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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会概述 

1. 主题 

新时代、新能源、新电力 

2. 简介 

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至 15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内

容包括：开幕式、主旨报告、8 项颁奖授牌仪式、6 场主题活动、11 场专题研讨会、4

组论文宣讲、3 组论文张贴、技术参观以及 2018 年电力科技创新成果展览。 

3. 组织单位 

主    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联合主办：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承    办：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首席协办：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协    办：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国网雄安金融科技集团）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支    持：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国宇出版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中国电机工程学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CSEE 

JPES）《电力系统自动化》《现代电力系统与清洁能源学报》（MPCE）《中

国电力报》《国家电网报》《中国电力》杂志中国电科院期刊中心  国网

电科院期刊中心 

4. 日程安排 

11 月 12 日 主题活动、专题活动、论文宣讲交流 

11 月 13 日 开幕式、院士专家论坛、颁奖授牌仪式、主旨报告、主题活动、

专题论坛、论文张贴交流、展览 

11 月 14 日 主题活动、专题论坛、论文张贴交流、展览 

11 月 15 日 主题活动、专题论坛、论文张贴交流、技术参观、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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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场 

国家会议中心： 2018 年会开幕式主会场、主题活动、专题活动 

               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院士专家论坛 

               2018 年度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学术建设发布会 

2018 年清洁高效发电技术协作网年会 

               部分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和工作会议 

                   

6. 年会资料信息 

www.csee.org.cn/csee2018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微信号 

敬请关注学会微信或登录年会网站获得会议资料。 

 
注： 终日程以会议当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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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会日程总安排 

时间：11 月 11 日-15 日                            主会场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11 月 11 日 

（星期日） 
14:00-18:00 代表注册 一层 C1 区大堂 

10:00-20:00 代表注册 一层 C1 区大堂 

专题活动 4：2018 年电动汽车与电网

互动及多网融合专题研讨会 
三层 308 会议室 

08:45-18:00 
专题活动 8：2018 年核能发电技术专

题研讨会 
三层 311B 会议室

主题活动 4：第一届两岸四地电机工程

学术研讨会 
三层 310 会议室 

专题活动 1：2018 年储能泛在技术专

题研讨会 
三层 302 会议室 

专题活动 2：2018 年能源系统优化专

题研讨会 
三层 306B 会议室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13:45-18:00 

论文宣讲交流：PE1-PE4 
三层 301A、  

301B、303A、
303B 会议室 

08:00-08:45 大会代表签到入场  

09:00-10:00 
开幕式 

特邀嘉宾讲话致辞、颁奖授牌仪式 

10:00-11:50 主旨报告  

四层大会堂 B 段 

11:50-17:00 2018 年电力科技创新成果展览 四层大会堂 A 段 

主题活动 1：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

会院士专家论坛 
四层大会堂 B 段 

11 月 13 日 

（星期二） 

14:00-17:30 
专题活动 9：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

会燃气轮机发电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三层 308 会议室 

主题活动 3：2018 年清洁高效发电技

术协作网年会 
三层 309 会议室 

专题活动 3：2018 年新一代电力系统

中的继电保护与稳定控制专题研讨会 
三层311A会议室

11 月 14 日 

（星期三） 

08:45-18:00 

专题活动 9：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

会燃气轮机发电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三层 308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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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主题活动 2：2018 年度中国电机工程学

