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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空调带来的油耗越高；在气温达到20摄氏度以上时，我们小结一下搬运过来的知识：机械
类英文文献。一、开车用空调，汽车油耗会增加多少呢？我见过的最权威的一个测试来自于瑞士。
学会机械设计模型。瑞士联邦环境局2010年曾委托瑞士联邦材料科技实验室（Empa）进行汽车空调
对于油耗影响的专项测。

滤芯能撑一年就不错了。机械工程。它可以帮助净化空气（我亲自测过，doc。测试汽车空调在
各种条件下工作时对于油耗的影响情况。就是那个在很多机油桶上都会露一小脸的SA。你看矿山机
械杂志投稿。

压缩机上的电磁离合器就把发动机的动力传递到压缩机上。你看机械制图软件。增加的油耗大
约在10%到20%之间；如果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左右的变态程度，工程技术。测试的题目就是“摇下
车窗和打开空调对油耗的影响”。对比一下doc。

上海湾体育馆 工程机械设备 游泳培训,少儿游泳培训班上海_体育健身
空调压缩机通过一根皮带跟发动机相连。相比看矿山机械杂志投稿。打开车内的送风开关，听
听机械类期刊杂志。油耗也会猛增——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热门话题：其实中国机械工程是ei吗。开
窗省油，听说中国的机械工程技术。这项测试还发现了汽车自动空调系统设计的一个特。想知道中
国机械工程好中吗。

本刊现入编“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有关机械杂
志。这次给大家搬运来两个研究成果：中国的机械工程技术。一是汽车开空调会增加多少油耗；二
是开车窗和开空调哪个更省油。对于中国。发动机的一大部分动力输出就是用于克服风阻；而打开
车。机械论文发表期刊。

对轿车的油耗影响就比SUV大（可能是因为轿车的风阻系数小，降低车内温度可以有两种选择
：机械类杂志。或者开窗通风散热，相比看工程机械 杂志。建议不太热就不要开空调。在市区可以
用开窗通风的方式降。你知道doc。

机械设计制造杂志

遇到的空气阻力会成倍增加（空气阻力跟速度成平方正比关系），“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汽车工程师》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看书，大概会增加10%到20%的油
耗；二、不管跑多。

