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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传输系统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依托浙江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浙江省

流体传输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由国家发改委于 2016 年批准设立。实验室现有成员 47 人，

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16 人，博士后和研究生 200 余人；拥有省“万人计划”、钱江特聘教

授、中科院百人计划、教育部新世纪等人才。主要从事流体传输装备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工

程技术开发，设流体输送（泵）、气体动力学与输送、流体调节与计量、微尺度与跨膜流动、粗

颗粒输送与多相流等五个研究方向。近年来主持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项目等；在流程泵

阀多相流体输送与调控、石化设备系统流动腐蚀预测与防控等方面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以第

一完成单位获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安监总局安全生

产科技成果奖等省部级一等奖。与多家流体传输装备厂家建立了长期密切的良好合作关系，共

同攻克流体传输装备中的关键技术难题。 

实验室拥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建有高性能计算集群、流体输送实验台、流体调节实验台、

流体计量实验台、粗颗粒输送实验台、流动腐蚀实验台、振动噪声测试实验台、高速纺织射流

实验台、PIV 可视化实验台、水泵检测实验台、电机检测实验台和风机检测实验台等。 

实验室建有流体工程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国内外学术交流广泛，与德国、英国、日

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高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交流机制，开展研究生的联合培养工作。承办

了泵与风机国际学术会议、国家自然基金委工程与材料学部学术研讨会、计算流体力学及海洋

工程应用国际研讨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结题验收会议、水力机

械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全国流体机械青年学术研讨会暨亚欧青年学者交流会、全国第六届气

动热力学与流体机械青年学术研讨会、全国深海采矿关键科学与工程问题研讨会、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管道运输工程学科发展研讨会等。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Zhejiang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的工科类普通高等学校，是水利部和浙江省人民政

府共建高校、浙江省高校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本科院校。学校水利行业背景特色鲜明，经过 68

年的不断进取，各项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革、

科研科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以工学门类为主体，以水利水电

为特色，土木、机械、电气、管理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是浙江水利水电学院设置最早的学院之一，现设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车辆工程和机器人工程等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生 1200 余人。

全院教职工 62 人，其中教授 9 人，博士 28 人，副高及以上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43.6%。学

院建有机械工程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三峡大学、宁夏大学、浙江工

业大学、宁波大学等省内外高校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学院建有先进水利装备浙江省工程研究

中心、浙江省农村水利水电资源配置与调控关键技术省重点实验室、中国-白俄罗斯水利水电安

全监测智能化装备与系统“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学科科研平台，建有机械工程、智慧流体

机械和机器人等研究所。 

学院以浙江水利机械和浙江制造业的两大需求为导向，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究

和自主创新开发的协调发展，在产学研和成果转化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凝炼了流体机械传动与

测试技术、机电装备数字化设计与控制技术、材料精密成形技术、新能源汽车与先进汽车零部

件方向等四个学科方向。近年来主持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择

优委托项目、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浙江省科技厅基础公益项目等科研项目，与多家企事

业单位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解决先进水利装备等关键技术难题。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前身系吴仲华先生 1956 年创建的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室，目前已经

建设成为以“能源科学技术”和“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并举的战略高技术研究所。建所以来，

研究所取得了一系列有目共睹的成绩，共获国家级二等和院、部级二等奖以上奖项 40 余项，国

家级三等和院、部级三等奖 50 余项。  

  研究所共有正式职工 520 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486 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正高级

61 人，副高级 130 名。具有国家“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博士与硕士学位授予权，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能源动力工程”和“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设有国家博士后流动站。  

  研究所牵头筹建的“中国科学院轻型动力创新研究院”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组织实施

重大任务成效显著；获批成立研究所首个院工程实验室“煤炭清洁燃烧与气化工程实验室”；

基金委“能源有序转化”基础科学中心产出多项亮点成果。提出聚光太阳能能质能势理论，为

能源有序转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国际首创的新原理发动机完成系统集成、试车，达到慢车转速；

研究所首个涡扇发动机通过竞标获批立项；自主研制的 35MW 级燃气轮机燃气发生器实现满转

速运行；循环流化床煤气化技术投运全球最大煤制工业燃气项目；100MW 超临界压缩空气储

能示范工程完成关键核心部件研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项

目初步设计概算批复，工程建设顺利推进。依托国际储能联盟，召开第二次国际储能技术与产

业大会，建成全球范围内的储能仪器共享管理平台；分别与日本、澳大利亚、乌克兰等国的顶

尖科研机构展开合作，申报并获批中科院国际伙伴计划项目。 



线上会议参会指南 

此次会议面向全网直播，参会人员可以通过会议手册提供的“腾讯会议网络研讨会”

全程观看会议开幕式和各类报告，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展口头报告、展板交流

和青年学者研讨会专题报告将同步在蔻享学术平台专题页面直播或展示。 

一、分会场主席须知 

1. 分会场主席负责主持整个分会场的报告和问答，请两位主席做好分工。 

2. 通过“腾讯会议网络研讨会”的嘉宾入口提前进入线上会议室，会议室设有志愿者

协助会场管理。 

3. 请在分会场开始时提醒观众不要对报告 PPT 进行拍照、截屏和录屏。 

4. 请控制报告时间，尽可能让每个报告开始的时间与会议手册上安排的时间一致。 

二、报告人须知 

1. 报告人通过“腾讯会议网络研讨会”的嘉宾入口提前进入线上会议室。请实名以

便会议过程中管理，如参加论文报告请同时备注论文编号。 

2. 进入会议室后，非报告时间请保持摄像头和麦克风关闭。报告结束后请及时结束

共享，否则下一位报告人将无法开启屏幕共享。 

三、观众须知 

1. 观众可通过“腾讯会议网络研讨会”的观众入口进入线上会议室，请实名以便提

问。因会议室容量有限，也可直接在蔻享学术平台观看直播。 

2. 进入会议室后请保持摄像头和麦克风关闭。提问环节将通过“腾讯会议网络研讨

会”的“举手提问”功能实现。 

 

会务组工作人员及联系方式如下： 

热机和流机会议： 朱祖超 

    郭晓梅（13989810286），金玉珍（13588128652） 

张  炜（18758042685），林  哲（13738007570） 

李晓俊（15990167475），魏义坤（13868051746） 

崔宝玲（13067997757），李  昳（13646846259） 

张  光（18868732554），陈  波（13968026935） 

贾晓奇（13738145598），贾  浩（13588463684） 

吴渴欣（15042458719），柳  杨（18757199145） 

青年学者研讨会： 朱俊强 

杜  娟（13810824161），李继超（18612115218） 

张  敏（13190194720），杨  晨（15829938179） 

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ahefm


附图 1：报告人发起口头报告的软件操作（以腾讯会议电脑客户端 Windows 版为例） 

 

 

附图 2：会场主席选择“举手提问”观众的软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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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会议日程 

5 月 14 日（周六） 

08:30-12:10 13:30-18:00 

大会开幕式 

大会特邀报告 

基金进展展板交流 

大会特邀报告 

基金进展展板交流 

5 月 15 日（周日） 

08:30-12:10 13:30-18:00 

基金进展报告交流 

“工业界×学术界”专题邀请报告 

分会场论文报告 

基金进展展板交流 

青年学者研讨会专题报告 

“工业界×学术界”专题邀请报告 

分会场论文报告 

基金进展展板交流 

专委会会议 

（时间：5 月 14 日周六 20:00-21:30） 

专委会 召集人 

热机气动热力学专委会会议 李应红 

流体机械专委会会议 席  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展口头报告 

（时间：5 月 15 日周日 8:30-12:00） 

主题 主持人 腾讯会议 蔻享直播 

热机气动热力学 柳阳威，杜  娟 195-728-722，嘉宾入口，观众入口 链接 

流体机械 张扬军，张明明 721-527-579，嘉宾入口，观众入口 链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展展板交流 

蔻享学术平台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Poster/i/ahefm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2TueJVDIN5ps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7bR2AC8IC31T
https://www.koushare.com/lives/room/038203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A25jsuCQHPuu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uzJYhScplFXn
https://www.koushare.com/lives/room/232168
https://www.koushare.com/topicPoster/i/ahe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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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及大会特邀报告 

（时间：5 月 14 日周六全天，腾讯会议 286-578-932，嘉宾入口，观众入口，蔻享直播）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开 

幕 

式 

08:30-08:35 浙江理工大学校长陈文兴院士致辞 

林  哲 

08:35-08:40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陈海生研究员致辞 

08:40-08:45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热机气动热力学分会主任

李应红院士致辞 

08:45-08:50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流体机械分会主任席光教授致辞 

08:50-08:55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校长华尔天教授致辞 

08:55-09:00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隋军研究员致辞 

09:00-09:05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徐建中院士讲话 

09:05-09: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科学一处关永刚处长报告 

特 

邀 

报 

告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09:25-10:05 第五代核能系统与核电宝研发创新实践 吴宜灿 

朱祖超 

10:05-10:45 轻型航空发动机关键技术及应用 朱俊强 

10:45-10:50 休息 

10:50-11:30 
超大流量系数离心/斜流压气机高性能模型级的

最新研究进展 
席  光 

孙晓峰 

11:30-12:10 
深远海油气田水下集输工程技术创新与基础科

学问题 
李清平 

12:10-13:30 休息 

特 

邀 

报 

告 

13:30-14:10 行波式风能/水流能吸收方法 黄典贵 

袁  新 14:10-14:50 
绿色航空动力发展中气动声学所面临的挑战和

降噪策略 
乔渭阳 

14:50-15:30 对转叶轮机械新型气动布局研究 赵庆军 

15:30-15:40 休息 

15:40-16:20 风能利用的多尺度数值模拟研究 罗  坤 

常军涛 16:20-17:00 严苛工况离心泵关键技术基础研究 李晓俊 

17:00-17:40 
从叶根失速先兆看高负荷压气机流动失稳触发

机制 
潘天宇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ptXHsnLnc3lN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UrhbIVSJhJfM
https://www.koushare.com/lives/room/51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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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热机气动热力学和流体机械学术会议 

（时间：5 月 15 日周日 8:30 开始） 

主题 执行主席 腾讯会议号 

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一 张  磊，李志刚 455-840-560，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二 宋立明，林阿强 404-477-612，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三 伊卫林，韩  旭 882-432-576，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四 韩吉昂，姜玉廷 109-350-436，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涡轮流动与设计一 罗佳奇，陈  榴 134-625-514，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涡轮流动与设计二 张燕峰，张伟昊 606-108-661，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涡轮流动与设计三 高  杰，唐雨萌 144-452-921，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涡轮冷却一 苏欣荣，孔德海 768-885-630，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涡轮冷却二 李雪英，杜  昆 796-939-006，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气机流动与设计一 黄典贵，羌晓青 775-282-369，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气机流动与设计二 琚亚平，阚晓旭 438-913-030，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气机流动与设计三 刘小华，茅晓晨 546-829-757，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气机流动稳定性一 戴  韧，潘天宇 698-829-519，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气机流动稳定性二 孙大坤，任晓栋 413-166-569，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气机流动稳定性三 孙  巍，安广丰 504-177-533，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缩机与风机一 张楚华，毛义军 846-632-368，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缩机与风机二 王  军，王志恒 933-205-917，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缩机与风机三 周  莉，谢军龙 790-750-183，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风能一 汪建文，钟晓晖 304-720-569，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风能二 曹人靖，赵振宙 257-445-897，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风能三 王晓东，李庆安 442-549-935，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水力机械一 裴  吉，李晓俊 871-196-362，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水力机械二 卢金玲，姚志峰 705-919-472，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水力机械三 崔宝玲，孙帅辉 506-157-070，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数值模拟一 孙中国，洪志亮 986-115-496，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数值模拟二 李  强，宿向辉 375-323-167，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数值模拟三 赖焕新，郝宗睿 895-201-980，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数值模拟四 张宇宁，赵  磊 338-220-496，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试验方法一 刘海湖，史广泰 818-785-654，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试验方法二 金浩哲，王宝潼 283-891-830，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eQlBR0eI5YM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PidVhc7OnE4G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t2mr5Az7jU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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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eting.tencent.com/dw/TKrbe7zR9pdb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Skjon2zuhmoC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vhpF3fS1yL4U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l3P0WLMaBBo8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0i9zxh9r1nE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TTfwSUwijyZv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3TIFdEGoacz6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oIEVe0Q5vaSM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fKwgHaRAClV0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r3C9qFPP9E9t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4oNkPXjNdHoN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t0ZCwWYaoF2H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G4LgzmcOOcvH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e8zZXRC82ojL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zBzgxnzFsrRd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LWXPPVTl7yIc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uTL1hHWF6MtP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dQ3ICIcy1Mej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orqBxbxN4eUF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J8exCYNqJbjJ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EiTPidGQxCL5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1P6Kp52ZZ01y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Sam35iVCt5K0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0FoJ1IOSjzHv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3Z6BekBN5RTh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MZpLdAgcMeKa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KpoKouzxHHMM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7WmXSCDInUWn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y9ou5mEGLvTw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0UUzc3WoZFYD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O4z5gLDUekAo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Q6HKRi77k5k1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WZwecSR8tQ1p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RG8nIviqb4FO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9qyvB7EdmD3Q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DiWh03Qz34Pl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oQszRPDwgwe7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MTlcLEF3rMM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DEC4GRUw5wim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wwIo1nT8qQPf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FTy0HPxFtCSA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ZBEtFxLB8mzP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ziKNnyZIpQhJ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276CxXAo6Jyz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MzCV8IUERoq6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1Bjj9XZcxYKA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2ITBatvprdOX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feb1ZwB1bNRn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p20TuQpiKX5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4s581e8XcxXb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KwkiN8mAMX3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flupJRoMu9AP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n96tMNduzB6K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Cy3qF5hMvLWo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nXPdfRUjeK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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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热机气动热力学和流体机械学术会议 

