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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来，内燃机作为交通、能源等领域的主要动⼒装备在⼈类⽂明进步
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当前，温室⽓体控制成为全球共同的
呼声，“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内燃机⾏业⾯临温
室⽓体减排和污染物排放控制双重挑战，同时也为内燃动⼒科技创新提供了新机
遇、指明了新⽅向。近年来，围绕内燃动⼒“双碳”和污染物近零排放的科学研究、
技术创新如⾬后春笋、⽅兴未艾，为此，中国内燃机学会将搭建以内燃动⼒“双碳，
绿⾊”为主题的学术和技术交流平台，打造“内燃动⼒碳中和与排放控制学术年
会”这⼀内燃机⾏业⾼端品牌学术会议。
���������中国内燃机学会2022年品牌学术活动之“内燃动⼒碳中和与排放控制学术年
会”将于7⽉10⽇⾄12⽇在湖南省⻓沙市举⾏，由中国内燃机学会主办，中国内燃
机学会后处理技术分会、⼤功率柴油机分会、中⼩功率柴油机分会、混合动⼒技术
分会以及中国汽⻋⼯业协会后处理系统分会联合承办。本届学术年会将围绕内燃
动⼒“双碳”和污染物近零排放两⼤主题，开展学术和技术交流。会议将邀请国内
外资深专家学者做⼤会报告、专题报告，并以论⽂征集和论⽂宣读⽅式展⽰⾼校、
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最新研发成果。

2022年07⽉10⽇�����09:00-22:00

2022年07⽉11⽇�����08:00-18:00
2022年07⽉12⽇�����08:30-12:30

⻓沙世纪⾦源⼤饭店

地址：湖南省⻓沙市开福区⾦泰路199号

电话：0731-85958888�����18008482789

7⽉10⽇12:00-13:50��������������午餐�1F⾃助餐厅

�����������������18:00-20:00��������������晚餐�1F⾃助餐厅

7⽉11⽇12:00-13:50��������������午餐�1F⾃助餐厅

�����������������18:00-20:00��������������晚宴�1F⼤宴会1+2厅

7⽉12⽇12:00-13:50��������������午餐�1F⾃助餐厅

����������������

参会代表可通过注册系统（http://www.csice.org.cn/meeti-

ng/2022Brand1/）⾃⾏预定会议酒店选择所需房型，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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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处 理 技 术 分 会：����陈����婷�������������15201701887

⼤功率柴油机分会：����⽩春艳������������18221016095

中⼩功率柴油机分会：���� 戴����苓�������������13665199627

混合动⼒技术分会：��������董东升������������19963165283

注册⽹站：http://www.csice.org.cn/meeting/2022Brand1/

主办单位�������中国内燃机学会
承办单位�������后处理技术分会
��������������������������⼤功率柴油机分会
��������������������������中⼩功率柴油机分会
��������������������������混合动⼒技术分会
��������������������������中国汽⻋⼯业协会后处理系统分会
协办单位�������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沙理⼯⼤学
��������������������������湖南⼤学
��������������������������中南⼤学

ORGANIZATION

内燃动⼒碳中和与排放控制学术年会组织机构

⼤会主席��������⻩�����震��中国⼯程院院⼠、上海交通⼤学讲席教授
⼤会副主席���王�����锋
�����������������������（��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研究所总⼯程师、研究员）
��������������������������隆武强
�����������������������（�� ⼤连理⼯⼤学机械⼯程与材料能源学部实验室主任、教授）
��������������������������⻩成海
�����������������������（�� 中国第⼀汽⻋股份有限公司⽆锡油泵油嘴研究所所⻓、⾼⼯）
��������������������������臧志成（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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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09:00 — 22:00

