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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两国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挑战

• 以遏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附属服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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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合作纵览

• 双边环境领域科研合作：未来几年有哪些

 合作重点？ 14-17

签署仪式

• 法科研中心与中科院合作意向书签署：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5

度。

 2020年1月，法科研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就

成立虚拟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内容尤

其涉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环境机制、人类活动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疾病的传播。

该协议将加深双方本已丰富多样、密切的

交流合作。每年，有百余名来自法科研中心环

境研究所与宇宙科学研究院4的科研人员来到中

国参加会议，在实验室开展科研活动或实地勘

测，亦或是开展夏季培训营活动。合作领域大

致可分为以下四类：生物与环境-气候的相互

作用；生态与健康；海洋领域；土地领域。研

究内容包含例如昆虫生物学、微生物生态学，

利用中法海洋卫星CFOSAT卫星数据进行气候建

模等等。

本期中法环境月 «MFCE 2020» 特别刊将着

重展示法科研中心于环境领域在中国的研究框

架，并例举了相关合作项目。

祝阅读愉快！

在 IPBES1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全球范围

内，大自然正在以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速

度衰退，物种灭绝比例不断攀升，并对全球

人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里，将有100万种物种（动植物）濒临灭绝。

在过去的500年间，灭绝的脊椎动物种类至

少有680种。约33%的珊瑚礁、40%的两栖动

物、10%的昆虫处于危险的境地。

2019年2月25日，中法科技合作联委会

（COMIX）第14届会议在北京召开，中法两国

承诺将继续加强在科技，特别是应对气候变

化与保护生态多样性领域2的合作。在本次联

委会背景下，法科研中心被任命为相关领域

的主要倡导者与项目提案机构3。

在此背景下，2019年11月4日至5日，法国

驻华使馆科技处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

态与环境研究所（INEE）、法国国家宇宙科学

研究院（ INSU）、中国科技部联合举办了“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研讨会。以法科研中心

和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体的近三十个中

法科研团队介绍了近十年来在生物多样性、

受关注地区的生物地球化学、大气和海洋科

学、以及生态系统及人类健康领域所取得的

主要研究成果。

本次研讨会同时为原定于2020年11月在昆

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

约方大会（COP15）”的筹备会议。受Covid-19

疫情影响，大会举办时间推迟至2021年第二季

框架性合作

• 地图：CNRS在华环境领域框架性合作项目

  与合作伙伴

•  IRP MicroBSea ：深海微生物

•  IRP MOST ：榕树与榕小蜂：全球变化影响

  下生物相互作用的典型系统

•  IRN EHEDE：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

•  IRP SALADYN：地貌过程与景观动力学

•  LIA MONOCL：季风、海洋与气候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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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被称作“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GIEC）”,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是

一家独立的政府间机构，共有130多个成员国。该机构成立于2012年，围绕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类的贡献、保护和可

持续使用这些自然资源的工具和方法，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的科学评估。
2  见《CNRS在中国》中文版第29期26页。
3  法科研中心同样负责统筹粒子物理领域的中法合作。 
4  INEE : 法科研中心环境与生态研究所: https://inee.cnrs.fr/
   INSU : 法科研中心法国国家宇宙科学研究院 : https://www.insu.cnr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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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E 2020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签署        

《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研究》合作意向书

2020年1月13日

背景

2020年1月13日至14日，法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女士（Frédérique 

Vidal）到访北京，在此背景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内容涉及

两方面，首先，就2020年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召开筹备会议；其次，成立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环境、气候、人类活动及生物多样性虚拟研究中心。

该中心旨在加强合作，培养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青年科研人员。该中心的目标如下： 

  揭示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入侵、疾病传

播的影响… 

   寻找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灾难的方法。

   为《生物多样性公约》(CDB）和《气候变化公约》提供专业的科学意见。

   推动并确保高校的教学和培训，以应对生物多样性的挑战。z

1月13日，在法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
克·维达尔女士（Frédérique Vidal）的见证下，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主席安托万·佩蒂特（Antoine Petit）与中国科学院
院长白春礼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正式签署合作意向书。

中国已知物种及种下单元数达9.8万。

其中，动物界超过4.2万，植物界超过

4.45万。

21.4%的已知脊椎动物物种受到威

胁， 

13.7%为近危（NT）物种。 

10.9% 的高等植物物种受到威胁, 
8%为近危（NT）物种。 

*来源: 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浏览我们的网站，了解法

科研中心在华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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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版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中国合作进展

情况》合作手册。

《CNRS在中国》实验室生活，每年出版 三期，分别有中文、法文两个版

本。本期刊旨在通过时事新闻、合作项目、专题文档、分析等内容展示中心在

中国合作的方方面面。

更多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资料

网站、合作项目手册、期刊...

4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跨越界限

http://www.mee.gov.cn/hjzl/sthjzk/zghjzkgb/201905/P020190619587632630618.pdf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cnrs-<5728><4E2D><56FD>/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cooperation/existant-projects/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publication/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publication/
https://cnrsbeijing.cnrs.fr/zh/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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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危机 ：从科学认知到公共政策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第七次会议关键点

撰文 ：Edouard Michel1，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生物多样性的减退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

战之一。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长久以来都

与其带来的环境影响相互分离,由此造成了大规

模与急剧的生物多样性减退。尽管某些物种的

消失或濒灭绝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生物多

样性的概念实际上远超于此。每个物种的遗传

多样性是其进化与适应能力背后的原动力,而保

持物种内遗传多样性需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以及个体、物种与物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多

样性。这些遗传特性与生态系统等方面对人类

的生活与社会 (健康、粮食、水、材料、文化

等) 息息相关。

生物多样性的减退不仅是地球上生命形式的

消逝,也是对生物适应、进化、自我延续能力的

危害-包括人类。但是人类社会也可以维持，

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其传播媒介。

因此,我们需要理解并且控制我们对生物多

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IPBES平台的重要性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平台(ip-

bes)于2012年由联合国设立,是一个聚集了国际

科学家与促进政科对话的政府间科学机制,旨在

形成世界范围内对生物多样性所面临威胁的了

解与共识，其原因和影响,以支持公共政策议程

的设立。平台使科学认知与各国政策间建立起

了更为规范的联系。应当回顾的是,自1992年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建立以来各国所做出的持