（时间：5 月 15 日周日 13:30 开始） 

主题 执行主席 腾讯会议号 

涡轮流动与设计四 陆华伟，曹志远 209-890-201，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涡轮冷却三 迟重然，黄  盛 129-714-301，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涡轮冷却四 罗  磊，杨  力 608-510-858，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气机流动与设计四 王丁喜，周  玲 743-904-799，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气机流动稳定性四 刘汉儒，崔伟伟 305-277-771，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压缩机与风机四 刘小民，童志庭 170-883-444，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风能四 李  岩，廖猜猜 922-659-995，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风能五 张明明，代元军 634-461-271，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水力机械四 李  昳，郭晓梅 303-835-095，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数值模拟五 丁  林，孙  逊 203-981-401，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数值模拟六 金玉珍，蔡建程 996-692-847，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数值模拟七 魏义坤，白晓辉 732-523-797，嘉宾入会，观众入会 

第七届气动力学与流体机械青年学者研讨会专题报告 

（时间：5 月 15 日周日 13:30 开始） 

专题一：压气机设计与优化 

点评专家: 王松涛、季路成、黄典贵、杨策 

召集人：于贤君、罗佳奇、杨金广 

腾讯会议号：873-630-199 

嘉宾入口，观众入口，蔻享直播 

专题二：涡轮冷却与气动设计 

点评专家：袁新、丰镇平、邹正平、李军 

召集人：苏欣荣、宋立明、刘存良 

腾讯会议号：713-507-876 

嘉宾入口，观众入口，蔻享直播 

专题三：高精度实验测试与数值模拟方法 

点评专家：李存标、倪明玖、马宏伟、聂超群 

召集人：高丽敏、彭迪、周超、时大林 

腾讯会议号：963-460-189 

嘉宾入口，观众入口，蔻享直播 

专题四：非定常流动与稳定性调控 

点评专家：孙晓峰、李秋实、钟兢军、乔渭阳 

召集人：吴云、孙大坤、吴艳辉、卢新根 

腾讯会议号：839-991-516 

嘉宾入口，观众入口，蔻享直播 

专题五：先进空天动力与学科前沿交叉 

点评专家：于达仁、王健平、谭慧俊 

召集人：常军涛、赵玉新、赵庆军 

腾讯会议号：663-326-253 

嘉宾入口，观众入口，蔻享直播 

专题六：流体机械 

点评专家：席光、朱祖超、汪建文 

召集人：孙中国、刘海湖、姚志峰 

腾讯会议号：897-280-880 

嘉宾入口，观众入口，蔻享直播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XFgUpRteilEh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YX5kxYNFi4oB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bAw780tXE0IV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MaoROcMTmhB7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CPCYHbPPS5CR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xgaFqaUbet6X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Ok7SNjhnrOFv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ZfiELixXSojP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DrbI9thyJgkP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F13KQvBcq42J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Ss7uP1OE6ZM2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uuZralhTIByg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L4ZTueuA1fLM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34Q2sp7iAG2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Z55TfKHWrVK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mBLdZlSx6eZH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8cTBay8EjmiT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BF6qOIUvuYjh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86aSrmXj8fQ7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5SNEI9L7XIHJ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HHQGBBBu9DK8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oSc3oRro5uWj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ghgyUTW1RI4F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QV99LdsyFzda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iBeF7OhPSdL0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wNUdULF1ZMqZ
https://www.koushare.com/lives/room/802032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8LwZFUs3UaVk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eZxpayVmHv9R
https://www.koushare.com/lives/room/571246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PC72ZJN6rrJ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9xkrxR3NDEPe
https://www.koushare.com/lives/room/028974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pqRdnHbgpDR1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E8ySjA5NF4CP
https://www.koushare.com/lives/room/245361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ps52yhCxcpbA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26A6qHjmgWop
https://www.koushare.com/lives/room/902289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d2YYrqm1YDr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2PN1UiX4YQbF
https://www.koushare.com/lives/room/82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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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展口头报告：热机气动热力学 

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主持人：柳阳威，杜  娟 腾讯会议号：195-728-722 

序号 时间 项目编号 负责人 单位 项目名称 

1 8:30-8:55 51976010 周  玲 北京理工大学 高负荷扩压叶栅角区分离流动机理及基于端区涡流发生器的控制研究 

2 8:55-9:20 51906004 董  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进气道-发动机匹配对压气机稳定性影响和扩稳方法研究 

3 9:20-9:45 51906139 杨  力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增材制造和机器学习的非规则发散冷却的传热机制和建模方法研究 

4 9:45-10:10 51906005 鹿哈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极端进气下压气机内部流动损失时-空演化机制及静叶非均匀减损设计研

究 

休息 10:10-10:20 

5 10:20-10:45 51906254 张海灯 空军工程大学 等离子体激励调控亚声速压气机叶型附面层流动探索研究 

6 10:45-11:10 51906185 杨  星 西安交通大学 航空发动机涡轮颗粒物沉积效应及其与叶栅气热特性的耦合机理研究 

7 11:10-11:35 51906007 产世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波转子烟气回流机理及其对低污染燃烧条件的控制机制研究 

8 11:35-12:00 51906208 朱剑锋 厦门大学 超声速进气道喘振演化特性的数理建模及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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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展口头报告：流体机械 

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主持人：张扬军，张明明 腾讯会议号：721-527-579 

序号 时间 项目编号 负责人 单位 项目名称 

1 8:30-8:55 51976154 冯健美 西安交通大学 “气流-油滴群-油膜”共生态下壁面浸润性对油滴撞壁分离影响机制 

2 8:55-9:20 51976029 李  岩 东北农业大学 风力机叶片动态结冰微结构及热与超声耦合除冰机理研究 

3 9:20-9:45 51906156 孙槿静 上海理工大学 叶尾喷气垂直轴风力机气动性能及获能机理研究 

4 9:45-10:10 51976067 叶建军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热流逸效应的努森压缩机跨尺度流动机理及传输特性研究 

休息 10:10-10:20 

5 10:20-10:45 51906125 孙  逊 山东大学 先进旋转水力空化反应器空化特性及其对外特性影响机制研究 

6 10:45-11:10 51906054 姚  程 合肥工业大学 凹腔对大幅值正激波受迫振荡及其非线性特征作用机理研究 

7 11:10-11:35 51906154 董祥瑞 上海理工大学 湍流边界层涡结构的识别及生成机理的数值与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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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研讨会专题报告，专题一：压气机设计与优化 

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点评专家：王松涛、季路成、黄典贵、杨策 召集人：于贤君、罗佳奇、杨金广 腾讯会议号：873-630-199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1 13:30-14:00 尹  松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

研究所 
特邀报告：压气机设计技术发展 点评专家 

王松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季路成 

清华大学 

 

主持人 

于贤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金广 

大连理工大学 

2 14:00-14:20 徐慎忍 西北工业大学 多排压气机流场仿真和伴随求解技术 

3 14:20-14:40 安广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轴流压气机串列叶片扩压极限研究 

4 14:40-15:00 任晓栋 清华大学 高负荷轴流压气机通流-CFD 一体化优化设计方法 

5 15:00-15:20 姜  斌 哈尔滨工程大学 船用燃机压气机气动设计问题研究 

6 15:20-15:40 耿少娟 中科院工热所 多级轴流压气机末级优化设计 

休息 15:40-15:50 

7 15:50-16:20 琚亚平 西安交通大学 特邀报告：离心叶轮不确定性流动分析与设计优化研究 点评专家 

黄典贵 

上海理工大学 

杨  策 

北京理工大学 

 

主持人 

罗佳奇 

浙江大学 

8 16:20-16:40 杨金广 大连理工大学 非理想工质叶轮机械气动设计和优化 

9 16:40-17:00 茅晓晨 西北工业大学 损失及落后角代理模型在轴流压气机特性预测中的应用 

10 17:00-17:20 黄  柱 西安交通大学 可压缩流动转捩与湍流模型的基础研究 

11 17:20-17:40 左志涛 中科院工热所 压缩空气储能离心压缩机湿压缩影响规律及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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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研讨会专题报告，专题二：涡轮冷却与气动设计 

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点评专家：袁新、丰镇平、邹正平、李军 召集人：苏欣荣、宋立明、刘存良 腾讯会议号：713-507-876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1 13:30-14:00 杜  强 中科院工热所 特邀报告：轮缘封严处的非稳定流 点评专家: 

袁  新 

清华大学 

丰镇平 

西安交通大学 

 

主持人 

刘存良 

西北工业大学 

宋立明 

西安交通大学 

2 14:00-14:20 李志刚 西安交通大学 透平机械动密封气流激振动力特性实验和数值方法研究 

3 14:20-14:40 苏欣荣 清华大学 射流与主流交互现象中的几个理论模型 

4 14:40-15:00 陈娉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涡轮气冷造型端壁流动传热特性的数值模拟及实验研究 

5 15:00-15:20 张伟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轴流涡轮尖区流动与损失控制 

6 15:20-15:40 郭振东 西安交通大学 基于知识迁移的气动形状设计优化方法研究 

休息 15:40-15:50 

7 15:50-16:20 薛伟鹏 中国航发涡轮院 特邀报告：气冷涡轮叶片精细化快速设计方法研究 

点评专家 

邹正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  军 

西安交通大学 

 

主持人 

苏欣荣 

清华大学 

8 16:20-16:40 吴伟龙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

研究所 
下一代航空发动机轻质高性能涡轮构件需求分析 

9 16:40-17:00 周文武 上海交通大学 复杂多因素耦合的气膜冷气特性及流动传热机理研究 

10 17:00-17:20 李雪英 清华大学 壁面射流强三维掺混下的湍流标量输运规律 

11 17:20-17:40 马海腾 上海交通大学 冷气喷射对高压涡轮动叶平叶尖间隙内激波的作用机理 

12 17:40-18:00 叶  林 清华大学 肋片作用下涡轮叶片尾缘扰流劈缝传热及气动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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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研讨会专题报告，专题三：高精度实验测试与数值模拟方法 

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点评专家：李存标、倪明玖、马宏伟、聂超群 召集人：高丽敏、彭迪、周超、时大林 腾讯会议号：963-460-189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1 13:30-14:00 向宏辉 中国航发涡轮院 特邀报告：多因素影响下压气机效率精确测量与评估技术 点评专家 

聂超群 

中科院工热所 

马宏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持人 

彭  迪 

上海交通大学 

时大林 

中国航发涡轮院 

2 14:00-14:20 何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 融合 PIV 测量的湍流多物理场数据同化技术 

3 14:20-14:40 张  毅 中国航发涡轮院 重型燃机压气机试验技术研究与应用 

4 14:40-15:00 高飞龙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

研究所 
涡轮过渡态气动热力参数测量和分析 

5 15:00-15:20 谢金伟 中国航发涡轮院 低雷诺数涡轮试验方法研究及应用 

6 15:20-15:40 唐  凯 中国航发涡轮院 多种测试技术融合重构的叶栅流场测量探索 

休息 15:40-15:50 

7 15:50-16:20 柳阳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特邀报告：压气机非定常流动计算模型研究 点评专家 

李存标 

北京大学 

倪明玖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主持人 

高丽敏 

西北工业大学 

周  超 

北京大学 

8 16:20-16:40 赵耀民 北京大学 高压涡轮叶栅高精度数值模拟及机器学习建模 

9 16:40-17:00 赵  明 天津大学 具有低色散特性的间断伽辽金有限体积混合方法 

10 17:00-17:20 赵  磊 西北工业大学 E 级计算环境下的航发内流大规模数值计算方法 

11 17:20-17:40 李瑞宇 西安交通大学 分离涡模拟方法的发展及其在压气机中的应用 

12 17:40-18:00 杨  晨 中科院工热所 航空发动机整机通流模拟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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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研讨会专题报告，专题四：非定常流动与稳定性调控 