14:00 — 21:00

7月11日

7月12日

08:00 — 08:30

08:30 — 12:30

14:00 — 18:00

18:30 — 20:00

08:30 — 12:00

会议注册报到

分会换届会议

开幕式

大会特邀报告

分会场交流

欢迎晚宴

分会场交流

优秀论文颁奖

MEETING
SCHEDULE

中国内燃机学会
内燃动⼒碳中和与排放控制学术年会

⼤会邀请报告

序号 报告⼈ 报告题⽬ 单位 时间
（7⽉11⽇）

1

2

3

4

5

6

⻩��震

尹��航

蒋学锋

李⾦成

刘继伟

李晓波

合影、茶歇（9:50-10:30）

碳中和能源变⾰和
内燃机的机遇

我国机动⻋未来排
放控制要求发展趋势

⾯向下⼀阶段法规的商
⽤⻋动⼒系统关键技术

⾯向碳中和的⾼效
零排放氢能内燃机

⻓安混合动⼒
开发实践

船舶碳捕集封存技术
进展及应⽤展望

上海交通⼤学
中国⼯程院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机动⻋排污监控中⼼

副主任

东⻛汽⻋集团
副总⼯程师

⼀汽研发总院
⾸席专家

⻓安汽⻋
混动项⽬开发经理

中国船舶第七⼀⼀
研究所环保装备部

副总经理

8:30-9:10

9:10-9:5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宴会
1厅

（1F）

地点

下午 代表返程

12:00 — 12:30

主持⼈：隆武强����⼤会副主席：中国内燃机学会常务理事

主持⼈：林赫��中国内燃机学会理事，上海交通⼤学机械与动⼒⼯程学院内燃机研究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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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地点 时间 报告题⽬ 报告⼈ 报告单位

7⽉11⽇
（星期⼀）

下午
⻓沙厅(3F)

7⽉12⽇
（星期⼆）

上午
⻓沙厅(3F)

2、颗粒物捕集和再⽣技术分会场报告安排
⽇期 时间 报告题⽬ 报告⼈ 报告单位

7⽉11⽇
（星期⼀）

下午
合肥厅(3F)

7⽉12⽇
（星期⼆）

上午
合肥厅(3F)

3、温室⽓体控制、转化利⽤及其他后处理技术分会场报告安排
⽇期 时间 报告题⽬ 报告⼈ 报告单位

7⽉11⽇
（星期⼀）

下午
南京厅(3F)

7⽉12⽇
（星期⼆）

上午
南京厅(3F)

⽇期 时间 报告题⽬ 报告⼈ 报告单位

14:30-15:00

15:00-15:30

15:30-18:0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2: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8:0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2: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8:0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2:00

⾯对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法规，后处理的问题
和挑战

天然⽓发动机后处理关键技术研究

论⽂交流

柴油机⾼效SCR技术研究进展

机动⻋含氮⽓态污染物排放特性与控制研究

论⽂交流

满⾜国七排放的柴油机后处理技术

DPF颗粒捕集与再⽣关键技术

柴油机⾮贵⾦属催化型排⽓后处理系统
论⽂交流

柴油机后处理cDPF技术及应⽤

混动⻋辆颗粒控制

论⽂交流

双碳⽬标下低温等离⼦体研究的思考

⼆氧化碳⾼值转化与利⽤研究
基于固体氧化物电解池H₂O和CO₂制取

液体燃料
内燃机尾⽓催化后处理系统N₂O⽣成机

理研究进展
论⽂交流

纳⽶碳基电极的结构设计与⼯业级电流密度下
催化还原CO₂机理

光谱分析技术在排放测量领域应⽤

论⽂交流

张志勇

侯�����阳

浙江航天恒嘉数据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学

苏庆运 ⼤连理⼯⼤学

朱�����磊 上海交通⼤学

王�����丽 ⼤连海事⼤学

王海兴 北京航空航天⼤学

优美科汽⻋催化剂
（苏州）有限公司吴�����越

鲜�����建z 四川中⾃科技
有限公司

联南环保王少明

西华⼤学孟忠伟

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朱�����磊

赵云昆 昆明贵⾦属研究所

王�����攀 江苏⼤学

贾莉伟 ⽆锡威孚环保催化
剂有限公司

杨延相 ⽆锡恒和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期及地点 时间 报告题⽬ 报告⼈ 报告单位

7⽉11⽇
（星期⼀）

下午
北京厅(3F)

7⽉12⽇
（星期⼆）

上午
北京厅(3F)

4、绿⾊船舶动⼒系统分会场报告安排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8:0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论⽂交流

⽇期 时间 报告题⽬ 报告⼈ 报告单位

7⽉11⽇
（星期⼀）

下午
⾸⻓接⻅厅

(3F)

7⽉12⽇
（星期⼆）

上午
⾸⻓接⻅厅

(3F)

5、混合动⼒与先进柴油机技术分会场报告安排

11:00-12: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8:0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2:00

