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举办 2020 年低碳能源暨氢能技术产业

化应用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公布 2020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的通知》（晋

人社厅函〔2020〕585号）精神，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定

于 2020年 8月 17 - 21日举办低碳能源暨氢能技术产业化应

用高级研修班，由山西省经贸决策咨询中心承办。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修内容

1. 国际国内氢能产业现状与未来规划及对山西氢能领

域发展的建议

2. 燃料电池汽车标准体系及测试评价共性关键技术进展

3. 氢燃料电池技术及其汽车应用

4. 车用储氢气瓶的发展趋势及标准法规介绍

5. 氢能燃料电池工程化开发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6. 氢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的发展现状及展望

7. 车、电、网、智能，深度融合趋势及新出行智驾（L4）

供电安全设计

8. 氢燃料电池重卡动力系统参数匹配与能量管理策略

研究

二、研修人员及报名方式



（一）研修对象

低碳氢能领域的企业负责人、技术中心管理人员及相关

产业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每个单位原则上 1至 2人，报

名额满为止），共 70人。

（二）报名方式

请各单位于 8月 7日前将加盖单位印章的报名回执表以

电 子 邮 件 方 式 发 送 至 山 西 省 经 贸 决 策 咨 询 中 心

（sxjmjc@163.com）。研修人员最终名单以邮件或短信通知

确认为准。

三、研修时间和地点

（一）研修时间

2020年 8月 17日- 2020年 8月 21日（8月 16日下午报

到，8月 21日下午结业）。

（二）报到地点

新纪元大酒店（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12号），联系电话：

0351 - 7650008。

四、其他事宜

（一）研修人员往返交通费用自理，不收取其他任何费

用。太原地区学员不提供住宿。报到时请交 2张 1寸近期彩

色免冠证件照。

（二）参加研修人员根据工作实际，每人撰写 1篇与研

究内容相关的论文或交流材料（电子版），字数 3000左右，

于研修班结束前提交。

（三）研修人员修完规定课程，经考核合格，由山西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

训证书》。

（四）请参加研修人员按照当地防疫部门和培训承办单

位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报到前按要求准备健康绿码，并

确保本人无发烧、咳嗽等异常症状。培训期间须佩戴口罩并

配合测温。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苑化军 何方欣 贺晋伟

联系方式：0351 - 7226865 7331479

13546342251 18335139086

邮 箱：sxjmjc@163.com

附件：1. 主要授课专家简介

2.“低碳能源暨氢能技术产业化应用”高级研修

班报名回执表

3.研修地点乘车路线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年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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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要授课专家简介

毛宗强，英国 Bradford大学博士后，清华大学核能与新

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自 1970 年起一直在清

华大学核研究院从事与化学工程有关的科研工作，1993年起

研究氢能与燃料电池；1998年起研究工作扩展到纳米碳储氢、

新型制氢方法和氢能经济与安全、氢能标准等与氢能有关的

课题，现为中国太阳能学会常任理事、氢能专业委员会主任、

国际氢能学会理事、中国电工学会氢能发电装置委员会委员、

全球环境基金（GEF）特约专家。

侯明，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多年来一直从事燃料电池关键材料与部件、电堆与模块系统

的研究，申请发明专利 90 多项，参与制定了 20 余项国家

燃料电池标准，与衣宝廉院士合作撰写了 8本著作上的燃料

电池相关章节。目前兼任燃料电池全国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燃料电池分会副秘书长。

曲大为，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动力系，博士生导师，

副教授，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燃料电池系统建模与控

制，锂离子电池热管理技术，液流钒电储能关键技术。

平全文，现就职于上汽集团前瞻技术部，新能源电池集

成设计资深主管工程师。现兼任上海国际汽车城 GEF6特聘

https://college.zjut.cc/10003/


专家。曾任比亚迪高级车用电器工程师、e6新能源设计主管

等。在整车企业和新能源有二十余年的工作阅历完成多个项

目和多项专利，同时兼任多家新能源媒体技术专栏作者，积

累了丰富的设计、项目量产经验。

郝冬，博士，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就职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具有丰富的燃料电

池汽车及其关键部件测试评价及项目研究经验,现为中汽中

心燃料电池领域学科带头人、优秀科技青年、中汽中心检测

认证事业部燃料电池平台总监、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青年托举

人才。

王慧奇，博士，副教授，硕导，山西省优秀青年学术带

头人。主要从事新能源存储材料设计与技术开发。获山西省

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项。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山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新领域）、

山西省青年科学基金、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等

多项。作为核心骨干参研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6项。在 Small、

J. Mater. Chem. A、Carbon、J. Power Sources、Electrochimica

Acta 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 SCI论文 20余篇。中国科技期

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RARE METALS》青年编委。

曹桂军，博士，山西德志时代新能源汽车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氢燃料电池系统首席科学家，深圳市氢蓝时代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裁，主要从事于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控制系统的研发工作。



张瑞亮，教授，工学博士，力学博士后，太原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系主任，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20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8 篇，授权发明专利 3 项，授权软件著作权 16 项，参

与 2项国家标准编制工作，现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齿轮传

动、专用汽车等领域的研究。



附件 2

“低碳能源暨氢能技术产业化应用”
高级研修班报名回执表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照

片

身份证号 民族

工作单位 部门

技术职称 学历

行政职务 学位

从事专业

通讯地址

邮 编 传 真

联系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对高研班的建议

备 注

注：请加盖单位公章后以扫描件形式发电子邮件到 sxjmjc@163.com。

mailto:请加盖单位公章后以扫描件形式发电子邮件到sxjmjc@163.com。


附件 3

研修地点乘车路线

1.太原火车站到新纪元大酒店（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12

号）约 6.2公里。公交车乘坐 816路长风街建设南路口下车

步行约 100 米到达宾馆，约 33 分钟；出站后步行约 600 米

乘坐 838路（内环）长风街建设南路口下车，步行约 100米

到达宾馆，约 36分钟；出租车（前往车站地下停车场乘坐）

直达宾馆约 15分钟，车费约 12元。

2.太原南站到新纪元大酒店（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12号）

约 4.8公里。步行约 150米乘坐 11路到建设南路长风街口下

车，步行约 370 米到达宾馆，约 26 分钟；步行约 500 米乘

坐 901路（主路或支路）长风街建设南路口下车，步行约 400

米到达宾馆，约 30 分钟；出租车（前往南站停车场乘坐）

直达宾馆约 20分钟，车费约 12元。

3.太原武宿国际机场到新纪元大酒店（太原市小店区长

风街 1号）约 9.6公里。乘坐机场巴士一号线到并州南路太

堡街口下车，步行约 600 米到达宾馆，约 41 分钟；步行约

600米乘坐 201路到建设南路长风街口下车，步行约 400米

到达宾馆，约 51 分钟；出租车（前往机场航站楼乘坐）直

达宾馆约 15分钟，车费约 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