续的政治努力是实实在在的,却远远不够。世界

各国的目标是在2010年大幅降低生物多样性的

枯竭速度。不仅这一目标没有实现,而且为2020

年确定的许多目标也将有同样的命运。因此,平

台的成立试图通过提高科学认知为扭转这一趋

势作出贡献。

法国被指定为 ipbes第七

次全体会议主办国,在2018

年于麦德林(哥伦比亚) 举行

的上期大会闭会时，本届法

国主办的会议被称为“GIEC 

of Bioversity”。

2019年4月至5月举行的本次会议尤其重要,

因为它将第一次公布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这是

平台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它将巩固平台10年来

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六次评估报告:四次针对

陆地生物多样性的评估,一次针对传粉媒介的全

球性评估,一次针对土地退化的全球性评估。

法国，尤其是法科研中心为这些评估做出了

巨大贡献,它们揭示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并未被人

类所重视的现象。

法科研中心已经参与了大量跨政府气候研究

专家小组 （GIEC）关于气候变化的类似工作,其

科研人员大量参与平台报告撰写、校对和多学

科专家小组等工作,再次成为平台主要专业知识

提供者,而这些工作小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平台

的“科学委员会”。 

1   法科研中心环境与生态研究所 – INEE edouard.michel@cnrs-dir.fr 2   外交部、农业部、生态转型部、高等教育、研究暨创新部。

调研结论十分严峻：1/3对粮食生产至关重要
的授粉物种正在减少或灭绝。75%的土地已经退
化。预计到2060年,90%的珊瑚礁将经历严重退
化。亚洲的鱼类种群如果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开
发,在2048年前将完全灭绝。大部分欧洲动植物
物种正在减少等等。

法科研中心与其它研究机构还参与拟定、协

商、评审这些报告时的国家立场表达。法国生物

多样性研究基金会（FRB）领导平台的法方委员

会及各相关专家的协调组织工作，以为平台提供

有力且一致的提案，FRB同时为法国相关部委2的

筹备工作做出了贡献。 

法科研中心支持其科研人员参与编写平台的

各类报告，中心同时为法国代表团内的集体谈判

做出了科研方面的贡献。

法科研中心在平台的相关工作中致力于：

 将中心相关研究成果纳入平台的知识现状

综述中

 确立影响我们对社会-生态系统认知的根本

问题

 使知识、平台建议与政策导向相一致

 推进知识储备不足的领域的研究内容确定

法科研中心对2018年平台第6次全体会议批准

的第五次报告的贡献正是遵循了以上原则。中心

的研究人员向平台提供了专家意见并为报告做出

了贡献(数据、校对)、 起草修正提案, 并制定公

共政策设立建议等等。中心研究人员也致力于

确立研究领域, 以填补我们的知识空白。 

与GIEC类似,平台向我们证明了基础研究对于
理解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性与制定应对全球挑
战的对策至关重要。如果说现存的许多解决办
法可以减少我们对环境的某些影响,并带来比较
可持续的发展路径，那么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将描绘出真正的可持续性的重要方面, 尽管这些
内容还处于锻造阶段。

环境科学与人文科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越来

越关注于其它多样化因素的影响，使得跨学科

研究领域日益增多。首先在国际层面,例如全球

化与全球变化的影响,其次在生物文化层面,对

社会-生态系统了解程度的影响,最后在时间层

面上,生物多样性减退、生物进化与适应潜力等

问题与可持续性、对后代的责任之间所产生的

矛盾。这些问题处于科研与可持续性挑战、知

识与政策的交叉点上，向我们展示了可持续性

应该建立在国际团结、生态团结和代际团结的

基础上。

在科学和社会之间的 IPBES平台的雄心正

在于此。除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外,巴黎举办

的 ipbes-7还将提出未来十年的新评估计划提

案。202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届会议

（COP15）预计在中国举行,并将为我们带来新

的国际发展方向。这些基于严谨科学研究的议

程将促进新局面的产生。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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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两国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挑战
撰文：Yvon Le Maho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主任、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国国家药学科学
院准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挪威科学与文学院外籍院士；就职于休伯特·居里多
学科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斯特拉斯堡大学）与摩纳哥科学中心。

Yvon Le Maho在斯特拉斯堡实验室担任主任长达十四年之久，之后，他从企鹅入
手，着手研究气候多样性的变化对南冰洋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如今，一味强调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挑战恰