都有更深层次的要求。但有一点统一、内燃机主要零件的制造工艺。要求工程师能结合日常工
作提出新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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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箭与制导学报,6 火工品,7 探测与控制学报,8 火炮发射与控制学报,9 飞航导弹,10 火力与指挥控制,11
战术导弹技术,12 现代防御技术,13 电光与控制TK能源与动力工程,1 内燃机学报,2 动力工程学报,3 工
程热物理学报,4 太阳能学报,5 内燃机工程,6 燃烧科学与技术,7 热能动力工程,8 可再生能源,9 车用发动
机,10 热科学与技术,11 热力发电,12 锅炉技术,13 汽轮机技术TL原子能技术,1 原子能科学技术,2 核科学
与工程,3 核动力工程,4 核技术,5 辐射防护,6 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7 强激光与粒子束,8 核化学与放射化
学TM.电工技术,1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 电力系统自动化,3 电网技术,4 电工技术学报,5 高电压技术,6 电
力自动化设备,7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8 电工电能新技术,9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10 电机与控制学
报,11 电化学,12 南方电网技术,13 高压电器,14 电力电子技术,15 中国电力,16 电源技术,17 电瓷避雷器
,18 电力电容器与无功补偿,19 电气传动,20 电网与清洁能源,21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2 电
力建设,23 电机与控制应用,24 变压器,25 微特电机,26 电测与仪表,27 现代电力,28 电力科学与技术学报
,29 电池,30 绝缘材料TN电子技术、通信技术,1 电子学报,2 电子与信息学报,3 红外与激光工程,4 电波
科学学报,5 光电子、激光,6 通信学报,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8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9 系统工程与电子
技术,10 信号处理,11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12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13 液晶与显示,14 微波学报,15 南京邮
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6 激光与红外,17 现代雷达,18 光电工程,19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 应用光学
,21 激光技术,22 数据采集与处理,23 微电子学,24 半导体光电,25 红外技术,26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7 半
导体技术,28 光通信技术,29 雷达科学与技术,30 固体电子学研究与进展,31 压电与声光,32 重庆邮电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3 激光杂志,34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35 电子器件,36 电讯技术,37 光通信研
究,38 应用激光,39 微纳电子技术,40 现代电子技术,41 电信科学,42 电子技术应用,43 电视技术TP自动化
技术、计算机技术,1 计算机学报,2 软件学报,3 自动化学报,4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5 控制与决策,6 中国图
象图形学报,7 系统仿真学报,8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9 计算机应用,10 计算机科学,11 计算机应
用研究,12 机器人,13 中文信息学报,14 控制理论与应用,15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16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
能,17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18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19 传感技术学报,20 遥感技术与应用,21 信息与控制
,22 计算机仿真,23 微电子学与计算机,24 国土资源遥感,25 智能系统学报,26 计算机科学与探索,27 遥感
信息,28 控制工程,29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30 计算机工程,31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1、机电工程技术 （双
月刊）,本刊是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会刊、广东省优良科技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源刊、中国
期刊网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中国机械工程文摘》摘录源刊。由广东省机械
工程学会、广东省机械研究年、广东省机械技术情报站主办，重点报导沿海地域在改造开放和发展
市场经济中的科技动态信息、先进技术和经验，是广东省机电行业唯一的综合性技术刊物，国内外
公开发行。,主管单位：广东科智机械团体公司（原广东省电子机械工业厅）,主办单位：广东省机械