会学术建设发布会 
四层报告厅 

专题活动 10：2018 年人工智能技术专

题研讨会 
三层 311B 会议室13:45-18:00 

专题活动 11： 2018 年能源互联网专

题研讨会 
三层 310 会议室 

09:30-10:30 
工作会议：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互

联网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三层 310 会议室 

10:30-12:00 
工作会议：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互

联网专业委员会一届一次会议（闭门）
二层 210 会议室 

09:00-12:00 
工作会议：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分布式及

智能配电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闭门） 
二层 208 会议室 

10:00-12:00 
工作会议：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人工智

能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闭门） 
三层 311B 会议室

主题活动 5：2018 年国际大电网会议专

题报告会 
三层 310 会议室 

专题活动 5：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上午主会场 

三层 308 会议室

下午分会场 

二层 206A、206B、

207、215 会议室 

专题活动 6：2018 年全国智慧用能与

节能技术发展论坛 
三层 311A 会议室

08:45-18:00 

专题活动 7：2018 年综合能源技术及

发展专题研讨会 
三层 311B 会议室

13:45-18:00 
主题活动 6：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

会女工程师论坛 
三层 309A 会议室

11 月 15 日

（星期四） 

13:30-18:00 技术参观 一层 C1 区集合

11 月 14 日– 

15 日 
09:00-17:00 2018 年电力科技创新成果展览 四层大会堂 A 段

11 月 13 日- 

15 日  
09:00-17:30 论文张贴交流：PS1-PS3 三层会议室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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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幕式、颁奖授牌仪式和主旨报告议程 

时间：11 月 13 日（星期二）08:00-12: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四层大会堂 B 段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时  间 内  容 

08:00-08:45 嘉宾代表入场 

主持人：谢明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米树华，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09:00-09:10 会议开始，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09:10-09:30 

开幕式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 郑宝森 致辞 

领导讲话 

韩国电气学会会长 李兴宰 致辞 

09:30-10:00 

颁奖授牌仪式 

2018 年顾毓琇电机工程奖颁奖仪式 

2018 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 

2018 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人物奖颁奖仪式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期刊突出贡献奖颁奖仪式 

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期刊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第十一届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杯全国大学生电工数学建模竞赛颁奖仪式

2018 年电力科普教育基地授牌仪式 

10:00-11:50 

主旨报告 

再电气化与新一代电力系统 

 舒印彪，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国际电工委员会主席 

实施全面创新 推动创新驱动绿色协调发展 

金耀华，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目标和进程 

周大地，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科技创新 

刘亚东，科技日报社总编辑  

11:50-12:30 代表参观 2018 年电力科技创新成果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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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题活动 

（一）主题活动 1：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院士专家论坛 

时间：11 月 13 日（星期二） 14:00-18: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四层大会堂 B 段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周孝信，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黄其励，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14:00-14:10 主持人介绍会议情况 

14:10-14:30 
创新驱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 

叶奇蓁，中国工程院院士

14:30-14:50 
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的技术发展 

丁荣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14:50-15:10 
多类电力电子装备接入电网面临的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法探讨 

罗安，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

15:10-15:30 
新能源消纳现状与前景 

张启平，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顾问

15:30-15:45 
热波/热共振传热技术 

王立秋，香港大学教授

15:45-16:00 
燃料电池发电技术进展 

许世森，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16:00-16:15 
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在电网中的应用和展望 

饶宏，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16:15-16:30 
新一代特高压交直流电网仿真平台 

汤涌，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电网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6:30-16:45 
防御交直流混联大电网连锁故障的系统保护理论与技术 

董新洲，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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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17:00 
变压器主动保护的研究与思考 

郑玉平，南瑞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17:00-17:15 
光热发电在我国能源转型中的作用和发展前景 

孙锐，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

17:15-17:30 
新能源发电特性及并网运行的研究与实践 

王伟胜，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17:30-17:45 
变压器带电灭火技术 

陆佳政，电网输变电设备国家防灾减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7:45-18:00 会议总结 

（二）主题活动 2：2018 年度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学术建设发布会 

时间：11 月 14 日（星期三）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四层报告厅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陈小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14:00-14:05 会议开始，介绍与会嘉宾 

14:05-14:15 
会议致辞 

谢明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14:15-14:25 

《CSEE 专业发展报告（2017-2018）》和《CSEE 专题技术报告（2018）》

发布揭幕 

郑宝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  

周孝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 

14:25-14:45 
学会系列学术报告的进展与价值提升 

梁曦东，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

专业发展报告 

14:45-15:00 
电力系统专业发展报告 

马士聪，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系统前瞻技术室副主任

15:00-15:15 
水电建设专业发展报告 

袁建新，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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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30 
水电设备专业发展报告 

