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冷学会小型制冷机低温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
《家电科技》杂志社
秘字 2018（03）

第十四届全国电冰箱（柜）
、空调器及压缩机学术年会暨
第十一届全国低温生物医学及器械学术年会
最终通知
“第十四届全国电冰箱（柜）、空调器及压缩机学术年会暨第十一届全国低温生物医
学及器械学术年会”计划于 2018 年 8 月 9-11 日在山东青岛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制冷创造美好生活”，会议将就行业内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现将各项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制冷学会
主办单位：中国制冷学会小型制冷机低温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
《家电科技》杂志社
协办单位：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美的空调
支持单位：海信（山东）空调有限公司
GMCC & Welling

二、日程安排
2018 年 8 月 9 日全天报到；8 月 10 日全体大会、主题报告；8 月 11 日分论坛会
议；8 月 11 日午餐后会议结束。

三、会议地点
青岛广业锦江大酒店
地址：青岛市李沧区夏庄路 68 号
电话：0532-81938888

四、住宿费用

1 青岛广业锦江大酒店（会场，青岛市李沧区夏庄路 68 号）
电话：0532-81938888
商务大/双床房：580 元/间·天（含双早）；床位：290 元/间·天（含早）
2 青岛凯莱商务酒店（青岛李沧区夏庄路 3 号（距会议酒店步行约 6 分钟））
电话：0532-58828855
商务大/双床房：400 元/间·天（含双早）；床位：200 元/间·天（含早）

五、注册费用
普通代表：1500 元
论文作者（每篇论文一名）或学生会员代表（凭学生证）：1000 元
1 本次会议由北京朗润会议服务中心承办，由其代收会议费并出具发票，发票名
目为会议费或会务费。
2 现场缴费需缴纳现金或通过微信、支付宝付款，暂不提供刷卡缴费方式。
3 如需汇款，报到时请出示汇款底联复印件，以便会务进行登记（汇款金额需在
会议报到前到账视为有效）。汇款信息如下：
开户名：北京朗润会议服务中心
开户行：北京银行永定路支行
账

号：0109 0512 4001 2010 5087 488

六、大会主题报告（8 月 10 日全天）
1 果蔬保鲜技术及在冰箱中的应用
——冯建华 研究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院
2 生命系统的整体冻存与复活：未来技术畅想
刘静 教授，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3 热舒适研究的新进展
——朱颖心 副院长/教授，清华大学
4 低温生物样本库对小型制冷机的挑战
——刘宝林 教授，上海理工大学
5 热泵热管复合家用空气源热泵供热装置
——马国远 教授，北京工业大学
6. 物联网时代低温制冷及生命科学生态平台升级探索

——刘占杰 总经理/博士，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7 空气源热泵翅片管换热器关键技术以及热气旁通与逆循环除霜对比
——黄东 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
8 基于先进控制算法的智能空调系统应用与展望
——徐象国 副教授，浙江大学
9 使用可燃性制冷剂空调的安全标准最新要求
——蔡宁 副总工，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10 大数据与云智能在家电行业的应用
——刘琰 CTO，机智云
11. 节能环保——制冷压缩机未来技术展望
——郑立宇 先行研究中心主任，GMCC & Welling
12. 基于 APF 能效热泵空调器的优化设计
——赵希枫 开发中心副主任，海信（山东）空调有限公司
13. 室外安装环境对空调器的性能影响研究
——徐振坤 技术负责人，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七、专题研讨会（8 月 11 日上午）
热点专题研讨会主要对当前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研讨会提供充裕时间供现场交流、
互动，专题研讨会初步安排如下：
S1.“空调器、热泵及相关技术”专题研讨会
1 特邀报告
（1）煤改电市场专用变频喷气增焓压缩机产品开发
——梁自强 轻商产品经理，GMCC & Welling
2 优秀论文宣读
S2.“冰箱、压缩机及相关技术”专题研讨会
优秀论文宣读
S3.“低温生物医学”专题研讨会
1 特邀报告
（1）微纳米材料与技术在细胞低温保存中的应用
——赵刚 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糖类与低温生物学
——王沛涛 教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3）WHO 标准对疫苗冷链产品性能要求解读
——吴晓丽 检测所副总工，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2 优秀论文宣读
S4.制冷与空调产品的检测技术论坛
特邀报告（特邀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1）制冷压缩机检测标准最新变化
——徐华保 主任工程师
（2）热泵产品检测标准动态
——张子祺 主任
（3）国家标准 GB 4706.32-2012 修订解析
——王超 主任
（4）电冰箱保鲜技术的行业现状分析
——张宇佳 主任
（5）制冷系统的安全及可靠性要求
——杨双 主任工程师
（6）专业软件测评与空调质量提升
——李红伟 副所长

八、接机（站）与返程票预订
会议不提供接站服务，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酒店，抵达酒店交通情况如下：
青岛广业锦江酒店
1、火车到达方案
（1）从火车站（青岛站）出发：
A：步行 290 米至地铁青岛站，乘坐地铁 3 号线前往李村站下车（全程共 17 站约
58 分钟），到达后步行 890 米至广业锦江大酒店。
B：从青岛站出租车至广州锦江大酒店全程 21.2 公里，约 33 分钟 58 元。
（2）从火车站（青岛北站）出发：
A：步行 653 米至青岛北站，乘坐地铁 3 号线至李村站下车（全程 4 站约 32 分钟），

到达后步行 890 米至广业锦江大酒店。
B：从青岛北站出租车至广州锦江大酒店全程约 5.4 公里，约 14 分钟 15 元。
2、机场到达方案
A：步行 523 米至流亭国际机场公交站，乘坐 917 路 2 站至民航路站换乘 306 路，
至李村站下车步行 342 米至广州锦江大酒店。
B：从机场出租车至广州锦江大酒店全程约 14.7 公里，约 33 分钟 39 元。

青岛凯莱国际商务酒店
方案同上（青岛李沧区夏庄路 3 号（距会议酒店步行约 6 分钟））

九、大会组委会联系方式
1、全国电冰箱（柜）、空调器及压缩机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6 号 邮编：100037
电话：010-68144926/63036959

E-mail：shenq@cheari.com

联系人：申琪、汪超
2、全国低温生物医学及器械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 516 号

邮编：200093

电话：021-55270218

E-mail：xu_hongyi@263.net

联系人：胥义
3、住宿、发票、会场等服务
北京朗润会议服务中心
电话：15801239614
联系人：张金皓

特别鸣谢

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海信（山东）空调有限公司

美的空调

GMCC & Welling

附件 1：参会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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