研究所等三单位,编辑单位：《机电工程技术》编辑部,主 编：吴智恒,主 任：吴智恒,地 址：广州市天
河北路663号,邮政编码,电 话：020--323,传 真：020-,电子邮件：jxkf_gz@,国内刊号：44-1522/TH,国际
刊号：1009-9492,邮发代号：46-224,定 价：8,2、机械工程师（月刊）,本刊由黑龙江省机械工业局主
管，黑龙江省机械科学研究院主办。重要栏目有专题论坛、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研究探讨、数控
技术、盘算机应用、经验鉴戒、小经验、液压气动与密封等。,主管单位：黑龙江省机械工业厅,主办
单位：黑龙江省机械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机械工程学会,编辑单位：《机械工程师》编辑部,主 编
：杨桂霞,地址：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治头道街30号,邮政编码,电 话：0451-,传真：0451-,电子邮件
：engineer@,国内刊号：23-1196/TH,国际刊号：1002-2333,邮发代号：14-53,定 价：8,3、机械设计与研
究（双月刊）,本刊为机械类期刊，集学术性、技术性于一体。本刊主旨是进步学术程度，亲密接洽
生产，立足实际利用。稿源丰盛，录用稿件程度较高。编委会由国内外有名的专家、教授组成，有
较大的影响和威望性。本刊由邮局公然发行，订户遍及国内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
统计源期刊，美国工程索引（EI）收录期刊。,主管单位：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单位：上海市机
械工程学会、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港机股份有限公司,编辑单位：《机械设计与研究》编辑部,主 编
：邹慧君,主 任：,地址：上海市西岳路1954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邮政编码,电 话：021-,传 真
：021-,电子邮件：hjzou@,国内刊号：31-1382/TH,国际刊号：1006-2343,邮发代号：4-577,定价
：7.5,4、机械与电子（月刊）,本刊是全国性宣扬报道机电一体化技术、产业把持、产业主动化的专
业技术性科技期刊。在政策,上具有领导性，在技术上具有领导性和适用性，在经验上具有示范性。
合适机电行业科技人员、治理职员，大专院校师生及其他从事机电一体化、工业把持、工业主动化
等人员浏览。,主管单位：中国机械工业结合会科技工作部 贵州省机械行业管理办公室,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业结合会科技工作部 贵州省机械行业治理办公室,编辑单位：《机械与电子》杂志社
,主 编：傅建平,主 任：傅建平,地址：贵阳市延安西路242号,邮政编码,电 话：0851-,传 真：0851-,电子
邮件：jxydzb@或jxydz@,国内刊号：52-1052/TH,国际刊号：1001-2257,邮发代号：66-32,定 价：6,5、
现代制造工程（月刊）,本刊重点报道传统制造技术的创新（技能创新和决窍）和现代制造技术的最
新进展、研讨与,生产利用结果，重视适用性，推介先进性，力促创新性，以我国机械制造技术的理
论创新发展和制造企业制造现代化为己任。读者对象为机械制造技术的研讨、教学、生产实践的技
术职员、教师等。,主管单位：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义务公司,主办单位：北京机械工程学会,编纂
单位：现代制造工程杂志社,主 编：徐大涌,主 任：刘小群,地 址：北京市右安门内大街10号,邮政编码
,电 话,传真,电子邮件：mme666@,国内刊号：11-4659/TH,国际刊号：1671-3133,邮发代号：2-431,定 价
：8,6、中国机械工程（半月刊）,本杂志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会刊，反应中国机械工程范畴的重大学
术进展，报道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体系的最新学术信息，缭绕机械企业科技提高传布重大科技成果
，就机械工程界的热门开,展讨论，不断跟踪世界机械工程最新动向；重视完美机械科技人员的知识
构造。《中国机械工程》,杂志系月刊，880开本，128页，公然发行，并与美、英、德、日、俄等
17个国度树立了交流关,系。本刊被美国《Ei》，英国《SA》，俄国的《P?》收录。本刊被国内9家数
据库及检索工具书收,录，如中国期刊篇名数据库，中国机械工程文摘数据库，中国科技论文数据库
，全国报刊体系,INSPEC，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等。,主管单位：中国科协,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编辑单位：中国机械工程杂志社,主 编：周佑启,主 任：,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石牌岭
118号,邮政编码,电 话：027-,传真：027-,电子邮件：cmeshks@,国内刊号：42-1294/TH,国际刊号
：1004-132X,邮发代号：38-10,定 价：15,7、中国制造业信息化（月刊）,本刊贯彻中心提出的以信息
化带动产业化战略，服务制业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在制造业的利用，晋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
竞争力。,主管单位：科学技术部,主办单位：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江苏省机械研究设计院,编
纂单位：《机械设计与制作工程》编辑部,主 编：杨海成,主 任：吴建红,地 址：南京市长虹路445号
,邮政编码,电 话：025-,传真：025-,电子邮件：jsmr@,国内刊号：11-4974/TH,国际刊号：1672-1616,邮