陆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机电研究所所长

15:30-15:45 
电力行业环境保护专业发展报告 

王圣，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专题技术报告 

15:45-16:00 
配电网触电保护技术专题技术报告 

李天友，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安全总监

16:00-16:15 
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技术专题技术报告 

王伟胜，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16:15-16:30 
园区能源互联网保护控制核心技术专题技术报告 

郑德化，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兼微网事业部总经理

16:30-16:45 
核电机组蒸汽发生器沉积物及其管理研究专题技术报告 

赵清森，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性能试验主任工程师

16:45-17:30 记者提问，交流互动 

（三）主题活动 3：2018 年清洁高效发电技术协作网年会 

时间：11 月 14 日（星期三）09:00-17:4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9 会议室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大唐环境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谢明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09:00-09:05 会议开始，介绍参会嘉宾 

领导致辞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 郑宝森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金耀华 
09:05-09:30 

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主持人：吕庭彦，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09:30-10:00 
能源转型支撑高质量发展 

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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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30 
清洁能源的发展之路 

黄其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顾问

10:30-10:40 茶歇 

10:40-11:00 
储能在发电企业的应用 

赵贺，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主任

11:00-11:20 
燃煤与生物质耦合发电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孙锐，协作网技术委员会主任、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

11:20-11:40 

煤电机组烟气 Hg 和 SO3 协同脱除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郭婷婷，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火力发电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11:40-12:00 
热电解耦与新型凝抽背供热技术 

常浩，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主持人：赵毅，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环保部主任 

14:00-14:20 
超高参数燃煤发电新技术应用 

杨俊波，国家电投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14:20-14:40 
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应对策略 

吴炬，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主任工程师

14:40-15:00 
火电厂节能改造新技术 

杨寿敏，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15:00-15:20 
100%燃用新疆准东煤 660MW 超临界塔式锅炉研制及运行业绩 

张建文，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

15:20-15:40 
燃气轮机及联合循环在灵活性方面的研究 

张栋芳，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15:40-15:50 茶歇 

15:50-16:10 
光热发电设备的开发 

张晓东，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

16:10-16:30 

海上风力发电的关键技术及机组研发 

褚景春，国电科技环保集团副总经理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16:30-16:50 
网源一体化智能供热技术研究与应用 

郑立军，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供热技术部主任

16:50-17:10 
数字化转型-打造卓越运行 

袁俊，华润电力技术研究院大数据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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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侯君达，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与信息化部副主任 

会议总结 

孙锐，协作网技术委员会主任、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

协作网会旗交接仪式 17:10-17:40 

下届联合主办单位致辞 

（四）主题活动 4：第一届两岸四地电机工程学术研讨会 

时间：11 月 12 日（星期一） 14:00-18: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0 会议室 

主题：清洁能源与绿色发展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共同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台湾地区）、香港工程师学会、澳门机电工程师学会 

台湾智能型电网产业协会、台湾汽电共生协会 

协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新能源并网与运行专业委员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热电 

专业委员会、福建省电机工程学会、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谢明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14:00-14:05 会议开始，介绍与会嘉宾 

会议欢迎辞 

郑宝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

14:05-14:35 

会议致辞 

钟炳利，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台湾地区）理事长

陈福祥，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

邝伟文，澳门机电工程学会会长

林法正，台湾智慧型电网产业协会名誉理事长

张明杰，台湾汽电共生协会理事长

主持人：陈小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14:35-15:00 
KS1：对两岸四地绿色能源转型的思考 

        黄其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顾问

15:00-15:20 
KS2：台湾用电节能与需量反应措施 

杨金石，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台湾地区）理事兼海峡两岸电机学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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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大电力研究试验中心总经理

15:20-15:40 
KS3：台湾微电网技术之发展现状 

林法正，国立中央大学电机工程学系讲座教授

15:40-16:00 
KS4：实现有效用电需求管理-香港智能计量基础设施的发展 

        何兆光，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系统运行总监

16:00-16:15 茶歇 

16:15-16:35 

KS5：微网营运商整合调控住、商、办、厂馈线内用户之分布式电源所

依据的互操作性标准（使用案例） 

      陈士麟，台湾智慧型电网产业协会副理事长

16:35-16:55 
KS6：香港电灯有限公司绿色建筑项目历程 

        梁瀞文，香港电灯有限公司项目工程师

16:55-17:15 
KS7：绿色煤电技术研发与示范 

     许世森，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17:15-17:35 
KS8：清洁能源在澳门的应用现况及效益 