论⽂交流

船舶混合动⼒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氢能动⼒测试装备及发展趋势

论⽂交流

插电式混合动⼒专⽤⾼效发动机的现状及
发展趋势

⼆元燃料燃烧⼀压燃式发动机⾼效的途径

论⽂交流

王����博 ⽐亚迪汽⻋⼯业
有限公司

刘⽟国 苏州英特模汽⻋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集
团公司第七〇四

研究所
（副主任⼯程师）

王良秀

⾯向碳中和的航运业脱碳路径与替代燃料评估 罗肖锋
中国船级社

武汉规范研究所�

船⽤低碳零碳混合动⼒系统技术研究和典型应⽤ 刘佳彬
�中国船舶

第七⼀⼀研究所�

船舶发动机新型脱硝技术研究及展望 周伟中

柴油机热⼒过程⾃主仿真软件开发

船⽤甲醇/柴油双燃料发动机应⽤技术

邓康耀

王延瑞

上海交通⼤学

淄柴动⼒有限公司

�碳中和船舶动⼒解决⽅案-甲醇燃料发动机 �张东明 �中国船舶
第七⼀⼀研究所�

�基于分层喷射的低碳船舶内燃机燃烧技术

��ABB涡轮增压⾯向未来新燃料

刘�����⻰

胡伯宗

哈尔滨⼯程⼤学�

重庆ABB江津涡轮
增压系统有限公司�

10:00-10:30

10:30-11:00

⽡锡兰未来燃料船⽤动⼒技术⽅案（线上报告）

⾼压直喷甲醇压燃式发动机性能研究

薛良⽟

肖����鸽

⽡锡兰中国
有限公司�

⼤连理⼯⼤学�

中船动⼒（集团）
有限公司�

双碳战略推动下的重型商⽤⻋发动机技术 王⼀江 ⼀汽解放汽⻋
有限公司

姚春德 天津⼤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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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报告

14:00-14:30

7⽉11⽇（星期⼀）
分会场⼀

⽓态污染物后处理技术
⻓沙厅(3F)

分会场⼆
颗粒物捕集和再⽣技术

基于新排放标准的涡轮增压技术研究
陈少林 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满⾜国七排放的柴油机后处理技术
朱�����磊 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厅(3F)

分会场⼀
⽓态污染物后处理技术分会场报告安排

⻓沙厅(3F)

分会场⼆
颗粒物捕集和再⽣技术分会场报告安排

合肥厅(3F)

分会场报告

⾯向碳中和的航运业脱碳路径与替代
燃料评估
雷����伟 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

双碳⽬标下低温等离⼦体研
究的思考
王海兴 北京航空航天⼤学

船舶混合动⼒系统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
王良秀 中国船舶重⼯集团公司第

七〇四研究所
14:30-15:00

杨延相 ⽆锡恒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对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法规，后处理的
问题和挑战

DPF颗粒捕集与再⽣关键技术
孟忠伟 西华⼤学

刘佳彬 �中国船舶第七⼀⼀研究所�

船⽤低碳零碳混合动⼒系统技术研
究和典型应⽤

⼆氧化碳⾼值转化与利⽤研究
王�����丽 �⼤连海事⼤学

氢能动⼒测试装备及发展趋势
刘⽟国 �苏州英特模汽⻋科技有限

公司

15:00-15:30 天然⽓发动机后处理关键技术研究
贾莉伟 ⽆锡威孚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

柴油机⾮贵⾦属催化型排⽓后处理系统
王少明 联南环保

船舶发动机新型脱硝技术研究及展望
周伟中 中船动⼒（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固体氧化物电解池H₂O和
CO₂制取液体液体燃料
朱�����磊 上海交通⼤学

双碳战略推动下的重型商⽤⻋
发动机技术
王⼀江 ⼀汽解放汽⻋有限公司

分会场三
温室⽓体控制、转化利⽤及
其他后处理技术分会场

南京厅(3F)

分会场四
绿⾊船舶动⼒系统分会场

北京厅(3F)

分会场五
混合动⼒与先进柴油机技术

分会场
⾸⻓接⻅厅(3F)

17:45-18:00

温室⽓体控制、转化利⽤及
其他后处理技术南京厅(3F)

分会场四
绿⾊船舶动⼒系统

北京厅(3F)