恰掩盖了需要尽快采取行动，阻止正在急速遭受破坏的

生物多样性的事实。其中，生物遗传多样性和宝贵的生

态系统服务的损失已经为此拉响了警报。诚然，气候变

化会加重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但是，正如我们在法兰西

科学院的报告1中所提到的，目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本质

与密集农业、城市化、资源过度开发等人类活动有着直

接关系...面对这一事实，科学界任重道远，2019年11月

初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也证实了这一点。中法双方的合

作具备诸多应对以上挑战的优势。2020年10月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在中国昆

明召开，会议召开在即，使得这些优势显得更为宝贵。

2019年11月初，马克龙总统访华期间指出，保护生

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为中法两国的合作的重要领

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或法国高校科研

人员和中国科学院的合作已具备坚实的基础，双方的很

多合作已长达几十年。我在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中领

悟到一点，要想在研究中追求卓越，需具备一个重要

条件：即具备跨学科的专业知识，用这些知识为研究服

务，且好奇心是研究的首要驱动力。换句话说，不受潮

流的影响。而中法合作恰恰符合这一要求。不受潮流影

响不是件易事，因为潮流会产生重要的科研团体，从而

占主导地位。引导研究重点方向，决定科研资助的，正

是这些主导研究团体。

生物研究的资助情况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非常艰难。当

时，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发展迅猛，而我们一再强调要对

法属南方和南极领地（TAAF）的鸟类、哺乳动物进行长

期监测的必要性，这在当时显得非常过时…压力纷至沓

来，要求我们停止这些监测活动，为那些更加机械的研

究让路…

最近，我有幸为《伟大的历险记》一书作序，终于

能在这本关于法国极地考察2的书中吐露真言，多亏当

时以1901年法律确立的协会身份进行考察，再加上南方

领地考察任务隶属海外省部管辖，我们才能保住科研资

金，逃过被强制停止研究的命运。现在，法属南部和南

极领地的长期动物数据库真让我们羡慕！目前该组织依

托于Paul-Emile Victor法国极地研究所，对于使用机械研究

法进行数据开发，这些数据库绝对算得上是独特优势…

然而，相比对动物的长期监测，目前法国国家科研

署更偏向于资助三至四年的细胞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短

期研究项目，因为前者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

如今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站根本无需羡慕包括地震观

测或南极洲臭氧洞观测网络在内的宇宙科学观测站。但

是，它们背后的人力和资金支持力度却无法与宇宙科学

观测站（法科研中心宇宙科学研究所）同日而语。长期

以来，宇宙科学观测站是靠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运营的。

如果中法团队围绕生物多样性开展合作，其模式可参考

法科研中心宇宙科学研究所的SOFIE虚拟研究所，同时也

需要重新考虑人力和资金问题，以优化长期监测。

众所周知，近一半的药物都是从植物，特别是热带

植物中提取的。至于动物，生物医学研究主要依靠在老

鼠身上做实验，老鼠成为了公认的“标准动物”。十年

前，在盲鼹鼠身上发现了老鼠身上没有的抗癌机制，美

国科学院院报3在卷首语上，对该资助战略的合理性提出

质疑，并呼吁丰富生物医学的实验动物种类。

然而情况并未改善，9月初，诺贝尔奖委员会围绕

该主题召开了一场大会。每个动物物种都是无数惊人

创新的集合体，因为几百万年间它需要适合各种不利

环境因素与变化，也因此成为人类潜在的医学灵感来

源。

中法研究团队已经在生态健康领域有着顶尖的合作

研究，“以生物多样性为出发点，通过丰富实验动物

种类，实现生物医学的创新”亦可成为中法合作的重

心之一。

日新月异的微电子和信息领域

在自然环境中研究动物，指的是研究动物面对环境

桎梏和全球变化，其自身的应对机制。生物信标跟踪

记录（bio-logging）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研究带来了巨大

变革。生物信标跟踪记录得益于微电子和信息技术发

展的日新月异，具体应用为装有跟踪器的动物设备。

通过这种微型设备，研究人员能更好地了解动物的行

为或生理习性，获取人类无法进入地区的环境信息。

随着新传感器的研发，这一领域的研究可谓前途无

量。跟踪记录器越小意味着其对动物的影响越小，但

是，我们仍无法准确估量此种介入对动物的影响。

因此，选取携带和未携带跟踪记录器或更简易的识

别环的动物，对其习性进行对比就成为了关键。换而

言之，为了确定所有介入行为对动物的影响，以及是

否仅仅在操作上对动物产生影响，必须获取“指标”

动物，即未受干扰的动物行为信息。现在，研究人员

可通过射频动物识别技术（RFID）获取以上信息。因为

电子标签（无线电应答器）将植入动物皮下 ，射频动

物识别技术不会对动物行为造成任何流体力学干扰。

通过RFID技术，我们可以看到，从流体动力学的角

度上看，在企鹅翅膀上安装的识别环会对其在海中的

繁殖行为产生阻碍，使其成功率下降约40%4。RFID技术

的出现，能够避免继续使用这种给动物造成创伤和干

扰的方法，例如把条码植入指骨用于识别两栖动物和

小型啮齿动物。这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伦理

问题！

RFID技术主要的局限在于，由于电子标签体积极

小，运行不需要电池，因此它的读取距离很短。所

以，为了让电子标签发出具有识别个体能力的信号（

即其无线电应答器的名字），需要产生射频的天线近

距离靠近它们（根据应答器型号的不同，距离在50cm

左右）以为其提供必须的能量。通过固定在动物经常

出没或必经之地的天线，可轻松识别携带应答器的动

物。

但是，其他情况怎么办呢？如果动物就在那里，

如何在其正常行动时靠近它呢？为什么机器人和传感

器只能应用于在火星或其他星球的生命探测？为什么

不能把它们用于我们自己的星球-地球上生物多样性

的研究之中呢？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动物研究干扰了

其在自然界的正常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科研结论的

偏差，这一问题也显得越发重要。这是一个科学和伦

理学临界线上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机器

人-RFID5。机器人的靠近并不比保护繁殖领地的其他同

类靠近造成更多干扰。至于其他动物，例如帝企鹅，

则需发挥创造性，比如说用假的帝企鹅宝宝把机器人

伪装起来。毫无疑问，每个动物物种的情况都是不同

的，需要区别对待。

但是，想要在不干扰动物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研

究，机器人技术是一条充满前景的方向。我们可以轻

松断言，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将为动物

研究带来变革。中法两国的科学合作应该在这条道路

上开花结果… z



MFCE 2020焦点与应对

10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跨越界限 中法环境月 |  2020 -10 |  11 

以遏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附属服务继续

遭受破坏为己任的研究机制

近五十年是人类历史上，人类与环境关系变化最快

的一段时期。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许多人类活动对生

态系统产生了长久、颠覆性的影响。而如今，许多生物

指数已超出了以往浮动的上下限。今年，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指出，正在

走向灭绝的物种达100万，这意味着，最近几十年，在欧

洲和中亚，消失的动植物将达42%，而海洋生物多样性

所面临的情况更糟，到2050年，90%的海洋物种将遭受

严重破坏。造成生物多样性大规模破的主要原因有，栖

息地的破坏、物种开发（捕鱼）和气候变化。然而，我

们可以通过诸多途径去寻找适合当地情况的方法，以阻

止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

系统附属服务的双重目的。

长期研究机制为研究这一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不

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强的工具。这

些机制以观测和实验为依据，查找文献、量化生态系统

的生物物理组成部分以及寻找预防时空变化的方案发挥

着重要作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法国和全球其他

地区分别建立了这种长期研究机制。这些机制包括人类

压力等级、密度等级、连通水平。

不同的情况能让我们从根本上认识生态和社会生态

系统运作中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推动以行动为基础研究

开展。以下将简要介绍一些面向国际社会的研究机制；

中国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可围绕这些机制开展互动。

在长期研究点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态试验

站（www.inee.cnrs.fr/fr/recherche）为开展短期或长期研究

提供了一切便利和必要的技术支持，甚至还可提供几十

年以来的系列观测报告。这些试验站设在对气候变化和

人类压力极为敏感的地区，如山区、热带地区，它们是

研究当今社会问题的首要工具。

除了地处自然界的设施外，法国生态系统研究平台

（www.ir-ecotrons.cnrs.fr）为国际科研界人士提供全球独

一无二、前沿、技术先进的实验平台。通过对生态系统

中的活动进行自动化、持续的测定，它们适用于加深人

们对特定环境条件下，生态系统运行特点的认知。所得

数据有利于创建、测定生态理论和模型，而后者会反过

来优化实验方法，从而找到并量化进行中的生态活动。

本基础设施的主要目标包括，针对全球变化的不同方

案，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

出的方案，对生态系统的未来做出预测，围绕生态工程

学开展研究。这些科研进步是了解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

以让许多应用成为现实，如模拟活体腔室在调节液体流

动中的作用。

撰文：Dominique Joly

加深对不同组成部分（生物、空间、时间）

的科学认知是深入了解全球变化对社会生态系

统影响、寻找解决之法的根本所在。

Dominique Joly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态与环境研究所大型器材和
基础设施部科学副主任 https://inee.cnrs.fr/fr/institut