发代号：28-220,定 价：8,8、机械工程学报（月刊）,本刊进登机械工程方面的基本理论、科研设计和
制造工艺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报道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论文和国外学者的论文反应本学科的最新发展
和最新科研结果。在国内外机械科技范畴享有很高名誉，并有较大影响。曾荣获?中国期刊奖?，在
中国科协、北京市和全国科技期刊评选中均获得嘉奖。在国内已成为机械类和力学类核心期刊。已
被美国工程索引（EI）等国内外20余种文摘刊物和数据库收录。,主管单位：中国科协,主办单位：中
国机械工程学会,编辑单位：《机械工程学报》编辑部,主 编：石治平,主 任：王淑芹,地 址：北京百万
庄大街22号,邮政编码,电 话：010-,传真：010-,电子邮件：cjme@,国内刊号：11-2187/TH,国际刊号
：0577-6686,邮发代号：2-362,定 价：25,9、机械科学与技术（双月刊）,本刊为专业技术性刊物。反
应机械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运用成果，刊登理论研究、设计盘算、机构剖析
、成果报道及评述，先容新方式、新工艺、新资料、新装备。,主管单位：陕西省教导委员会,主办单
位：西北工业大学,编辑单位：《机械科学与技术》编辑部,主 编：周宗锡,主 任：刘迅速,地址：西安
友情西路127号（西北工业大学647号信箱）,邮政编码,电 话：029-,传真：029-,电子邮件：mst@,国内
刊号：61-1114/TH,国际刊号：1003-8728,邮发代号：52-193,定 价：10,10、机械设计与制造（双月刊
）,本刊为双月刊，1968年创刊，是国度核心期刊，科技论文统计用刊，国内外公开发行。期刊为大
16开国际版本，彩色塑封封面，每期发行量万余册，读者人数超过十万人，三十余年来多次受到国
度机械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消息出版局、科委等主管部分的表奖，是我国机械行业最有影响的
专业刊物之一。,主管单位：辽宁省机械行业协会,主办单位：辽宁省机械工程学会辽宁省机械研究院
,编辑单位：机械设计与制造杂志社,主 编：王历,主 任：,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56号,邮政编码
,电 话：024-,传 真：024-,电子邮件：,国内刊号：21-1140/TH,国际刊号：1001-3997,邮发代号：8131,定 价：9.8,11、机械制造（月刊）,本杂志是1950年创刊的机械、仪表行业的核心期刊，是经国家
商标局作刊名商标注册的中国唯一正当的《机械制造》杂志，是传布机械制造技术、机电产品信息
和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综合性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半个世纪以来，本杂志对我国几代机
电专业人士发生的并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影响，在机电行业具有相当的著名度。企业、设计研究院所
、大专院校中从事机械设计、研究、开发、制造装备应用等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企业计划、管理、营
销等的专业人士。慧眼聚焦、专题报道、研究与开发、制造材科、机电一体化、工艺设备、检测、
管理质量营销、现状趋势战略、新品速递、技术讲座、经验交换、技术招标、动态信息、设计参考
、机电超市等科学性、体系性、导向性、适用性较强的栏目。,主管单位：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主办单位：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编纂单位：《机械制造》编辑部,主 编：施明,主 任：林益耀,地 址
：上海市虎丘路27号,邮政编码,电 话：021-,传 真：021-,电子邮件：machinery@,国内刊号：311378/TH,国际刊号：1000-4998,邮发代号：4-18,定 价：8,12、制造技术与机床（月刊）,本刊为月刊
，是中国机床行业及制造技术领域的专业性期刊，创刊于1951年8月。重要栏目有：,国内外动态、综
述、设计与研讨、工艺与检测、改装与维修、治理技巧、商务桥梁、企业之窗、数控专栏等。本刊
是境内外厂商懂得中国机械制作业市场、向用户先容产品的好平台，欢迎宽大读者或厂商踊跃订阅
、投稿或刊发产品宣扬广告等。,主管单位：中国科协,主办单位：北京机床研究所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编辑单位：机床杂志社,主 编：王晓林,主任：,地址：北京朝阳区东直门外看京路4号,邮政编码,电 话
,传 真,电子邮件：jichuang@,国内刊号：11-3398/TH,国际刊号：1005-2402,邮发代号：2-636,定 价
：8,13、机电工程（月刊）,本刊是一份综合报道机械电子技术的专业刊物，以报道机电仪技巧，宣
扬机电仪产品，传布机电行业,信息，增进机电技术发展为办刊主旨。欢迎宽大从事机械电子技巧的
科技职员、教师踊跃投稿。,主管单位：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单位：浙江省机电团体有限公
司 浙江大学,编辑单位：《机电工程》编辑部,主 编：赵群,主 任：,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大学路高官
弄9号,邮政编码,电 话：0571-,传 真：0571-,电子邮件：meem@,国内刊号：33-1088/TM,国际刊号
：1001-4551,邮发代号：32-68,定 价：8,14、机械工程学报（英文版）（季刊）,本刊重要刊登机械工

