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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轮 会 议 通 知
2018年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燃烧学学术年会将于2018年9月13~16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会议将围绕层流火焰，反应动力学，湍

流燃烧，喷雾与液滴燃烧，燃烧测试与诊断，爆轰、爆炸和超音速燃烧，火灾研究，燃烧污染物控制，固体燃料燃烧，内燃机和燃气轮机燃
烧，新型燃烧技术等11个专题开展交流，旨在展示我国燃烧领域学者的新成果，碰撞出燃烧研究的新火花，挑战遇到的新问题。大会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工程科学三处和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燃烧学分会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承办。会议程序将由大会邀请报告、
专题邀请报告、各专题的口头报告和墙报、科普作品展示等构成。

会议网站： http://combust2018.csp.escience.cn/ 。该网站将随时更新会议所有信息。
会议关键时间节点：

       

会议投稿须知：
1. 本届会议将特邀国内外知名学者作7个大会报告和10个左右专题报告。
2. 本届会议拟录取口头报告250篇左右、墙报350篇左右。将评选出优秀论文奖（不多于10篇）和优秀墙报奖（不多于10篇），并将在

本届会议上颁发。
3. 科普作品应为原创，不存在版权争议。题材不限，可涉及燃烧相关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社会热点、历史故事等；作品形式不限，

可为图片、微视频、文章、图书等。被录用的科普作品将在会场进行展示，评选出的优秀科普作品奖将在本届会议上颁发。详细信息请参见
会议网站。

4. 论文投稿采用在线投稿方式进行，投稿网站地址和论文模板请参见会议网站。
5. 请勿一稿多投。凡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期刊、书籍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过的论文、报告，内容无重大改进者，恕不接受。
6. 会议合作期刊包括《工程热物理学报》、《燃烧科学与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如不计划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投稿时请注明。
7. 投稿时请同时下载并填写版权转让协议，作为必要附件与论文正文一同上传。版权转让协议从会议网站下载。

会议程序委员会主席

会议专题及负责人：
1. 层流火焰：层流预混、扩散以及部分预混火焰的理论、模拟与实验，点火、火焰传播、火焰稳定性、熄火等层流火焰动力学研究。
胡二江，西安交通大学；刘冬，南京理工大学；石保禄，北京理工大学
2. 反应动力学：燃料燃烧及其污染物形成的详细化学反应机理和简化机理，反应动力学与热力学参数。
张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玉阳，上海交通大学；苟小龙，重庆大学
3. 湍流燃烧：湍流预混、扩散以及部分预混火焰的理论、模拟与实验，湍流燃烧模型，湍流火焰动力学研究等。
杨越，北京大学；任祝寅，清华大学；王金华，西安交通大学
4. 喷雾与液滴燃烧：液体燃料的雾化机理和过程，液滴与液雾的燃烧，超临界燃烧。
吕兴才，上海交通大学；汤成龙，西安交通大学；张鹏，香港理工大学
5. 燃烧测试与诊断：温度、压力、流动、组份等燃烧过程参数的测量方法与诊断技术。
李博，天津大学；超星，清华大学；高怡，上海交通大学
6. 爆轰、爆炸和超音速燃烧：爆轰、爆炸和超音速燃烧的基础理论与控制技术，与相应发动机相关的基础燃烧问题。
孙明波，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李建玲，西北工业大学
7. 火灾研究：火灾燃烧的物理和化学过程，火灾防治技术，火灾的数值模拟技术，火灾风险评估方法等。
雷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黄鑫炎，香港理工大学
8. 燃烧污染物控制：未燃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硫化物等气态污染物、颗粒物、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的形成与控制，化学链燃烧等。
于敦喜，华中科技大学；王智化，浙江大学；段钰锋，东南大学；宋蔷，清华大学；魏小林，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王攀，江苏大学
9. 固体燃料燃烧：煤与生物质的热解，挥发份的燃烧，煤的着火、气化与焦炭的形成与燃烧，推进剂与金属颗粒燃烧等。
王树荣，浙江大学；赵海波，华中科技大学；盛昌栋，东南大学；高建民，哈尔滨工业大学；阴秀丽，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10. 内燃机和燃气轮机燃烧：内燃机、燃气轮机、航空发动机等的燃烧过程及其优化控制、有害排放物的生成及控制、节能新技术和
低碳动力装置等。
卫海桥，天津大学；王高峰，浙江大学；张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 新型燃烧技术：微尺度燃烧、微重力燃烧、无焰燃烧、催化燃烧、等离子体助燃、电场与火焰相互作用等。
吴云，空军工程大学；范爱武，华中科技大学；田振玉，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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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蔡伟伟
上海交通大学