对人类-环境冲突进行适应性管理

法国社会生态系统长期研究平台(研究区,LTSER, 

www.za-inee.org)运用长期跨学科法，研究人与环境的相

互作用。该平台提出了“两个界面的连接过程”、“适

应性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在整体景观法

中引入行动开发框架，进而推动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

发展。通过一般的概念大纲，确定该研究方法的形式。

该大纲能根据每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不同进行调整。实际

上，人类活动，特别是对水资源的作用，以及气候变化

可引发大象向保护区外的季节性迁徙。它们甚至长途跋

涉200公里。大象的迁徙为当地居民和野生动物保护行

动带去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万基开展的研究就是为了

更好地分析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管理对人类与大象相互

作用的影响。在研究中，团队找到了一些管理方法，

例如，开辟大象迁徙走廊，这既有利于大象的保护，

也不损害人类活动。

类似方法可以在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和普洱

市推广，在这两个地区，人类和大象之间也存在着相

同问题。“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

究网络（IRN EHEDE）（Patrick Giraudoux）、万基研究区

（Hervé Fritz）和云南财经大学（李丽教授）之间的合作

已经持续多年。2019年11月4日至5日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巩固、

扩展合作进行了交流，并取得了丰硕成果。z

 围绕法国社会生态系统长期研究（LTSER）的概念大纲，汝拉山脉研究区和万基研究区（法国）、西双版纳保护区（中
国）就“人与环境冲突的适应性管理”开展合作，此处具体的研究对象是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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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9日，在经由两国科研团体同意后，中
法空间机构代表决定，大范围的开放数据。有近40个
来自中法或其他国家（欧洲，美国，俄罗斯，印度，
澳大利亚，韩国）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利用CFOSAT观测
结果开展的科研计划或是天气预测领域的应用。这些
研究团队从2019年7月底得到首批数据。随着数据的开
放，参与的科研团队将会越来越多，他们将是该首颗
中法科研卫星观测结果的核心开发者。

对于法国科研人员来说，数据入口为法国国家空
间研究中心（CNES）的测高任务页面：Aviso+。网址为
https://www.aviso.altimetry.fr/fr/missions/missions-en-cours/
cfosat.html »

卫星装有两个雷达：法国的海洋波谱
仪，用于测量海浪的方向、长度和高度，
以及中国的微波散射计，用以分析风力和
风向。除了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和其它
法国机构的资助，法科研中心在CFOSAT项目
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科研领导
方面(INSU/CNRS)。

Danièle Hauserest，法科
研中心科研主任，在LATMOS

实验室1从事研究工作。
作为大气物理学和海洋学
专家，她研发出了若干观
测、分析海洋表面的方法，
以更好地研究影响海洋-大

气界面交换的相关属性。她自2006年起就担任了
CFOSAT和SWIM雷达项目的科研负责人，负责安装
在CFOSAT卫星上的法国科研设备。她于2009年至
2013年期间还担任LATMOS实验室主任一职，并于
2014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法国国家宇宙科学研究
所-INSU科研副主任一职。

中法海洋卫星（CFOSAT）太空行动旨在更好地了解

海洋表面特性（海风，海浪），以及其对影响气候系统

的主要因素—大气和海洋界面交换所产生的影响。通过

该项目，我们可以对一些之前鲜为人知的领域进行研

究，比如海浪对流层，海洋表层以及两极海冰的影响。

作为对已有的其他太空观测的补充，CFOSAT能够为气候

预测、海洋状态预测，大气-海洋耦合建模提供重要数

据。此外，它还能够精准地描述公海的风浪条件，这也

是海浪对沿海地区气候变化影响的决定性因素。

CFOSAT多方面的独创性

首先，这是中法在太空项目领域的首次合作，凝

聚双方顶级专家和设备，以开发和实施全新的太空监

测理念。该卫星配有两个雷达装置，探测波长均为2cm

左右，其中一个用于测量风速（中方研制的微波散射

计-SCAT）另一个（法方研制的海洋波谱仪-SWIM）用于

CFOSAT 中法海洋卫星 
China France Oceanography Satellite
撰文：Danièle Hauser

测量海浪的详细属性（高度，波长和主要波浪方向等）

。这也是首个完全用于全球测量，且同时监测海洋表面

海风、海浪的太空项目。此外，两个雷达设备均建立在

全新的设计理念之上，且从未在太空中应用过。通过围

绕地球垂直轴线进行扫描，它们可以对地球表面进行

360°的测量，其指 获取多样化的测量信息，并使研究人

员可以从中提取出大量有效参数。

卫星由中国建造的长征二号火箭在中国发射升空。

经过约一个月的设备运行情况检查后，卫星将传递科研

数据给专家实验室*进行分析、确认。六到七个月后，相

关数据将会对科研团体开放。

1  大气、环境、太空观测实验室，8190号科研混合单位, 由法科研中心，巴黎索邦大学与凡尔赛大学共同创立。

中法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

本项目由法国国家太空局 -CNES和中国国家航空

局-CNSA共同资助。海洋波谱仪设备由Thales Alenia Space

公司在法国国家太空局的指导下建造，微波散射计则

在中国国家航空局的指导下由中国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NSSC）建造完成。卫星主体由中方制造（DFH）。卫

星数据将传送到法国两个高海拔接收站和三个中国接

收站，并由法国国家太空局和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NSOAS）进行处理和发送。法国方面的地面接收站和数

据处理中心的建造目的在于在收到数据后三小时内实现

数据的传输。

法方科研组织深度参与该行动：法国大气与环境实

验室2 和法国物理与太空海洋学实验室3是海洋波谱仪的设

计者与观测结果（海洋表面，海洋/大气界面交换，极端

气候现象...）使用的开发者。法国气象局4也深度参与

了此项目，尤其在数据使用的准备阶段：设计对观测数

据的分析，以将雷达信号转化为海洋表面参数，验证数

据，为数字化建模做数据准备工作（同化）。

本项目与太空数据处理领域的企业也展开了密切合

作，如ACRI-ST，CLS和Ocean data lab。本项目在国际范围

内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近期在由法国国家太空局发起

位于中方测试实验室的CFOSAT组装卫星。图片上方
为法方设备（SWIM）外部（黄色-橙色的锥形发射器
和反射天线）。中方设备外部位于平台背面，包括
两个背对背安装的水平天线。  © CNES

