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全国净化技术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

时间：2022 年 4 月 1-2 日（31 日报到） 地点：南京紫金山庄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3 月 31 日

11:00-22:00
报到

19:00-21:00 CAHVAC 净化专委会工作会议

4 月 1 日
上午

9:00-11:30

开幕式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CAHVAC 理事长、中国建研院环能科技董事长 徐伟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暖通空调热能动力专业委员会主任 夏卓平

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伟强

CAHVAC净化专委会名誉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 沈晋明

“许钟麟净化科技奖”颁奖仪式

刘燕敏 教授

净化专委会
主任委员

同济大学

大会论坛

《为人民健康提供净化的空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员 许钟麟 张彦国 主任

净化专委会
秘书长

中国建研院环
能科技净化技

术中心

《半导体芯片产业发展新趋势下的空气净化行业挑战与思考》
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伟强

《变风量恒压差净化空调机组研发与运行验证》
克莱门特捷联制冷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De Battista Alessio

《创新是洁净技术发展的动力》
同济大学教授 沈晋明

11:30-12:00 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12:00-13:30 自助午餐

第一专场：医疗体系与医疗环境控制

4 月 1 日
下午

13:30-17:30

《负压病房内部空气净化重要性的论证》
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技术中心总监 周 乐

马伟骏
总工

CAHVAC
副理事长

华东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李著萱

专业总工

净化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元国际
工程公司

《“双碳”背景下的医院空调节能降耗》
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主任 姚 蓁

《KST 绿色未来医院解决方案》
昆山开思拓空调技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朱欣玮

《多联手术室的研发与实施》
同济大学教授 沈晋明

《医院空调节能及净化解决方案》
麦克维尔净化产品经理 李宜骁

《内镜中心空调通风的设计与反思》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 磊

《“双碳”背景下的医院洁净手术部空调系统节能方案》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梁周媛

《日间手术中心设施建设标准》医疗环境控制思路与措施》
同济大学教授 沈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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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专场：生物净化与实验动物环境控制

4 月 1 日
下午

13:30-17:30

《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设施中排风高效过滤装置的使用情况及 ISO/PWI 5371
编制背景》

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张 惠

曹国庆
副主任

净化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建研院环
能科技净化技

术中心

汪亚兵

净化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上海开纯洁净
室技术工程有

限公司

《深圳市某大型实验动物设施空调系统设计》
上海开纯洁净室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曲大钊

《生物安全实验室环境控制思路与循证设计》
同济大学教授 刘燕敏

《生物制药厂房洁净度与换气次数的关系——以两次调研为例》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工程师 李 炫

《SPF 实验动物房设计的关键问题》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专业总工 李著萱

《基于计算流体力学的实验室气流组织及污染物分布分析》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汤 毅

《非人灵长类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要通风设备设计探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王燕芹

第三专场：工业净化用房与相关受控环境控制

4 月 1 日
下午

13:30-17:30

《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20 年修订）》洁净室受控环境关键参数解读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梁 磊

闫冬
暖通设备总师

世源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

马骏
高级副会长

净化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设备
工程协会

《洁净厂房化学污染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Camfil 中国业务发展及分子过滤产品经理 何娜娜

《工业洁净室通用规范》编制背景与解读
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暖通设备总师 闫 冬

《三管制冷凝热回收系统节能解决方案》
广东欧科制冷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杨卫刚

《制药车间污染物控制的通风方案比较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周 斌

《流感疫苗生产车间无菌环境实施策略》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暖通专业副总师 张明玉

《利用多机器人嗅觉方法定位洁净厂房中颗粒物源的实验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蔡 浩

《疫苗生物安全三级防护车间的风险点识别与检测验证》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员 曹国庆

18:30-20:30
欢迎晚宴

主办：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专场：人居环境与空气净化

4 月 2 日
上午

8:30-12:00

ISO 14644-16：2019《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第16部分：洁净室和隔离设备的
能效》简介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张彦国 赵炬

