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学官协作研究机关研究所

城市空间信息行为研究所

　　本所作为文部科学省的学术

前沿推进事业的一环于2000年设

立。

　　本所一直在对消费者的回游

行为进行实证研究，以求开发出

城市建设的科学方法。其成果之

一是开发出了根据在闹市区所作

的人流量调查来推测回游形态的

“一致推测法”。该法能够对迄今

为止基本上无从所知的“市区里

究竟有多少人流量”进行正确的

理论推测。现在正在福冈、长崎、

熊本、大分、宫崎和鹿儿岛等九州

地区主要都市的闹市区对消费者

的回游行为进行持续性的实际调

查，在查明人流量的同时，考证九

州新干线全线开通对人流量的影

响。

　　为了灵活运用大数据并对消

费人群作实时决策提供帮助，还

在构建利用智能手机和ICT的商

务模型并进行有关的技术开发。

　　人才培养才是把福冈、九州

乃至全日本引入下一个进化阶段

的突破口。通过福冈的发展带动

九州、日本甚至亚洲向前发展，这

就是人们对福冈大学的期待。把

福冈大学应承担的人才培养任务

作为“新一代人才开发”课题来进

行研究的就是我们“新一代人才

开发研究所”。所以本所于九州新

干线全面开通的2011年成立是应

运而生、绝非偶然。我们与九州以

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非盈利法

人、地方政府机关和企业相互协

作，作为人才开发基地拉开了帷

幕。从此致力于开发和营运各种

人才培养程式和项目，如灵活利

用乐高积木、社会媒体，通过与在

职人员进行协作等活动来理解

新一代人才开发研究所

“寓学于教”、“让发现变成学习的

起点”、“以第一人称思考”以及

“从自身找答案”的哲理。

　　近来“安全、安心”已经成了

一个社会上流行的关键词，但在

我们的生活中仍然潜藏着各种各

样的“危险”，开发能够避免、减轻

这些危险的技术已成为紧迫的课

题。本研究所就专门以防止由人

为疏失引起的交通、产业等事故

的发生、减轻损失为主题开展工

作，如作为重点课题正在开发能

进一步提高汽车安全气囊的安全

性的部件，研究如何防止产业界

多发的爆炸事故的再次发生等

等。本研究所由分属于产业、院校

和行政机关、以医学和工学等为

专业的研究人员参与，利用自己

特有的技术经验相互协作，致力

安全系统医工研究所

于解决“安全”这一重要的命题。

　　“材料技术”不局限于工业产

品的设计和生产，还是支撑安心、

安全之社会的基础技术，其研究

对象非常广泛。本研究所的目的

是通过构筑材料技术相关领域的

学术性和国际性研究平台来推创

新型产业。目前是以材料强度为

中心展开医工协作研究，逐步强

化组织基础，将来研究对象将不

局限于工学领域，希望能开辟包

括文科在内的新型学问领域。进

而我们还准备发展成一个可称之

为“枢纽性研究所”的研究基地，

不仅是福冈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学

生，还要从国内各地乃至欧美、亚

洲等海外各地召集研究人员和留

学生，为福冈大学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国际化，培养具备高度的国

材料技术研究所

际意识和有韧性、能力强的学生

做出贡献。

　　本所是1997年在文部科学省

的学术前沿推进事业及北九州市

环保城事业的支援下，为了研究

废弃物的无害化、资源化并通过

循环利用来减少废弃物量等课

题，在北九州市环保城的实证研

究区内成立的。通过大量的共同

研究项目，我们一直在努力创出

实用化技术。现在我们正利用这

些研究成果向企业推广废弃物的

无害化和资源化技术，同时还与

国内外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一起开

始新的协作研究。我们还以在日

本国内可谓首屈一指的废弃物大

型实证设施及其研究成果为基

础，以地方政府和企业为对象推

出了受托研究和咨询等服务，力

争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环境研

资源循环、环境控制系统研究所

究所。

　　家电产品正变得越来越小，

性能却越来越好，手机就是一个

例子。如果把家电产品拆开看看，

就会发现其内部的线路板上装有

很多半导体等电子元件。为了实

现电子元件的三维立体装配，开

发高密度、高性能的机器，我们研

究所于2011年4月成立了。地点就

设在福冈县糸岛市的“三维半导

体研究中心”内。我们开发对先进

的半导体元件进行三维立体组装

所必需的关键技术，从设计、试制

到解析、试验，一连串的工序都能

在这里完成。此外，对有关设计手

法和信赖性试验的方法等进行标

准化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我们

是一所由产业、院校和行政机关

联手进行研究开发的研究所，不

仅有福冈大学的研究人员和研究

生院的学生，还有其他大学以及

半导体装配研究所

企业、福冈县产业科学技术振兴

财团也参与了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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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的就是我们“新一代人才

