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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由中心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审核并签章； 

二、报告中主管部门指的是申报单位所属国务院有关部门

相关司局或所在地方省级教育主管部门； 

三、请按规范全称填写报告中的依托单位名称； 

四、报告中正文须采用宋体小四号字填写，单倍行距； 

五、凡不填写内容的栏目，请用“无”标示； 

六、封面“所属技术领域”包括“机械与运载工程”“信息

与电子工程”“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能源与矿业工程”“土

木、水利与建筑工程”“环境与轻纺工程”“农业”“医药卫生”； 

七、第八部分“年度与运行情况统计表”中所填写内容均为

编制周期内情况； 

八、报告提交一份 WORD 文档和一份有电子章或盖章后扫描

的 PDF文件至教育部科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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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术攻关与创新情况（结合总体定位和研究方向，

概述中心本年度技术攻关进展情况和代表性成果，字数不超过

2000 字） 

太阳能发电与制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致力于太阳能光热、光伏综合利用技术和

热泵空调、分布式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太阳能和热泵空调产品孵化及工程化应用

为主要目的，并将孵化的产品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实施产业化，转化为商品。目前主要

从事太阳能综合利用、空调热泵技术的研究开发。研发基地设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

区。中心分为四个研究方向，包括太阳能高效供热与制冷、太阳能光伏技术及系统应

用、余热利用与热泵、空气源热泵和储热技术应用及航天器热环境模拟。将太阳能及

空调热泵科研成果与相关产业衔接的重要关联机构，2019年度技术攻关进展情况： 

1. 为建成太阳能高效利用技术研发基地做基础：研究新型太阳集热器，开发建筑

结合太阳能热水、供暖和制冷空调新技术、新产品，研究太阳能工农业应用技术及系

统，研究太阳光伏系统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 

2、建设开放型太阳能和制冷实验室，成立了热管理联合研究中心：承接国家和

地方重大科研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面上基金、航天领域项目等），提高太阳能

建筑和工农业应用、光伏和光热发电系统、空调制冷装置的技术水平。 

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金砖国家科技和创新合作重点专项顺利进行：积极发

展与国内外的合作，将中心建成培养中国和国际太阳能及制冷技术高级人才的摇篮和

国际合作基地。 

工程中心紧跟市场发展需要，以新能源产业为发展先导，积极与国内外企业合作，

在人材培养、研究开发和基地建设方面发奋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使其总体水平

处于国内领先，部分处于国际先进。 

2019年，中心主任王如竹教授的空气源热泵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中心

主任王如竹教授获国际制冷学会最高荣誉 Gustav Lorentzen Medal。青年教师徐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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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获得 James Joule 青年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金砖国家科技和创新合作重

点专项启动会及学术交流会顺利举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欧菲滤清器有限公司汽车

热管理联合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在中意绿色能源实验室设立实验室。由上海交通大

学夏安世教授教育基金会和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组织的“第二十三届夏安世基

金会奖学、奖教颁奖典礼”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王如竹教授的 ITEWA团队在

2019年发表高影响因子文章 3篇。在第六届可持续能源与气候变化国际会议，博士生

许婧煊获 Panos Pardalos Best Student Award。2019 年，“交大冷暖”学术沙龙活

动一共举办 4次。 

 

二、成果转化与行业贡献 

1. 总体情况（总体介绍当年工程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情况及

其对行业、区域发展的贡献度和影响力，不超过 1000 字） 

工程中心紧跟市场发展需要，以太阳能利用产业为发展先导，积极与国内外企业

合作，在人材培养、研究开发和基地建设方面发奋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使其总

体水平处于国际先进，部分处于国际领先。成果转化有：水蒸气高温热泵、空气源热

泵一机多能能源中心、“煤改电”超低温空气源热泵采暖产品等，项目有力推动了空

气源热泵技术的发展。空气源热泵热水器得到市场的高度认可，并已经被列入可再生

能源推广技术目录。所提出的空气源热泵结合小温差换热末端的供暖新模式为解决南

方舒适性供暖提供了合理的技术方案。所研发的超低温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为北方

“煤改电”蓝天保护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综合能源规划方法应用于南方电网广州供

电局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工业园区多元用户互动的配用电系统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编号：2016YFB0901300， 2016-2020）的广州从化明珠工业园区，参与