何小敏，澳门机电工程师学会能源管理及智慧城市工作小组主任

17:35-17:55 
KS9：混烧废轮胎发电之洁净排放改善技术 

张志伟，台湾汽电共生（股）公司副厂长

（五）主题活动 5：2018 年国际大电网会议专题报告会 

时间：11 月 15 日（星期四） 09:00-17:5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0 会议室  

主办：CIGRE 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赵建军，CIGRE 中国国家委员会 

09:00-09:05 会议开始，介绍与会嘉宾 

09:05-09:15 
参加 CIGRE2018 大会情况报告 

赵建军，CIGRE 中国国家委员会

09:15-09:40 
A1：大电机领域新进展 

孙玉田，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副总设计师

09:40-10:05 
A2：变压器技术发展 

李博，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主任

10:05-10:30 
A3：高压设备专业委员会技术发展动态 

李鹏，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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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45 茶歇 

10:45-11:10 
B1：绝缘电缆专业委员会技术内容介绍 

刘英，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

11:10-11:35 
B2：架空线路技术研究 

吴广宁，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11:35-12:00 
B3：变电站的设计与运维管理 

范建斌，国家电网公司国际部副主任

13:30-13:55 
B4：HVDC 与电力电子技术发展 

李岩，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

13:55-14:20 
B5：保护和自动控制专业委员会技术内容报告 

李力、文继峰，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所长、研发经理

14:20-14:45 
C1：电力系统发展及其经济性专业委员会交流介绍 

张艳，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副经理

14:45-15:10 
C2：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技术交流情况介绍 

贺静波，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处长

15:10-15:35 
C3：电力系统环境相关技术的新研究 

庄池杰，清华大学副教授

15:35-15:50 茶歇 

15:50-16:15 
C4：电力系统技术的新研究 

何金良，清华大学教授

16:15-16:40 
C6：配电系统与分布式发电的新研究 

马钊，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千人专家

16:40-17:05 
D1：材料与新测试技术交流报告 

梁曦东，清华大学教授

17:05-17:30 
D2：信息系统和通信技术情况报告 

高昆仑，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主任

17:30-17:50 提问、讨论、会议结束 

（六）主题活动 6：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女工程师论坛 

时间：11 月 15 日（星期四）13:3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9A 会议室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详细议程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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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题活动 

（一）专题活动 1：2018 年储能泛在技术专题研讨会 

时间：11 月 12 日 (星期一)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2 会议室 

主题：电力储能，存储未来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储能专业委员会 

承办：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协办：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源与储能运行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CSEE

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CSEE 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 Systems）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来小康，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专家，电力储能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14:00-14:15 
嘉宾致辞 

周孝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

14:15-14:40 
电池储能系统应用展望 

张子峰，比亚迪电力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14:40-15:05 
钠系电池的设计与技术分析 

温兆银，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院中心主任

15:05-15:30 
南方电网区域电力储能应用现状及前景分析 

赵伟，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所长

15:30-15:55 
固体储热技术现状及挑战 

徐桂芝，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副所长

15:55-16:20 
锂离子电池回收与资源化再生关键技术 

李丽，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16:20-16:45 
锂离子电池安全性评价 

王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试验所副总工程师

16:45-17:10 

电力储能系统监控与控制技术进展与发展趋势 

李相俊，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储能与电工新技术研究所、

储能系统集成于配置技术研究室教授级高工

17:10-17:30 
储能技术在电厂辅助调频中的应用 

瞿萍，国电南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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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题活动 2：2018 年能源系统优化专题研讨会 

（三）专题活动 3：2018 年新一代电力系统中的继电保护与稳定控制专题研讨会 

时间：11 月 14 日（星期三） 09:00-17:15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A 会议室 

主题：电力电子设备应用及与保护和控制协调配合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继电保护专业委员会 

承办：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时间：11 月 12 日 (星期一)  14: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6B 会议室 