张会岩
东南大学

方庆艳
华中科技大学

刘有晟
清华大学

蔡勤杰
华东理工大学

科 普 作 品 征 集 通 知

为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的重要作用，鼓励科学家面向社会公众普及科

学知识，在本届燃烧学学术年会开展科普作品征集、展示与评奖活动。有关事项如下：

一、科普作品要求

提交的科普作品应与层流火焰，反应动力学，湍流燃烧，喷雾与液滴燃烧，燃烧测试与诊断，爆轰、爆炸和超音

速燃烧，火灾研究，燃烧污染物控制，固体燃料燃烧，内燃机和燃气轮机燃烧，新型燃烧技术等11个专题相关，具

备较强的科学性和一定的趣味性。题材不限，可涉及燃烧基础知识、最新研究成果、燃烧技术、社会热点、历史故事

等；作品形式不限，可为图片、微视频、文章、图书等。作品应为原创，知识产权清晰，不存在版权争议。作品不得

包含明显的商业宣传意图。

1. 图片：尺寸不超过A4（297mm×210mm），文件大小不超过5M，配有200字以内用于展示的通俗性文字说

明。会场将为录用作品提供尺寸为A3（297mm×420mm）的展示区域。

2. 微视频：时间长度为3分钟以内，可配解说词，视频品质适于在120寸（2.4m×1.8m）投影幕布进行展示，

作品大小不超过500M。

3. 文章：长度不限，应包含标题、作者、正文等，标题采用三号黑体，正文五号宋体，单栏排列，单倍行距。

4. 图书：主题内容应与11个主题相关，且为2015年1月1日之后出版。

5. 其他：请根据作品形式，提供实物和（或）不超过3分钟的微视频以便会场展示，并提供专利证书等相关文件。

二、科普作品提交

时间节点：

所有作品提交时请指明与年会11个专题中最为相关的专题，提供一份200字以内的摘要或解说词，并由所有作者

签署原创性声明一份（请登录年会网站http://combust2018.csp.escience.cn/ 的“科普作品征集”栏目下载）。

电子格式作品请发送至 kepu2018@ustc.edu.cn ，较大附件请采用相应的网络存储链接发送；图书等实物请邮

寄至“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路443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区特种楼504（郑老师 收，电话0551-63606025）”。发送邮

件、实物邮寄时请注明“2018年燃烧年会科普作品投稿”。作品一律不退，请自留备份。

作品仅作展示交流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三、科普作品评审

作品将由程序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被录用的科普作品将在会场进行展示、交流，评选出的优秀科普作品将

在本届会议上颁发证书和奖金。

科普作品征集程序委员会委员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科普作品征集程序委员会（                                                          kepu2018@ustc.edu.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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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关键时间节点：

       

会议投稿须知：
1. 本届会议将特邀国内外知名学者作7个大会报告和10个左右专题报告。
2. 本届会议拟录取口头报告250篇左右、墙报350篇左右。将评选出优秀论文奖（不多于10篇）和优秀墙报奖（不多于10篇），并将在

本届会议上颁发。
3. 科普作品应为原创，不存在版权争议。题材不限，可涉及燃烧相关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社会热点、历史故事等；作品形式不限，

可为图片、微视频、文章、图书等。被录用的科普作品将在会场进行展示，评选出的优秀科普作品奖将在本届会议上颁发。详细信息请参见
会议网站。

4. 论文投稿采用在线投稿方式进行，投稿网站地址和论文模板请参见会议网站。
5. 请勿一稿多投。凡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期刊、书籍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过的论文、报告，内容无重大改进者，恕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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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应动力学：燃料燃烧及其污染物形成的详细化学反应机理和简化机理，反应动力学与热力学参数。
张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玉阳，上海交通大学；苟小龙，重庆大学
3. 湍流燃烧：湍流预混、扩散以及部分预混火焰的理论、模拟与实验，湍流燃烧模型，湍流火焰动力学研究等。
杨越，北京大学；任祝寅，清华大学；王金华，西安交通大学
4. 喷雾与液滴燃烧：液体燃料的雾化机理和过程，液滴与液雾的燃烧，超临界燃烧。
吕兴才，上海交通大学；汤成龙，西安交通大学；张鹏，香港理工大学
5. 燃烧测试与诊断：温度、压力、流动、组份等燃烧过程参数的测量方法与诊断技术。
李博，天津大学；超星，清华大学；高怡，上海交通大学
6. 爆轰、爆炸和超音速燃烧：爆轰、爆炸和超音速燃烧的基础理论与控制技术，与相应发动机相关的基础燃烧问题。
孙明波，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李建玲，西北工业大学
7. 火灾研究：火灾燃烧的物理和化学过程，火灾防治技术，火灾的数值模拟技术，火灾风险评估方法等。
雷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黄鑫炎，香港理工大学
8. 燃烧污染物控制：未燃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硫化物等气态污染物、颗粒物、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的形成与控制，化学链燃烧等。
于敦喜，华中科技大学；王智化，浙江大学；段钰锋，东南大学；宋蔷，清华大学；魏小林，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王攀，江苏大学
9. 固体燃料燃烧：煤与生物质的热解，挥发份的燃烧，煤的着火、气化与焦炭的形成与燃烧，推进剂与金属颗粒燃烧等。
王树荣，浙江大学；赵海波，华中科技大学；盛昌栋，东南大学；高建民，哈尔滨工业大学；阴秀丽，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10. 内燃机和燃气轮机燃烧：内燃机、燃气轮机、航空发动机等的燃烧过程及其优化控制、有害排放物的生成及控制、节能新技术和
低碳动力装置等。
卫海桥，天津大学；王高峰，浙江大学；张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 新型燃烧技术：微尺度燃烧、微重力燃烧、无焰燃烧、催化燃烧、等离子体助燃、电场与火焰相互作用等。
吴云，空军工程大学；范爱武，华中科技大学；田振玉，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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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The China 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bustion 2017 will be held at Zhongshan Hotel,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during Oct. 13-15, 2017. This annual symposium is sponsor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Section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 All the technical sessions including the Opening and 