在图卢兹太空展上展出的
CFOSAT模型 

2017年10月在北京举办科研会议时的项目团队合照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中法卫星
CFOSAT成功发射并进入轨道。

2法国大气与环境（LATMOS）为法科研中心科研混合单位，专注于地表、全球大气层基本物理-化学程

序，大气与地表、海洋以及行星际环境之间界面关系研究。
3法国物理与太空海洋学实验室（LOPS）专注于观测和分析海洋运动及其与大气的关系，研究海洋板块及

沿海区域，及研究其对海洋生物的影响。该实验室是由法科研中心、法国国家海洋研究机构、法国发展研

究所和法国西布列塔尼大学共同创建的科研混合单位。该实验室于2016年1月1日由两个科研混合机构合并

而成。
4 法国气象局“海洋预测”部门。

* 

的一项关于卫星发射一个月后数据使用的科研协

助项目国际招标中，项目组共收到了三十余份提

案。毫无疑问，在数据确认期结束后，相关数据

的高质量与创新性将吸引更为广大的数据使用群

体。z

http://www.latmos.ipsl.fr/index.php/fr/
http://www.umr-lop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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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当前核心科研领域之一。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科学院在合作框架内已开展大量合作。这些项目形式多样 (

单一项目、框架性合作、联合实验室、协议等), 涉及到众多双方下属研究机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与环境主题相

关的合作项目不仅仅局限于法科研中心生态-环境研究所,还涉及众多其它下属实验室(地球与宇宙研究所，人文社科

研究所等)。我们知道,环境与多个学科领域相互交叉影响, 并且不局限于科学研究。

目前，我们可以将中法双边环境合作归为以下四类 :

   生物与环境-气候相互影响性

  生态与健康

  海洋

  土壤-尤其是除农业以外的土壤问题

生物与环境-气候相互影响性

对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理解既是环境研究的核心,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退的全球挑战的关键。除

此之外, 生物过程、不同生物间、生物与环境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是当今社会所面临挑战的根本，需要我们从长远角

度来理解这些机制, 他们的影响因素和与节奏。全球变化和人为影响对这些进程起颠覆性的作用, 在这些领域开拓人

类的认知至关重要。统计法科研中心在中国目前合作项目共15项。

生物与环境-气候相互影响性：法科研中心在中国共15项相关项目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重点领域合作纵览

撰文：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生态与健康

这些领域的研究重点是人类、生物和生态系统之间在病原体出现、演变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特别是针对未来（

大规模）流行病方面。这些都是涉及生态学、进化学和环境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旨在了解复杂的相互作用、传染病

的出现与复发。对传染媒介以及控制机制的研究也是该主题的一部分。自10年前推出“OneHealth”策略以来,现在还

有“EcoHealth”或“Global / Planetary Health”策略, 这都表明：不论是科研、政策法律制定还是道德规范都必须秉持跨

领域的理念(卫生、农业、水产养殖、土地管理、城市规划与生物保护)。统计法科研中心在中国目前合作项目共7项。

生态与健康：法科研中心在中国共7项相关项目

海洋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被认为是丰富但面临威胁的,尤其海岸线是是沿海居民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海洋生物多

样性是维持渔业、水产养殖、贝类捕捞，沿海保护 (珊瑚、红树林) 或生物保护 (例如, 防止有毒藻类大量繁殖) 的

核心。海洋生物也是生物医学创新的重要分子来源。污染和对海洋自然资源 (地球化学和生物) 的密集开发日益威胁

海洋生物多样性以及海洋、沿海生态系统。统计法科研中心在中国目前合作项目共5项。

海洋：法科研中心在中国共5项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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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尤其是除农业以外的土壤问题

土壤是重要的由大量生物 (病毒、细菌、放线菌、真菌、原生动物、藻类、微节肢动物、蚯蚓等) 组成的有机

体。这些生物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陆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并在生态系统的运作中发挥着根本作用,例如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 (碳或氮循环) 或是植物与微生物根际层的相互作用。

对土壤生物多样性及其功能性作用的现有科学知识进行概述,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挑战，尤其是对于维持基本生态

系统服务而言。概述包括农业,水,碳储存,和生态系统本身的运作。例如,土壤中的组织、生物对气候变化极其敏感。

由于分散能力低,它们对气候快速变化的适应更加困难。土壤生物多样性在(真核和原核生物及相关酶)生态工程与

生物修复中的作用研究十分有前景，尤其是针对被金属、有毒物质、化学产品（植物杀菌剂、内分泌干扰产品等）污

染的土壤，这些都需要我们加深对生态系统及其机制原理的了解。统计法科研中心在中国目前合作项目共9项。z

土壤：法科研中心在中国共9项相关项目

双边环境领域科研合作 未来几年有哪些合作重点？  
在未来几年，大部分近年已经提出的合作方向依然是重点，这也是最近中法环境科研领域对话中，法国偏向于

多领学科综合性合作的原因。在2019年中法科技委员会的前期准备中，法科研中心负责环境领域的协调。在此背景

下，2018年12月10日，法科研中心主席 A. Petit 在北京与中国科技部的会议上提出了以下三个重点合作领域，以引导

未来几年相关领域合作 : 

 
 生态/全球变化/健康三个领域的连结

 理解气候系统，以更好地预防自然灾害与风险

 资源的储量与质量：空气、土壤、水、生物多样

性，以更好地理解生物圈

 生物、生物多样性、气候与全球变化的相互作用

 生态与健康

 大气与海洋

 古气候与古环境，现在与过去，海洋循环，冰川档案 

 海洋生物学与海洋物理学：数字建模、海洋事件与监测、海洋食物链、生物种群细胞的功能多样性…

 大气化学：悬浮颗粒对健康的生物影响 

 水资源与土壤的污染

 土壤金属、有机物污染，微生物群体多样性的组织结构

 水资源、含水层的地球物理学监测

1 Belmont论坛是一个国际伙伴关系,为环境变化研究筹集资金。论坛为增进这一领域的知识做出了贡献，其目标为: 通过协调多国间科学研究, 

增进我们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脆弱性、风险以及机遇的了解。为了应对21世纪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论坛创立了“合作研究行动” (cra) 