南方电网开发《综合能源配用电一体化规划系统》软件平台，参与制定《综合能源配

用电系统规划技术导则》企业标准。在太阳能热泵方面，上海交通大学与山东奇威特

人工环境有限公司在带储热的太阳能氨水吸收式空调、采暖等复合能量利用系统应用

领域形成深入合作关系，并取得一系列成果。依托本课题，公司已经形成机加工生产

线、聚光镜生产线等各个生产线，年产值可达 20 万平集热面积，可年产太阳能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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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 5,000套（20KW/标准套）；太阳能热泵中央热水系统 20，000 套（10T/标准

套），太阳能热泵中央采暖系统 10,000套（40KW/标准套），合作后新增产值达 1.3亿

元。 

 

2. 工程化案例（当年新增典型案例，主要内容包括：技术

成果名称、关键技术及水平；技术成果工程化、产业化、技术转

移/转化模式和过程；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以及对行业技术发展

和竞争能力提升作用） 

 

典型案例一：成功研制了适用于分布式供暖的 PCM60与适用于区域集中式供暖的

PCM90 两种高性能水合盐复合相变储热材料，在 40℃的温度区间内储热密度可达 150 

kWht/m3（PCM60）和 100 kWht/m3（PCM90）；并基于上述储热材料研制了有效储热密度

为 120 kWht（PCM60）与 150 kWht（PCM90）的高密度相变储热示范装置；同时，建

立并成功调试了 30 kW 级标准化储/放热性能检测平台，并借助该平台完成了上述示

范装置的国家级第三方检测认证，测试结果表明，相变储热装置的储/放热效率高达

95%以上，且可在平均放热功率 10~15 kW的工况下保持近似恒定的放热品位，综合储

热密度为蓄热水箱的 2~3倍。 

研究团队基于对储热材料热物理性能与储/放热循环特性的检测与分析、高密度

相变储热示范装置的设计与构建、标准化储/放热检测平台的建立与调试，全方位打

通了材料制备-设备研发-系统构建的核心技术链。相关研究成果[1-3]先后发表在杂

志上。目前，江苏昂彼特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已形成 ES 系列高密

度相变储热器系列化产品，其中，PCM60 相变储热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北京延庆“煤改

电”大型采暖工程及西藏地区分布式太阳能采暖工程，截至目前，相关产品累计实现

产值 1.26亿元。 

[1]何峰,李廷贤,姚金煜,王如竹.基于相变储热的太阳能多模式采暖系统及应用

[J].储能科学与技术,2019,8(02):311-318. 

[2]吴东灵,李廷贤,何峰,王如竹.三水醋酸钠相变储能复合材料改性制备及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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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热特性[J].化工学报,2018,69(07):2860-2868. 

[3]Li T X, Wu D L, He F, Wang R Z.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copper 

foam/hydrated salt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for thermal energy stor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17,115:148-157. 

 