开发研究所”。所以本所于九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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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减轻损失为主题开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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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设计和生产，还是支撑安心、

安全之社会的基础技术，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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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进行研究开发的研究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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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龄社会的到来，表现

为认知功能障碍的阿尔茨海默病

等老年期疾病的患者正在急剧增

加。本研究所对疾病进行研究时

首先考虑保健，汇集预防药学方

面的知识研究如何打造不得病的

强健体魄。同时，深入到最尖端的

分子病态学钻研此症候群的发病

机理，开发把发病程度控制在最

低状态的新型治疗方法和药物。

具体来说，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

们努力在食品领域发掘有益的物

质（所谓“创食”）、探索新的治疗

目标（所谓“创药”），作为“产学官

协作研究机关”，力争从福冈大学

向全国掀起一股新型治疗法的旋

加龄脑科学研究所

风。

　　生命创新医学研究所于2011

年成立。把大学和企业在生命科

学领域取得的最尖端的研究成果

应用到医学药品、医疗器械以及

保健用品等商品中为社会做贡献

就是我们的使命。以研究开发中

最为重要的过程，即从非临床（用

试管或动物等进行的研究）向临

床（试用于患者）的过渡研究为中

心，努力构建从发掘新创意到进

行申请批准业务的一条龙服务平

台。与此同时，通过培养临床研究

人才、推进国际间共同临床实验

的实施等，努力为提高企业在福

冈大学开发的生命科学有关商品

在亚洲等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做

生命创新医学研究所

出贡献。

　　对火山喷发史的研究不仅是

火山学的基础性课题，而且还将

为防止和减轻喷发带来的灾害做

出贡献。为搜集和宣传有关信息

本研究所于2012年4月开始开展

活动。不仅限于日本国内，还去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地区进

行现场调查，高分辨率地研究火

山喷发史。此外还构建电子博物

馆（数据库）努力进行信息共享、

提高效率，并积极地用于火山危

险评估及其它方面。搜集的信息

量可期待产生“信息爆发”使这方

面的研究得到飞跃性提升。还通

过发行学术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ruptive History 

国际火山喷发史研究所

and Informatics》进行有关火山

喷发史的国际性学术交流。

　　现代社会中很多领域都需要

高功能的复合材料，作为新一代

技术的复合材料技术一直被寄予

厚望。为了让我们在复合材料技

术的实用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

经验发挥作用，综合性地开发可

回应社会需求的复合材料，于

2012年4月成立了本研究所。我们

应用有益于环保的技术开发受到

世界瞩目的功能性材料。因为这

项研究通用性高、应用范围广，所

以是与产业界进行研究协作的优

良项目，力争尽快地作为标准技

术开发出回应社会需求的“环境

低负荷制造技术”并进行应用，通

过创出共同的产业技术为社会做

复合材料研究所

出贡献。

　　至今为止的都市开发不仅阻

碍了正常的水循环，而且也给生

态系统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其影

响正通过各种各样的现象表现出

来，并已开始直接波及到我们的

生活。本研究所于2012年4月设

立，其目的就是要开发出使不健

全的水循环得以恢复、让失去的

生态系统得以再生的技术。我们

的主要研究目标是：①开发出使

都市区正在急剧消失的水循环得

以再生的技术并构建系统；②为

了开发让失去的生态系统再生的

技术，提倡对各种水域进行观测

和研究开发，并推动与行政机关

和民间企业之共同研究开发工

水循环及生态系统再生研究所

作。

　　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人为地

造成了大气环境的变化，正在演

变为一个社会性问题。来自亚洲

大陆的大气物质与日本人为排放

的物质恰恰就是在福冈这里开始

进行混合的。成立本研究所就是

为了在福冈有组织地开发观测方

法、观测大气成分的变化、进行医

学调查，进而探寻大气成分变化

及其影响健康的实际状况和过

程。福冈大学与其他开展最尖端

研究的研究机关合作，一直在对

大气环境作综合性观测。在进一

步开展观测工作的同时，通过融

合医学方面的研究，对流入福冈

地区的大气之源头－－来自亚洲

大陆的大气进行“诊断”，努力为

保护地球环境、增进社会健康做

福冈大气环境与健康研究所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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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龄社会的到来，表现