分会场五
混合动⼒与先进柴油机技术

合肥厅(3F)

分会场三

15:45-16:00 柴油机热⼒过程⾃主仿真软件开发
邓康耀 上海交通⼤学

苏庆运

内燃机尾⽓催化后处理系统
N₂O⽣成机理研究进展

⼤连理⼯⼤学

C3H6中毒对Cu-SSZ-13催化剂氨⽓
选择性催化还原氮氧化物性能的影响

16:00-16:15 茶歇 茶歇 茶歇 茶歇 茶歇

0807

分会场报告安排

14:00-14:30

7⽉11⽇（星期⼀）
分会场⼀

⽓态污染物后处理技术
⻓沙厅(3F)

分会场⼆
颗粒物捕集和再⽣技术

基于新排放标准的涡轮增压技术研究
陈少林 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满⾜国七排放的柴油机后处理技术
朱�����磊 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厅(3F)

15:00-15:30

14:30-15:00
杨延相 ⽆锡恒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对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法规，后处理的
问题和挑战

DPF颗粒捕集与再⽣关键技术
孟忠伟 西华⼤学

天然⽓发动机后处理关键技术研究
贾莉伟 ⽆锡威孚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

柴油机⾮贵⾦属催化型排⽓后处理系统
王少明 联南环保

15:30-16:00

7⽉12⽇（星期⼆）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柴油机⾼效SCR技术研究进展
王�����攀 江苏⼤学

柴油机后处理cDPF技术及应⽤
鲜�����建 四川中⾃科技有限公司

机动⻋含氮⽓态污染物排放特性与控制
研究
赵云昆 昆明贵⾦属研究所

混动⻋辆颗粒控制
吴�����越 优美科汽⻋催化剂（苏州）

有限公司

分会场报告安排

⾯向碳中和的航运业脱碳路径与替代
燃料评估
罗肖锋 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

船舶发动机新型脱硝技术研究及展望
周伟中 中船动⼒（集团）有限公司�

论⽂交流

柴油机热⼒过程⾃主仿真软件开发
邓康耀 上海交通⼤学

船⽤甲醇/柴油双燃料发动机应⽤技术
王延瑞 淄柴动⼒有限公司

双碳⽬标下低温等离⼦体研
究的思考
王海兴 北京航空航天⼤学

基于固体氧化物电解池H₂O和
CO₂制取液体燃料
朱�����磊 上海交通⼤学

论⽂交流

内燃机尾⽓催化后处理系统
N₂O⽣成机理研究进展
苏庆运 ⼤连理⼯⼤学

船舶混合动⼒系统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
王良秀 中国船舶重⼯集团公司第

七〇四研究所

刘佳彬 �中国船舶第七⼀⼀研究所�

船⽤低碳零碳混合动⼒系统技术研
究和典型应⽤

⼆氧化碳⾼值转化与利⽤研究
王�����丽 �⼤连海事⼤学

氢能动⼒测试装备及发展趋势
刘⽟国 �苏州英特模汽⻋科技有限

公司

双碳战略推动下的重型商⽤⻋
发动机技术
王⼀江 ⼀汽解放汽⻋有限公司

论⽂交流

光谱分析技术在排放测量领
域应⽤
张志勇 浙江航天恒嘉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碳中和船舶动⼒解决⽅案-甲醇燃
料发动机
张东明 �中国船舶第七⼀⼀研究所�

纳⽶碳基电极的结构设计与⼯业
级电流密度下催化还原CO₂机理
侯�����阳 浙江⼤学

插电式混合动⼒专⽤⾼效发动
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王����博 ⽐亚迪汽⻋⼯业有限公司

⼆元燃料燃烧⼀压燃式发动机
⾼效的途径
姚春德 天津⼤学

基于分层喷射的低碳船舶内燃机
燃烧技术
刘�����⻰ �哈尔滨⼯程⼤学�

论⽂交流

胡伯宗 重庆ABB江津涡轮增压系
统有限公司�

ABB涡轮增压⾯向未来新燃料

⽡锡兰未来燃料船⽤动⼒技术⽅
案（线上报告）
薛良⽟ ⽡锡兰中国有限公司�

⾼压直喷甲醇压燃式发动机性能研究
肖����鸽 ⼤连理⼯⼤学�

论⽂交流 论⽂交流

16:15-16:45

16:45-18:00 论⽂交流 论⽂交流

10:15-10:45

10:45-11:15

11:15-12:00 论⽂交流 论⽂交流

温室⽓体控制、转化利⽤及
其他后处理技术南京厅(3F)