典型案例二：水蒸气高温热泵研究开发主要是：在负压条件下研究水蒸气的蒸发

换热过程和系统密封，构建合理的闭式水蒸气热泵循环，结合余热回收的循环水供应

温度的变化，根据温度提升范围进行循环匹配优化，热输出温度可以达到 120～160℃。

针对不同的工业流程用热需求，采用闭式循环和开式循环相结合的串联加热或并联加

热循环流程。结合水蒸气压缩过程中喷水降温多参数耦合优化，研究不同余热温度，

不同热输出温度以及喷水温度条件下的水蒸气循环流量，压缩过程的压比，功耗，温

升等参数，进而得到水蒸气热泵循环的制热量，系统总功耗和循环性能。系统采用模

型化实验设计，将蒸汽压缩机和测试系统实验装置结合，进行性能测试和验证：喷水

量，喷水温度等水蒸气参数变化对压缩工作过程的影响分析；分析固定喷水参数下的

压缩机排汽温度、排汽量和功耗等性能参数，通过实验测试结果对数学模拟结果进行

验证和改进；研究不同余热温度，不同热输出温度以及喷水降温多参数耦合条件下的

水蒸气循环流量，压缩过程的压比，功耗，温升等参数，验证余热回收闭式水蒸气热

泵循环基础理论的正确性。本项目将选用食品或者化工行业产生的 60-90℃工业废水，

通过水蒸气压缩式热泵进行温度提升之后，由水蒸气压缩机产生 140-160℃的蒸汽，

供工艺流程或工业生产，选择合适的工业应用要求，对系统进行改造和优化改进，并

积极推进示范应用。 

[1]胡斌，吴迪，王如竹等，采用自然工质水的高温热泵循环系统及其工作方法。

发明专利，公开（公告）号:CN107957138A 

[2]胡斌，吴迪，王如竹，蒸汽热水联供空气能锅炉系统。发明专利，公开（公

告）号: CN108302843A 

[3]Hu B, Wu D, Wang R Z. Water vapor compression and its various 

applications[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8, 98:92-107. 

[4] Hu B, Yan H Z, Wang R Z.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a falling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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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porator for a water vapor heat pump system [J]. Applied Energy, 

2019,255:113851. 

 

典型案例三：为了缓解燃烧供暖性大气雾霾,工程中心以抛物槽式集热器（集热

温度大于 120 oC）驱动 GAX氨水吸收式热泵为基础，自主设计了利用低温太阳能（80-120 

oC）驱动的氨水吸收-再吸收式热泵系统，并以热力 COP，供水温度，制热量为评价指

标，对热泵系统的性能进行分析，探明了新型热泵系统的内压力匹配、工作环境温度

要求和热源温度需求等工作参数。该热泵系统可以利用常规真空管集热器或 CPC集热

器驱动，可延长太阳能驱动热泵采暖的工作时间，提高保证率，节能效果显著，应用

潜力巨大。在给定工况下，本文中热泵循环的最大 COP为 1.51，此时供回水温度为

43.4 oC /30 oC，满足地板辐射采暖温度需求，系统工作环境温度要求为大于-5.8 oC，

系统的驱动热源温度要求为大于 82 oC，跟传统的吸收式热泵相比，热源温度要求更

低，热源温度范围更宽，延长了太阳能驱动热泵采暖的工作时间。同时，为了增强上

述系统的低温环境适应性，进一步降低热源温度需求，提高供水温度，适应更多形式

的采暖末端，工程中心借鉴传统 GAX氨水吸收式热泵和上述热泵系统进一步自主设计

了两级吸收-再吸收式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在给定条件下，两级热泵系统的最大 COP

为 1.364，全可行压力范围内，供水温度大于 42 oC（回水温度 30 oC），热源温度需求

为大于 77 oC，工作环境温度要求大于-17.1 oC。上述热泵系统可利用低温太阳能驱动，

展现出巨大的节能潜力。虽然相较于传统吸收式热泵 COP稍有降低，但大幅度延长了

太阳能的工作时间，提高了太阳能的保证率，为国际首创。目前与山松奇威特公司合

作，积极推进产业化。 

[1]. Jia T; Dai Y J, Development of a novel unbalanced ammonia-water 

absorption-resorption heat pump cycle for space heating, Energy, 161,2018: 

251-265 

[2]. 代彦军，柴少伟等，一种燃气热泵除霜系统，CN201810006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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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服务情况（本年度与企业的合作技术开发、提供技

术咨询，为企业开展技术培训，以及参加行业协会、联盟活动情

况） 

2019 年度，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浙江众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欧菲滤清器有限公司等接近 40 家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咨询

和开发工作，合作到款经费超过 1100 万元。数十位老师和多名学生参加每年的中国

制冷学会，工程热物理年会。作为国家太阳能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理事单

位。老师深入到企业，给企业的员工进行培训，胡斌老师对欧菲企业员工进行压缩式

热泵和制冷空调相关知识。主编上海市地方标准《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用

技术标准》，并出版发行。 

 

三、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 支撑学科发展情况（本年度中心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

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不超过 1000 字） 

工程中心依托上海交大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所（国家重点学科）和上海交大太阳

能研究所强大科研实力，并借助上海交大与一系列制造企业的产学研合作，集学科建

设、技术集成与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工程化验证为一体，致力于低品位能源利用

的技术研发、产品孵化和工程推广应用，在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应用、太阳能制冷、太