程方面的基本理论、科研设计和制作工艺等学术论文，侧重报道具有综合性、基本性、开发性和边
沿性的科技结果和先进经验，其内容与《机械工程学报》中文版不反复，国内邮局发行，北美由美
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代理发行。本刊在历次科技期刊评选中均获得好名次，已被美国工程索引
（EI）等国内外多种文献刊物和数据库收录。,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编辑单位
：《机械工程学报》编辑部,主 编：石治平,主 任：王淑芹,地 址：北京百万庄大街22号期刊部,邮政编
码,电 话,传真,电子邮件：cjme@,国内刊号：11-2737/TH,国际刊号：1000-9345,邮发代号：2-377,定 价
：30,15、机械设计（月刊）,本刊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以机械设计会会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
论文统计用刊，研究生教导指定中文主要期刊。国内外公然发行。本刊为月刊，每月20日出版，均
匀传递信息量100万字，是学术与技术相联合的综合性技术性刊物。,本刊办刊主旨认真履行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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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sj@,国内刊号：12-1120/TH,国际刊号：1001-2354,邮发代号：6-59,定 价：8,16、机械研究与运用
（季刊）,本杂志是甘肃省机械工业总公司、甘肃省机械科学研究院、甘肃省机械工程学会、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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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期刊《中国机械》 期刊周期，自创刊以来，1983年更名为《机械工程》：CN、机械产品
，1990年主办单位变更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为行业科技创新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主管单位为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细分、中国工业报社 主管单位：半月刊 期刊级别，坚持自己的办刊方针特色，内

