 1,491 Chinese PhD candidates (134 postdocs)

• 1,487 CNRS scientist visits to China (2018)

100+ joint projects in all fields 
      • 31 integrated co-operative actions (networks, programmes, labs...)

• 16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CNRS-NSFC) in 2018

• 4 Int’l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ANR-NSFC) in 2017:

•  ECRIP- Europe-Chin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artership <<New pathways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s 
medium-sized cities>>

CNRS involved in the two larger 
Sino-French Research 
Satellites CFOSAT (marine data) 
& SVOM (astrophysics)

CNRS Office in China
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N°60 Tianze lu, Liangmaqiao,

3e quartier diplomatique, District Chaoyang, 100600 BEIJING – PRC
Tel: +86 10 8531 2264 / Fax: +86 10 8531 2269 / cnrsbeijing.cnrs.fr Follow Our News!

Universities

Peking Univ.
Tsinghua Univ.
Shanghai jiaotong Univ.
Univ. of S&T of China

Univ. of Hongkong
Chinese Univ. of Hongkong
Sun Yat-sen Univ.
Fudan Univ.

Nanjing Univ.
Shandong Un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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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ing the Limits of Science

CNRS in China 
法科研中心在中国

Signing ceremony of CNRS CEO Antoine Petit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AI Chunli together with PMs LI Keqiang 
& Édouard Philippe. (Beijing, 25 Jun. 2018)

French President E.Macron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satellite assembly site «China-
France Oceanography SATellite» (CFOSAT). Beijing, January 10, 2018.

Name France China

BIOPLATFORM
Catalytic conversion of carbohydrates to diketone 
derivatives: a potential renewable platform 
chemical 

UMR 7285 
(ic2mp)

Huazhong Univ. of 
S&T (Wuhan)

Predict-2D-
NanoMat

Discovery of novel two-dimensional 
nanomaterials using evolutionary algorithm

UMR 6503
(Univ.Poitier)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 
(Xian)

SeaBioP
Seawater based Biotechnology for Bioplastic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UMR 7182 
(icmpe)

Tsinghua Univ. 
(Pékin)

Summit
Sub-micron metallurgy: How intermittent 
plasticity can be mitigated?   

UMR 5275 
(isterre)

Jiaotong Univ. 
(Xian)

CNRS China Office 
publications

CNRS-China Copublications (breakdown by discipline)

Co-operating with China since 1978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UMI E2P2L 
(Eco-Efficient 

Products and 

Processes Lab.) 

is an R&D PPP 

between CNRS, Solvay Company and 

two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taff: 30+).

© SVOM. CNES

© ec.europa.eu

*法科研中心为2019年6月19日

在布鲁塞尔举办的欧洲科研

策略主题研讨会所准备的展示

材料。会议上法科研中心主席

A.Petit发表了讲话。

“Which scientific diplomacy for 
Horizon Europe?  The contribu-
tion of the main players”

3 round tables:

  Europe and Asia: what coop-

eration in a competitive context?

 Innovation, an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for Europe: tools and 

good practices

 European values, an asset for 

the European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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