项目。论坛与众多科研资助机构有合作, 包括法国ANR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料来源:Cnrs
2 目标:1）拓展环境领域知识的同时为决策者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2）了解水文、土地的使用与占用、水质、社会经济活动和地表水、

地下水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3）将社会、卫生和政策学与物理、化学和技术科学相结合起来；4）更好地理解物理、生物和化学过程的基本原

理；5）将土壤研究看作“社会-生态-地理”有机结合的跨学科系统；6）广泛使用来自不同学科的可互操作且长期积累的实验数据,开展综合

建模体系；7）使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和决策者理解这一系统的过程；8）用实验（数字, 实际等)的方法来创造新的观测 (物理/社会)，发展水资

源与土地资源的管理方式。

除了以上三个大方向以外，法国还建议中方一同为

了土壤与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推动建立新的贝尔蒙特论

坛合作研究行动 - Belmont Forum1 CRA ，该倡议包

括三个方面2：水土流失、土壤与水资源质量、土壤与

水资源管理。z

多个围绕以下三个大方向的重点合作领域被提出：

http://www.cnrs.fr/en/node/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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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shuangbanna

Kunming

PékinNord

Nord-ouest

Est

Centre sud

Sud-ouest 

Xiamen

Tianjin

IRN EHEDE
• 法方:

UMR 6249-Chrono-Environnement, Univ. de Bourgogne Franche-Comté
UMR7533 LADYSS, Univ. Paris-Diderot, Muse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 中方:
Yunnan Univ.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Wildlife Management and Ecosystem Health, Kunming, China
Sichu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Inst.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a,
Xinjiang Medical Univ., Urumqi, China
Lanzhou Veterinary Research Inst., Ningxia Medical Univ. et East China Normal Univ., Shanghai

• 其他国家:
Grande-Bretagne (Univ. of Salford,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Life Sciences)
Australi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
l’Université d’Hohenheim (Allemagne), l’Asahikawa Medical Univ. (Japon)

IRP MOST
• 法方: 

Centre d’Ecologie Fonctionnelle et Evolutive 
(CEFE, UMR 5175)

• 中方: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unnan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nton

法科研中心在华项目与合作伙伴 - 环境领域

• 5 个项目

• 5 座城市

• 10 家法国实验室 ; 2 家中国实验室

• 7 所法国高校 ; 7 所中国高校

撰文：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Nord-est

IRP SALADYN
• 法方:

Inst. de Physique du Globe de Paris (IPGP), UMR7154
Lab. de Matière et Systèmes Complexes, UMR 7057
Lab. de Géologie de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UMR 8538
Lab. de Géologie de Lyon: terre, planètes et environnement, UMR 5276
Lab. de Géosciences de Rennes, UMR 6118
Lab. d’écologie des hydrosystèmes naturels et anthropisés, UMR 5023
Lab. « Environnement, Ville, Société » UMR 5600
Universités: Univ. Paris Diderot-Paris 7 /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 / Univ. Claude Bernard 
Lyon 1 / Univ. Lumière Lyon 2 / Univ. Jean Moulin Lyon 3 / Univ. Jean Monnet Saint Etienne / 
Ins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de Lyon / Ecole Nationale des Travaux Publics de l’Etat 
/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Lyon / Univ. de Rennes I 

• 中方:
Xinjiang Inst.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Urumqi
School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 Univ. de Pékin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Univ. de Pékin
Inst. of Surface-‐Earth System Science, Univ. de Tianjin
Inst. of Geology,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IRP MicroBSea
• 法方:

Lab. de Microbiologie des Environnements Extrêmes LM2E, UMR 6197 
CNRS-UBO-Ifremer, Ins. Universitaire Européen de la Mer

•  中方:
Key Lab. of Marine Biogenetic Resources KLMBR, Third Inst.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LIA MONOCL  (项目于 2019 年结束)

• 法方:

Lab. des Sciences du Climat et de l’Environnement (LSCE)IDES, Univ. Paris-Sud, Orsay

• 中方: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AS)
State Key Lab‐ of Marine Geology (Tongji University)

IRP MOST : “榕树与榕小蜂：全球变化影响下生物相互作用的典型系统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

IRP SALADYN : 中法地貌过程与景观动力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IRP MicroBSea : 中法深海微生物国际联合实验室

IRN EHEDE :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科研网络

LIA MONOCL (已结束项目): 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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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P MicroBSea
中法深海微生物国际联合实验室
Sino-French Laboratory of Deep-Sea Microbiology

简介：

该国际联合实验室旨在加强对深海热液环

境下微生物的多样性以及其生物学领域的认

识，以及通过从分子到微生物群落的不同层

级的讨论更好地理解这种特殊生态系统。

研究任务与主题：

根据上述目标，团队提出了以下研究主

题：

• 根据宏组学研究方法评估未培养古菌与

细菌的新陈代谢活动

• 根对迄今为止未培养的微生物进行生理

培养，分离与定性

•    病毒生态学与可动遗传因子定性研究

•   机能运作，相互作用与生物地理学研究

•   在适应极端条件的过程中各种细胞活动

的定性研究

主要研究项目：

迄今为止，合作团队已经发表了二十余篇

科研文献。在生态系统层面，正在进行中的

研究通过应用宏基因组学方法以及对热液羽

流中的微生物进行生理特性分析（单细胞基

因组研究），以对多个研究地点的热液微生

物群落进行研究。此外，团队在机能层面对

耐热深海虾及其附属细菌共生复合体进行了

定性研究，其它后生动物及其相关共生复合

体的研究也正在开展中。在细胞以及群体层

面，团队已经发现，定性了3种新的细菌种类

以及9种拥有不同生理学特性的新微生物物

种。由微生物宿主与其附属病毒组成的共同

体也正在研究当中。最后，在亚细胞层面，

研究主要对一种原始新陈代谢活动（无机硫

化组成物的歧化作用）以及其酶途径进行了

研究。

合作双方在高压嗜热菌微生物的适应机

制研究领域也有长久的合作历史。本国际联

合实验室的研究继续该主题的研究，并取

得了重要成果：目前高压下增长最迅速的菌

种-Pyrococcus yayanosii菌株的分离。未来，我

们将针对人类活动对深海生态系统的影响进

行研究。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极端环境微生物研究实验室，法国布列

斯特-LM2E, 6197号科研混合单位（法科研

中心/西布列塔尼大学/法国海洋开发研究

所）法国欧洲大学海洋研究所

中方：

• 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国家海洋

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厦门) 