主题：能源系统优化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系统专业委员会 

承办：华北电力大学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张粒子，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能源系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14:00-14:05 会议开始，介绍与会嘉宾 

14:05-14:45 

能源（电力）系统优化与战略规划决策制定 

杨玉峰，亚洲开发银行能源政策专家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葛量洪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14:45-14:55 互动交流 

14:55-15:35 
电力系统优化与电力市场 

谢开，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书记、副主任

15:35-15:45 互动交流 

15:45-16:00 茶歇 

16:00-16:30 
新能源消纳策略研究与实践 

王多，甘肃省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16:30-16:35 互动交流 

16:35-16:50 
信息-物理-社会系统概念下的能源转型问题研究 

赖业宁，南瑞集团电网安全稳定控制技术分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16:50-16:55 互动交流 

16:55-17:00 会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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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李力，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继电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9:00-09:30 
就地化保护装置试运行情况分析 

王德林，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继电保护处处长

09:30-10:00 
断路器失灵保护优化综述 

丁晓兵，中国南方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继电保护处处长

10:00-10:30 
电力监控领域网络安全发展与实践 

陶洪铸，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网络安全处处长

10:30-10:45 茶歇 

10:45-11:15 
智能电网继电保护的功能及构成模式 

 王增平，华北电力大学副校长

11:15-11:45 
交直流混合电网继电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宋国兵，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1:45-12:15 
交直流混联受端电网继电保护整定计算研究 

李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继电保护处处长

14:00-14:30 
柔性直流电网保护与故障穿越控制匹配协调 

李斌，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4:30-15:00 
直流配网保护技术及其工程应用  

李瑞生，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15:00-15:30 
次同步谐振/振荡的抑制与保护技术及其应用 

秦红霞，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

15:30-15:45 茶歇 

15:45-16:15 
基于故障分析的大机组保护设计与整定 

桂林，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副研究员

16:15-16:45 
继电保护状态评估技术研究及应用 

杨国生，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继电保护研究所所长助理

16:45-17:15 
保护用电力互感器工程应用问题分析  

冯宇，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电压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

17:15-17:30 会议总结 

（四）专题活动 4：2018 年电动汽车与电网互动及多网融合专题研讨会 

时间：11 月 12 日（星期一） 09:00-16:4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8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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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共建车网互动体系、共促多网融合发展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工数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江苏省智能电网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陈中，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 

09:00-09:15 嘉宾致辞 

09:15-09:45 
面向未来服务的车桩网智慧能源服务系统 

朱金大，南瑞研究院院长

09:45-10:15 
V2G 发展思考、顶层设计及未来展望 

黄学良，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10:15-10:45 
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共享，全面推进新能源汽车行业创新生态建设 

原诚寅，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总经理

11:00-11:30 
面向电动汽车与电网互动的智慧能源服务系统建设 

秦俭，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科技中心经理

11:30-12:00 
电动汽车作为灵活资源的评估与调控技术 

胡泽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力系统研究所副教授

13:00-13:30 
我国电动汽车与电网互动标准化体系思考 

刘永东，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副主任

13:30-14:00 
“粤易充”建设及与电网互动设想和实践 

赵伟，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所长

14:00-14:30 
充电网与微电网的双向融合 

于德翔，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4:30-15:00 
法国电动汽车产业及技术发展 

牛鑫严，法国电力集团研究院中国研发中心主任

15:15-15:45 
电动汽车快充系统安全简析与探讨 

艾凤杰，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

15:45-16:15 
负荷侧虚拟同步机技术在电动汽车与电网互动中的应用 

严胜，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科技部处长

16:15-16:35 
电动汽车有序充电技术及应用试点 

张浩，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电技术分公司副总经理

16:35-16:40 会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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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题活动 5：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时间：11 月 15 日（星期四）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8（主会场） 

二层 206A、二层 206B、二层 207、二层 215 会议室（分会场） 

主题：互动电网，绿色能源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委员会 

承办：南瑞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作媒体：《电力系统自动化》、《电网技术》杂志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张官元，电力系统自动化专委会秘书长 