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点评专家：孙晓峰、李秋实、钟兢军、乔渭阳 召集人：吴云、孙大坤、吴艳辉、卢新根 腾讯会议号：839-991-516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1 13:30-14:00 李继超 中科院工热所 特邀报告：航空压气机气动失稳智能感知、预报与控制 点评专家 

孙晓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秋实 

西华大学 

 

主持人 

吴  云 

空军工程大学 

孙大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14:00-14:20 张海灯 空军工程大学 服役环境下航空发动机压缩系统稳定性问题探讨 

3 14:20-14:40 杨名洋 上海交通大学 脉冲气流条件下压气机性能响应特性及稳定性研究 

4 14:40-15:00 胡晨星 北京理工大学 算子与数据驱动的离心压缩机不稳定流动模态分解研究 

5 15:00-15:20 朱铭敏 上海交通大学 轴流压气机转子/缝类机匣处理耦合优化设计 

6 15:20-15:50 肖业祥 清华大学 特邀报告：冲击式水轮机多流态转换的水动力学特性研究 

休息 15:50-16:00 

7 16:00-16:30 冀国锋 中国航发贵阳所 特邀报告：低雷诺数风扇增压级设计技术研究 点评专家 

钟兢军 

上海海事大学 

乔渭阳 

西北工业大学 

 

主持人 

吴艳辉 

西北工业大学 

卢新根 

中科院工热所 

8 16:30-16:50 戴习文 上海交通大学 涡声相互作用、共振及流动不稳定性关联机制 

9 16:50-17:10 黄  璜 西北工业大学 大涵道比宽弦风扇颤振机理研究 

10 17:10-17:30 崔伟伟 山东科技大学 非均匀间隙结构影响高负荷压气机流动机制及扩稳方法研究 

11 17:30-17:50 温  新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振荡射流的发动机流动控制实验研究 

12 17:50-18:10 董  旭 中科院工热所 宽弦掠型跨音风扇颤振特性及流固声耦合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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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研讨会专题报告，专题五：先进空天动力与学科前沿交叉 

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点评专家：于达仁、王健平、谭慧俊 召集人：常军涛、赵玉新、赵庆军 腾讯会议号：663-326-25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1 13:30-14:00 孙明波 国防科技大学 特邀报告：超声速流动燃烧基础研究进展 
点评专家 

于达仁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健平 

北京大学 

 

主持人 

赵庆军 

中科院工热所 

赵玉新 

国防科技大学 

2 14:00-14:20 朱家健 国防科技大学 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调控技术研究进展 

3 14:20-14:40 朱呈祥 厦门大学 三维内收缩进气道设计方法与应用 

4 14:40-15:00 马立坤 国防科技大学 固体超燃冲压发动机研究进展 

5 15:00-15:20 产世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波转子增压器的气动设计与非定常激波控制研究 

休息 15:20-15:30 

6 15:30-16:00 秦  飞 西北工业大学 特邀报告：火箭冲压组合动力研究进展 

点评专家 

谭慧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持人 

常军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7 16:00-16:20 王宇辉 北京化工大学 吸气式旋转爆轰发动机的研究进展 

8 16:20-16:40 王若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考虑涵道影响的变循环发动机压缩系统匹配分析 

9 16:40-17:00 吴渴欣 浙江理工大学 传热对伪稳态激波反射影响的研究 

10 17:00-17:20 王同生 西安交通大学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和稀疏数据点的流场预测和重构 

11 17:20-17:40 娄  钦 上海理工大学 求解 Boltzmann-BGK 方程正反问题的物理神经网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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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研讨会专题报告，专题六：流体机械 

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点评专家：席光、朱祖超、汪建文 召集人：孙中国、刘海湖、姚志峰 腾讯会议号：897-280-880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1 13:30-14:00 张人会 兰州理工大学 特邀报告：泵内流动的特征分析及流动优化 
点评专家 

席  光 

西安交通大学 

朱祖超 

浙江理工大学 

 

主持人 

孙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 

2 14:00-14:20 白叶飞 内蒙古工业大学 风力机旋转叶片动态应力特性实验研究 

3 14:20-14:40 张  宁 江苏大学 离心泵内复杂流动及诱发压力脉动特性研究 

4 14:40-15:00 黄先北 扬州大学 泵站进水池吸气涡形成机理研究 

5 15:00-15:20 杨伟刚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

司 
薄型风机与风道的匹配设计及内流研究 

6 15:20-15:40 朱玉铭 中科院工热所 超临界二氧化碳离心式压缩机实验测试方法研究 

休息 15:40-15:50 

7 15:50-16:20 李晓俊 浙江理工大学 特邀报告：空化流动特性及多尺度效应研究 

点评专家 

汪建文 

内蒙古工业大学 

 

主持人 

刘海湖 

西安交通大学 

姚志峰 

中国农业大学 

8 16:20-16:40 孙槿静 上海理工大学 垂直轴风力机流动分离控制及获能机理研究 

9 16:40-17:00 侯亚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城市建筑环境内风资源评估及高精度风力机微观选址方法的

研究 

10 17:00-17:20 宿向辉 浙江理工大学 粗颗粒两相混输模型和颗粒迁移规律研究 

11 17:20-17:40 郑智颖 哈尔滨工业大学 边界特性对空化泡动力学的影响及其机理 

12 17:40-18:00 王超越 中国农业大学 叶片泵叶轮逆向设计过程中的加载方式研究 

13 18:00-18:20 孙香宇 中科院工热所 复杂湍流工况下高效风热机组能量转化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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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界×学术界”分会场专题邀请报告（时间：5 月 15 日）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分会场 

1 8:30-9:00 袁化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组合动力可调进气道及其模态转换技术研究 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一 

2 8:30-9:00 赵  奔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

究所 
向心涡轮中的激波调制及变几何原理新进展 涡轮流动与设计一 

3 8:30-9:00 刘存良 西北工业大学 西工大在异型孔气膜冷却研究中的历程浅析与思考 涡轮冷却一 

4 8:30-9:00 高丽敏 西北工业大学 亚跨声速平面叶栅试验技术研究 压气机流动与设计一 

5 8:30-9:00 屠宝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整机气动稳定性综合评估技术 压气机流动稳定性一 

6 8:30-9:00 胡小文 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 系统性抑制家电场景对旋风扇气动噪声 压缩机与风机一 

7 8:30-9:00 汪建文 内蒙古工业大学 IEA Wind TCP Task 27 课题研究 风能一 

8 8:30-9:00 刘  磊 
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面向可回收运载器发动机涡轮泵关键技术研究 水力机械一 

9 8:30-9:00 金浩哲 浙江理工大学 
高压加氢冷换设备及管道系统的流动腐蚀特性演化及

其抑控方法研究 
数值模拟一 

10 8:30-9:00 刘海湖 西安交通大学 毛细阀影响下两相渗流机理研究 数值模拟四 

11 9:10-9:40 岳连捷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超燃冲压发动机稳焰模式转换特性研究 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二 

12 9:10-9:40 高  杰 哈尔滨工程大学 燃气轮机变几何涡轮气动技术 涡轮流动与设计二 

13 9:10-9:40 周  超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在叶轮机械气动和传热方面的研究进展 涡轮冷却二 

14 9:10-9:40 于贤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变循环发动机压缩系统特征及其设计方法探讨 压气机流动与设计二 

15 9:10-9:40 魏  巍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

中心空天技术研究所 
变密度平面叶栅风洞建设及试验技术发展 压气机流动稳定性二 

16 9:10-9:40 罗  晟 
曼恩能源方案有限公司 

（MAN Energy Solutions） 
面向碳中和的曼恩能源方案有限公司 压缩机与风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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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界×学术界”分会场专题邀请报告（时间：5 月 15 日）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分会场 

17 9:10-9:40 许  昌 河海大学 风电场规划设计平台关键理论与技术 风能二 

18 9:10-9:40 王文全 四川大学 熵产理论及其在流体机械能量损失预估中的应用 水力机械二 

19 9:10-9:40 黄  柱 西安交通大学 流动转捩与湍流的数值研究 数值模拟二 

20 9:10-9:40 彭  迪 上海交通大学 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热力参数光学测量技术 试验方法一 

21 9:50-10:20 陈克平 杭州杭氧膨胀机有限公司 氢气透平膨胀机 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三 

22 9:50-10:20 吴  锋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

究院 
航空发动机试验问题的发展与思考 涡轮流动与设计三 

23 9:50-10:20 李  震 西安交通大学 轴流压气机流动转捩机理研究 压气机流动与设计三 

24 9:50-10:20 张  磊 华北电力大学 超临界二氧化碳离心压缩机流场特性的数值模拟研究 压气机流动稳定性三 

25 9:50-10:20 周  叶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轮机绝对流量及效率测试方法与应用研究 水力机械三 

26 9:50-10:20 王宁宁 西安交通大学 粘弹性影响下剪切流中液滴变形与破裂研究 数值模拟三 

27 9:50-10:20 偶国富 常州大学 石化设备系统流动腐蚀理论及预测方法研究 试验方法二 

28 11:00-11:30 隋永枫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CAE 技术在流体机械中的应用 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四 

29 13:30-14:00 柳阳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叶轮机复杂涡旋流动与湍流模拟技术 压气机流动稳定性四 

30 14:10-14:40 王丁喜 西北工业大学 
从频域方法到时频域混合方法：叶轮机非定常流数值方

法研究的个人历程 
压气机流动与设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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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一 腾讯会议号：455-840-560 执行主席：张  磊，李志刚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9:00 邀请报告 组合动力可调进气道及其模态转换技术研究 袁化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9:00-9:20 215004 
基于 UK-PCE 方法的动叶叶顶气热性能不确定性量化

研究-Part I：气动性能 
黄明，李志刚，李军，宋立明 西安交通大学 

3 9:20-9:40 215005 
基于 UK-PCE 方法的动叶叶顶气热性能不确定性量化

研究-Part II：传热特性 
黄明，李志刚，李军，宋立明 西安交通大学 

4 9:40-10:00 215174 航空发动机部件和整机通流数值模拟研究 
杨晨，吴虎，杜娟，张宏武，杨金

广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5 10:00-10:20 215049 
基于代理模型及 PCE 方法的翼型不确定性分析及稳健

优化设计 

胡汉铎，刘瑶，宋彦萍，徐东强，

陈浮 
哈尔滨工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056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翼型气动系数预测及优化设计 
徐东强，陈浮，白铮，张帅，宋彦

萍 
哈尔滨工业大学 

7 10:50-11:10 217194 
基于两区损失模型的大流量系数离心叶轮一维优化设

计方法 
张闯，刘艳，李志，张傲，李艺雯 大连理工大学 

8 11:10-11:30 215037 雷诺数对涡扇发动机整机影响研究及试验验证 李大为，谢业平，王军，崔金辉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

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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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二 腾讯会议号：404-477-612 执行主席：宋立明，林阿强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5088 氦气压气机高负荷气动设计及优化 陈禹田，姜玉廷，张书玮 哈尔滨工程大学 

2 8:50-9:10 215061 
基于火焰面模型的微型涡喷发动机全通流三维数值模

拟研究 

江华栋，苏宇航，陈浮，杨燕昭，

宋彦萍 
哈尔滨工业大学 

3 9:10-9:40 邀请报告 超燃冲压发动机稳焰模式转换特性研究 岳连捷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 

4 9:40-10:00 217086 波转子垂直进排气影响模拟分析与设计 产世宁，陈叶宇，李凤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 10:00-10:20 217220 末级透平与轴向排气扩压器流场数值研究 邱彬，付经伦，孔祥玲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171 扇型涡轮过渡段结构改型及其影响 王磊，陆华伟，辛建池，赵龙辉 大连海事大学 

7 10:50-11:10 217068 
进汽参数与液滴表面张力修正系数对喷管中湿蒸汽均

质凝结的影响 
胡鹏飞，赵璞，管泽鹏，李琪 东北电力大学 

8 11:10-11:30 217013 基于变功率提取的燃气轮机解耦控制优化 
王涛，张华良，张郁，尹钊，张贤

文，钱叶剑 
合肥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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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三 腾讯会议号：882-432-576 执行主席：伊卫林，韩  旭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219 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的超大流量级间加气设计优化 
吕晓峰，琚亚平，李耀祖，卢傅安，