分会场四
绿⾊船舶动⼒系统

北京厅(3F)

分会场五
混合动⼒与先进柴油机技术

⾸⻓接⻅厅(3F)

分会场三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论⽂交流

16:00-16:15 茶歇 茶歇 茶歇 茶歇 茶歇

10:00-10:15 茶歇 茶歇 茶歇 茶歇 茶歇

15:30-15:45 LNT中NOx与SOx吸附的第⼀性原理
研究
王学豹 天津⼤学

碳烟分布形态对选择性催化还原捕集技
术SDPF性能的影响研究
段⽴爽 同济⼤学

基于壁⾯润湿性的撞壁燃油液
滴蒸发特性的试验研究
陈艳玲 吉林⼤学

凌����琳 江苏⼤学

船⽤甲醇/柴油双燃料发动机应⽤技术
王延瑞 淄柴动⼒有限公司

16:15-16:30 锥形-变孔密度载体催化转化器性能
分析
杨晓美 湘潭⼤学

船⽤甲醇/柴油双燃料发动机应⽤技术
王延瑞 淄柴动⼒有限公司

16:30-16:45 基于台架试验的催化剂内部尿素分解
特性研究
杜慧勇 河南科技⼤学

16:45-17:00 喷嘴与⾦属丝⽹距离对混合效果影响
的仿真对⽐研究
⾼晓丹 ⽆锡威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00-17:15 电场协同Pd基催化剂催化低浓度甲烷
完全氧化：抗⽔性能及失活机制研究
赵旭腾 上海交通⼤学

