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建筑学会暖通空调分会净化工作委员会 

           2015年全国净化技术年会邀请函       

 “2015 年全国净化技术年会”定于 2015 年 9 月 19-20 日在湖南长沙市远大城召开。本

次学术年会结合当前空调净化学术动向、关注的热点，提出“强调设计与风险管理实现净化

用房及受控环境的最佳控制”的年会主题。重点围绕净化技术发展趋势、前沿科技以及当前

实施中技术难点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作专题报告，以及精

彩学术交流讲演。本年会旨在学习、交流与推广先进理论、新技术、新产品、新措施，提高

我国净化领域学术水平，还设六个主题分会场交流讨论。增强技术力量，帮助企业谋发展，

增强企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与会代表包括全国暖通净化空调专业的各

院校、研究院、设计院、生产企业、工程公司、施工单位以及医院、制药和电子等方面的代

表。目前会议在各方支持和协调下，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会议议程和相关安排如下： 

一、报到时间与地点：（附件 2） 

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远大城 新方舟宾馆一楼大堂（长沙市远大三路 1号远大城） 

时间：2015 年 9 月 18 日 8:30-22:00     

二、会议议程：  

   2015 全国净化技术年会日程安排 

时间 地点 内容 发言人 
9 月 18 日全天 远大城新

方舟宾馆 
8:30 – 22:00 参会人员签到 

19
日

上

午 

9:00 - 9:20 理想号剧场 开幕式：湖南政府、学会领导致辞 主持人：刘燕敏 
大会报告 主旨演讲 主持人：孙宁 
9:20–10:00 洁净室计算理论的新进展——扩大主流

区理念的应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许钟麟 

10:00–10:30 强调设计与风险管理实现净化用房及受

控环境最佳控制 
同济大学教授、博导 沈晋明 

10:30–11:00 医院节能与空气质量 远大科技集团副总裁/远大空品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杰 
11:00–11:30 医院绿色能源站 捷联克莱门特（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

总监 吴梅梁 

11:30–12:00 洁净手术室微尘的危害与控制 煤炭总医院主任医师 钟秀玲 

12:00–12:20 剧场门口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留念 
12:20 – 13:00 自助餐厅 自助午餐 



13:00 – 14:30 参观远大城 
19
日

下

午 

第一专场 达芬奇楼.
阶梯会议室 

洁净手术部新规范实施 主持人：林向阳、何焰 
14:30–15:00 新版手术部规范实施遇到的问题与解决

方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孙宁 

15:00–15:30 洁净手术室变新风运行实施及节能效果

分析 

同济大学助研 刘初民、教授 刘燕敏

15:30–16:00 德国手术室的发展趋势 德中韦氏（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营销总经理 郑军 

16:00–16:30 洁净手术室空调系统温湿度独立控制方

案探讨 
上海市卫生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高

工 严建敏 
16:30–16:40 茶歇 
16:40–17:10 手术部净化空调新风处理方案解析及应

对策略 

江苏环亚医用科技集团总工 任建庆 

17:10–17:40 热管热交换器在净化手术室空调系统的

应用分析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高工 陆琼文 

17:40–18:10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的应用 无锡汉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工  

18:10–18:40 数码变容量温湿分控洁净手术部净化空

调系统 

南京天加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吴志国 

第二专场 达芬奇楼 .
苏格兰会议

室 

医学实验室 主持人：马伟骏 、赵炬 
14:30–15:00 
 

《 综 合 医 院 建 筑 设 计 规 范 》 GB 

51039-2014 对医学实验室的要求 

同济大学教授、博导 沈晋明 

15:00–15:30 援外西非埃博拉生物安全实验室设计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曹国庆 

15:30–16:00 简介德国最先进生物安全实验室 同济大学教授、博导 沈晋明 

16:00–16:30 PCR 实验室的设计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

工 马伟骏 

16:30–16:40 茶歇 
16:40–17:10 医院室内空气质量调研分析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张