张楚华 
西安交通大学 

2 8:50-9:10 217051 超临界二氧化碳向心透平的瞬态特性研究 
邹爱红，戴巍，俎红叶，曾钰培，

秦侃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

术研究所 

3 9:10-9:30 215059 基于 Kriging 模型的 CW型原表面换热单元体优化设计 
杨燕昭，汪思航，陈浮，尹世龙，

宋彦萍 
哈尔滨工业大学 

4 9:30-9:50 215154 
基于数值模拟的燃气轮机高压涡轮盘腔系统流动特性

研究 

米泓博，任晓栋，牛夕莹，胡博，

顾春伟 
清华大学 

5 9:50-10:20 邀请报告 氢气透平膨胀机 陈克平 
杭州杭氧膨胀机有

限公司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159 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协同设计优化方法 
周奥铮，任晓栋，李雪松，肖耀兵，

顾春伟 
清华大学 

7 10:50-11:10 215010 膜蒸馏强化海水淡化-太阳能烟囱电站 
左潞，颜子阳，滕盛龙，瞿宁，戴

鹏展，周恬 
河海大学 

8 11:10-11:30 215136 S 弯喷管热-固双向耦合研究 程经理，黄盛 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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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气动热力与整机性能四 腾讯会议号：109-350-436 执行主席：韩吉昂，姜玉廷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221 三角转子膨胀机在有机朗肯循环中应用分析 李沛昀，孟金龙，王文，翁一武 上海交通大学 

2 8:50-9:10 215149 基于通用标准的低压涡轮动叶参数化建模技术研究 王强，唐洪飞，温风波 中北大学 

3 9:10-9:30 217191 涵道风扇飞行器全飞行包线数值分析研究 陈延俊，王思维，周芳，王掩刚 西北工业大学 

4 9:30-9:50 215051 汽轮机低压缸零出力工况末级流场稳定性研究 朱秋良，韩旭，袁云云，韩中合 华北电力大学 

5 9:50-10:10 217111 超临界 CO2 径流式透平叶栅通道损失机理模拟研究 杨岳鸣，齐建荟 山东大学 

休息 10:10-10:20 

6 10:20-10:40 215057 
机匣相对运动对曲面叶顶结构控制间隙泄漏流动的影

响 
金家辉，宋彦萍，俞建阳，陈浮 哈尔滨工业大学 

7 10:40-11:00 217076 增压级过渡段多目标优化设计研究 林祥源，周莉，王占学，史经纬 西北工业大学 

8 11:00-11:30 邀请报告 CAE 技术在流体机械中的应用 隋永枫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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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涡轮流动与设计一 腾讯会议号：134-625-514 执行主席：罗佳奇，陈  榴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9:00 邀请报告 向心涡轮中的激波调制及变几何原理新进展 赵奔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2 9:00-9:20 215046 刷式密封泄漏特性的实验与数值研究 
宋鹏飞，柴军生，赵义祯，马登骞，

李志刚，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3 9:20-9:40 217100 超声速冲击式涡轮叶顶间隙尺寸影响研究 张翔，曹志远，宋澄，高玺，张飞 西北工业大学 

4 9:40-10:00 217244 非均等流量射流对涡轮叶顶间隙泄漏流动的影响 许斌，杜雪霏，练智博，黄典贵 上海理工大学 

5 10:00-10:20 215036 
旋转轴位置及端壁造型对变几何低压涡轮级气动性能

的影响研究 
闫睿，宋义康，高杰 哈尔滨工程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165 考虑结构重量的部分冠涡轮泄漏流动控制研究 
黄东铭，张伟昊，王宇凡，蒋首民，

陈云，王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10:50-11:10 215106 
迷宫密封性能对径向间隙不确定性的全局敏感性分析

研究 
王天昊，李志刚，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8 11:10-11:30 215169 
展弦比对高压涡轮导向器内部流动及损失特性影响机

理研究 
冯鲁文，李紫良，薛亚鹏，吴艳辉 西北工业大学 

9 11:30-11:50 215093 两级增压系统高低压级涡轮流动特性研究 陈雪康，施新，张恒 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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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涡轮流动与设计二 腾讯会议号：606-108-661 执行主席：张燕峰，张伟昊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5166 热斑分布方式对气冷双级涡轮气热性能影响研究 
张瑞峰，张伟昊，刘长青，曾飞，

张绍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8:50-9:10 215048 旋流条件下涡轮动叶端区流动控制研究 王进，陈晓，伊卫林 北京理工大学 

3 9:10-9:40 邀请报告 燃气轮机变几何涡轮气动技术 高杰 哈尔滨工程大学 

4 9:40-10:00 215082 透平动叶凹槽叶顶区域流动规律和冷却特性研究 黄通，李会，苏欣荣，袁新 清华大学 

5 10:00-10:20 215047 刷式密封摩擦热效应及传热特性的研究 
宋鹏飞，柴军生，赵义祯，马登骞，

李志刚，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083 轮缘密封封严机理研究及结构改进 
武思宇，黄镜玮，周成，闫睿，高

杰 
哈尔滨工程大学 

7 10:50-11:10 215016 弹性密封磨损及封严性能退化机制的研究 代欣波，王梓齐，何坤，晏鑫 西安交通大学 

8 11:10-11:30 217218 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控制高负荷涡轮叶栅二次流的研究 
王楚旋，曹志远，宋志高，高玺，

宋澄 
西北工业大学 

9 11:30-11:50 217250 不同部位叶尖小翼对涡轮间隙泄漏的影响 刘昊，陈永强，黄典贵 上海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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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涡轮流动与设计三 腾讯会议号：144-452-921 执行主席：高  杰，唐雨萌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5015 齿尖磨损对迷宫密封泄漏特性的影响研究 代欣波，王梓齐，何坤，晏鑫 西安交通大学 

2 8:50-9:10 215009 多腔室凹槽对涡轮叶顶流动传热特性影响的数值研究 
杜昆，李华容，陈麒好，仝麒琬，

王力泉，梁庭睿，刘存良 
西北工业大学 

3 9:10-9:30 215075 迷宫蜂窝密封泄漏和鼓风加热特性研究 赵迪，李志刚，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4 9:30-9:50 217197 
基于水滴型前缘修型的超高负荷低压涡轮流动调控机

理研究 
薛亚鹏，冯鲁文，李紫良，吴艳辉 西北工业大学 

5 9:50-10:20 邀请报告 航空发动机试验问题的发展与思考 吴锋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

涡轮研究院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098 扇型涡轮过渡段结构改型及其影响 王磊，陆华伟，辛建池，赵龙辉 大连海事大学 

7 10:50-11:10 215089 球窝抑制层流分离的大涡模拟研究 杨鹏骋，陈帅彤，陈绍文，王松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8 11:10-11:30 215112 热斑与导叶时序位置对第一级涡轮的气动热影响研究 管彦敏，刘小华 上海交通大学 

9 11:30-11:50 215029 氦氙轴流涡轮叶片弯曲气动性能研究 
杜磊，白冰，鄢强，张书玮，徐克

文 
哈尔滨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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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涡轮冷却一 腾讯会议号：768-885-630 执行主席：苏欣荣，孔德海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9:00 邀请报告 西工大在异型孔气膜冷却研究中的历程浅析与思考 刘存良 西北工业大学 

2 9:00-9:20 215115 
内部冲击构型对气冷涡轮气热耦合计算影响的对比研

究 
李守祚，罗磊，王松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3 9:20-9:40 215011 
航空发动机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端壁综合冷却特性研

究 

杜昆，梁庭睿，陈麒好，范智翔，

孟宪龙，王力泉，李华容，刘存良 
西北工业大学 

4 9:40-10:00 215097 透平静叶叶身全覆盖气膜冷却有效度实验研究 胡可欣，张振，苏欣荣，袁新 清华大学 

5 10:00-10:20 215001 燃气轮机涡轮叶片冷却效率与热应力的数值研究 席雷，高建民，徐亮，赵振 西安交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132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发散冷却孔分布优化 汪奇，楼健，杨力 上海交通大学 

7 10:50-11:10 215128 数据驱动的涡轮叶片气膜冷却预测方法 崔浩，王浪，李雪英，任静 清华大学 

8 11:10-11:30 215096 
有/无扰流柱流道冷却结构流动换热特性的数值计算与

试验研究 

徐亮，田秋霞，杨旭，段冬霞，赵

旭，席雷，高建民，李云龙 
西安交通大学 

9 11:30-11:50 215108 锯齿状槽道空气/水雾气膜冷却数值研究 
张润生，宋媛媛，韩少华，周乐平，

李莉，张辉，杜小泽 
华北电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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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涡轮冷却二 腾讯会议号：796-939-006 执行主席：李雪英，杜  昆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5012 
收束气膜孔冷却排布方式对叶片温度和应力影响的数

值研究 
秦润轩，周逊，王松涛，蔡乐 哈尔滨工业大学 

2 8:50-9:10 215054 
进口热斑和旋流周向位置对涡轮静叶端壁气热性能和

气膜冷却特性影响的研究 
栗智宇，张垲垣，李志刚，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3 9:10-9:40 邀请报告 北京大学在叶轮机械气动和传热方面的研究进展 周超 北京大学 

4 9:40-10:00 215125 气膜冷却有效度二维分布的理论预测模型与验证 陈子聿，胡可欣，苏欣荣，袁新 清华大学 

5 10:00-10:20 215020 顺排圆台扰流通道流动及传热特性研究 
赵振，高建民，徐亮，席雷，阮麒

成，杨政衡，杨涛 
西安交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111 小样本实验数据驱动的发散冷却深度学习模型 楼健，周炜玮，汪奇，杨力，饶宇 上海交通大学 

7 10:50-11:10 215145 预测气膜冷却有效度的标通量模型研究 史博，李雪英，任静 清华大学 

8 11:10-11:30 215017 带楔形环肋的旋流腔抑制横流及强化换热机理研究 李菲，肖坤，丰镇平 西安交通大学 

9 11:30-11:50 215026 异型气膜孔结构对绝热冷却特性影响的数值研究 
杜昆，梁庭睿，孙海博，王海潮，

刘存良 
西北工业大学  

10 11:50-12:10 215110 正弦波槽道空气/液滴两相气膜冷却特性数值研究 
韩少华，宋媛媛，张润生，周乐平，

李莉，张辉，杜小泽 
华北电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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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压气机流动与设计一 腾讯会议号：775-282-369 执行主席：黄典贵，羌晓青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9:00 邀请报告 亚跨声速平面叶栅试验技术研究 高丽敏 西北工业大学 

2 9:00-9:20 215094 某七级轴流压气机静叶应用弯叶片优化的数值研究 朱伟，任晓栋，李雪松，顾春伟 清华大学 

3 9:20-9:40 215063 稠度对轴向超音通流风扇叶型气动性能的影响 孙士珺，杨巨涛，郝家齐，季路成 北京理工大学 

4 9:40-10:00 215144 基于机器学习的压气机叶型优化设计 赵天铭，柳阳威，唐雨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 10:00-10:20 217139 叶背波纹度偏差对压气机跨音叶型性能影响 高丽敏，杨光，王浩浩，马驰 西北工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127 超大气流调节角度可变弯度导叶优化设计方法研究 于贤君，付东金，安广丰，刘宝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10:50-11:10 215003 组合抽吸对压气机平面叶栅流场品质影响 
李聪，江达林，韩吉昂，陈天佑，

徐文峰 
大连海事大学 

8 11:10-11:30 215045 某型氦氙离心压气机特性预测 
王佳宾，徐虎，董平，郭兆元，韩

蕊 
哈尔滨工程大学 

9 11:30-11:50 215031 
低雷诺数下周期性尾迹与压气机叶尖泄漏涡的作用机

理研究 

李霖，谭炜，李子良，韩戈，张燕

峰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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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压气机流动与设计二 腾讯会议号：438-913-030 执行主席：琚亚平，阚晓旭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5143 某跨音三级压气机动叶优化设计机理研究 
王啸宸，任晓栋，李雪松，吴宏，

顾春伟 
清华大学 

2 8:50-9:10 215150 不同 DDES 方法预测叶尖泄漏流动 汪光宇，柳阳威，高雁飞，唐雨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9:10-9:40 邀请报告 变循环发动机压缩系统特征及其设计方法探讨 于贤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9:40-10:00 215095 压气机亚音叶型放大对性能的影响机理 
齐梦瑶，肖耀兵，李雪松，任晓栋，

顾春伟 
清华大学 

5 10:00-10:20 215141 超高负荷串列转子尖部流场结构的实验和数值研究 刘宝杰，王高伟，安广丰，于贤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030 悬臂静子叶栅与高速运动轮毂间隙流研究 
郑标颉，马宇晨，滕金芳，朱铭敏，

羌晓青 
上海交通大学 

7 10:50-11:10 215065 
采用改进鲸鱼算法的高亚声速叶型优化设计及流动机

理研究 

黄松，阳诚武，赵胜丰，程泓智，

周创鑫，卢新根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8 11:10-11:30 217195 
转静匹配下扩压器半无叶区马赫数分布非稳态规律分

析 
戈永旺，陈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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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压气机流动与设计三 腾讯会议号：546-829-757 执行主席：刘小华，茅晓晨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5142 
基于当地迹旋涡识别方法分析跨音压气机转子叶尖泄

