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编号 姓名 专业方向 工作单位

1 周  远 制冷与低温工程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2 吴元炜 暖通空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3 梁惊涛 低温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4 赵玉侠 制冷机械 国资委机械老干部局

5 郎四维 暖通空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6 何邦模 冷藏运输 铁道科学研究院研发中心高速总体组

7 刘彦元 冷藏运输 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及经济研究所

8 李绍荣 冷藏运输 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及经济研究所

9 孙隆荣 制冷器具检测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10 王维城 热能动力 清华大学

11 江  亿 暖通空调 清华大学

12 王  浚 空调制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 郭予信 冷冻冷藏 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

14 郭孝礼 制冷 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

15 应志增 冷藏、建筑 中国商业联合会

16 徐庆磊 制冷 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

17 曹德胜 制冷 中国制冷学会

18 史美瑯 制冷 中国通用机械工程总公司

19 张  亮 制冷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20 杨炎如 空调与制冷 中国通用机械工程总公司

21 庄琴南 制冷 中国通用机械工程总公司

22 刘作斌 医学低温 解放军总医院

23 汪声恒 血液学 海军总医院

24 章崧英 冷冻医疗 浙江省中医院

25 章立源 低温物理 北京大学

26 周山涛 制冷 中国农业大学

27 李书桂 机械制造 北京市华冠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28 孙桂初 冷藏运输 北方交通大学

29 申传文 低温 化工部北京化工研究院

30 姜尔宁 制冷机械 上海第一冷冻机厂

31 董天禄 制冷机械 上海市通用机械技术研究所

32 谢晋康 制冷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33 范存养 制冷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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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韩鸿兴 制冷与低温 上海理工大学

35 顾安忠 气体液化 上海交通大学

36 蒋能照 制冷 上海理工大学

37 卢士勋 制冷 上海海运学院

38 龙惟定 暖通空调 同济大学

39 郑贤德 制冷 华中科技大学

40 刘宪英 制冷与空调 重庆大学

41 张永铨 空调与制冷 天津大学

42 何绍书 制冷机械 天津商业大学

43 张庆和 食品冷藏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

44 马最良 空调与制冷 哈尔滨工业大学

45 李志浩 暖通空调 南京工业大学

46 曹渊明 制冷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7 王德魁 制冷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48 彭炳清 制冷 辽宁省商业科研所

49 李永顺 制冷 福建制冷学会

50 熊政明 制冷 江西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51 吴业正 制冷与低温 西安交通大学

52 俞炳丰 空调 西安交通大学

53 陈纯正 制冷与低温 西安交通大学

54 刘朝贤 空调与制冷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55 陈桂林 深冷 四川空分设备有限公司

56 周子成 制冷与空调 广东西屋康达空调公司

57 戴永庆 制冷与空调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上海704研究所

58 梁廷鈇 制冷 广州市百仕达冷气工程有限公司

59 刘彦华 制冷 广东省制冷学会

60 李颂哲 空调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61 田胜元 空调 重庆大学

62 蔡路得 空调热泵 中南建筑设计研究院

63 吴德绳 暖通空调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64 樊高定 低温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65 陈国邦 机械 浙江大学

66 陈芝久 制冷 上海交通大学

67 张均生 气体制冷 中国五环化学工程公司

68 李子麟 制冷 复旦大学
69 顾建中 制冷与空调 上海市商业设计研究院



70 江荣方 制冷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71 曹伟生 制冷技术 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

72 陶文铨 工程热物理 西安交通大学

73 何雅玲 工程热物理 西安交通大学

74 王如竹 制冷设备 上海交通大学

75 黄辉 机电一体化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6 肖大海 制冷 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

77 李先庭 暖通空调 清华大学

78 罗继杰 供热通风 空军工程设计研究局

79 马一太 工程热物理 天津大学机

80 徐伟 暖通空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81 陈光明 制冷 浙江大学

82 申江 制冷及低温 天津商业大学

83 童明伟 制冷与低温技术 重庆大学

84 吴百灵 制冷工艺 江苏省制冷学会

85 符永正 暖通空调 武汉科技大学

86 孔繁彬 制冷工艺 山东制冷学会

87 吕济民 制冷 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

88 舒水明 制冷及低温工程 华中科技大学

89 吴兆林 制冷与低温技术 上海理工大学

90 徐士鸣 制冷与低温 大连理工大学
91 于志强 制冷系统集成技术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92 张建一 制冷 集美大学

93 赵之海 机械、制冷 松下压缩机（大连）有限公司

94 邬志敏 制冷与空调 上海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