彦国 
17:10–17:40 医院检验科实验室压力控制研究与实践 上海智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崔健 

17:40–18:10 离心式二氧化氯雾化系统之开发与效能

之实场应用 

台湾明志科技大学博士助理教授 洪

明瑞 

18:10–18:40 雾化超细气溶胶的荷电状态对保障空气

过滤器最低检测效率的探讨 

清华大学核能院博士 陈慧 

第三专场 达芬奇楼 .
院长会议室 

洁净受控环境控制 主持人：江锋、秦学礼 

14:30–15:00  国内外洁净室标准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总工 秦学礼 

15:00–15:30 洁净室相关受控环境核心净化设备国家

产品标准编制情况介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冯昕 

15:30–16:00 气态分子级污染的控制研究 美埃净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曹国

新、同济大学教授沈晋明 

16:00–16:30 核电站核空气处理与防御 中广核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高工

郭瑞挺 

16:30–16:40 茶歇 
16:40–17:10 高效空气过滤器漏孔法检漏与漏泄标准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许钟麟 



17:10–17:40 雾霾天气下洁净环境应该关注的问题及

应对措施 

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 谢曙光 

17:40–18:10 洁净室行业工程公司的设计现状及未来

的发展方向探讨 

深圳广东省机电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

分院净化设计部总监 田耀荣 

18:10–18:40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设计案例分析及经验

体会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牛

维乐 

18:15 – 21:00 理想号剧场 “远大之夜”晚会（抽奖、文艺演出等） 
20
日

上

午 

7:00-8:00 自助餐厅 自助早餐 
第四专场 达芬奇楼.

阶梯会议室 
空气净化与室内空气质量 主持人： 戴自祝、刘俊杰 

8:00–8:30 空气净化与室内空气质量 同济大学教授 沈晋明 刘燕敏 

8:30–9:00 PM2.5 净化效率测试方法的研究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国家空调设备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 李剑东 

9:00–10:00 空气净化器的性能评估 天津大学教授 刘俊杰 

10:00–10:30 公共建筑室内空气净化设备应用及实际

运行效果分析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王志勇、徐昭炜

10:30-10:40 茶歇 
10:40–11:10 对国家标准 GB/T 18801《空气净化器》

征求意见稿的讨论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高工 邓高峰、岳

仁亮、戴自祝 

11:10–11:40 光热凝聚技术在新风系统及空气净化装

置中的应用 
中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晓

宏 

11:40–12:10 基于 Simulink 办公建筑室内 PM2.5 浓度

的动态仿真 

安徽工业大学 助研徐瑾睿、系主任/
教授钱付平等 

第五专场 达芬奇楼.
苏格兰会议

室 

综合医院新规范与医疗环境控制 主持人：董秀芳、曹国庆 
8:00–8:30 《 综 合 医 院 建 筑 设 计 规 范 》 GB 

51039-2014 编制背景及主要内容介绍 

同济大学教授、博导 沈晋明 

8:30–9:00 特殊科室（静脉配置中心、血液透析室、

检验科等）平面布局设计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室技术工程公司

设计部经理 李芳芳 

9:00–10:00 等离子技术在净化领域的应用研究  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法国国家科

研中心 Zixian Jia，Christelle Barakat 
10:00–10:30 医院 ICU 净化空调系统变新风运行的研

究 

同济大学助研 刘初民、教授 刘燕敏

10:30-10:40 茶歇 
10:40–11:10 负压病房净化空调系统的工程实践 上海北亚洁净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明明 

11:10–11:40 医疗净化工程全方位管家式售后托管解

决方案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室技术工程公司高

工 范俏颜 

11:40–12:10 医院能耗水平与节能效果评价体系的研

究 

同济大学教授 刘燕敏 

第六专场 达芬奇楼.
院长会议室 

制药环境控制 主持人：马骏、 赵松  
8:00–8:30 BIM 技术在大型制药厂房设计的应用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高工 赵松 

