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绿色 安全 节能

第三届数据中心冷却节能与新技术应用发展高峰论坛

报到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推动数据中心冷却节能领域的技术交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暖通空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机构共同举办的“第三届

数据中心冷却节能与新技术应用发展高峰论坛”定于 2020 年 8 月 5 -
7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为便于您日程安排，现将会议安排说明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暖通空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协办单位：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大学

CDCC&中数智慧信息技术研究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工程大学

国家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特邀协办：新疆华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建筑学会暖通空调分会

中国制冷学会空调热泵专业委员会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暖通空调/地源热泵专业委员会

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暖通空调专业委员会

河南省制冷学会空调热泵专业委员会

二、会议时间、地点

1.会议时间：2020年 8月 5～7日
2.报到时间：8月 5日 11:00～22:00
3.会议地点：河南省黄河迎宾馆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 1号，0371-66778555）

三、会议注册及报名

1.会议注册：会议免收会议注册费，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参会报名：请参会代表于 7 月 26 日前填写“参会回执表”发至

邮箱 chvac2013@126.com。

3.会议参观：参观人数不超过 50人，根据报名顺序统筹安排。

四、会议住宿

河南省黄河迎宾馆（含早）大床/双床房 390元/间夜（四星级）；

大床/双床房 490元/间夜（五星级）。

五、联系人

李 炜 136 8155 5746 何远嘉 186 1178 6335
王东青 139 0101 7552

电 话：010-6469 3285 6451 7224
会议邮箱：chvac2013@126.com

附件：1.参会回执表

2.会议日程

3.会议酒店介绍

2020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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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三届数据中心冷却节能与新技术应用发展高峰论坛

参会回执表

会议时间：2020年 8月 5-7日（5日报到） 会议地点：河南省黄河迎宾馆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Email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电话 手机 Email

住宿酒店选
择请打√

□河南省黄河迎宾馆 390元/间夜 双床 间；大床房 间

490元/间夜 双床 间；大床房 间

入住 8月 日/离店 8月 日 其他要求：

项目参观

8月 7日是否参观 □参观 □不参观

参观人姓名：

注：本次参观名额为 50 人（支持企业优先）额满为止。

对行业

发展和技术
应用关心的

内容

注：请于 7月 26 日前将此表发至邮件 chvac2013@126.com 或传真至 010-64693286



附件 2

第三届数据中心冷却节能与新技术应用发展高峰论坛会议日程

时间：2020 年 8 月 5-7 日（5 日报到） 地点：河南省黄河迎宾馆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8 月 5 日

下午

会议报到

CAHVAC 数据中心专委会 2020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

18:30-20:30 自助晚餐

8 月 6 日

上午

08:30-12:00

开幕致辞

-CAHVAC 理事长、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专业总工、建筑环境与能源

研究院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徐 伟

-地方学会领导

王东青

CAHVAC 秘书长

CAHVAC 数据中心专委会颁发理事证书

《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发展趋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 江 亿

李红霞

教授级高工

CAHVAC

副理事长

中讯邮电咨询设

计院有限公司

《新基建形式下蒸发冷却在数据中心的应用》

新疆华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严锦程

《数据中心空调设计机遇与挑战》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数据中心研究院副总工 程 序

《数据中心空调机房整体高效解决方案》

美的中央空调高级工程师博士 李元阳

《数据中心冷却的思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网络部副总工 钟志鲲

《高效集成冷站在数据中心的应用》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建筑环境与节能技术研究院院长 李宏波

《华为大型数据中心制冷演进》

华为网络能源产品线数据中心能源领域总裁 何 波

12:00-13:30 自助午餐

8 月 6 日

下午

13:30-17:30

《中国数据中心市场与技术路线解析》

中数智慧信息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罗志刚

马德 副院长

CAHVAC

数据中心专委会

副主任

华信咨询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新型蒸发冷却空调机组在数据中心的应用及案例解析》

绿能新风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杭 娜

《新基建数据中心冷却技术应用及展望》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研究院技术总监 夏春华

《磁悬浮技术在数据中心的应用效益》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系统方案部高级经理 赵淩骁

《数据中心余热回收应用方案研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研究咨询总监 娄小军

《高效数据中心专用冷源》

海尔中央空调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总监 刘 闯

《新形势下制冷架构的组建》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师 吴学渊

《5G 时代冷却节能技术与应用》

长沙麦融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曙光



圆桌论坛：

《布局新基建 5G 时代数据中心发展趋势》

嘉宾：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研究咨询总监 罗海亮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智能中心副总工 劳逸民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院院长 王 颖

……

罗志刚 副院长

CAHVAC

数据中心专委会

副主任

中数智慧信息技

术研究院

18:30-20:30 麦融高科-欢迎晚宴

8 月 7 日

上午

08:30-12:00

《压缩机辅助回热热管自然冷却系统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邵双全

张 泉 教授

CAHVAC

数据中心专委会

副主任

湖南大学

黄 翔 教授

西安工程大学

《数据中心节能之关键设备 —冷却塔应用》

斯必克冷却技术中国区销售总监 杨 隽

《相变储能和背板热管协同换热的性能研究》

湖南大学教授 张 泉

《开式蓄冷罐的抗震模拟与应力的计算》

北京英沣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范鸿翔

《数据中心蒸发冷却系统的性能评价》

西安工程大学教授 黄 翔

《数据中心液冷技术研究与应用》

曙光节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继盛

《复合热沉环路热管数据中心冷却的传热性能研究》

东南大学教授 陈振乾

12:00-13:30 自助午餐

8 月 7 日

下午

14:00-17:30

参观：中原大数据中心

注：如会议日程发生变更，以当日会议“日程安排”为准。



附件 3

会议酒店介绍

一、酒店介绍

河南省黄河迎宾馆作为河南省的政治接待中心、会务中心，曾接待国家领导人和

外国政要。住宿标准（含早）：大床/双床房 390 元/间夜（四星级）；大床/双床房

490 元/间夜（五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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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东站 23 公里
①乘坐地铁 5号线到黄河路站转 2号线至黄河迎宾馆 K口，
全程 40 分钟②乘坐出租车约 50元。

郑州站 22 公里
①乘坐地铁 1号线到紫荆山站转 2号线至黄河迎宾馆 K口，
全程 35 分钟②乘坐出租车约 50元。

新郑机场 48 公里
①地铁 2号线直达黄河迎宾馆 K口，全程 1小时 20 分钟②
乘坐出租车约 110 元。

黄河迎宾馆

郑州站

地
铁2

号
线

郑州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