17:15-17:30 Pd/LaAlO3催化剂在船舶LNG发动机
尾⽓逃逸甲烷催化氧化中的应⽤研究
杨新伟 中船动⼒集团

17:30-17:45 基于发动机在环的载荷对重型柴油⻋
实际道路排放的影响分析
汪晓伟 中国汽⻋技术研究中⼼有限公司

基于⼩样试验的SCR瞬态模型的研究
李凌志 ⼤连理⼯⼤学

Ce基催化剂改性及⽔热⽼化对PM氧化
性能的影响研究
李宗霖 江苏⼤学

多孔介质颗粒捕集中轴向沉积分布研究
杨绵松 天津⼤学

反应温度对NTP降解柴油机PM的影响
研究
施蕴曦 江苏⼤学

基于WLTC模拟循环的颗粒排放及GPF
特性
胡�����啸 同济⼤学

柴油机颗粒捕集器压降交点及流动特性
研究
张�����涵 昆明理⼯⼤学

复合纳⽶CeZrK/rGO催化剂制备及其碳
烟催化性能研究
孙�����丹 ⻓沙理⼯⼤学

柴油机颗粒捕集器瞬态过滤特性的实验
研究
胡益彰 西华⼤学

柴油机碳烟热⽼化对其氧化特性的影响
的试验与模拟研究
杜健瑜 江苏⼤学

内燃机尾⽓催化后处理系统
N₂O⽣成机理研究进展

⼤连理⼯⼤学苏庆运

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船舶烟
⽓脱碳吸收剂状态诊断

中国船舶重⼯集团公司
第七⼀⼀研究所

李�����珂

La/K掺杂Pd/CeO₂催化剂对
CH4氧化性能的影响

江苏⼤学李⻜祥

不同形貌锰氧化物催化⼄醇
燃烧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学冯倍倍

当量⽐天然⽓发动机条件下Pt
表⾯CO-H₂共同氧化机理研究

��⼤连理⼯⼤学王英健

PODE+汽油/甲醇双燃料SACI
燃烧及排放试验研究

��上海交通⼤学朱天奎

复合碳酸钾溶液对船舶柴油机
CO₂的捕集特性

��哈尔滨⼯程⼤学任建军

煅烧升温速率对In2O3氨⽓传
感器性能影响的研究

��上海交通⼤学杨����琳

柴油机热⼒过程⾃主仿真软件开发
邓康耀 上海交通⼤学

船舶LNG燃料制氢脱碳及利⽤技术⽅
案分析
涂世恩 中国船舶第七⼀⼀研究所

⾼压液氨喷雾混合⽓形成及燃烧过程
的数值模拟和实验验证
王�����宁 上海交通⼤学

⾼压液氨喷雾混合⽓形成及燃烧过程
的数值模拟和实验验证
王�����宁 上海交通⼤学

“双碳”背景下CO₂资源化技术与内燃
机碳中和燃料（线上报告）
焦联国 陕西柴油机重⼯有限公司

动⼒系统控制器防护电路设计
张�����雷 中国第⼀汽⻋股份有限公

司⽆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氨/柴油双直喷⼆冲程发动机数
值模拟研究
张乐楠 ⼤连理⼯⼤学

⾮道路⽤柴油机欧Ⅴ排放法规及
可⾏技术路线研究
王政勇 ⼀汽解放⼤连柴油机有限公司

碳氢燃料超临界喷雾特征参数变化
规律研究
宋�����扬 江苏⼤学

⾼压直喷过热液氨喷雾特性实验研究
李世琰 上海交通⼤学

天然⽓发动机复合喷射系统的燃烧特
性研究
王����朔 哈尔滨⼯程⼤学

衔铁偏⼼作⽤对共轨⾼速电磁阀电磁
⼒的影响
张如琴 ⻓沙理⼯⼤学

柴油机冷起动多循环模型建⽴与优
化计算
⻩清睿 ⼤连理⼯⼤学

主持⼈ 鄂加强教授、王����攀教授 谭丕强、孟忠伟 李志军、陈����琪 冯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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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态污染物后处理技术

⻓沙厅(3F)

分会场⼆
颗粒物捕集和再⽣技术

昆明厅(3F)
温室⽓体控制、转化利⽤及
其他后处理技术南京厅(3F)

分会场四
绿⾊船舶动⼒系统

北京厅(3F)

分会场五
混合动⼒与先进柴油机技术

合肥厅(3F)

分会场三
7⽉12⽇（星期⼆）

浙江航天恒嘉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08:30-09:00 柴油机⾼效SCR技术研究进展
王�����攀 江苏⼤学

柴油机后处理CDPF技术及应⽤
鲜�����建 四川中⾃科技有限公司

碳中和船舶动⼒解决⽅案-甲醇燃
料发动机
张东明 �中国船舶第七⼀⼀研究所�

纳⽶碳基电极的结构设计与⼯业
级电流密度下催化还原CO₂机理
侯�����阳 浙江⼤学

插电式混合动⼒专⽤⾼效发动
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王����博 ⽐亚迪汽⻋⼯业有限公司

