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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 

楼波 副教授 

团队长，刘金平 教授 甘云华 教授，省杰青 

刘雪峰 副教授 李泽宇 副教授 许雄文 副研究员 



导师简介 

学术硕士：工程热物理 

专业硕士：动力工程 

Tel: 13501546214 

Email: mpjpliu@scut.edu.cn 

 

研究方向： 

• 制冷剂相变换热基础理论研究及工程应用 

• 高效蒸发式冷凝器研究及在冷水机组的应用 

主要业绩：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73”子课题、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等多

项重大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此外，还承担了来自企事业的科

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在《Energy》、《Applied Ener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Energy and Buildings》、

《Cryogenics》、《化工学报》、《制冷学报》、《中国电机

工程学报》、《太阳能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

SCI收录23篇，获授权的发明专利7件、实用新型专利19件。研

究成果《中央空调人工智能节电控制系统》获华夏建设科学技

术三等奖（第一完成人）；《过程工业能量系统综合优化及在

石油石化行业中的工程应用》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第五

完成人）。参编《既有建筑供能系统节能分析与优化技术》、

《炼油厂能量系统优化技术研究与应用》等专著。 

招生专业与类型 

社会兼职 

科研工作 

• 中国制冷学会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 

•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理事和技术委员会委员 

• 广东省制冷学会理事长 

• 空调设备及系统运行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委员 

• 全国冷冻空调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 《制冷》杂志副主编 

刘金平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翅片管降膜冷凝器 



制冷剂蒸发与接触角 



制冷剂相变换热基础理论研究 



制冷剂相变换热基础理论研究 



2 汽车动态负荷研究 制冷剂相变换热基础理论研究 

（1）泡状流 （2）分层波状流 （3）间歇流 

（4）波动环状流 （5）环状流 （6）局部蒸干流 



高效蒸发式冷凝器研究及在冷水机组的应用 



学术博士：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0807) 
学术硕士：工程热物理(080701) 
专业硕士：动力工程(085206) 

Email: ganyh@scut.edu.cn 

研究方向: 微尺度燃烧与微能源系统；微通道传热与高效冷却技

术；荷电喷雾多相流；动力电池/电动汽车/智能手机热管理技术。 

主要业绩: 发表学术期刊论文100 余篇，其中SCI论文43篇、EI

论文45余篇；申请美国专利1项；授权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

专利16项；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广东省科学技术三等

奖1项；培养了博士生4名、硕士生30余名。 

国际合作: 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皇

后玛丽学院、谢菲尔德大学、兰卡斯特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

大学的著名学者长期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小尺度乙醇/生物柴油掺混燃料荷电喷雾对冲冷焰及

热焰结构和燃烧特性； 

 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电场作用下生物柴油液滴破碎、燃烧及污染物生成特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英国皇家学会合作交流项目（牛顿基金）：微通道液体燃料

荷电喷雾燃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微通道液体燃料荷电雾化、气化及燃烧机理研究；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基于超薄微热管的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传热特

性研究；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面向微型内燃机的荷电喷雾燃烧研究； 

甘 云 华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英国牛顿基金获得者  

2003-200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博士生 

2006-2009    华南理工大学  讲师 

2009-2015    华南理工大学  副教授 

2010-至今     华南理工大学  硕导 

2013-2014    英国诺丁汉大学  访问学者 

2014-至今     华南理工大学  博导 

2015-至今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招生专业与类型 

教育与研修经历 

科研工作 

研究课题 
代表性论文 

[1] Z.W. Jiang, Y.H. Gan*, Y.L. Luo, Physics of Fluids, 2020, 32(5): 

053301.  (流体力学领域顶级期刊) 

[2] J.L. Liang, Y.H. Gan*, Y. Li,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18, 155:1-9. (ESI 高被引) 

[3] Y.H. Gan, Y. Tong, Z.W. Jiang, et al.,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18, 164:410-416. (SCI 一区) 

[4] Y.H. Gan, Y. Tong, Y.G. Ju, et al.,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17, 131:10-17. (SCI 一区) 

[5]  Z.W. Jiang, Y.H. Gan*, Y.G. Ju, et al., Energy, 2019, 179:843-849. 

(SCI 一区) 

[6] J.Q. Wang, Y.H. Gan*, J.L. Liang, et al.,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9,151:475-485. (ESI 高被引) 



导师姓名：甘云华 
研究方向：微尺度燃烧与微能源系统 
研究方向：荷电喷雾多相流 

目标：荷电喷雾多相流理论与新型燃烧技术 

美国工程院“20世纪20项最伟大的工程成就” 

汽车（第2位）飞机（第3位）航天技术（第12位） 

内燃机           航空发动机       超燃冲压发动机 

核

心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背景：液体燃料的高效清洁利用 

荷电喷雾典型模式-荷质比-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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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燃烧器 

对象：微小型动力装置与便携式用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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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姓名：甘云华 
研究方向：微通道传热与高效冷却技术 
研究方向：动力电池/电动汽车/智能手机热管理技术 



楼波 导师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动力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工学
博士，澳大利亚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访问学者， 意大利
Parthnope University访问学者。 
 

联系方式： 

电话 

13725213995， 

邮箱
loubo@scut.edu.cn 



隧道火灾研究 

火灾隧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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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位体积烟气中的烟尘浓度)

坡度1%，排烟量为100+20 m3/s，隧道烟气蔓延云图 



1000MW电袋复合除尘器除尘特性的 
数值模拟与颗粒脱除特性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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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燃煤火电厂粉尘脱除特性研究，
达到高效经济除尘效果 