09:00-09:20 嘉宾致辞 

09:20-10:00 
新一代调度控制系统总体设计 

杨胜春，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力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

10:00-10:40 
人工智能在电网调度中的应用探索 

闪鑫，南瑞研究院高级应用软件研发部经理

10:40-11:20 
主动配电网运行调度与分布式集群控制 

吴文传，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

11:20-12:00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与关键技术 

孙宏斌，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

电网调度自动化技术交流研讨会 206A 会议室 

厂站自动化技术交流研讨会 206B 会议室 

配用电管理自动化技术交流研讨会 207 会议室 
14:00-17:00 

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技术交流研讨会 215 会议室 

（六）专题活动 6：2018 年全国智慧用能与节能技术发展论坛 

时间：11 月 15 日（星期四）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A 会议室 

主题：智慧用能与再电气化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智能用能与节能专业委员会 

承办：江苏联宏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

南瑞集团南瑞研究院 

时  间 内  容 



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 

 
 

- 18 -

主持人：单葆国，智慧用能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09:00-09:05 会议开幕，介绍与会嘉宾 

09:05-09:40 

嘉宾致辞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郭伟，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巡视员

张运洲，智慧用能与节能专委会主任委员

吴宝财，江苏联宏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09:40-10:00 
电气化水平国际比较 

张运洲，国网能源研究院院长

10:00-10:25 

德国智慧能源发展及试点项目介绍 

Maximilian Ryssel，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中德能源合作伙伴

项目项目经理

10:25-10:45 
非侵入式负荷监测技术及应用 

栾文鹏，中央“千人计划”国家级特聘专家

10:45-11:00 茶歇 

11:00-11:20 
智慧配用电技术与应用实践 

吴宝财，江苏联宏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1:20-11:40 
清洁取暖工作概况及电能替代技术应用 

徐伟，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环境与节能研究院院长

11:40-12:00 
配电网物联网技术 

吕军，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运检部处长

14:00-14:20 
智慧能源互联网技术下的大能源体系实践 

周捷，南瑞集团南瑞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

14:20-14:40 
综合能源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张爱芳，国网电科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能源技术中心总经理

14:40-15:00 
综合能源服务管理平台 

王宇，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能效测评有限公司总经理

15:00-15:20 
苏州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建设试点项目实施和经验 

李玉琦，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中国项目总工程师

15:20-15:40 
美国电气化进程及实践 

陆一川，美国能源基金会清洁电力项目主任

15:40-16:00 
多能互补清洁供热实践 

刘安全，北京瑞特爱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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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20 
电动汽车与车联网实践 

张宝平，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投资与战略发展部高级主管

16:20-16:40 
充电网、车联网、互联网“三网融合“ 

陈忠强，青岛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16:40-17:00 会议总结 

（七）专题活动 7：2018 年综合能源技术及发展专题研讨会 

时间：11 月 15 日（星期四） 09: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B 会议室 

主题：综合能源技术——中国能源革命的必经之路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分布式发电及智能配电专业委员会 

承办：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支持：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南瑞集团公司、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瓦特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媒体：《电力建设》杂志社、《分布式能源》期刊 

时  间 内  容 

上午会议主持人：袁智勇，南网科研院智能电网研究所副所长 

下午会议主持人：杨卫红，国网经研院配电网规划设计中心副主任 

09:00-09:10 嘉宾致辞 

09:1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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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育权，广州供电局副总经理

09:50-10:30 
基于热电解耦的风电消纳技术研究 

闵勇，清华大学教授

10:30-10:40 茶歇 

10:40-11:20 
综合能源业务探索与实践 

陈庆前，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11:20-12:00 
能源互联网及微电网国际前沿技术及应用 

郑德化，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兼微网事业部总经理

14:00-14:40 
能源互联网研究进展及多能源市场体系架构 

别朝红，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14:40-15:20 
智能微电网并网运行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袁智勇，南网科研院智能电网研究所副所长

15:20-16:00 
“互联网+”综合能源管控与服务的研究实践 

杨志宏，南瑞集团南瑞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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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40 
主动配电网关键技术及示范应用 

李庆生，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网规划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