阳能采暖、高效太阳能集热器、太阳能光伏应用、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基于热泵的

综合能源利用技术、地源热泵、水源热泵、冷热电联供系统的匹配与优化等领域具有

显著优势， 并已经实施了相关技术的工程化应用。工程中心自成立以来持续不断地

为社会提供了节能减排的工程化技术成果。 

中心建设的中意绿色能源建筑实验室，将太阳能/风能/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微电网

集成系统、太阳能空调、采暖、自然通风、除湿综合技术，楼宇冷热电联产技术，热

泵能源中心，高效燃气冷凝锅炉技术，水源和地源热泵，高效新风热回收系统、零排

放节能住宅等先进建筑能源系统综合应用。该绿色能源楼获得美国绿色建筑 LEED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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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论证。同时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工程中心还与美国联合技术研究中心、日本大金公司、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江苏双良集团、江苏华扬新能源有限公司，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皇

明太阳能、无锡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宝钢集团，华为公司等有广泛深入的技术合作项

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

奖 3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著有《吸附式制冷理论与应用》、《最新制冷空

调技术》、《太阳能制冷》、《绿色建筑能源系统》、《Adsorption Refrigeration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Advances in Solar Heating and Cooling》著作。这些都为中

科健康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9 年，工程中心依托产业结合优势，推进学术成果的转化实施，王如竹教授与

美的的行业领军企业一起，关于空气源热泵高效供热与应用成果是获得教育部科技进

步一等奖。太阳能集热、太阳能光伏背板材料等一批成果产业化实施。有力促进了所

在学科的快速发展。 

 

2. 人才培养情况（本年度中心人才培养总体情况、研究生

代表性成果、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行业企业开展联合培养情况，

不超过 1000 字） 

工程中心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以骨干人才为领头人，中青年教师为核心力量，

以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为科研创新团队。 

攻关团队平台：成立科研基础难题攻关 ITEWA 团队，ITEWA （Innovative Team for 

Energy, Water & Air）是由王如竹教授于 2018 年创建并领导的前沿科学问题研究团

队，聚焦于能源转换与效率、水及空气处理等领域的前沿基础科学技术问题。通过学

科交叉实现材料、器件和系统层面的整体解决方案，从而推动相关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性进展。目前的研究方向包括：高效无霜空气源热泵技术、规模化太阳能空气取水技

术、太阳能湿泵（空调）墙、超高储热密度蓄能技术、MOF 能源材料及水合盐复合吸

附剂的合成及表征技术、仿生热湿调控技术、电子器件散热和热管理等。团队创建一

年多来，先后在 Joule、Advanced Materials 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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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竞赛平台：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国内的的科研竞赛中，每年参加全国大学生节

能减排大奖赛和“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得 2019 年全国大

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中获得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项。 

国际化舞台：参加 summer school，充分培养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系统调研设计与

表达能力，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2019年第五届 Sino-EU Engineering Education 

Platform博士生高水平暑期学校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就社会接受度和经济约束角度

为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性解决方案。 

 

3. 研究队伍建设情况（本年度中心人才引进情况，40 岁

以下中青年教师培养、成长情况，不超过 1000 字） 

工程中心实体拥有强大的科研与创新实力，现有教授 12 名，副教授 7 名，讲师 2

名，专职科研和博士后 10 名，高级工程师 1 名，工程师 4 名，财务专员 1 名，接近

90％的人员拥有博士学位，45 岁以下的教授 2 名，副教授和讲师都是年轻化的队伍。

2019 年引进青年教师 1 人，博士后 3 人。2019 年李春煜博士获得上海市超级博士后

奖励资助；2019 年朱炫灿博士获得博新和上海市超级博士后奖励资助；2019 年杨光

助理教授获得浦江人才计划；2019 年葛天舒教授获得“青长”和“优青”奖励，同时入选

“全球能源奖国际青年计划”，并晋升为教授。徐震原副教授获得了国际制冷学会授予

的 James Joule 青年奖，并入选 2019 福布斯中国 30 位 30 岁以下精英榜；Joule 期刊封

面文章刊登陈江平教授、钱小石副教授团队综述论文。师资队伍年轻化，课题研究多

样化，给团队增强了知识创造力和科研活力，在科研和教学领域都展现出了竞争力。

骨干人才在国内和国际相关领域都引领学科发展，团队带头人王如竹教授的空气源热

泵高效供热系统及应用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成立 ITEWA 科研小组，2019 年