Farewell ceremony, and poster sessions, will be held at Zhongshan Hotel. The technical program will consist of 

contributed papers and Work-in-Progress poster sessions. Invited lectures and topical reviews will be presented 

by eminent specialists.

The China 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bustion has been held annually for many years, and has been a most 

well-known academic conference in Chinese combustion research.  In 2016, approximately 1,200 delegates from 

117 institutions in China, United States, Germany, Korea, and Canada attended China 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bustion. Six plenary lectures and 12 topical reviews were presented by eminent specialists on multiple 

topics of fundamental combustion research. In total, 440 oral presentations and 265 posters were presented 

during the symposium in 2016.

In history, the language for this symposium was only Chinese. From 2016, this symposium starts to accept papers 

in English, and there is a special section in which presentation is in English. We encourage submissions from 

attendees who come from di�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Chinese researchers are also encouraged to submit and 

present their recent work in English. Instructions for paper format and submissions are available at the meeting 

website (http://com2017.csp.escience.cn/). Since the paper submission system is in Chinese, please email your 

paper to Prof. Zheng Chen (Program Co-chair, cz@pku.edu.cn) if you can't read Chinese. For submission, please 

download the  Paper Template and Instructions (For foreign attendees).

Paper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one of the eleven colloquium topics listed on the next page. The schedule for 

paper submissions is:

  •   May 15 – Paper submission begins

  •   June 15 – Paper submission deadline 

  •   August 15 – Noti�cation of accepted paper 

  •   September 15 – Announcement of �nal program schedule

Welcome to submit your papers to this most in�uential combus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in China!

PROGRAM COMMITTEE and COLLOQUIA

Program Co-Chairs:

1. LAMINAR FLAME including experiments, theory, and simulations applied to premixed, non-premixed, and 

partially premixed �ames along with their ignition, extinction, stabilization, instabiliti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ows.

Colloquium Co-chairs: Yuyang L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rjiang Hu,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ong 

Liu,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ian Li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nnouncement

The 2018 China 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bustion will be held at Harb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during September 13-16, 2018. All the technical sessions including the Opening and Farewell 

ceremony, and poster sessions, will be held at Victories Hotel. The technical program will consist of 

contributed papers and Work-in-Progress poster sessions. Invited lectures and topical reviews will be 

presented by eminent specialists.

The China 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bustion has been held annually for many years, and has been 

a most well-known academic conference in Chinese combustion community.  In 2017, More than 

1,300 delegates from 125 institutions in China,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South Korea, Sweden and New 

Zealand attended the China 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bustion. Five plenary lectures and 12 topi-

cal reviews were presented by eminent specialists on multiple topics of fundamental combustion 

research. In total, 259 oral presentations and 336 posters were presented during the symposium. 

Besides, papers in English were accepted for the �rst time and there were two sections with presenta-

tions in English.

Historically, the language for this symposium was only Chinese. From 2017, this symposium started to 

accept papers in English. There were two sections with presentations in English in 2017. We encour-

age submissions from attendees who come from di�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Chinese researchers 

are also encouraged to submit and present their recent work in English. Instructions for paper format 

and submissions are available at the meeting website ( http://combust2018.csp.escience.cn/ ). Since 

the paper submission system is in Chinese, please directly email your paper to Prof. Zheng Chen 

(Program Co-chair, cz@pku.edu.cn ) if you can't read Chinese. Paper Template and Instructions will be 

provided on the meeting website before April 10th, 2018.

The schedule for paper submissions is:

   •   April 15 – Paper submission opens

   •   May 15 – Paper submission deadline 

   •   July 5 – Noti�cation of accepted paper 

   •   August 25 – Announcement of program schedule

You are welcome to submit your papers to 2018 China 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b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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