为认知功能障碍的阿尔茨海默病

等老年期疾病的患者正在急剧增

加。本研究所对疾病进行研究时

首先考虑保健，汇集预防药学方

面的知识研究如何打造不得病的

强健体魄。同时，深入到最尖端的

分子病态学钻研此症候群的发病

机理，开发把发病程度控制在最

低状态的新型治疗方法和药物。

具体来说，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

们努力在食品领域发掘有益的物

质（所谓“创食”）、探索新的治疗

目标（所谓“创药”），作为“产学官

协作研究机关”，力争从福冈大学

向全国掀起一股新型治疗法的旋

加龄脑科学研究所

风。

　　生命创新医学研究所于2011

年成立。把大学和企业在生命科

学领域取得的最尖端的研究成果

应用到医学药品、医疗器械以及

保健用品等商品中为社会做贡献

就是我们的使命。以研究开发中

最为重要的过程，即从非临床（用

试管或动物等进行的研究）向临

床（试用于患者）的过渡研究为中

心，努力构建从发掘新创意到进

行申请批准业务的一条龙服务平

台。与此同时，通过培养临床研究

人才、推进国际间共同临床实验

的实施等，努力为提高企业在福

冈大学开发的生命科学有关商品

在亚洲等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做

生命创新医学研究所

出贡献。

　　对火山喷发史的研究不仅是

火山学的基础性课题，而且还将

为防止和减轻喷发带来的灾害做

出贡献。为搜集和宣传有关信息

本研究所于2012年4月开始开展

活动。不仅限于日本国内，还去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地区进

行现场调查，高分辨率地研究火

山喷发史。此外还构建电子博物

馆（数据库）努力进行信息共享、

提高效率，并积极地用于火山危

险评估及其它方面。搜集的信息

量可期待产生“信息爆发”使这方

面的研究得到飞跃性提升。还通

过发行学术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ruptive History 

国际火山喷发史研究所

and Informatics》进行有关火山

喷发史的国际性学术交流。

　　现代社会中很多领域都需要

高功能的复合材料，作为新一代

技术的复合材料技术一直被寄予

厚望。为了让我们在复合材料技

术的实用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

经验发挥作用，综合性地开发可

回应社会需求的复合材料，于

2012年4月成立了本研究所。我们

应用有益于环保的技术开发受到

世界瞩目的功能性材料。因为这

项研究通用性高、应用范围广，所

以是与产业界进行研究协作的优

良项目，力争尽快地作为标准技

术开发出回应社会需求的“环境

低负荷制造技术”并进行应用，通

过创出共同的产业技术为社会做

复合材料研究所

出贡献。

　　至今为止的都市开发不仅阻

碍了正常的水循环，而且也给生

态系统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其影

响正通过各种各样的现象表现出

来，并已开始直接波及到我们的

生活。本研究所于2012年4月设

立，其目的就是要开发出使不健

全的水循环得以恢复、让失去的

生态系统得以再生的技术。我们

的主要研究目标是：①开发出使

都市区正在急剧消失的水循环得

以再生的技术并构建系统；②为

了开发让失去的生态系统再生的

技术，提倡对各种水域进行观测

和研究开发，并推动与行政机关

和民间企业之共同研究开发工

水循环及生态系统再生研究所

作。

　　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人为地

造成了大气环境的变化，正在演

变为一个社会性问题。来自亚洲

大陆的大气物质与日本人为排放

的物质恰恰就是在福冈这里开始

进行混合的。成立本研究所就是

为了在福冈有组织地开发观测方

法、观测大气成分的变化、进行医

学调查，进而探寻大气成分变化

及其影响健康的实际状况和过

程。福冈大学与其他开展最尖端

研究的研究机关合作，一直在对

大气环境作综合性观测。在进一

步开展观测工作的同时，通过融

合医学方面的研究，对流入福冈

地区的大气之源头－－来自亚洲

大陆的大气进行“诊断”，努力为

保护地球环境、增进社会健康做

福冈大气环境与健康研究所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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