09:00-09:30 机动⻋含氮⽓态污染物排放特
性与控制研究
赵云昆 昆明贵⾦属研究所

混动⻋辆颗粒控制
吴�����越 优美科汽⻋催化剂（苏州）

有限公司

光谱分析技术在排放测量领域
应⽤
张志勇

⼆元燃料燃烧⼀压燃式发动机
⾼效的途径
姚春德 天津⼤学

基于分层喷射的低碳船舶内燃机
燃烧技术
刘�����⻰ �哈尔滨⼯程⼤学�

09:30-09:45
胡伯宗 重庆ABB江津涡轮增压系

统有限公司�

ABB涡轮增压⾯向未来新燃料

⽡锡兰未来燃料船⽤动⼒技术⽅
案（线上报告）
薛良⽟ ⽡锡兰中国有限公司�

⾼压直喷甲醇压燃式发动机性能研究
肖����鸽 ⼤连理⼯⼤学�

10:00-10:15

10:30-10:45

10:45-11:00

09:45-10:00

茶歇 茶歇 茶歇 茶歇 茶歇

降维⽅法对短⾏程聚类和⾏驶
⼯况构建的影响

上海交通⼤学俞叶锋

基于容积卡尔曼滤波的NOx传感器交
叉敏感性和SCR闭环控制策略研究

同济⼤学康路路

10:15-10:30 内部EGR耦合空⽓稀释对⾼压缩⽐⽆
节⽓⻔汽油机性能的影响

吉林⼤学周�����遊

柴油机远后喷润滑油稀释控制策略
研究

天津⼤学周忻怡

船⽤低速柴油机⾼压SCR系统联合
ORC节能减排研究

哈尔滨⼯程⼤学夏�����冲
11:00-11:15 碱⾦属钾对Cu/SSZ-13催化剂选择性

催化还原NOx的研究
江苏⼤学彭嘉琪

11:15-11:30 常温下发动机冷热启动⼯况排放特性
的实验研究

西华⼤学邓�����盟
11:30-11:45

11:45-12:00

不同催化剂涂覆量对柴油机SDPF
性能的影响

同济⼤学陈英杰

柴油机DPF动态建模及碳载量预测
⽅法研究

浙江⼤学胡家栋

柴油机排放颗粒数控制⽅法研究
潍柴动⼒股份有限公司封�����慧

DPF和CDPF主动再⽣排放特性的
对⽐分析

西华⼤学曾渤淞

积碳层⼏何参数对DPF孔道堵塞失效
的影响分析

昆明理⼯⼤学孟丽苹

Cs-V基⾮贵⾦属催化剂及其负载形式
对DPF性能的影响研究

同济⼤学⻬博阳

La0.5K0.5Mn1-xFexO3催化剂去除
柴油机污染物性能研究

江苏⼤学王永旭

基于模型的国VI柴油机DPF主动再⽣
温度研究

太原理⼯⼤学王浩亚

基于量⼦化学的碳烟表⾯NO₂抽H反
应机理研究

昆明理⼯⼤学李泽宏

⽕焰喷雾热解合成基于A位缺陷
La1-xFeO3-δ的CO₂传感器
焦安琪 上海交通⼤学

船舶氨发动机尾⽓中N₂O直接催
化分解研究
莫�����杰 哈尔滨⼯程⼤学

颗粒特性及外界扰动对纳⽶流体
富液解吸CO₂影响研究
杨�����柳 上海交通⼤学

CH4/CO₂⼲式重整过程中的等离
⼦体-催化协同作⽤
刘�����楠 北京交通⼤学

含醇汽油在CFR发动机中的爆震
燃烧过程
吕德淋 上海交通⼤学

甲醇/柴油双燃料发动机后处理系
统集成技术研究
⻢浩然 江苏⼤学

甲醇/⽣物柴油混合燃料颗粒物结
构特征的试验研究
彭嘉琪 常熟理⼯学院

⽕焰喷雾热解合成CuOx@SiO2核
壳催化剂对氨⽓催化氧化的研究
周光照 上海交通⼤学

胡伯宗 重庆ABB江津涡轮增压系
统有限公司�

ABB涡轮增压⾯向未来新燃料

⽡锡兰未来燃料船⽤动⼒技术⽅
案（线上报告）
薛良⽟ ⽡锡兰中国有限公司�

⾼压直喷甲醇压燃式发动机性能研究
肖����鸽 ⼤连理⼯⼤学�

船⽤甲醇发动机润滑技术难点分析
⽜志坚 淄柴机器有限公司

氨燃料船⽤低速发动机预燃室射流引
燃与污染物升程过程（线上报告）
李卓航 上海交通⼤学

氨燃料船⽤低速发动机预燃室射流引
燃与污染物升程过程（线上报告）
李卓航 上海交通⼤学

并推混动船舶能量管理策略硬
件在环试验研究
刘�����昆 ⼤连理⼯⼤学

零碳/低碳燃料SOFC-发动机联
合动⼒系统热⼒学分析
⻢万达 江苏⼤学

插电式混合动⼒汽⻋⼆氧化碳
排放优化
陈⼤昕 天津⼤学
基于⽓-电混动的邮轮动⼒系统
能效优化设计
武�����燊 上海交通⼤学

基于遗传算法优化前馈神经⽹络
的PHEV多⽬标能量管理策略研究
霍超博 天津⼤学

混合动⼒专⽤发动机压缩⽐对燃
烧与排放特性的影响
谭丕强 同济⼤学

基于实际道路耐久下极端环境对
混动⻋燃油经济性的研究
邵�����恒 清华⼤学苏州汽⻋研究院

轻型商⽤⻋48V�P0混动系统仿真
设计及验证
汤�����洁 ⼀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