16:40-17:20 
支撑创新服务的综合能源关键技术研究 

王子驰，平高集团技术中心副主任/唐诚，北京平高清大公司技术总监

17:20-17:30 会议总结 

（八）专题活动 8：2018 年核能发电技术专题研讨会 

时间：11 月 12 日（星期一） 09: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B 会议室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核能发电分会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汪映荣，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核能发电分会秘书长 

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09:00-09:05 会议开幕，介绍与会嘉宾 

09:05-10:30 

嘉宾致辞 

钱智民，国家电投集团公司董事长

郑宝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

王寿君，中国核学会理事长

张延克，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秘书长

10:30-10:40 茶歇 

10:40-11:40 
2018 年核能发电分会工作报告 

丁中智，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核能发电分会主任委员

11:40-12:00 
审议核能发电分会关于吸纳新会员单位的报告 

凌全佩，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核能发电分会副秘书长

13:30-15:00 

创新驱动  安全高效发展核电 

叶奇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核能发电分会

荣誉主任委员

15:00-16:30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下能源转型与核能发展 

何建坤，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16:30-17:30 
核电与法国能源政策 

宋旭丹，法国电力公司中国执行副总裁

17:30             乘车返回元辰鑫酒店用餐（23 层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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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题活动 9：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燃气轮机发电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时间：11 月 13 日（星期二） 14:00-17:40 

11 月 14 日（星期三）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8 会议室 

主题：构建能源发展新模式，提高天然气发电综合利用效率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燃气轮机发电专业委员会、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全国燃气机组技术交流协作会 

11 月 13 日（星期二）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马迎辉，燃气轮机发电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14:00-14:20 嘉宾致辞 

14:00-15:00 
一种新颖舰船全燃动力装置 

闻雪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第七〇三研究所型号总师

15:00-15:40 
我国电力市场建设进展与展望 

陈涛，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

15:40-16:20 
把天然气培植为重要能源之一 

韩景宽，中国石油规划总院院长

16:20-16:40 茶歇，代表合影 

16:40-17:20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投资经济性分析 

李先瑞，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教授

17:20-17:40 
2017 年度燃气机组能效指标发布 

盛建华，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秘书长

 

11 月 14 日（星期三）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崔剑仇，燃气轮机发电专业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委员 

09:00-09:20 
上海电气燃气轮机产品技术——发展与创新 

虎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9:20-09:35 
燃气联合循环机组部分负荷提效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 

郝洪亮，国电科学研究院燃气轮机研究所总工程师

09:35-09:50 
燃气轮机蒸汽回注 STIG 在分布式热电冷三联供系统中的应用 

刘惠明，福建晋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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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10:05 
基于天然气热值的 F 级燃气轮机燃烧动态控制功能开发及应用 

秦晏旻，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10:05-10:20 
M701F3 型燃气轮机改进燃烧筒优化燃烧浅 

李锦峰，深圳广前电力有限公司主任

10:20-10:30 茶歇 

10:30-10:50 
唐纳森 TurboTek HEPA 滤芯技术介绍及燃气轮机电厂应用 

曹路希，唐纳森（中国）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10:50-11:05 
GT13E2 燃气轮机燃烧室缸体裂纹修复 

韩永兴，深圳南天电力有限公司

11:05-11:20 
燃气轮机进气抽气加热系统 IBH 性能优化分析研究 

赖晓华，珠海市钰海电力有限公司

11:20-11:35 
城市热电中心能源梯级利用提升供热能力和灵活性探讨 

张尧，北京京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35-11:50 
S109FA 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冷态启动中的 NOx 排放控制 

唐寅，华能金陵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14:00-14:15 
天然气组分变化对 M701F3 型燃气轮机燃烧工况的影响和处理 