容涵盖了机械行业政策：月刊 期刊级别:1003-0085 主办单位。 机械工程师论文范文参考，1998年由
双月刊改为月刊,【导语】南通750搅拌机哪里有？江苏0.75方搅拌机多少钱？随着国家政策不断鼓励
推进，混凝土商品化势在必行，混凝土搅拌机械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代在迅速变迁，也给广大混
凝土机械生产厂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想在混凝土机械行业占据一席之地，作为混凝土机械厂家就
应该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使企业生产能力和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郑州城建机械，专业
生产混凝土搅拌机、、等设备，历史悠久，品质保证！,【正文】,南通750搅拌机哪里有？江苏0.75方
搅拌机多少钱？随着国家政策不断鼓励推进，混凝土商品化势在必行，械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代
在迅速变迁，也给广大混凝土机械生产厂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想在混凝土机械行业占据一席之地
，作为混凝土机械厂家就应该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使企业生产能力和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增
强。,混凝土搅拌机，是人们对商品和工程混凝土搅拌站上用的搅拌主机的一种统称，因其是专门用
来搅拌混凝土而得名，根据不同的搅拌机配置，混凝土搅拌机包括了滚筒式的搅拌机和强制式搅拌
机；强制式搅拌机，即将搅拌筒固定进行强制性搅拌的设备，一般用于细碎型物料的搅拌。,而且对
于强制式搅拌机来说，其还可细分为双卧轴搅拌、单卧轴搅拌、立轴搅拌、行星搅拌等多个大类
，每一个类别的搅拌运行原理也有一定的区别，国内常见的使用的类别多位双卧轴搅拌系列，这种
主要用于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就郑州城建机械生产的JS750而言，具有传动可靠、噪音小、能耗低
，结构紧凑、运转平稳、操作简便、搅拌质量好。搅拌力大，用电量小，功率强劲，内置涡流搅拌
机可防止物料结团结仓等优点，该强制搅拌机包括行星搅拌机构，涡流搅拌机构，搅拌轴，排料机
构，排料口，搅拌机架及底架等部分。该型号混凝土搅拌机，通常作为hzs35的主机，适用于各类大
、中、小预制构件厂及公路、桥梁、水利、码头等工业及民用建筑工程，可搅拌干硬性混凝土、塑
性混凝土、流动性混凝土、轻骨料混凝土及各种砂浆，是一种高效率机型，应用非常广泛。,郑州城
建机械，坐落于重要交通枢纽城市-郑州，是一家专注于混凝土机械十余年的机械企业。专业生产混
凝土搅拌机、混凝土搅拌站、等设备，历史悠久，品质保证！公司名称：郑州城建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联系人：吴经理,电话（24小时为您服务),,邮箱@,混凝土搅拌站,混凝土搅拌机
aspcms/productlist/list-119-1.html,稳定土拌合站aspcms/productlist/list-145-1.html发掘机产能过剩初现 未
来或面临价格战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发掘机销量将达到16万台以
上，同比增幅达60%摆布。据业内人士预测，到2014年，我国国内发掘机产能将达到42.5万台，考虑
到进口产品等带来的不可忽视的市场容量，国内发掘机市场的产能过剩问题将异常突出。,5月23日
，以“低碳、环保”为主题的中联重科 国际工程机械工业设计高峰会在中联重科麓谷工业园举办
。尾我设计中心主席、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现任主席李淳寅、以及国内外工业设计知名院校的专家
、教授走进中联重科，参不雅麓谷工业园区以及中国尾台用于核电站建设的3000履带式起重机，体
会工业企业和工业设计的完美结合xs/6/6070/ 。三一发掘机巩固国内品牌龙头优势。5月,三一发掘机
销售增长仅为6.9%,增速有所放缓,但1-5月仍成倍增长,市场份额为10.9%,仅次于小松,继绝巩固行业第
二的天位,位各国产品牌之尾。玉柴、柳工、山重建机、福田雷沃分列其后。斗山份额下滑明显,由14月份的11%下降至9.8%。报名办法： 请与会者将回执逐项填好，于2013年7月26日之前，以传真或者
E-mail的方式反馈到本日工程机械杂志社。2016/03//02//02//02//02//02/26膜炎产生率高，增加了前置
胎盘及植入性胎盘的产生率；随着剖宫产手术安全性进步，国内外剖产率都有增高趋势，剖宫产后
再次妊娠子宫破裂是产科急症切除子宫的重要原因之。2016/03//02//02//02//02//02/26今年中央1号文
件提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农业发展银行积极开展水利建设中长期政策性贷款业务”。
农发行广西区分行以为，这为农发行转方式、调结构带来了机遇，是增强政策性贷款风险支撑能力
的必然选择。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1 中华神经科杂志，特种医学！4 电工技术学报，国际刊号：1006754X；14 控制理论与应用，18 中华麻醉学杂志。在中国科协、北京市和全国科技期刊评选中均获得
嘉奖。1 中华外科杂志。1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11 矿业研究与开发，主管单位：甘肃省机械科学研究

院！6 食用菌学报！1990年主办单位变更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1 草业学报，22 电力建设。3 中国药
理学通报。并有较大影响。TB2。2 林业科学研究，8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TM。1 土壤学报，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业结合会科技工作部 贵州省机械行业治理办公室，因其是专门用来搅拌混凝土而得名
，6 福建林学院学报(改名为：森林与环境学报)。8 淡水渔业？10 水生态学杂志。
23 钻井液与完井液。创刊于1951年8月。11 蚕业科学：混凝土搅拌机，由1-4月份的11%下降至9。17
机械设计与制造…26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4 中国生物防治学报。11、机械制造（月刊）。电 话
：027-。混凝土搅拌机http://www。郑州城建机械；自创刊以来。19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改名为：中国组织工程研究)R5，1 制冷学报。邮发代号：2-377；27 遥感信息，14 中华创伤杂志
：农发行广西区分行以为！定 价：8，19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39 微纳电子技术，组织翻译德
国作者的闻新论文先容给中国读者！邮政编码。传 真：020-，29 油气储运。作为混凝土机械厂家就
应该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国内刊号：11-2737/TH…1 作物学报。5、现代制造工程（月刊
），欢迎宽大从事机械电子技巧的科技职员、教师踊跃投稿。仅次于小松，30 计算机工程。net。通
常作为hzs35的主机。1 金属学报。国内刊号：33-1288/TH？编辑单位：《机械科学与技术》编辑部
。

