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制冷学会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申请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制冷学会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工作实施条例》，制订《中国制冷专

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申请细则》（以下简称《申请细则》）。 

第二章 相关专业 

第二条 本《申请细则》中所指的相关专业包括： 

1. 能源与动力工程； 

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3. 主要课程中含“工程热力学”、“制冷原理”、“空气调节”等相关科目的其他专业； 

4. 机械类相关专业，如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 

5. 中国制冷学会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工作委员会认定的其他专业。 

第三章 申请见习工程师等级 

第三条 申请人应为相关专业本科四年级或研究生在校生。 

第四条 申请人应成绩优异，应由所在院校或 2 位专业课任课教师进行推荐。 

第五条 申请人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 《中国制冷学会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一式

2 份，《申请表》应在线填写； 

2. 第八章中规定的一般性辅助材料一式 2 份。 

3. 单位推荐表或专家推荐意见表一式 2 份。 

       以上材料按在线申报网站要求装订。 

第六条 申请人需缴纳 100 元水平评价费。申请人向省级制冷学会提交申请材料，同时缴纳

费用，由受理的省级制冷学会开具发票。 

第四章 申请助理工程师等级 

第七条 申请人学历及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应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1.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中专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5 年； 

2.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大专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2 年； 

3.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本科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1 年； 

4.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双学士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1 年； 

5.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见习工程师专业技术水平等级证书或职称证书（以下统称



 

证书）后工作年限满 1 年。 

申请人学历或证书为不相关专业的，工作年限在以上基础上增加 1 年。 

第八条 申请人应具备以下专业技术经历，并在《申请表》“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部分中

予以反映： 

1. 就职以来（持见习工程师证书申请晋级的，应为获得证书后），在所申请的专业

领域参与完成过 1 项有一定技术难度的项目（或课题，下同）； 

2. 项目对本单位发展有促进作用。 

第九条 申请人应由本单位或 2 位助理工程师以上等级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推荐。 

第十条 申请人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 《申请表》一式 2 份；其中“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部分，应反映第八条所要

求的申请人的专业技术经历，包括所完成项目的概况、主要难点、创新点和技术

成果，以及本人在项目中的主要成绩等；《申请表》应在线填写； 

2. 第八章中规定的一般性辅助材料一式 2 份； 

3. 单位推荐意见表或专家推荐意见表一式 2 份。 

以上材料按在线申报网站要求装订。 

第十一条 申请人应缴纳 300 元水平评价费。申请人向省级制冷学会提交申请材料，同时

缴纳费用，由受理的省级制冷学会开具发票。 

第五章 申请工程师等级 

第十二条 申请人学历及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应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1.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中专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9 年； 

2.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大专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6 年； 

3.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本科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5 年； 

4.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双学士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2 年； 

5.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1 年； 

6.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助理工程师证书后工作年限满 3 年。 

申请人学历或证书为不相关专业的，工作年限在以上基础上增加 1 年。 

第十三条 申请人应具备以下专业技术经历，并在《申请表》“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部分中予以反映： 

1. 5 年内（持助理工程师证书申请晋级的，应为获得证书后），在所申请的专业领

域独立或作为主要参与人员完成过 1 项有一定技术难度的项目； 



 

2. 项目完成工程中，在本人负责范围内起到解决了一般性技术问题的作用； 

3. 项目对本单位发展有促进作用。 

第十四条 申请人应由本单位，或 2 位工程师以上等级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推荐。 

第十五条 申请人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 《申请表》一式 2 份；其中“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部分，应反映第十三条所

要求的申请人的专业技术经历，包括所完成项目的概况、主要难点、创新点和技

术成果，以及本人在项目中的主要成绩等；《申请表》应在线填写； 

2. 第八章中规定的一般性辅助材料一式 2 份； 

3. 单位推荐意见表或专家推荐意见表一式 2 份。 

以上材料按在线申报网站要求装订。 

第十六条 申请人应缴纳 500 元水平评价费。申请人向省级制冷学会提交申请材料，同时

缴纳费用，由受理的省级制冷学会开具发票。 

第六章 申请高级工程师等级 

第十七条 申请人学历及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应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1.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大专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11 年； 

2.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本科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10 年； 

3.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双学士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7 年； 

4.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且工作年限满 5 年； 

5. 申请人取得相关专业工程师证书后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 4 年。 

申请人学历或证书为不相关专业的，工作年限在以上基础上增加 1 年。 

第十八条 申请人应具备以下专业技术经历，并在《申请表》“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部分中予以反映： 

1. 5 年内（持工程师证书申请晋级的，应为获得证书后）在所申请的专业领域主持

或作为主要参与人员完成过 2 项技术难度较高，或者组织难度较高，由多个技

术人员协作完成的项目； 

2. 项目完成过程中，在本人负责范围内起到决策或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作用； 

3. 运用了一定新理论、新技术，或所采取实施方案、技术路线有一定创新； 

4. 项目已取得经济或社会效益，或对行业发展有促进作用。 

第十九条 5 年内（持工程师证书申请晋级的，应为获得证书后）申请人应取得过以下成

果中的 2 项（包括在 1 个项目上取得过 2 次）： 



 