8:30–9:00 新型纳米节能型医药洁净室设计与建造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医药技术中心总经理 赵伟 

9:00–10:00 工业 4.0——药厂洁净室系统集成应用

探讨 

珐成制药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赵瑞 



10:00–10:30 我国兽药GMP与人药/欧盟GMP净化要求

的差异及发展趋势探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梁

磊 

10:30-10:40 茶歇 
10:40–11:10 我国直流无刷型风机过滤器机组性能水

平的试验探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徐昭炜等 

11:10–11:40 绿色医药园区节能策略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院总院有限公

司研究员 董秀芳 

11:40–12:10 空气过滤器在控制 PM2.5 项目中的应用

与案例浅析 

烟台宝源净化有限公司工程师 牛立

科 

12:10 – 13:00 自助餐厅 自助午餐 
20
日

下

午 

13:30-17:30 湘雅医院 现场考察医院工程项目 

湘雅第三医

院 

现场考察医院工程项目 

J57建筑 现场考察空气净化工程项目 

21
日 

  全天 
 
费用自理 

A 线 韶山花明楼一日游  

B 线 长沙市内岳麓书院、橘子洲头一日游  

C 线 张家界3日游  

附注：嘉宾演讲完后，约 5 分钟提问讨论时间，请有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代表做好准备。 

三、代表参会：（附件 1） 

1、代表注册费：980 元/人；学生:700 元/人；包括会议用房、资料、特邀专家讲演、二

天会议午餐、第一天晚餐；差旅住宿费自理。 

2、 收款单位：上海爱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秀沿路支行  

帐号：1001068309300007460 

 

四、联系方式： 

请参会代表详细填写参会回执发至邮箱：hvac1239@163.com 

联系人:刘燕敏 17717466620、刘飘 18721911692 

会议网址：中国净化空调网 www.chinaacac.cn 

                      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 

 

 

附件 1：参会回执表 

附件 2：住宿回执表 

附件 3：酒店与交通 

 

 

 



附件 1 

2015 净化技术年会报名回执 

欢迎报名参与,相信本次会议将带给您新的理念和启发。 

单位名称/

开票台头 

 

发票邮寄

地址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 E-mail 电话 

      

      

      

      

代表注册费收款单位:  上海爱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秀沿路支行    

帐号:   1001068309300007460 

附件 2        2015 净化学术年会代表住宿回执 

代表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联系手 机：                          E-mail：                          

入住时间：                       离店时间：                         

住宿要求
*
： 选（1）               酒店           房型         间        天 

               或选（2）               酒店           房型 

 

备注： 

  1）确保本届年会住宿总容量，请参会代表务必于 9 月 10 日前将住宿回执表回传至会务

组邮箱，E-mail：hvac1239@163.com   

 2）由于各酒店各类型客房数量有限，请预选 2 个住宿要求，会务组将根据预订先后安排

住宿酒店； 

 3）住宿会议酒店的代表住宿信息请务必详细填写，以便会务组根据回执为代表预定（预

留）房间。 

 

 

 



附件 3 酒店与交通： 
2015 全国净化技术年会预选酒店 

序号 酒店名称 星级 房型 价格 酒店地址 

1 

新方舟宾馆 准四星

高双标间 300元/间(含双早） 

长沙市远大三路1号远大城内 
2 高单标间 360元/间(含双早） 

3 豪双房 420元/间(含双早) 

4 套间 540元/间(含双早） 

5 
和东酒店 商务 

标双间 228元/间(含双早） 
长沙市经开区黄兴大道 

（远大二路和梨江路交界处） 
6 标单间 228元/间(含双早） 
7 豪双间 238元/间(含双早） 

8 
南国四月天 
商务酒店 

商务 标间 110-178元/间(含双早) 长沙市长沙县东六路68号 

9 远大招待所 内部 标间 100-120元/间(不含早) 长沙市远大三路1号远大城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