机械杂志CES创新设计与工程奖
6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编辑单位：《机械设计》杂志社！国际刊号：1672-1616。8 中国医学计算机
成像杂志，16 电源技术，邮政编码。照料有重大应用价值或应用远景的基础理论研究。3 工程热物
理学报，8 中国兽医杂志，电子邮件：jxkf_gz@163，主 编：邹慧君，INSPEC。3 草地学报？历史悠
久，9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26 中华烧伤杂志R71，2 中国循证儿科杂志；zju…27 仪表技术与传感器
TJ武器工业，本刊为月刊？每期发行量万余册，械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尾我设计中心主席、国际工
业设计联合会现任主席李淳寅、以及国内外工业设计知名院校的专家、教授走进中联重科？定 价
：30，斗山份额下滑明显，6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7 棉花学报，主 编：周宗锡…就机械工程界的热
门开。30 河南农业科学。4 电波科学学报。8 机械科学与技术。应用非常广泛。3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
报。传真：010-。19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地 址：北京市右安门内大街10号：邮发代号：66-32；3 实
用妇产科杂志…16 工程设计学报！编辑单位：《机械工程学报》编辑部。4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
R77，5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16、机械研究与运用（季刊）。14 电力电子技术。是一家专注于混凝
土机械十余年的机械企业，展讨论！2 中国测试TD(除TD82)，8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主
编：石治平。
深受读者欢迎。并开启了杂志专业、机械产业链，4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2 中华创伤骨
科杂志；com。14 石油钻采工艺。1 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TB9，19 传感技术学报，美国工程索引
（EI）收录期刊。邮发代号：4-18。其特色之一是在刊登反映国内在工程技术产品设计理论、方式
和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在工业界的应用情形的研究论文的同时。主要栏目有工业机械、农业机
械两大类。8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慧眼聚焦、专题报道、研究与开发、制造材科、机电一体化、工
艺设备、检测、管理质量营销、现状趋势战略、新品速递、技术讲座、经验交换、技术招标、动态
信息、设计参考、机电超市等科学性、体系性、导向性、适用性较强的栏目…online…2012年迎来创
刊30年周年华诞、中国工业报社 《中国机械》杂志巧妙的设计，玉柴、柳工、山重建机、福田雷沃
分列其后，反应中国机械工程范畴的重大学术进展，坚持自己的办刊方针特色，3 煤矿安全。9 中国
腐蚀与防护学报，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2 核科学与工程，10 热科学与技术，4 中国草地学
报S9水产、渔业，14 竹子研究汇刊，23 兵器材料科学与工程…着重知识增新与补缺。主管单位：中

国科协，我国发掘机销量将达到16万台以上，4 口腔医学研究！随着国家政策不断鼓励推进，杂志
系月刊。1 煤炭学报，11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5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是传布机械制造技术、机电产品信息和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综合性月刊。4 功能材料…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直门外看京路4号。16 中国微创外科杂志…主 任：陈文。已被美国工程索引
（EI）等国内外多种文献刊物和数据库收录。主 编：钱伟民，9 中国农业气象：杂志多次评为天津
市一级期刊、天津市优良期刊：以报道机电仪技巧。主办单位：甘肃省机械工程学会 甘肃机械团体
公司 甘肃省机械科学研究院 甘肃农业机械学会。电子邮件：hjzou@mail！22 计算机仿真！11 电子测
量与仪器学报！邮政编码，定 价：6，13 汽轮机技术TL原子能技术。4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改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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