漏流动 
钟维博，柳阳威，谢喆，唐雨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8:50-9:10 215102 扩压叶栅容腔泄漏流动与主流干涉作用机理研究 
黄天硕，孔晓治，刘育心，王成泽，

陆华伟 
大连海事大学 

3 9:10-9:30 217141 跨音速压气机转子几何误差气动敏感性统计研究 
马峰，尚珣，刘汉儒，王掩刚，陈

为雄，杜亦璨 
西北工业大学 

4 9:30-9:50 217083 轴流压气机二次泄漏的非定常流动机理 
王维，岳少博，卢金玲，张乐福，

罗兴锜，楚武利 
西安理工大学 

5 9:50-10:20 邀请报告 轴流压气机流动转捩机理研究 李震 西安交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032 高负荷离心压气机非直纹叶轮流动机理研究 李子良，韩戈，卢新根，朱俊强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7 10:50-11:10 217247 曲率连续的压气机叶型参数化方法及应用 覃锴，黄典贵 上海理工大学 

8 11:10-11:30 217123 跨音速轴流风扇转子三维伴随设计优化 肖佳豪，朱玉杰，琚亚平，张楚华 西安交通大学 

9 11:30-11:50 217061 压气机叶栅叶尖泄漏涡破碎及控制研究 
高玺，曹志远，张翔，王楚旋，杨

净 
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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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压气机流动稳定性一 腾讯会议号：698-829-519 执行主席：戴  韧，潘天宇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9:00 邀请报告 航空发动机整机气动稳定性综合评估技术 屠宝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9:00-9:20 215161 
基于分布式力源体积力模型的畸变进气压气机叶栅数

值模拟 
凌健蓝，刘仕杰，潘天宇，李秋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9:20-9:40 217151 
三级高速轴流压气机新型复合沟槽式机匣处理的扩稳

流动机理研究 

张夏雯，花雨，李聪，琚亚平，张

楚华 
西安交通大学 

4 9:40-10:00 215022 
纳秒脉冲等离子体激励控制低雷诺数压气机激波/附面

层干扰探索研究 

汪一舟，张海灯，吴云，李应红，

盛佳明 
空军工程大学 

5 10:00-10:20 215100 对转压气机中不同形式机匣处理扩稳机理研究 郭彦超，高丽敏，王磊，茅晓晨 西北工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090 插板进气畸变对多级压气机性能及稳定性影响研究 
张强，顾本昊，仵凯，张明，孙大

坤，孙晓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10:50-11:10 215109 支板对压气机过渡段性能影响的研究 
赵龙辉，陆华伟，辛建池，王龙，

王磊 
大连海事大学 

8 11:10-11:30 215170 凹凸前缘压气机动叶流动控制机理及性能研究 
李润泽，丁骏，王仕敏，陶慧卿，

姜斌 
哈尔滨工程大学 

9 11:30-11:50 217045 
BLI 进气下跨音压气机的非对称导叶扩稳及其机理研

究 
刘远华，袁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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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压气机流动稳定性二 腾讯会议号：413-166-569 执行主席：孙大坤，任晓栋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5104 超音串列叶型流动特性及匹配工作机制分析 
彭鸿博，孙俊岳，陶源，于贤君，

刘宝杰 
中国民航大学 

2 8:50-9:10 217146 基于经验模态分解的失速预警研究 
仵凯，徐瑞泽，董旭，孙大坤，孙

晓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9:10-9:40 邀请报告 变密度平面叶栅风洞建设及试验技术发展 魏巍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

展中心空天技术研究所 

4 9:40-10:00 217224 
跨音速叶栅流动中激波震荡现象的实验研究和机理分

析 

李昆航，孟凡杰，唐鹏博，甘久亮，

李景银 
西安交通大学 

5 10:00-10:20 215023 叶片前缘掉块对超音速压气机叶型气动性能影响 
汪一舟，张海灯，吴云，李应红，

唐孟潇 
空军工程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069 一种壁面处理对压气机性能影响的实验研究 
王宇晴，孙大坤，李佳，张晋铭，

董旭，孙晓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10:50-11:10 215038 
子午流道局部修型对轴流压气机转子叶根角区分离的

抑制机理研究 

姚飞, 崔伟伟，王兴鲁，刘付松，

王翠苹，杨来顺 
山东科技大学 

8 11:10-11:30 215033 
壁面换热条件下高负荷压气机叶片分离剪切层转捩机

理研究 

王名扬，阳诚武，赵胜丰，张燕峰，

卢新根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9 11:30-11:50 217048 基于射流控制的 BLI 进气道风扇耦合失速机理研究 郭鑫宇，袁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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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压气机流动稳定性三 腾讯会议号：504-177-533 执行主席：孙  巍，安广丰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089 
一种考虑不同叶型影响的双涵道压气机失速起始点预

测模型 
陈强，许登科，孙大坤，孙晓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8:50-9:10 215052 
基于特征值法的进气总压畸变对压气机叶片颤振特性

影响分析 

张小博，陈宇辰，尉洋，张驭，张

斐 
空军工程大学 

3 9:10-9:30 217121 缝式机匣处理对对转压气机的扩稳机理研究 王磊，茅晓晨，郭彦超，高丽敏 西北工业大学 

4 9:30-9:50 217070 
径向倾斜自循环机匣处理对跨音速轴流压气机性能的

影响 

张驰原，张皓光，董飞扬，钟心怡，

楚武利 
西北工业大学 

5 9:50-10:20 邀请报告 超临界二氧化碳离心压缩机流场特性的数值模拟研究 张磊 华北电力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146 低反力度跨声速转子的自循环机匣扩稳研究 丁圣力，陈绍文，王松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7 10:50-11:10 215172 雨雾环境下轴流压气机机匣处理扩稳数值研究 
安兆凯，杜娟，李继超，张宏武，

聂超群 
华北电力大学 

8 11:10-11:30 215129 考虑设计裕度的 Smith 图扩展应用探索研究 于贤君，张琦，安广丰，刘宝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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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压缩机与风机一 腾讯会议号：846-632-368 执行主席：张楚华，毛义军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9:00 邀请报告 系统性抑制家电场景对旋风扇气动噪声 胡小文 
美的集团中央研究

院 

2 9:00-9:20 217213 基于敏感性分析降维的多翼离心风机叶轮优化设计 
王镇，李震，吴兰勇，解博超，石

清鑫，张楚华 
西安交通大学 

3 9:20-9:40 217128 
不同位置分流叶片对低压轴流风机气动性能的影响研

究 
李志昂，王军，王威，林志良 华中科技大学 

4 9:40-10:00 217192 
轴心偏置造成的周向非均匀叶顶间隙对离心式压缩机

的影响 
段亚飞，赵晨曦，席光 西安交通大学 

5 10:00-10:20 215071 
超临界二氧化碳离心压气机非定常凝结特性及 DMD

分析 
包文瑞，杨策，符丽，胡晨星 北京理工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178 叶顶间隙非均匀对风机性能的影响 成铠，陈云瑞，孟凡杰，李景银 西安交通大学 

7 10:50-11:10 217092 轴流压缩机数值方法可靠性分析 雷鹏飞，胡运华，龙炳祥，王晟旻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

与发展中心 

8 11:10-11:30 217112 离心制冷压缩机变负荷性能及叶顶间隙影响研究 梁璐，宫武旗，邓宝军，柳晓丹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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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压缩机与风机二 腾讯会议号：933-205-917 执行主席：王  军，王志恒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087 基于加强盘的交错叶片型风机结构及流动特性研究 侯佳鑫，王艺，谢军龙，曾旺 华中科技大学 

2 8:50-9:10 217046 离心叶片变形的气动影响及预变形设计 
杨长灵，李雨润，姬成，席光，王

志恒 
西安交通大学 

3 9:10-9:40 邀请报告 面向碳中和的曼恩能源方案有限公司 罗晟 
曼恩能源方案有限

公司 

4 9:40-10:00 217003 电机高度对无蜗壳离心通风机性能的影响 
李哲弘，叶信学，张永炬，王正初，

张啸天 
台州学院 

5 10:00-10:20 217162 几种仿生翼型的动失速特性分析 
吴立明，刘小民，刘阳，马列，田

晨晔，席光 
西安交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007 离心风机及下游管道非定常流动的分离涡模拟研究 蔡建程，胡鸣汉，鄂世举，王志恒 浙江师范大学 

7 10:50-11:10 215081 低比转速管式离心氢压机设计与优化 冯子桐，祁明旭，张虹 北京理工大学 

8 11:10-11:30 217215 某型轻商空调室外机轴流风叶气动设计 
杨锦文，李彬，胡佳伟，卢奇，曾

帅，王军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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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压缩机与风机三 腾讯会议号：790-750-183 执行主席：周  莉，谢军龙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200 基于 POD 分析的多翼风机内部非定常流动特征分析 
周慧慧，胡斯特，陈鹏，胡小文，

姚杨，唐亮 

美的集团中央研究

院 

2 8:50-9:10 217052 
超临界二氧化碳离心压缩机不同进口条件内部流场特

性分析 
尚鹏旭，童志庭，鞠鹏飞，张超 天津理工大学 

3 9:10-9:30 215105 超临界二氧化碳离心压缩机蜗壳设计及气动性能研究 曹润，邓清华，李志刚，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4 9:30-9:50 217047 高速离心式压气机喘振特性的实验与数值模拟研究 孙立臣，席光，武耀族 西安交通大学 

5 9:50-10:10 217176 无气阀摆动转子压缩机动力特性研究 潘曦，曾旺，刘韩文，谢军龙 华中科技大学 

休息 10:10-10:20 

6 10:20-10:40 217214 
出风格栅径向筋条弯扭角度对空调室外机气动性能的

影响研究 

付山，李彬，张岩，陈成，何阿龙，

谢军龙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7 10:40-11:00 215139 
近失速工况离心压气机叶顶非定常流动的数值与实验

研究 
赵阳，席光，赵家毅，杨党国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

与发展中心 

8 11:00-11:20 217165 轴流风机前缘障碍物气动噪声特性研究 
刘正杨，侯瑞杰，王晓乐，宋永兴，

张林华 
山东建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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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风能一 腾讯会议号：304-720-569 执行主席：汪建文，钟晓晖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9:00 邀请报告 IEA Wind TCP Task 27 课题研究 汪建文 内蒙古工业大学 

2 9:00-9:20 217185 基于电池储能系统的风电功率波动平抑方法研究 
苏文涛，温彩凤，谢婉冰，杜乾，

张博鑫，汪建文 
内蒙古工业大学 

3 9:20-9:40 217118 大型风电机组叶片动力刚化效应研究 孟航，靳丹阳 华北电力大学 

4 9:40-10:00 217106 不同布局方式非等高建筑群风力机微观选址 李芳哲，王文新，汪建文，张九玉 内蒙古工业大学 

5 10:00-10:20 217158 风热机组系统建模及仿真分析 钱婧，孙香宇，廖猜猜，钟晓晖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258 
基于海豚头型和骨架杠杆运动的仿生翼型对水平轴风

力机气动性能的影响 
黄胜羡，王莹 上海理工大学 

7 10:50-11:10 217153 偏航下双叉叶尖结构变化对风力机振动模态的分析 
崔井安，代元军，李保华，王聪，

石坤举 
上海电机学院 

8 11:10-11:30 217108 基于 POD 方法的锯齿尾缘降噪机理研究 曹慧晶，张明明，周腾，张一楠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9 11:30-11:50 217144 风波流作用的海上风力机地震动力学研究 闫阳天，李春，缪维跑，岳敏楠 上海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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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风能二 腾讯会议号：257-445-897 执行主席：曹人靖，赵振宙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168 偏航下叶尖结构变化对风力机气动噪声的影响 
胡垚，代元军，李保华，王聪，石

坤举 
上海电机学院 

2 8:50-9:10 217211 变桨控制对风电机组机舱风速与近尾流的影响 
马梦茹，王晓东，王宇萌，王耀涵，

刘雨农 
华北电力大学 

3 9:10-9:40 邀请报告 风电场规划设计平台关键理论与技术 许昌 河海大学 

4 9:40-10:00 217049 “夹道效应”对分布式风力机性能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 
孙鑫，贾彦，陈银鹏，王泽坤，隋

世康 
内蒙古工业大学 

5 10:00-10:20 217105 偏航速度及延时时间对风力机振动及功率的影响研究 张建伟，汪建文，闫思佳 内蒙古工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040 风向变化下不同因素对叶根应力影响的实验研究 
赵煜，汪建文，张鹏，任彪，尹九