混合动⼒⽔陆两栖⻋辆动⼒系统
参数匹配研究
骆承良 北京理⼯⼤学

主持⼈ 苏庆运、李⽟强 吴钢、韩东 梁兴⾬、胡���杰 平���涛

分会场报告 分会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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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疫情防控安全，遵守当地政府和酒店的规定。会务组
按照疫情防控期间召开会议相关规定，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扎实做好有关防控⼯作。
2.�参会⼈员会前�14�天内如有新冠肺炎疑似症状、中⾼⻛险
地区⼈员接触史、中⾼⻛险地区驻留史或其他疑似情况的，
⼀律不得参会。参会⼈员须持24⼩时核酸检测报告并出⽰
⾏程码及健康码，绿码⽅能办理报到⼿续。

MATTERS
NEEDING�ATTENTION

防疫须知及注意事项

13 14

3.会议期间避免⾮必要的聚集，不互相拜访。在酒店公共区域
保持适宜社交距离（1⽶以上），不握⼿。餐厅取餐、乘坐电梯、会
场等公共场所须佩戴⼝罩，注重⼿部卫⽣。会议代表如在参会
期间⽣病或体温超过37.3℃、有发热、乏⼒、咳嗽、咽痛、腹泻、
呕吐等症状出现时，须及时报告会务组，在房间休息等待，期间
不得外出。由会务组联系医护⼈员问诊后，安排进⼀步排查或
隔离。
4.请会议代表请提前10-15分钟须凭代表证进⼊会场；勿在公
共场所内吸烟；开会期间请⾃觉遵守会议纪律；在会议期间请
将移动电话和其他电⼦设备设定为静⾳状态；妥善保管好会议
资料，防⽌遗失。
5.遵守会议酒店的规章制度，按时作息，外出活动要与会务组
⼯作⼈员联系，并注意⼈⾝及财产安全。
6.妥善保管⾃⾝财物及房间钥匙；⾃带的贵重钱物请存放好，
以防丢失。
7.应急对策：发⽣⽕情，应向周围的⼈员⽰警。如是电⽓设备引
起的⽕灾，则⾸先要切断电源，迅速进⾏⼒所能及的灭⽕。如果
控制不了，请拨打⽕警电话报警，并撤离⾄安全区域。
8.酒店正常⼊住时间是中午12:00以后，提前⼊住取决于酒店
当天的客房预订情况。酒店规定退房时间为当⽇�12:00，超过当
⽇12:00时退房加收半天房费，超过当⽇�18:00时退房加收全天
房费。



会议赞助

15 16

中国⼈⺠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医院
地点：湖南省⻓沙市开福区洪⼭桥1号
电话：0731-84184114

急诊就医地点

⻓沙江湾妇产医院
地点：湖南省⻓沙市开福区盛世路3号江湾妇产医院东⻔核酸检测点
电话：0731-89706399
营业时间：8：00-17:30

核酸检测地点

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英特模汽⻋科技有限公司

⼴东联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傲轩测量科技有限公司

Conference Sponsorship

铂⾦赞助

⾦牌赞助

银牌赞助

重要提⽰：按要求，⼊到⻓沙的⼈员，要做核酸检测。
会议交通指南
会议地点：⻓沙世纪⾦源⼤饭店（湖南省⻓沙市开福区⾦泰路199号）

1、⻓沙⻩花国际机场（30�km，打⻋约40分钟）
地铁路线：(1)从⻓沙⻩花国际机场乘坐磁悬浮快线⾄⻓沙南站(⾼铁站)；
(2)从磁悬浮⻓沙南站步⾏约160�m，到达⻓沙⾼铁南站地铁站；
(3)乘坐地铁2号线，经过11站，到达五⼀⼴场站；
(4)换乘地铁1号线，经5站，到达⻢⼚站下；
（5）出站步⾏约920�m，到达⻓沙世纪⾦源⼤饭店。
2、⾼铁⻓沙南站（22km，打⻋约35min）
地铁路线：(1)乘坐地铁2号线，经过11站，到达五⼀⼴场站；
(2)�换乘地铁1号线，经5站，到达⻢⼚站下；
(3）出站步⾏约920�m，到达⻓沙世纪⾦源⼤饭店。
3、⻓沙⽕⻋站（10km，打⻋约25�min）
地铁路线：(1)乘坐地铁2号线，经过4站，到达五⼀⼴场站；
(2)�换乘地铁1号线，经5站，到达⻢⼚站下；
（3）出站步⾏约920�m，到达⻓沙世纪⾦源⼤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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