热液环境下生存的细菌Caminibacter hydrogeni-
philus (图片来源：K.Alain)单一的深海超嗜热嗜压古菌Pyrococcus yayanosii

(图片来源：LM2E)

项目期限：2018-2022
法方主任：ALAIN Karine
Karine.Alain@univ-brest.fr

中方主任：邵宗泽

shaozz@163.com

员工人数：法方：35 /中方：44

博士生人数：15

博士后人数： 2

实验室数量：法国：1/ 中国：1

联合出版物数量：23

重要事件：2018年11月28日：国际联合

实验室启动会议，普卢扎内

涉及城市：

法国：普卢扎内

中国：厦门

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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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P MOST
“榕树与榕小蜂：全球变化影响下生物相互作
用的典型系统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
«Figs and fig-wasps: a model system to investigate biotic interaction network responses to global 
change» Laboratory

简介：

该国际联合实验室的成立为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华南植物园和功能生态学与进化生

态学中心三个团队长期合作的成果。此外，

实验室的成立尤其得益于近年来各团队通过

榕树-授粉媒介模式的研究在生态、进化问题

领域所做出的努力。在中国南部，榕属植物

的种类十分丰富（统计共有99种，两个植物

园覆盖了其中大部分种类）。尽管两个植物

园所处环境的空气污染程度差别极大，通过

对比研究，我们希望加深关于CO
2
与O

3
增长对

相互作用系统稳定性影响的基础知识，尤其

是对传粉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研究任务与主题：

该国际联合实验室的目的在于聚集榕属

植物-授粉媒介化学传导领域的相关专家。

此外，团队的研究将围绕以下五个领域

进行：

• 进化生态学

• 化学生态学

• 生物相互作用

• 气候变化

• 全球变化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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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项目：

立足于基础研究，该实验室致力于探究

植物-昆虫在空气污染增长（尤其是臭氧污

染）背景下其相互作用的适应力。

该研究项目的第一阶段将重点从生物地理

学角度理解植物-昆虫系统对全球变化的潜

在反应。在各团队协同努力、共享知识与研

究场地的背景下，研究将迅速开展。此外，

对臭氧浓度变化影响的区域内与区域间的比

较研究将为研究成果提供关键支持。

在该项目中，法国团队在互助作用研究与

化学生态学领域享有国际盛誉。此外，法国

团队还拥有用于鉴别挥发性有机物组成必不

可少的化学分析平台。

两个中国团队为项目提供了位于南亚的研

究场地，榕属植物众多种类的发祥地，还有

化学生态学(XTBG)与遗传学(SCBG)的尖端仪器。

项目期限：2018-2023

法方主任：Magali PROFFIT

magali.proffit@cefe.cnrs.fr

中方主任：彭艳琼 

pengyq@xtbg.ac.cn

员工人数：13

博士生人数：5

博士后人数： 1

实验室数量：法国：1 / 中国：2

联合出版物数量：15 (2008-2018)

重要事件：国际论坛，会议，研究人员
访问等

涉及城市：

法国：蒙彼利埃

中国：西双版纳，广州

简要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功能生态学与进化生态学中心-CEFE, 5175号

科研混合单位

中方：

•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科院， 西双版纳

自治州 

• 华南植物园，中科院，广州从左至右：Magali Proffit (CNRS), 彭艳琼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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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N EHEDE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科研网络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 Ecosystem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disease ecology

简介：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科

研网络旨在促进交流，并提高生态系统健康(

生态过程的长期可持续性以及生态系统服务

的完整性)与疾病生态学(将疾病保持或控制

在一个生态系统的过程)研究在欧亚大陆的受

重视程度。

  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

科研网络是当今世界唯一汇集了绦虫纲领

域八个国家21间实验室的顶尖专家的科研机

构。团队里有生态学家、寄生虫学家、医

生、地理学家、建模专家，这些专家的技

能与其互补性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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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科研网络合作机构的全球分布图

研究任务与主题：

  生态学 (群体、群落、景观 )、环境工

程、生态系统健康、卫生、时空建模、危害

与风险...该国际科研网络的活动以IRN框架

为基础，汇集了群体生态学与保护专家、景

观与群落生态学家、地理学家、寄生虫学

家、建模专家与健康科学家。团队还动员农

业、保护与公共卫生行业的从业人员，以研

究区域生态系统多尺度紊乱的相关主题(改

变土地用途，如农业推广、畜牧管理、森林

砍伐与植树造林等)。

三大块科研内容，并根据研究阶段性成果进

行调整：

- 绦虫在欧亚大陆的起源与传播生态学

- 生态系统健康与野生动物管理

- 关于生态系统状况跟进与数据管理的长期

工作会议

湄公河上游河谷的藏族村庄，海拔三千米，云南省德钦县。

项目期限：2013年1月-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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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主任：李丽 

lilyzsu@126.com

员工人数：30余人

实验室数量：

9所成员实验室，12所合作实验室

联合出版物数量：自成立发表30多份

重要事件：

每年进行联合实地考察、培训会议、数
据分析、软件应用、研讨会。

参与城市：

法国：贝桑松，巴黎

中国：银川、昆明、兰州、

成都、乌鲁木齐、上海

网址：http://gdri-ehede.univ-fcomte.fr

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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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项目与近期合作项目：

  自创建以来，“时空-环境”实验室是

研究团队的核心机构，并处于一个独特的研

究领域。作为创始和协调机构，“时空-环

境”实验室进行有关冰原传播的生态研究，

并为生态-流行病学与(地理)统计学领域注入

了更多的专业技能。经过长期合作，LADYSS

实验室与时空-环境实验室也为空间建模领

域带来了附加值。因此，在整个国际科研

网络生态研究的配置与方向中，“时空-环

境”实验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与

Jean-Minjoz大学医护中心(法国包虫病研究中

心)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针对人类包

虫病的预防与治疗)的合作，实验室培养了

寄生虫学与临床研究领域的国内及国际级专

家。当实验室启动亚洲(中国、吉尔吉斯斯

坦等)实地研究时，获得了免疫酶、分子遗

传学、保护生物学、寄生虫学以及人类和动

物健康学领域国外实验室的支持。

  大部分国外实验室专注于寄生虫学或临

床研究领域。寄生虫学实验室不仅掌握了寄

生虫的鉴别技术与菌株分型，还可自筹资

金连续进行实地考察。临床部门则可在人

体及动物身上进行检查并获得医院记录。

此外，亚洲实验室还为实地研究提供了重

要的人力与后勤援助。2012年，云南财经

大学成立了“野生动物管理与生态系统健

康”系。该系的研究目标与IRN EHEDE的创

建目标相同，尤其侧重于保护生物学。它

为在云南进行的实地考察以及全球多样性

热点问题的研发提供了便利。IRN EHEDE协

调员是法方主任，这一职位便于中国负责

人与其共同协调以确定科学政策。另外，

英国与澳大利亚实验室也巨有庞大的国际

资金捐助能力(基金会等)。

与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负责人进行会议交谈

2013: ‐‐‐‐ 澜沧江（湄公河）上游实地调研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时空环境实验室，6249号科研混合单位，