俊 
内蒙古工业大学 

7 10:50-11:10 217160 双叉式叶尖结构对风力发电机组振动影响的模拟研究 蔡昊燃，王聪，代元军 上海电机学院 

8 11:10-11:30 217184 波状前缘叶片的结冰特性及其气动影响 任翠芳，陈榴，于和翔，戴韧 上海理工大学 

9 11:30-11:50 217202 仿生波浪前缘风力机叶片气动性能研究 戎荣，罗大海 上海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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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风能三 腾讯会议号：442-549-935 执行主席：王晓东，李庆安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193 风轮旋转过程中近场辐射噪声分布特征分析 
张晓雪，高志鹰，邵明雪，苏日娜，

张翠青，汪建文 

内蒙古自治区风能太阳能利

用机理及优化重点实验室 

2 8:50-9:10 217209 漂浮式风电机组叶片气弹特性研究 
白雪峰，戴丽萍，王晓东，梅远航，

李新凯 
华北电力大学 

3 9:10-9:30 217080 
偏航对风速度对风力机塔筒和电机的振动特性影响研

究 

任彪，汪建文，张建伟，尹九俊，

赵煜，张鹏 
内蒙古工业大学 

4 9:30-9:50 217190 轴承振动特征提取的 EEMD-MCKD 方法研究 刘明帅，石坤举，代元军 上海电机学院 

5 9:50-10:10 217172 基于 LBM 方法的复杂地形流场大涡模拟研究 
薛飞飞，许昌，黄海琴，韩星星，
Wenzhong Shen 

河海大学 

休息 10:10-10:20 

6 10:20-10:40 217041 偏航对风过程中风力机叶片应力影响的实验研究 
张鹏，汪建文，赵煜，任彪，尹九

俊 
内蒙古工业大学 

7 10:40-11:00 217114 风力机翼型表面减阻肋条尺寸优化设计研究 赵明智，曹慧晶，张明明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8 11:00-11:20 217227 风剪切强度对漂浮式风电机组气动特性的影响研究 
陈子文，王晓东，郭翼泽，赵庆旭，

郭小江 
华北电力大学 

9 11:20-11:40 217150 CST 参数化建模风力机覆冰翼型的气动特性分析 刘苏瑶，王骥飞，王丹，秦紫阳 内蒙古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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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水力机械一 腾讯会议号：871-196-362 执行主席：裴  吉，李晓俊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9:00 邀请报告 面向可回收运载器发动机涡轮泵关键技术研究 刘磊 
蓝箭航天空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 9:00-9:20 217084 波浪能 Wells 透平失速特性及微圆柱流动控制研究 耿开贺，胡晨星，施新，杨策 北京理工大学 

3 9:20-9:40 217130 导叶式离心泵内部非稳态流动与压力脉动特性研究 蒋俊贤，张宁，郑凡坤 江苏大学 

4 9:40-10:00 217217 燃料泵长流道设计及性能提升数值研究 王越，孙中国，卜学兵，席光 西安交通大学 

5 10:00-10:20 217058 
基于 CFD-DEM 耦合方法的污水泵内流量对纤维运动

特性影响 

郑水华，杨超杰，柴敏，孙泽楠，

颜朝寿 
浙江工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260 叶顶泄漏流动对轴流泵反向发电能量特性的影响研究 阚阚，张清滢，黄佳程，龚严 河海大学 

7 10:50-11:10 217096 
试验管网分布对某百万千瓦级大型核主泵性能影响分

析研究 

刘昊然，鲁业明，仲作文，雍兴平，

遇婷，林斌，于洪昌，王晓放 
大连理工大学 

8 11:10-11:30 217064 具有两级压缩的新型滑片式真空泵的性能研究 刘译阳，王君，潘诗洋，王增丽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9 11:30-11:50 217147 跨界面半潜式叶轮的水动力性能研究 伍振海，徐青，凌长明，吴长琴 广东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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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水力机械二 腾讯会议号：705-919-472 执行主席：卢金玲，姚志峰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119 核主泵压水室出口非对称过渡段流动特性数值研究 
闫勇岐，刘昊然，鲁业明，李家玲，

王童军，董永林，王晓放 
大连理工大学 

2 8:50-9:10 217081 
基于 Omega 涡识别方法的诱导轮内非定常空化流动分

析 

闫龙龙，高波，张宁，倪丹，周文

杰 
江苏大学 

3 9:10-9:40 邀请报告 熵产理论及其在流体机械能量损失预估中的应用 王文全 四川大学 

4 9:40-10:00 217078 基于 STAR-CCM+的矿浆泵内固液两相流特性研究 滕爽，康灿，汪志远，丁可金 江苏大学 

5 10:00-10:20 217002 
适于深海低流速海流能利用的链式水轮机的数值模拟

研究 

张大禹，郭朋华，袁熙，卫红波，

苏文斌 
西安交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129 基于相似定律-LSSVR 的离心泵效率预测混合模型 
郑水华，夏召顺，柴敏，刘毅，孙

泽楠 
浙江工业大学 

7 10:50-11:10 217113 温差对多级努森泵流动特征和性能的影响 
兰江，谢军龙，叶建军，焦晓熠，

彭文珠 
华中科技大学 

8 11:10-11:30 217094 基于空化模型的水泵水轮机甩负荷三维过渡过程模拟 郭俊勋，周大庆，邵煜 河海大学 

9 11:30-11:50 217062 新型变螺距单螺杆泵工作过程研究及模拟 董丽宁，王君，潘诗洋，王增丽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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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水力机械三 腾讯会议号：506-157-070 执行主席：崔宝玲，孙帅辉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234 磨蚀对水斗式水轮机的水斗型线及性能影响的研究 葛新峰，孙洁，郑源 河海大学 

2 8:50-9:10 217170 离心泵叶轮内非定常流场的 DMD 模态分析 陈学炳，张人会，蒋利杰，杨伟峰 兰州理工大学 

3 9:10-9:30 217208 涡轮氧泵动静间隙低温介质热力学特性研究 卜学兵，郑旭，韩飞，孙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 

4 9:30-9:50 217182 分半错列离心叶轮对泵压力脉动特性的研究 王非凡，高波，倪丹，张宁 江苏大学 

5 9:50-10:20 邀请报告 水轮机绝对流量及效率测试方法与应用研究 周叶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248 波速对行波式透平获能特性研究 阮鹏程，麻启宇，朱乾明，黄典贵 上海理工大学 

7 10:50-11:10 217222 基于机器学习优化算法的轴流泵性能优化 宋雪漪，王哲，罗先武 清华大学 

8 11:10-11:30 217256 
自由液面和折角对一种竖轴水轮机转动影响的数值研

究 
吴豪，曹人靖 南方科技大学 

9 11:30-11:50 217254 叶片安装角对径向膨胀机性能的影响 张雁兴，潘玉华，李宝宽 辽宁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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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数值模拟一 腾讯会议号：986-115-496 执行主席：孙中国，洪志亮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9:00 邀请报告 
高压加氢冷换设备及管道系统的流动腐蚀特性演化及

其抑控方法研究 
金浩哲 浙江理工大学 

2 9:00-9:20 217008 圆柱绕流涡激振动研究 I-常微分方程建模分析 蔡建程，余梦瑶，鄂世举，王志恒 浙江师范大学 

3 9:20-9:40 217242 圆柱绕流涡激振动研究 II—计算流体动力学分析 
蔡建程，余梦瑶，鄂世举，王志恒，

徐子盛 
浙江师范大学 

4 9:40-10:00 217107 基于空气稳定性的飞沫气溶胶扩散特性研究 吴鑫，刘韩文，谢军龙，侯佳鑫 华中科技大学 

5 10:00-10:20 217116 可倾瓦滑动轴承热流体动压润滑特性研究 
刘清磊，李强，唐心昊，李斌，杜

玉晶，李秀伟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109 旋转液池内耦合热质毛细对流及其稳定性研究 吴春梅，黄瑞麒，丁林，李友荣 重庆大学 

7 10:50-11:10 215155 
基于高斯拟合与稀疏增强 DMD 的非定常尾迹流动预

测方法研究 
乔天杨，胡晨星，杨策 北京理工大学 

8 11:10-11:30 217085 多级热流逸式真空泵的能耗及效率研究 蒙仕达，卢苇，曾成，覃日帅 广西大学 

9 11:30-11:50 217255 最小流量阀迷宫流道的设计与流动特性研究 常爱莲，段奥强，金浩哲，偶国富 常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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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数值模拟二 腾讯会议号：375-323-167 执行主席：李  强，宿向辉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110 液氧罐非定常气液流动特性的数值研究 张瀚月，黄清妙，陈建业，谢军龙 华中科技大学 

2 8:50-9:10 217120 微气泡发生器的结构优化研究 
郭旭，李强，张健，雷毛，刘佳琳，

朱浩玮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3 9:10-9:40 邀请报告 流动转捩与湍流的数值研究 黄柱 西安交通大学 

4 9:40-10:00 217037 不同高度并列双方柱风振实验及数值研究 
丁林，韩煜熊，宋天，张长江，张

力 
重庆大学 

5 10:00-10:20 215121 高旋流下前挡板结构对刷式密封流动特性影响研究 
岳本壮，刘育心，孔晓治，陈化，

陆华伟 
大连海事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152 基于自动微分技术的离散伴随求解器的优化及加速 吴航空，王丁喜，黄秀全 西北工业大学 

7 10:50-11:10 217232 
CAP1400 核主泵立式悬臂转子-轴承非线性系统特性研

究 

周路圣，刘海涛，辛建池，闫勇岐，

李家玲，王晓放 
大连理工大学 

8 11:10-11:30 217257 加氢空冷器系统流动腐蚀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黄本清，赵鹏程，偶国富 常州大学 

9 11:30-11:50 217223 基于 Quasi-RNN 的航空发动机剩余使用寿命预测 桑亦宸，张国磊，贾雄杰，袁孝江 哈尔滨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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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数值模拟三 腾讯会议号：895-201-980 执行主席：赖焕新，郝宗睿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5078 壁面加热对 Mose 喷管内湿蒸汽凝结流动特性的影响 管见东，韩旭，姚博川，韩中合 华北电力大学 

2 8:50-9:10 217026 后台阶分离流的控制及上游涡流发生器的优化 白逸凡，赖焕新 华东理工大学 

3 9:10-9:30 217259 大型水泵水导轴承静特性数值模拟研究 程金武，顾延东，成立 扬州大学 

4 9:30-9:50 217138 空化条件下密封液膜内颗粒瞬态沉积特性 张家祥，张金亚，高畅，陈逸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5 9:50-10:20 邀请报告 粘弹性影响下剪切流中液滴变形与破裂研究 王宁宁 西安交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039 来流条件对圆柱双自由度涡致振动的影响 丁林，孔浩，邹群峰，张力 重庆大学 

7 10:50-11:10 217261 基于浸入边界法的翼型俯仰振摆动态特性研究 阚阚，李昊宇，吕品 河海大学 

8 11:10-11:30 217019 椭圆盘密封单螺杆泵啮合特性分析 王青阳，王增丽，史后威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9 11:30-11:50 217206 黑水调节阀冲蚀磨损-气蚀的数值预测研究 
康立文，仇畅，杨晨，金志江，钱

锦远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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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数值模拟四 腾讯会议号：338-220-496 执行主席：张宇宁，赵  磊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9:00 邀请报告 毛细阀影响下两相渗流机理研究 刘海湖 西安交通大学 

2 9:00-9:20 215079 表面张力修正系数对湿蒸汽非平衡凝结流动的影响 姚博川，韩旭，管见东，韩中合 华北电力大学 

3 9:20-9:40 217028 非等温喷流的大涡模拟与近场流-声关联 刘琪麟，赖焕新 华东理工大学 

4 9:40-10:00 217169 水蒸气射流冷凝特性数值模拟研究 李鑫坤，庄晓东，谢军龙，刘韩文 华中科技大学 

5 10:00-10:20 217239 海底矿石颗粒水力采集运动特性研究 夏秋，贾浩，宿向辉，杨荐 浙江理工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140 槽型参数对液膜密封颗粒沉积的影响研究 
张家祥，刘连强，陈逸，高畅，张

金亚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7 10:50-11:10 217021 空化流动数值模拟的进口边界条件研究 房良，徐晓刚，王振波，李强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8 11:10-11:30 217034 双自由度椭圆柱流体诱发振动及扭转研究 邹群峰，丁林，宋天，张力 重庆大学 

9 11:30-11:50 217210 不确定性条件下大型客机纵向静稳定性数值研究 娄刻强，王晓东，于佳鑫，陈江涛 华北电力大学 

10 11:50-12:10 217207 稳压器喷雾阀阀芯结构对流量特性的影响分析 
赵磊，杨佳明，钱锦远，吴辉，金

志江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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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试验方法一 腾讯会议号：818-785-654 执行主席：刘海湖，史广泰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228 基于水力空化预处理蒜皮制备超级电容材料研究 
赵越，游炜彬，玄晓旭，孙逊，陈