发表国际高水平的论文 3 篇，并获得 2019 年 IIR Gustav Lorentzen 奖章。工程中心在

中青年人才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以骨干人才为领头人，中青年人才为核心力量，以博

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为科研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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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放与运行管理 

1. 主管部门、依托单位支持情况（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

年度为中心提供建设和运行经费、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

障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研究生招生名额等方面给予优

先支持的情况，不超过 1000 字） 

太阳能发电及制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所。科研院每年提供工程中心科研经费，2019 年提供 150 万元用

于设备，材料购置等，并提供 1500m2 中意绿色能源实验室和超过 1000 m2 机械与动力

工程学院热动大楼部分面积用于固定的科研场所。建设校级开放共享系统，为中心的

科研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科研院出台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支撑中心的建设与运行；加

强人才梯队建设，建立实验技术队伍，设立实验技术课题，促进创新能力提升；建设

专职科研队伍与科研团队，根据基地的实际科研需求进行编制核定和岗位设置，有效

支撑了中心建设；加强中心建设，规范中心管理，注册中心纳入学校统一管理；加强

交流培训，每年举行全校性的中心建设经验交流会；建立实验室安全队伍，开展安全

教育与培训，强化实验室安全检查，转变危化品管理的模式，改善危化品的物防条件。 

 

2. 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情况（本年度中心 30 万以上大型仪

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改造旧设备等

方面的情况） 

2019 年，工程研究中心新增设备 196 台，总价值 549 万元，其中超过 10 万的设

备有 12 台，其中有红外热像仪、Dymola 教育版软件、显微镜、介电测试系统等。工

程中心根据同步热分析仪的原理，自主研制了采用体积法的材料动态吸附特性测试系

统，对学生的新型材料的吸附水蒸气的特性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准确度高，稳定

性好，测试精度高，速度快，样品需求量少。太阳能发电和制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依托上海交大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所有超过 20 台贵重仪器设备可以 100%对外共享，

工程中心以此为平台提供对外提供测试服务，2019 年仪器设备对外服务样品数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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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收取的服务金额约为 100000 元。超过一半的仪器运行时间超过 1500 小时/年，

在正常维护情况下，机器正常可靠运转。 

 

3. 学风建设情况（本年度中心加强学风建设的举措和成

果，含讲座等情况） 

 

2019年，工程中心继续着力打造“严谨求实、努力创新”的学风，营造“积极向

上，奋发拼搏”的科研环境。在承担大量国家和地方科研关键科研项目的同时，积极

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以及与行业领军企业的合作。国际合作方面，与挪威科技大学、新

加坡国立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密歇根大学、大阪大学等著名学府开了了密切的科研

和研究生交流。举办了系列“交大冷暖”学术沙龙，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和企业专家

到中心交流并做学术讲座。邀请了包括俄罗斯催化研究所 Aristov教授，澳洲国立大

学太阳能中心 Lipinski 教授等进行交流。中心每年推选优秀论文参加系列国际会议，

包括在智利圣地亚哥举办的 2019 国际太阳能大会、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国际制冷

大会等。并在上海组织了国际太阳能电池及硅材料研究讨回，参会者达 1000 余人。

扩大了工程中心的学术影响。 

实验室环境方面，发现实验室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营造安全、有序的实验

和学习风气。每周对工程中心实验室进行安全卫生检查，上级单位每半月进行安全卫

生检查，依托单位不定期进行检查，并进行安全知识竞赛，做好学生的安全意识工作。

每年消防月进行消防演习，每年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进行安全标兵实验室建设。 

 

 

4. 技术委员会工作情况（本年度召开技术委员会情况） 

2019年 10月 30 日，教育部太阳能发电及制冷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在上海交

通大学组织召开了 2019 年年度会议。技术委员会成员 16 人，实际到会人数 13 人，

与会专家听取了工程中心工作汇报，认真审阅了工作总结报告，参观了实验室，并经

深入交流讨论，形成的意见有：太阳能发电与制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符合我国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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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制冷热泵产业发展迫切需求。紧密结合产业，在太阳能及热泵制冷技术领域取得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成效显著。在太阳能利用及热泵空调制冷理论和