教授级高工

净化专委会
常务委员

机械工业第六
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刘俊杰 教授

净化专委会
常务委员

天津大学

《基于 CFD-DEM 方法褶式过滤介质过滤特性的宏观尺度数值模拟》
安徽工业大学教授 钱付平

《大健康时代，如何营造健康人居环境？》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卜芸芸

《空气中悬浮微生物的净化技术与相关风险探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员 冯 昕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某城市地铁车厢内空气品质测评研究》
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技术中心资深经理 朱 蕾

《呼吸道传染病室内环境的新风与净化控制》
东南大学教授 钱 华

《测试气溶胶对高效空气过滤器效率测试结果的影响研究》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检测工程师 曹冠朋

《室内微生物气溶胶传播与净化控制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苗 露

第五专场：空气净化技术进展与相关净化装置

4 月 2 日
上午

8:30-12:00

《集成移动模块式洁净室研发》
昆山协多利洁净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马俊驰 江锋

副研究员

净化专委会
常务委员

清华大学核能
与新能源技术

研究院

陈泽嘉
教授级高工

净化专委会
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集团
重庆医药设计院

《高效空气过滤元件生命周期综合能耗评价实验研究》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检测工程师 曹冠朋

《医疗洁净环境实现路径探讨》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净化行业总监 吴志枫
《手术室带宽口低速空气幕的异温异速送风系统》

同济大学教授 沈晋明

《探讨手术室宽口低速送风装置最佳配置》
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技术中心主管 沈彦利

《一种新型的洁净手术室控制——控温送风系统》
同济大学教授 刘燕敏

《洁净室运行状态切换过程中的环境参数变化特征及节能潜力分析》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工程师 纪迎迎

《高效低阻玻纤空气滤纸——助力后疫情时代空气净化》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晓燕

第六场：建筑疫情防控技术

4 月 2 日
上午

8:30-12:00

《医院洁净手术室平疫结合设计要点分析》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牛维乐

徐芬
副总工

净化专委会
常务委员

北京市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林向阳
研究员

净化专委会
常务委员

中国中元国际
工程公司

《高等级防护过滤方案助力疫情防控》
Camfil 中国颗粒物过滤产品经理 陈 鑫

《发热门诊、负压（隔离）病房改造案例探析》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郑钧国

《综合医院手术室平疫结合改造新模式》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美玲

《后疫情时代，H&V 给空调末端戴上 N95 口罩》
贺氏（苏州）特殊材料有限公司亚太区暖通空调业务开发经理 王臻阳

《“平疫结合”负压隔离病房设计参数的探讨》
同济大学教授 沈晋明

《正负压智能转换控制系统在平疫结合负压病房的实践应用》
合肥杜威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廖德安

12:00-13:00 自助午餐

4月 2日下午
13:30-17:00

考察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展示厅及无菌病房层流舱、带气幕异温异速
送风装置的洁净手术室

注：如会议日程发生变更，以当日会议“日程安排”为准。



附件 2

会议酒店介绍

一、酒店介绍

南京紫金山庄坐落与紫金山山脚，位于钟山风景区内，是一座拥有 70%以上森林覆盖

的天然氧吧，空气清新。山庄共有客房四百余间，其中主楼为 2018 年重新装修。客房时

尚舒适，推窗尽揽湖光山色。10 栋各具特色的别墅小楼犹如晶莹璀璨的宝石，散落在湖

光山色中。

二、交通路线与位置图

酒店位置图

地点名称 距离 如何到达酒店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51 公里

①乘坐地铁 S1 号线，在南京南站换乘地铁 3号线至新庄站出
站，步行 284 米，换乘公交 141 路或 309 路，至上五旗下车，步
行 386 米，全程约 1小时 49 分钟；
②乘坐出租车约 160 元。

南京南站 19 公里
①乘坐地铁 3号线至新庄站出站，步行 284 米，换乘公交 141 路
或 309 路，至上五旗下车，步行 140 米，全程约 1小时 2分钟；
②乘坐出租车约 51元。

南京火车站 9.8 公里
①南京站南广场乘坐公交 309 路至上五旗站下车，步行 140 米，
全程约 37分钟；②乘坐出租车约 29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