即：配位连接实验室，贝桑松大学/法科研

中心

• 其它实验室：LADYSS实验室 (7533号科研

混合单位), 巴黎第七大学, 法国国家自然历

史博物馆

中方：

• 野生动植物管理与生态系统健康研究中

心，昆明云南财经大学

• 寄生虫研究所，四川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疆包虫病基础研究实验室，新疆医科大

学，乌鲁木齐

其它合作伙伴：宁夏医科大学，兰州兽医

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

其他国家：

• 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环境与生命科学学

院) • • 

•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 其它合作伙伴：霍恩海姆大学（德国）， 

旭川医科大学（日本）

2015：‐‐‐‐老君山实地调研

2013: ‐‐‐‐ 茨中(Tsékou)实地调研，19世纪该地区

的标本开始被科学家们所注意

2013: ‐‐‐‐ 第二次茨中(Tsékou)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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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法地貌过程与景观动力学国际联合实验

室的目的是研究地表物质运移的动力学，以

及地貌形成、景观演变的方式(沉积物运移、

恶劣天气引起的风化、侵蚀、沙丘和流水动

力地貌、沙漠、生态学、构造地质学、水文

学等等)。

研究任务与主题：

实验室尤其关注亚洲景观问题。国际联合

实验室的成员们围绕下列主题开展工作：

其主要研究课题为：

• 沙丘动力学研究(个体沙丘或沙丘群)

• 物质运移与生态学、水文学、动力学的相

互作用

• 泥沙动力学，特别是河流形态的变化研究

• 化学风化、机械侵蚀和流体动力学之间的

耦合研究

主要研究项目：

• 沙丘动力学研究，由C. Narteau(巴黎地球物

理学研究所，IPGP)和吕萍(CAREERI)牵头(数次

联合实地调研)

• 河流形态学研究，由F. Métivier(巴黎地球物

理学研究所，IPGP)和范煜婷(中国科学院，新

疆，XIEG)牵头

• 河流同位素的地球化学，由J. Gaillardet(巴黎

地球物理学研究所，IPGP)和陈玖斌 (天津大

学)牵头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7154号科研混合单位，巴黎地球物理研究

所(IPGP)

IRP SALADYN
中法地貌过程与景观动力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Sediment Transport and Landscape Dynamics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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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7号科研混合单位，复杂系统与物质实验

室(MSC)

• 8538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地

质实验室(LG-ENS)

• 5276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里昂地球、行星

与环境地质实验室(LGL-TPE)

• 6118号科研混合单位，雷恩地球科学实验室

• 5600号科研混合单位，环境、城市与社会实

验室(EVS)

• 巴黎第七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雷恩第一

大学/里昂第一大学/里昂第二大学/里昂第三大

学/让-莫纳-圣艾蒂安大学/里昂国立应用科学

研究院/国家公共工程学院/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里昂国家高等建筑学院/圣艾蒂安国家高等矿

业学院

中方：

• 巴音布鲁克草原研究站，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所（乌鲁木齐），中国科学院

• 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 绿洲生态与荒漠环境重点实验室，新疆生态

与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北京大学 

•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大学

•  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天津大学

•  地质研究所，中国地震局

项目期限：2017-2020
法方主任：Clément Narteau 
narteau@gmail.com

中方主任：陈玖斌  
jbchen@tju.edu.cn

员工人数：法方：31 / 中方：27

博士生人数：1

博士后人数：1

实验室数量：法国：7 / 中国：6

网址：https://morpho.ipgp.fr/saladyn

联合出版物数量：

《地球科学进展》杂志特刊

http://www.adv-geosci.net/37/index.html

重要事件：

• 2012年11月5-7日于巴黎召开2012年
SALADYN国际会议

• 2016年3月：在中国举办冬季学校
(CAREEERI)

参与城市：

法国：巴黎、里昂、雷恩

中国：乌鲁木齐、北京，天津

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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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MONOCL
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
Monsoon, Ocean and Circulation Laboratory

主要研究项目：

  继续开展CIRCEA海洋科考(2012年6月)

采集岩心的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气候

模型建立和论文撰写工作；开始计划2017-

2018年的联合海洋科考沉积岩心采样；在

联合实验室工作框架下，继续推进交换留

学生和联合培养研究生计划，推动科学家

交流互访计划。

简介：

  L IA  MONOCL汇集

了 法 中 两 国 在 古 海

洋、古气候与古地磁

学领域的研究团队，

旨在研究东南亚季风的

演化历史以及该地区海

洋水体交换。

研究任务与主题：

  联合开展海洋科考和沉积岩心采样，对

提取岩心进行沉积学、地球化学、古地磁学

和年代学的综合研究，建立季风变化、降水

率和大洋环流的气候模型，旨在重建南中国

海海洋时空多样性及其演化规律。

2015年5月29日，《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

合实验室》续约签字仪式，北京

网址：https://monocl.lsce.ipsl.fr

重大事件：

• 2014年9月：在法国伊维特河畔吉夫举办学术会议

• 2015年5月：在中国北京举行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为期四年的续约签字
仪式

• 2016年3月：法方主任Kissel C.博士访问中国，并开展合作研究

参与城市：

法国：伊维特河畔吉夫、奥赛

中国：北京、上海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 法国环境与气候科学实验室(LSCE)

• 巴黎第十一大学法国表面环境动力

学与相互作用研究所(IDES)

中方：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 中国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

验室

中法季风、海洋、气候国家联合实验室研讨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总部(2014年9月)

项目期限：2011年1月-2019年1月

法方主任：Catherine KISSEL
catherine.Kissel@lsce.ipsl.fr

中方主任：朱日祥

rxzhu@mail.iggcas.ac.cn
秘书：李金华 

lijinhua@mail.iggcas.ac.cn

员工人数：法方：16 / 中方：13

博士生人数：2

博士后人数：4

实验室数量：法国：2 / 中国：3

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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