刘雪峰 导师简介 

学术硕士：工程热物理 

专业硕士：动力工程 

Tel: 135 8045 6068 

Email: lyxfliu@scut.edu.cn 

 

 

研究方向：制冷空调系统能源综合利用（1）制冷与空调系统优

化控制与诊断；（2）空气品质与环境控制；（3）空调系统大数

据挖掘与分析；（4）制冷空调系统节能技术 

主要业绩：长期从事制冷与空调系统优化控制与诊断、暖通空调

系统节能技术相关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

表了学术论文40余篇，申请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

著作权等10余项，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获得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二

等奖，与相关企事业单位广泛合作，部分研究成果在实际工程中

得到应用和推广，已培养硕士研究生17名。 

研究资助：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子课题、省重大科技专项、省自然科学基金、省科技计划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重点项目等6项，以及企事业单位委托的横向

项目20多项。 

1996  华南理工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 学士 
2000  华南理工大学，工程热物理，硕士 
2006    华南理工大学，电站系统及优化，博士 
2003    华南理工大学，助教 
2007    华南理工大学，讲师 
2013-   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 

招生专业与类型 

教育与工作经历 

科研工作 

毕业生职业发展 

     专注职业精神和专业素质培养，研究团队毕

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主要就业领域包括：

（1）制冷空调生产企业；（2）节能技术服务企

业；（3）教育与科研机构；（4）设计院所 

 



制冷空调系统能源综合利用 

• 运行涉及参数多，可控

变量多，难以通盘考虑

制定控制方案，优化控

制难度大 

多变量 

• 参数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变量影响间环环相扣，

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强耦合 
• 控制变量与运行参数间

不为简单的比例关系，

对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非线性 

• 控制变量调节后，需要

一定时间后才体现调节

效果，要求控制具备前

瞻性 

大惰性 

建筑中央空调系统 

主要由于其多变量、强耦合、 

非线性与大惰性的固有特性， 
导致实现真正高效运行的难度较大。 



制冷空调系统能源综合利用 

传感器 仪表 主机 水泵 水塔 末端

中央空调运行智

能分析系统

原始数据

 

中央空调热

力学模型

负荷跟踪管

理控制引擎

控制参数

有效数据

大数据技术

分析模块

专家运行

策略模块
中央空调热

力学模型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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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分析诊断

专家运行

策略库

中央空调运行专

家诊断系统

中央空调智能节能运行系统

中央空调智能节能整体解决方案

设备层

数据层

气象台

    运行大数据分析 

根据实时运行记录数据，提供系统运行

能效分析诊断、能效评估与报告 

    专家策略优化 

为用户系统量身定做专家策略库，结合

负荷预测与系统模型，提供切实优化的

整体运行策略 

    负荷大数据预测 

应用建筑空调能耗计算模型，结合易云

维平台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实施预测

系统空调负荷，动态优化，提高能源综

合利用效率 



智能节能整体解决方案 

       通过对用户中央空调

系统进行软硬件的综合介

入，应用能迪智能节能运

维技术，运用中央空调系

统运行特性物理数学模型、

建筑负荷跟踪管理控制引

擎、大数据分析与专家运

行策略库等技术，在线实

时动态生成系统节能运行

方案并执行，为用户提供

中央空调系统智能节能运

维服务。 

制冷空调系统能源综合利用 



李泽宇 

•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低品位太阳能联产系统与低
品位太阳能制冷系统热经济设计、系
统运行热力学分析、实验样机研制与
测试等方面研究 

• 至今共主持科研项目11项，其中国家
级1项，省部级3项，以第一作者和通
讯作者身份发表科技论文33篇，其中
SCI收录23篇，EI收录4篇，获发明专
利授权4项 

• 已有1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获华
南理工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5名
硕士研究生获国家级奖学金 

• 招收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专业博士
生，工程热物理专业工学硕士及动力
工程专业工程硕士 



李泽宇 
• 太阳能吸收-过冷压缩式复合制冷系统 

• 使用60℃低品位能驱动，通过过冷压缩
循环输出5℃制冷量 

• 吸收子系统蒸发温度约为20℃，理论
COP接近0.85，实验最高COP为0.69 

• 夏季晴天最高可节约压缩功耗20% 

表1 试验样机性能数据汇总 



• 基于光伏光热一体化集热器与吸收-过冷压缩循环的冷热电联产系统 

• 回收光伏发电余热进行制冷制热 

• 引入中温蓄冷利用分时电价提高收益，同时减少储能所致的能量损失 

• 全年总节电量比光伏系统增加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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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相界面传热，高效环保制冷技术。 

主要业绩: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20余篇；授权发

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20余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固体表面流动液膜受热蒸发的润湿行为与传热强化 ；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固体表面液膜受热蒸发的润湿与传热行为；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混合工质溶液池沸腾气泡成核及换热机理研究；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浓度涨落效应下的混合溶液池沸腾成核机理及传热特性研究； 

 空调设备及系统运行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基于降膜冷凝技术的房间空调冷

凝器传热性能研究。 

2014.11-至今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教学科研。

专业方向：制冷与传热。教学主讲课程：《传热学》

《流体力学》 

2012.9-2014.11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博士后。

专业方向：工程热物理。 

2009.9-2012.6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电站系统

及其控制专业博士研究生。 

2007.7-2009.8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质量办公室，

质量管理员。 

2004.9-2007.6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工程热物

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教育与工作经历 科研工作 

研究课题 

代表性论文 

[1] Li G., Liu J., Xu Xiongw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rigeration, 

2020, 112: 26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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