颂英 
山东大学 

2 8:50-9:10 217226 水滴在铝板表面结冰过程可视化试验 
张影微，郭文峰，蒋良志，赵航宇，

李岩 
东北农业大学 

3 9:10-9:40 邀请报告 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热力参数光学测量技术 彭迪 上海交通大学 

4 9:40-10:00 215092 某叶栅试验通道内高湍流格栅设计及流动特性研究 
徐亮，杨政衡，阮麒成，席雷，高

建民，李云龙 
西安交通大学 

5 10:00-10:20 215070 一种燃气涡轮叶片气热性能实验台 白波，董雨轩，李志刚，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7240 气泡碰撞-破碎声特性实验研究 
丛山昊，樊若男，刘竞婷，魏雪松，

陈颂英 
山东大学 

7 10:50-11:10 217098 
高聚物溶液内弹性边界附近激光诱导空化泡动力学特

性实验研究 

何志博，曾卿丰，曾添宝，刘洋，

黄勇浩，郑智颖，王璐，李惠 
哈尔滨工业大学 

8 11:10-11:30 217005 跨界面半潜式海流能发电方法及试验分析 凌长明，张明宇，吴长琴 广东海洋大学 

9 11:30-11:50 215086 热电偶填埋方式对温度测量结果的影响 
王博，初鹏，陈列，周灵敏，吴宏

超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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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上午                                                       分会场主题：试验方法二 腾讯会议号：283-891-830 执行主席：金浩哲，王宝潼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8:30-8:50 217117 PSP 测量技术在掠型叶片表面测压中的应用 
雷祥福，杨冠华，高丽敏，常龙睿，

孙大坤，葛宁，高天宇 
西北工业大学 

2 8:50-9:10 217235 矩形微通道中气-非牛顿流体两相流流动特性实验研究 李清玉，王贵超，陈颂英 山东大学 

3 9:10-9:30 215041 复合型五孔压力-温度探针的结构设计及气动性能分析 钟兢军，王磊，黄刚锋，阚晓旭 上海海事大学 

4 9:30-9:50 215053 
壳体型线设计对排气扩压器气动性能影响的实验和数

值研究 
董雨轩，李志刚，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5 9:50-10:20 邀请报告 石化设备系统流动腐蚀理论及预测方法研究 偶国富 常州大学 

休息 10:20-10:30 

6 10:30-10:50 215068 
基于谐波激励机械阻抗法的动密封泄漏与转子动力特

性试验台 
方志，李志刚，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7 10:50-11:10 217132 流体振荡器气泡破碎研究 
别海燕，李云霞，安维中，李玉龙，

林子昕，郝宗睿，刘刚 
中国海洋大学 

8 11:10-11:30 217183 可压缩流体探针校准平台研制 任思源，马护生，秦天超，刘会龙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

与发展中心 

9 11:30-11:50 215002 一种高载荷燃机高压透平动叶叶型开发及试验验证 苏鹏飞，高建民，赵世全，孔祥林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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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涡轮流动与设计四 腾讯会议号：209-890-201 执行主席：陆华伟，曹志远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3:50 215039 涡轮叶栅不同冠形间隙流动传热数值研究 
周成，潘炳林，武思宇，赵天笑，

高杰 
哈尔滨工程大学 

2 13:50-14:10 215055 防旋板结构对迷宫密封转子动力特性影响的研究 
薛文松，方志，王天昊，李志刚，

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3 14:10-14:30 215067 
涡轮级总效率和轮缘密封封严效率最优的非轴对称端

壁造型设计研究 
丛庆丰，张垲垣，李志刚，李军 西安交通大学 

4 14:30-14:50 215013 凹槽状涡轮叶顶气热特性研究 
杜昆，王力泉，李华容，刘瑞航，

陈麒好，梁庭睿，刘存良 
西北工业大学 

5 14:50-15:10 217154 高压涡轮叶片多工况条件下气动优化研究 张建坤，刘海湖 西安交通大学 

6 15:10-15:30 215084 高压涡轮动叶机匣颗粒物沉积效应的非定常数值研究 郝子晗，杨星，丰镇平 西安交通大学 

休息 15:30-15:40 

7 15:40-16:00 215007 几何损伤导致涡轮静叶气动衰减的 CNN 预测 何庆富，迟重然，臧述升 上海交通大学 

8 16:00-16:20 215043 
吸力面合成射流对高负荷涡轮叶栅内部流动影响及变

工况适应性的数值研究 

武耀族，王志恒，王铭毅，胡慧冬，

席光 
西安交通大学 

9 16:20-16:40 215148 
机匣高速相对运动下温度比对凹槽叶顶气动换热特性

的影响 
李杰灵，谢文博，卢少鹏，张强 上海交通大学 

10 16:40-17:00 217245 行波式透平间隙系数对气动特性的影响 朱乾明，麻启宇，阮鹏程，黄典贵 上海理工大学 



— 46 — 

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涡轮冷却三 腾讯会议号：129-714-301 执行主席：迟重然，黄  盛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3:50 215058 气膜孔排布方式对叶顶区域气动和冷却特性的影响 李会，黄通，苏欣荣，袁新 清华大学 

2 13:50-14:10 215014 水滴形 Kagome 桁架结构流动换热特性研究 
徐亮，陈航航，席雷，李政轩，高

建民，李云龙 
西安交通大学 

3 14:10-14:30 215021 隔板倾斜对带肋 U 型通道流动和换热特性影响研究 
闫晗，罗磊，杜巍，赵志奇，王松

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4 14:30-14:50 215062 不同进口方向对交叉肋流动换热特性影响 
徐虎，王佳宾，韩蕊，董平，姜玉

廷 
哈尔滨工程大学 

5 14:50-15:10 215151 涡轮叶片气膜冷却模拟中的湍流模型研究 高文，柳阳威，唐雨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 15:10-15:30 215073 
横流和射流共同作用下 Kagome 桁架结构的传热特性

数值研究 

徐亮，李政轩，席雷，陈航航，高

建民，田秋霞 
西安交通大学 

休息 15:30-15:40 

7 15:40-16:00 215163 气膜孔排布局对旋转动叶前缘气膜冷却特性的影响 谢刚，陶智，周志宇，李海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 16:00-16:20 215158 非绝热条件下典型气膜冷却效果评价方法 
吕东，刘英实，苏航，孙智强，朱

凯笛，康浩 
大连理工大学 

9 16:20-16:40 215019 条缝喷嘴旋流冷却流动传热数值研究 马永乐，成克用，淮秀兰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10 16:40-17:00 215118 曲面对层板/热障涂层耦合结构冷却特性的影响 黄鑫，浦健，王建华，高润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1 17:00-17:20 217042 吹风比对交叉肋与劈缝复合结构流动与换热影响研究 房一博，姜玉廷，林洪飞，郑群 哈尔滨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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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涡轮冷却四 腾讯会议号：608-510-858 执行主席：罗  磊，杨  力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3:50 215116 双层壁叶片狭窄通道冲击冷却耦合换热机制 任敏，李雪英，任静 清华大学 

2 13:50-14:10 215090 阵列冲击凹槽靶面流动换热特性研究 
徐亮，任迪，杨旭，段冬霞，云雪，

席雷，高建民，李云龙 
西安交通大学 

3 14:10-14:30 215042 蜂窝内冷通道布局对叶片冷效的影响研究 刘亚非，陶皓杰，迟重然 上海交通大学 

4 14:30-14:50 215123 基于 DES 模型的平板气膜非定常流场分析 
吴琼，张华良，尹钊，孙文龙，陈

海生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5 14:50-15:10 215137 涡轮叶片尾缘劈缝气膜冷却特性研究 
肖向涛，王沛，杜强，徐庆宗，刘

军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6 15:10-15:30 215050 
基于扩散-反扩散系统的结构造型方法及其流动传热性

能分析 

王新兴，余柏呈，陆子杰，王滨雁，

李威宏，杨力 
上海交通大学 

休息 15:30-15:40 

7 15:40-16:00 215018 顺-逆向组合气膜孔在涡轮导叶端壁上的应用研究 
秦康，张庆尧，余昊，吴兴，齐文

娇，王志多 
空军工程大学 

8 16:00-16:20 215113 涡轮叶片双层壁结构中雾滴/空气冷却的数值模拟 
罗臣丰，邢江江，冯旭铮，霍天祎，

周乐平，李莉，张辉，杜小泽 
华北电力大学 

9 16:20-16:40 215060 非设计攻角下气膜冷却掺混损失模化研究 穆晗冬，贾惟 中国民航大学 

10 16:40-17:00 215117 椭圆凹坑下的气膜冷却特性 徐帅，浦健，高润毅，王建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1 17:00-17:20 217016 叶栅上游端壁双排圆孔二次冷却效应研究 杨玺，罗丁，张科，武俊梅，雷蒋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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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压气机流动与设计四 腾讯会议号：743-904-799 执行主席：王丁喜，周  玲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3:50 217198 
低雷诺数下来流湍流度对高亚声速压气机叶栅流动特

性的影响 
杜文海，彭旻扬，张燕峰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2 13:50-14:10 215085 基于混合模型的风扇叶片气动-结构多学科优化 傅真，陈泽帅，罗佳奇 浙江大学 

3 14:10-14:40 邀请报告 
从频域方法到时频域混合方法：叶轮机非定常流数值

方法研究的个人历程 
王丁喜 西北工业大学 

4 14:40-15:00 215114 压气机平面叶栅缩小规律试验与数值研究 
王子元，肖耀兵，李雪松，任晓栋，

顾春伟 
清华大学 

5 15:00-15:20 217017 
沿叶高不同分布形式的叶片厚度不确定性对叶片性能

的影响研究 
姬田园，楚武利，李玉，郭正涛 西北工业大学 

6 15:20-15:40 217053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叶栅误差气动性能影响研究 
马峰，杜亦璨，王掩刚，陈为雄，

刘汉儒，尚珣 
西北工业大学 

休息 15:40-15:50 

7 15:50-16:10 217173 周向非均匀叶顶间隙压气机气动性能数值研究 
王牌，王昊，向宏辉，张建武，王

掩刚 
西北工业大学 

8 16:10-16:30 215157 
附面层吸入条件下非轴对称静叶对压气机流场影响数

值研究 
王维佳，傅文广，孙鹏 中国民航大学 

9 16:30-16:50 215028 压气机不同工况下的流场流动数值研究 胡文彪, 王强, 李伟, 张海磊, 徐涛 中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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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压气机流动稳定性四 腾讯会议号：305-277-771 执行主席：刘汉儒，崔伟伟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4:00 邀请报告 叶轮机复杂涡旋流动与湍流模拟技术 柳阳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14:00-14:20 217059 包含多孔材料的 SPS 机匣处理理论及实验研究 
张晋铭，孙大坤，李佳，王宇晴，

董旭，孙晓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14:20-14:40 215025 
压气机叶尖泄漏涡特性及其等离子体流动控制实验研

究 
秦立涛，张海灯，吴云，李应红 空军工程大学 

4 14:40-15:00 217104 压气机叶尖泄漏涡破碎机匣处理控制机理 
杨净，曹志远，高玺，张翔，王楚

璇 
西北工业大学 

5 15:00-15:20 215091 等离子体激励控制低雷诺数翼型非定常流动分离研究 
张以宁，俞建阳，陆宇航，刘鹏，

陈浮 
哈尔滨工业大学 

6 15:20-15:40 217082 
反角向缝机匣处理对跨音速轴流压气机稳定性影响的

研究 

钟心怡，张皓光，王恩浩，张驰原，

楚武利 
西北工业大学 

休息 15:40-15:50 

7 15:50-16:10 215066 某 1.5 级压气机设计工况下的激励源分析 
彭威，李雪松，任晓栋，顾春伟，

肖耀兵 
清华大学 

8 16:10-16:30 215173 旋转畸变对压气机稳定性影响实验研究 
刘洋，李继超，杜娟，张宏武，聂

超群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9 16:30-16:50 217029 多级跨音速风扇阻塞因子演化机理研究 赵家毅，陆庆飞，向宏辉，杨党国 
中国空气动力发展

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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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压缩机与风机四 腾讯会议号：170-883-444 执行主席：刘小民，童志庭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3:50 217088 亚临界入口超临界 CO2 压缩机内部相变数值分析 
陈来杰，卢川，沈昕，易经纬，李

洋，欧阳华，杜朝辉 
上海交通大学 

2 13:50-14:10 217043 离心叶轮局部粗糙度对气动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 赵晨曦，张晨庆，席光，王志恒 西安交通大学 

3 14:10-14:30 217199 尺寸限制条件下离心风机蜗壳型线的设计研究 李颖，张舒华，熊琎，李景银 西安交通大学 

4 14:30-14:50 215107 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离心压缩机性能与流场分析 张磊，董铮，杨振宇，孙恩慧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5 14:50-15:10 217056 
扩压器壁面开孔对大流量系数离心压缩机气动性能影

