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中国制冷学会学术年会（CAR2017）
第二轮通知
节能环保，创新发展
2017 年 11 月 14-17 日·西安
www.car2017.org

2017 中国制冷学会学术年会定于 2017 年 11 月 14-17 日在西安
举行，本届年会主题为“节能环保，创新发展”，将就行业内的热点
问题进行讨论，现将各项事宜通知如下：
1. 组织机构
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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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
国家节能环保制冷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陕西省制冷学会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工程大学

2. 大会主题论坛
1）

院士论坛

2）

热点问题论坛
重点关注制冷剂替代及天然制冷剂应用、制冷空调设备安全能效标
准、热泵技术及可再生能源、大气环境与空气品质、冷链物流与食品
安全、“煤改电”等热点问题，促进行业发展。

3）

获奖项目分享
将邀请近两年内获得国家奖、中国制冷学会科学技术奖（其他省部级
奖）的项目完成人进行项目宣讲，充分发挥获奖成果的引领示范作用。

4）

青年学者论坛（重点针对博士、硕士研究生）
论坛重点围绕制冷空调领域前沿、热点问题展开，突出自主创新，倡
导学术民主，鼓励学术争鸣，促进青年学者拓宽学术视野、提高学术
水平、增长知识才干、勇于探索创新，培养未来的优秀学术带头人和
杰出科学家。

3. 大会拟讨论的专题
制冷空调系统及设备
1） 制冷剂替代、新工质研发及天然工质应用
2） 压缩机新技术
3） 强化换热技术
4） 小管径换热器技术
5） 多联机及变频技术
6） 吸收、吸附及太阳能制冷技术
7） 冷热电三联供技术
8） 制冷系统热回收节能技术在中央空调系统中的应用
9） 蒸发冷凝技术在冷水机组中的应用
10） 制冷空调系统及设备的计算机仿真与优化设计
11） 非压缩制冷技术
12） 蓄冷、蓄热等蓄能系统新技术
13） 系统自动控制与优化
14） 制冷空调设备制修订的新标准研究
15） 制冷空调系统及设备在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16） 制冷空调系统运行维护
17） 固态制冷技术
……

热泵技术的应用
1） 空气源热泵新技术
2） CO2 热泵技术
3） 吸收、吸附式热泵
4） 地源、水源、污水源等热泵技术
5） 燃气热泵
6） 热管与热泵复合技术
7） 热泵集成系统技术
8） 低品位热驱动制冷
9） 热泵技术在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10） 空气源热泵除霜技术
11） “煤改气”中的吸收式热泵和燃气热泵
……

空气调节技术
1） 热舒适与室内空气品质
2） 温度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

3） 空调系统的能耗诊断和节能技术
4） 新型空调末端装置技术
5） 汽车空调及特种空调新技术
6） 蒸发冷却空调技术
7） 空气调节技术在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8） 应对雾霾的室内新风系统
……

冷藏链与食品科学
1）
2）
3）
4）
……

冷库工程设计、优化和节能新技术
节能型速冻和冻干设备
易腐食品保鲜、储存和处理
食品安全和冷链物流管理

低温工程、工业制冷
1）
2）
3）
4）
……

低温医疗、气体液化和分离
LNG 冷能的再利用技术
石油化工领域制冷技术
工业余热利用和烟气热回收

1）
2）
3）
4）
5）
6）
7）
……

刊物、传媒在行业发展中的作用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用
推广应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对策
制冷技术在解决雾霾中应发挥的作用
“大数据”与家用制冷器具
低温生物医学（低温医疗）
数据中心冷却技术

其它

4. 论文征集日期
全文截止：2017 年 8 月 15 日
录用通知截止：2017 年 9 月 15 日
修改稿返回截止：2017 年 10 月 15 日

5. 征文要求
1）请登陆 2017 年会网站：www.car2017.org，在线注册投稿参会；
2）论文格式要求详见 2017 年会网站；
3）本次年会只接受在线注册投稿，请勿以附件形式发送稿件至邮箱；
4） 欢迎各位专家针对主题报告和专题安排提出意见，企业积极支持本
次年会。

6. 支持单位
诚邀相关企业支持本届年会，与学会共同推动中国制冷空调行业的发展。

丹佛斯自动控制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森自控楼宇设备科技（无锡）有
限公司

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卡乐电子（苏州）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荏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大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必信空调有限公司

比泽尔制冷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麦克维尔空调有限公司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开利空调销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

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

7. 支持媒体

冷暖在线

暖通空调在线

中国制冷学会
2017 年 3 月 31 日

具体事项请联系：
中国制冷学会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7 号银都大厦 10 层 100142
联系人：赵国君 张晓宁 胡汪洋
电话：010-68719983， 68434683
传真：010-68434679
Email：car2017@car.org.cn
年会网站：www.car2017.org(请登录网站，在线注册投稿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