1. 独立或合作公开发表 2 篇论文，作者排名前 3 位； 

2. 独立或合作出版 1 本技术书籍（专著、教材、手册等），5 万字以上； 

3. 主持或作为主要参与人员编制过 1 项重要技术文件，已在本单位应用，编制人

排名前 3 位； 

4. 参与制定 1 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已正式实施，起草人排名名前 3

位； 

5. 获得 1 项发明专利或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6. 获得 1 项由政府部门、相关行业组织或本单位授予的技术荣誉称号或科技奖励，

其中本单位奖励应为最高级别，获奖人排名前 3 位。 

第二十条 学历或工作年限未满足但专业能力特别突出者，申请高级工程师等级水平评价

可按破格受理。破格申请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 5 年内参与完成过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下达的重大科技项目，是主要

技术贡献者（排名前 5 位）； 

2. 5 年内获得过省级及以上或全国一级专业组织授予或颁发的、与所申请专业领域

相关的技术荣誉称号或科技奖励。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应由本单位，或 2 位高级工程师或以上等级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推荐。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 《申请表》一式 4 份；其中“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部分，应反映第十八条所

要求的申请人的专业技术经历，包括所完成项目的概况，主要难点、创新点和技

术成果，以及本人在项目中的主要成绩等；《申请表》应在线填写； 

2. 第八章中规定的一般性辅助材料一式 4 份； 

3. 单位推荐意见表或专家推荐意见表一式 4 份； 

4. 第十九条所涉及成果的证明材料一式 4 份；破格申请人还需同时提交第二十条

所涉及条件的证明材料一式 4 份。 

以上材料按在线申报网站要求装订。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应缴纳 700 元水平评价费。申请人向省级制冷学会提交申请材料，同时

缴纳费用，由受理的省级制冷学会开具发票。 

第七章 申请资深工程师等级 

第二十四条 资深工程师是中国制冷学会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的最高等级，是学会授

予制冷空调设备（设计及制造），制冷系统及空调系统设计等领域杰出专业技术人员



 

的终身性荣誉技术称号。 

第二十五条 资深工程师等级不接受个人申请，必须由、专业委员会、省级制冷学会进行推

荐。 

第二十六条 申请人必须获得高级工程师证书满 5 年，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5 岁，实际从事

制冷、空调等相关技术领域的专业技术工作。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应具备以下专业技术经历，并在《申请表》“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部分中予以反映： 

1. 在所申请的专业领域主持完成过 3 项难度很高，或有很高组织难度，由多个部

门的专业人员协调完成的项目； 

2. 项目完成过程中，在本人负责范围内起到决策或解决疑难技术问题的作用； 

3. 过程中运用了大量新理论、新技术或申请了专利；或所采取实施方案、技术路线

有重大创新； 

4. 项目已取得良好的经济或社会效益，或对行业发展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十八条 原则上被推荐人应获得过相关专业的省部级及以上或全国一级专业组织技术

奖项或技术荣誉称号。 

第二十九条 被推荐人在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第三十条 申请人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 《申请表》一式 8 份；其中“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部分，应反映第二十七条

所要求的申请人的专业技术经历，包括所完成项目的概况，主要难点、创新点和

技术成果，以及本人在项目中的主要成绩等；《申请表》应在线填写； 

2. 第八章中规定的一般性辅助材料一式 8 份； 

3. 省级制冷学会或专业委员会推荐意见表（此项由省级制冷学会或专业委员会直

接向中国制冷学会提交）； 

4. 第二十八条涉及内容的证明材料及代表性成果相关证明材料一式 8 份。 

以上材料按在线申报网站要求装订。 

第三十一条 申请人应缴纳 800 元水平评价费。申请人向专业委员会（或中国制冷学会）或

省级制冷学会提交申请材料，并缴纳费用，由专业委员会（或中国制冷学会）或省

级制冷学会开具发票。 

第八章 一般性辅助材料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还需同时提交以下一般性辅助材料： 



 

1. 身份证复印件； 

2. 学历证书复印件；（除在校生申请见习工程师外） 

3. 学位证书复印件；（除在校生申请见习工程师外） 

4. 现有证书复印件；（适用于申请晋级的申请人） 

5. 其他体现申请人专业水平的材料； 

6. 入会申请表；（适用于非学会个人会员的申请人） 

第九章 对申请材料的要求 

第三十三条 论文应公开发表，需提交发表当期期刊的封面、目录页及论文首页的复印件。 

第三十四条 制定的标准需提交封面及前言的复印件。 

第三十五条 专利需提交专利证书复印件。 

第三十六条 出版的书籍需提交封面、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页、参编人员信息页的复

印件。 

第三十七条 编制的技术文件需交印制版原件。 

第三十八条 获得的科技奖励或技术荣誉称号需提交奖励证书复印件或荣誉证书复印件。 

第三十九条 破格申请高级工程，申请人完成的课题需提交验收报告复印件或项目委托单位

证明。 

第四十条 单位推荐的申请人，在提交单位推荐意见表同时，应提交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同行推荐的申请人，在提交专家推荐意见表同时，应提交推荐人证书复印件。 

第四十一条 申请人应确保本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申请人需承担申请材料不实造

成的后果。 

 

第十章 其他 

第四十二条 本《申请细则》自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实施。 

第四十三条 本《申请细则》解释权属于中国制冷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