响的数值研究 
张晨庆，赵晨曦，席光，王志恒 西安交通大学 

6 15:10-15:30 217010 离心压气机无叶扩压器设计研究 
王艳华，戴军，王忠义，万雷，孙

涛，栾一刚 
哈尔滨工程大学 

休息 15:30-15:40 

7 15:40-16:00 215077 管道模态波入射下 HQ 管降噪机理研究 秦维锐，洪志亮，王萌 中国民航大学 

8 16:00-16:20 215135 基于 DDES 的畸变模拟器性能影响研究 
李瑞宇，陈顺，吴锋，高丽敏，倪

明玖 
西安交通大学 

9 16:20-16:40 217055 进气弯管对离心压气机特性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 
郭小敏，刘彬，周发毅，张世富，

姜俊泽，许红，陈德奇 

低品位能源利用技术及

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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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风能四 腾讯会议号：922-659-995 执行主席：李  岩，廖猜猜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3:50 217216 湍流强度对风力机翼型气动性能的影响 
杨英健，贾彦，王泽坤，王叶，刘

浩 
内蒙古工业大学 

2 13:50-14:10 217189 
空间分割全局灵敏度方法研究及其在风机叶片极限载

荷工况中的应用 

马远卓，赵翔，李洪双，许波峰，

赵振宙 
河海大学 

3 14:10-14:30 217196 考虑不确定性的风力机翼型颤振边界研究 
于佳鑫，王晓东，陈江涛，吴晓军，

康顺 
华北电力大学 

4 14:30-14:50 217159 叶片气动外形对风热机组性能影响研究 孙香宇，钱婧，廖猜猜，钟晓晖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5 14:50-15:10 217079 风向变化下风力机机舱及风轮振动分析 
尹九俊，汪建文，闫思佳，任彪，

张鹏，赵煜 
内蒙古工业大学 

6 15:10-15:30 217157 叶尖覆冰对旋转风力机振动影响的研究 
谢丰泽，代元军，李保华，王聪，

石坤举 
上海电机学院 

休息 15:30-15:40 

7 15:40-16:00 217246 离体射流参数对翼型气动性能的影响 王静，史旭阳，黄典贵 上海理工大学 

8 16:00-16:20 217187 复杂工况下 100kW 风热机组运行特性分析 陈涛，钟晓晖，孙香宇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9 16:20-16:40 217095 中性大气边界层下风力机的尾流分析 陈银鹏，贾彦，王泽坤，孙鑫 内蒙古工业大学 

10 16:40-17:00 217229 凸包翼型表面减阻特性分析 刘振，赵萌，刘印桢 内蒙古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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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风能五 腾讯会议号：634-461-271 执行主席：张明明，代元军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3:50 217156 仿生凹凸前缘风电叶片气动性能优化方法研究 张一楠，赵明智，廖猜猜，张明明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2 13:50-14:10 217122 漂浮式风电机组俯仰运动对载荷特性影响的实验研究 
王新宝，蔡畅，王叶，王泽坤，王

腾渊，陈晔雯，李庆安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3 14:10-14:30 217171 基于超声微振动的风力机叶片除冰研究 
郭文峰，张影微，董笑宇，沈贺，

李岩 
东北农业大学 

4 14:30-14:50 217201 流场相干作用下的双风轮风电机组叶素-动量模型 
尹凡夫，李新凯，叶昭良，唐巍，

沈昕，郭小江 
上海交通大学 

5 14:50-15:10 217152 水平轴风力机模型气动噪声实验研究 孙翀，欧阳华，杜朝辉 上海交通大学 

6 15:10-15:30 217230 不同横风条件下钝体绕流场特性分析 刘印桢，赵萌，刘振，赵若晨 内蒙古工业大学 

休息 15:30-15:40 

7 15:40-16:00 217050 预装倾角对水平轴风力机尾迹流场影响研究 高伟，张立茹，姚慧龙，汪建文 内蒙古工业大学 

8 16:00-16:20 217011 风电叶片局部结构测试方法数值模拟研究 吴鸿晖，石可重，徐建中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 

9 16:20-16:40 217127 漂浮式风-流集成系统动力学特性研究 杨阳，刘小锋，冯志敏 宁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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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水力机械四 腾讯会议号：303-835-095 执行主席：李  昳，郭晓梅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3:50 217142 偏置叶片对离心泵压力脉动影响的试验研究 
顾嘉嵘，高波，倪丹，张宁，周志

威 
江苏大学 

2 13:50-14:10 217174 液环泵喷射器内流场及能量特性 蒋利杰，张人会，陈学炳 兰州理工大学 

3 14:10-14:30 217072 气液两相叶片泵叶轮的多目标优化设计 张文武，祝宝山，王福军 中国农业大学 

4 14:30-14:50 217124 涡轮氧泵口环间隙流动温度场特性研究 郑旭，孙中国，卜学兵，席光 西安交通大学 

5 14:50-15:10 217252 离心泵内部多尺度流动对振动的影响 
张正川，龚波，陈红勋，马峥，尹

俊连，王德忠 
上海交通大学 

6 15:10-15:30 217071 
组合 VG 抑制喷水泵平入口进水管总压畸变的实验验

证 
王忠杰，黄丛磊，陈榴，戴韧 上海理工大学 

休息 15:30-15:40 

7 15:40-16:00 217136 入流畸变对双吸离心泵压力脉动影响的机理研究 刘博星，卢金玲，王维 西安理工大学 

8 16:00-16:20 217032 
大型立式虹吸轴流泵站启动过渡过程瞬态特性数值模

拟 
张校文，汤方平 扬州大学 

9 16:20-16:40 217238 泄漏流影响下深海混输泵内粗颗粒流动特性的研究 
王予琪，宿向辉，贾浩，唐臻吉，

朱祖超 
浙江理工大学 

10 16:40-17:00 217060 正反馈式射流振荡器内气泡破碎数值研究 刘刚，郝宗睿，王越，任万龙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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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数值模拟五 腾讯会议号：203-981-401 执行主席：丁  林，孙  逊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3:50 217103 大攻角翼型的锁频现象及气弹稳定性研究 连波，胡平，竺晓程，杜朝辉 上海交通大学 

2 13:50-14:10 217237 ECMO 氧合器血液流动数值模拟及损伤评估 简萌，罗先武 清华大学 

3 14:10-14:30 217125 脉冲喷吹清灰流场及清灰性能动态分析 王素洁，李学臣，胥海伦，马护生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

与发展中心 

4 14:30-14:50 217063 双螺杆压缩机新型交叉轴锥形转子设计与性能研究 
潘诗洋，王君，武萌，王增丽，耿

茂飞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5 14:50-15:10 215122 微肋通道湍流涡系的多尺度作用机制 唐振元，史博，李雪英，任静 清华大学 

6 15:10-15:30 217167 基于 ISIGHT 平台的 S 翼型拉丁超立方优化 周俊杰，李忠，马存志 江苏大学 

休息 15:30-15:40 

7 15:40-16:00 215130 超临界二氧化碳非平衡凝结流动数值方法研究 马灿，苟金澜，苏欣荣，袁新 
热能动力技术重点

实验室 

8 16:00-16:20 217262 不同岩体交叉裂隙结构下非饱和渗流的分流机理研究 郭涛 昆明理工大学 

9 16:20-16:40 217036 不同攻角三角柱双自由度风致振动响应特性研究 邹群峰，丁林，宋天，张力 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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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数值模拟六 腾讯会议号：996-692-847 执行主席：金玉珍，蔡建程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3:50 217066 具有空腔结构文丘里管的流场特性分析 
任万龙，郝宗睿，王越，刘刚，华

志励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2 13:50-14:10 217155 基于不同随机噪声模型的涡激振动响应影响分析 柳灿，李羽，竺晓程，杜朝辉 上海交通大学 

3 14:10-14:30 215138 
一种适用于飞行器受控部件运动的数值虚拟飞行动网

格更新方法 
江辉，李学臣，魏巍，邱福生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

与发展中心 

4 14:30-14:50 217015 污染物在水中扩散的 MPS 数值模拟 张凯，孙中国，席光 西安交通大学 

5 14:50-15:10 217263 含水量和接触角度对喷动床中湿颗粒影响 李一波，朱林杭，金玉珍 浙江理工大学 

6 15:10-15:30 217038 旋转圆柱非线性来流下双自由度流致振动研究 孔浩，丁林，邹群峰，张力 重庆大学 

休息 15:30-15:40 

7 15:40-16:00 215134 考虑边界层转捩的可控扩散叶型颤振特性数值研究 童歆，沈昕，羌晓青，欧阳华 上海交通大学 

8 16:00-16:20 217243 液压管路附件噪声特性的数值模拟 
范宝鑫，王建新，武鹏，刘竞婷，

陈颂英 
山东大学 

9 16:20-16:40 217166 自激离心式空化反应器的空化脉动特性研究 
侯瑞杰，刘正杨，杜艳秋，宋永兴，

张林华 
山东建筑大学 

10 16:40-17:00 217065 爪式真空泵偏心圆弧型转子构建与工作特性研究 
谈庆朋，王君，潘诗洋，张成彦，

崔冬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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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分会场主题：数值模拟七 腾讯会议号：732-523-797 执行主席：魏义坤，白晓辉 

序号 时间 编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第一单位 

1 13:30-13:50 217012 基于涡量分解理论的水翼涡脱落特性研究 王超越，王福军，曾永顺，姚志峰 中国农业大学 

2 13:50-14:10 215153 圆形湍流射流冲击移动平板表面的流动与换热特性 石磊，竺晓程，杜朝辉 上海交通大学 

3 14:10-14:30 217177 基于虚拟边界的 MPS 法狄利克雷边界条件 
韩沛东，周子棋，刘启新，孙中国，

席光 
西安交通大学 

4 14:30-14:50 215124 
基于集合卡尔曼滤波数据同化的 S-A 湍流模型系数在

扩压叶栅流动中的校正 
刘锬韬，高丽敏，蔡明，茅晓晨 西北工业大学 

5 14:50-15:10 217035 高度及间距对串列双方柱风致振动响应影响 
宋天，丁林，韩煜熊，张长江，张

力 
重庆大学 

6 15:10-15:30 217149 综合传动装置中胀圈密封的功率损失研究 冯伟，宫武旗 西安交通大学 

休息 15:30-15:40 

7 15:40-16:00 217044 斜坡 VG 抑制进水管低速流动分离的作用 周盈盈，陈榴，黄丛磊，戴韧 上海理工大学 

8 16:00-16:20 217231 
气液两相流中液滴群对平板边界层特性影响的数值研

究 

唐鹏博，李昆航，熊琎，吕骞，李

景银 
西安交通大学 

9 16:20-16:40 217025 多级孔板内部空化流动能量损失数值研究 
徐晓刚，房良，李宁，王孜祎，王

振波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10 16:40-17:00 215126 基于 OpenFOAM 的可压缩修正湍流模型 刘远树，薛瑞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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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米科技 公司简介 

 

北京泛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国资委间接持股并监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旗下科邦实验室专注于为科研工作者和技术专家提供实验系统集成及实验平台

搭建服务（包含仪器设备采购）。致力于成为科学服务领域的领先者和变革者，

是国内领先的科学服务提供商。专注于：①需实现功能的科研设备研发组装；②

需测量参数的科研仪器系统集成。领域范围聚焦于：力学、航空航海、能源环保、

先进制造、新材料。 

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研发创新服务机构、北京市技术先进型服

务企业，同时为清华校友先进制造专委会协作企业、中国科学院创投校友联合会

成员企业。截至目前，泛米科技·科邦实验室 已高质量交付 1300 余项仪器、设

备研发及采购需求，800 余项科研设备研发组装/科研仪器系统研发集成需求，

客户涵盖中科院、清华、北大、北航、西交大、北交大、核动力院、航天五院、

航天三院、航天二院、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火箭军 63672 部队、中车（四方、

株洲、赛德），中铝新材料，中广核，山东核电，中船工业，中建科等数十家高

校院所科研单位，并得到良好的反馈与认可。 

公司目前已在北京、哈尔滨、济南、青岛、西安、南京、武汉等 7个地市设

立服务网络，并下设青岛中科科仪技术有限公司、泛米科邦实验室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泛米科邦共赢科技中心等子单位。专家级产品售后支持、集成设计及

实施团队在行业内拥有良好口碑。 

泛米科技·科邦实验室秉承“助力科技研发、释放科技红利”的理念，以“创

新服务、价值服务、品质服务”为要求，助力科研，服务客户。 

期待与您共筑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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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凌海华威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我们：18741124190（刘工）/ 13840865144（陆教授）（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