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一批创新性强、应用前景好的成果。中心有一支科研攻关能力强

的队伍。以工程中心为依托，指导学生获得含挑战杯特等奖和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大

赛特等奖。还积极开展了新能源科普工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中心研究方向和

课题组分工明确，配合紧密，通过与企业合作建立了一批中试基地，加快了科技成果

的转化，充分发挥了产学研的优势。实验室还建立健全了多项规章制度，保证了中心

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建议中心进一步利用中心科研成果，充分整合产业资源，尽早

形成中心自主产业和产品品牌，为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五、下一年度工作计划（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

团队建设和制度优化的总体计划，不超过 1500 字） 

技术研发方面：研究新型太阳集热器，开发建筑结合太阳能热水、供暖和制冷空

调新技术、新产品，研究太阳能工农业应用技术及系统，研究太阳光伏系统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产品。为我国太阳能利用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技术基础，促进太阳能技术进

步与产业化实施。建设开放型制冷和储能实验室，承接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提

高太阳能建筑和工农业应用、光伏和光热发电系统、空调制冷装置的技术水平，创造

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为引进消化吸收和跨越新一代太阳能和制冷技术提供

技术依托。积极发展与国内外的合作，将中心建成培养中国和国际太阳能及制冷技术

高级人才的摇篮和国际合作基地。 

成果转化方面：加强与太阳能和制冷产业的对接，为成果转化和发展壮大产业创

造条件。为水蒸气高温热泵、除湿干燥技术、离网建筑找到切实的落地项目，成果转

化对接国家产业发展需求，形成技术-产品-产业核心纽带，促进产业发展。加强国际

间合作，开展太阳能和热泵制冷技术的深入合作，实现中国技术和产业的引领和输出。 

人才培养方面：以学术带头人的核心，以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为科研创新团

队。本着以实践创新为导向，着力培养一批具有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

术创新以及组织实施高水平工程技术项目等能力的工程博士。发展专职人员队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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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度运行情况统计表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1 余热利用与热泵、空气源热泵 
学术 

带头人 
王如竹 

研究方向 2 太阳能光伏技术及系统应用 
学术 

带头人 
沈文忠 

研究方向 3 太阳能高效供热与制冷 
学术 

带头人 
代彦军 

研究方向 4 
储热技术应用及航天器热环

境模拟 

学术 

带头人 
吴静怡 

工程中心面积 2000m2 当年新增面积 0m2 

固定人员 43 人 流动人员 23 人 

获奖情况 

国家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0 项  

当年项目到账 

 总经费 
4043 万元 纵向经费 1241 万元 横向经费 2802 万元 

当年知识产权

与成果转化 

 

专利等知识产权 

持有情况 
有效专利 12 项 其他知识产权 0 项 

参与标准与规范 

制定情况 
国际/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标准 1 项 

以转让方式转化

科技成果 

合同项数 0 项 其中专利转让 0 项 

合同金额 0 万元 其中专利转让 0 万元 

当年到账金额 0 万元 其中专利转让 0 万元 

以许可方式转化

科技成果 

合同项数 0 项 其中专利许可 0 项 

合同金额 0 万元 其中专利许可 0 万元 

当年到账金额 0 万元 其中专利许可 0 万元 

以作价投资方式

转化科技成果 

合同项数 0 项 其中专利作价 0 项 

作价金额 0 万元 其中专利作价 0 万元 

产学研合作情况 
技术开发、咨询、

服务项目合同数 
45 项 

技术开发、咨询、服

务项目合同金额 
40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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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服务情况 技术咨询 65 次 培训服务 2000 人次 

学科发

展与人

才培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新能源科学与

工程 
学科 2 

制冷与低温工

程 
学科 3  

研究生 

培养 

在读博士 78 人 在读硕士 150 人 

当年毕业博

士 
18 人 当年毕业硕士 50 人 

学科建设 

（当年情况） 

承担本科

课程 
学时 

承担研究生

课程 
学时 

大专院校 

教材 
部 

研究队

伍建设 

科技人才 教授 13 人 副教授 8 人 讲师 2 人 

访问学者 国内 0 人 国外 0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3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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