苏依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厂

14:15-14:30 
黑启动在 9E 燃气轮机发电厂的实施简介 

王成平，珠海深能洪湾电力有限公司

14:30-14:45 
M701F4 燃气轮机透平冷却空气（TCA）冷却器给水系统的优化设计 

季划，东方菱日锅炉有限公司

14:45-15:00 
新建电厂燃气轮机低氮燃烧系统配置研究 

吴海华，深圳钰湖电力有限公司

15:00-15:15 
9E 燃气轮机几起零起升速失败的分析与探讨 

卞成才，苏州工业园区蓝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15:15-15:30 茶歇 

15:30-15:45 
9FA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供热改造研究 

郑孝卿，江苏华电公司望亭发电有限公司

15:45-16:00 
离线水洗在线判断程序开发及 佳水洗周期研究 

马文德，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

16:00-16:15 
某 9FA 燃气轮机启动升速异常原因分析与处理 

潘勇进，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

16:15-16:30 
联合循环电厂运行分析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黄纪新，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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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00 

会议总结及颁奖 

颁发《燃气轮机发电技术》2017-2018 年度优秀组织单位及优秀作者

奖 

颁发本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十）专题活动 10：2018 年人工智能技术专题研讨会 

时间：11 月 14 日（星期三） 14: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B 会议室 

主题：以数据为驱动 让电力更智能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 

承办：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蒲天骄，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14:00-14:30 
人工智能在能源互联网的应用                      

王继业，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4:30-15:00 
人工智能在客服领域应用与创新 

吴杏平，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董事长

15:00-15:30 
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电力视频图像智能分析 

高昆仑，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所长

15:30-15:45 茶歇 

15:45-16:15 
人工智能在发电中的应用 

丁涛，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息管理部总经理

16:15-16:45 
知识工程及领域知识图谱的构建 

李涓子，清华大学教授

16:45-17:00 研讨交流 

（十一）专题 11：2018 年能源互联网专题研讨会 

时间：11 月 14 日 （星期三） 14: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0 会议室 

主题：构建互联共享的未来能源世界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 

承办：清华大学、国网信通产业集团 

时  间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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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鲁宗相，清华大学教授、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14:00-14:05 会议开始 

14:05-14:35 
柔性输配电技术研发进展 

陈维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电网公司副总工程师

14:40-15:00 

能源互联网的再思考：使命与技术形态 

孙宏斌，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IEEE Fellow

15:05-15:25 
思极能助力能源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 

陈文康，国网信通产业集团思极位置公司副总经理

15:30-15:40 茶歇 

15:40-16:00 
工业互联网的实践与思考 

朱卫列，中国华能集团首席信息师

16:00-16:20 
南方电网在能源互联网的实践与展望 

饶宏，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董事长

16:25-16:45 
能源交通融合发展关键技术 

贾利民，国家能源交通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16:50-17:00 
会议总结 

李强，国网信通产业集团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六、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一）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时间：11 月 14 日（星期三） 09:00-10: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0 会议室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 

承办：清华大学、国网信通产业集团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孙宏斌，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IEEE Fellow 

09:00-09:30 参会嘉宾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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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09:35 会议开始，介绍与会嘉宾 

09:35-09:40 宣读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成立文件 

09:40-09:45 
政府部门领导致辞 

梁建勇，国家能源局信息中心主任

09:45-09:50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领导致辞 

郑宝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

09:50-09:55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 

09:55-10:00 
颁发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顾问、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副秘书长聘书 

10:00-10:10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讲话 

陈维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电网公司副总工程师

10:10-10:30 
参观 2018 年电力科技创新成果展览 

四层大会堂 A 段

（二）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一届一次会议（闭门） 

时间：11 月 14 日（星期三）10:30-12: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二层 210 会议室 

主题：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一届一次会议 

主办：清华大学、国网信通产业集团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鲁宗相，清华大学教授、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10:30-10:50 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成员介绍 

10:50-11:05 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委员代表发言 

11:05-12:00 讨论能源互联网专业委员会重点工作计划 

 

（三）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分布式及智能配电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闭门） 

时间：11 月 14 日 （星期三） 09:30-12: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二层 208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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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分布式发电及智能配电专业委员会 

承办：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雷金勇，分布式发电及智能配电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09:30-09:40 委员入场 

09:40-09:50 
介绍参会嘉宾 

雷金勇，分布式发电及智能配电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09:50-10:00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讲话 

刘开俊，分布式发电及智能配电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0:00-10:20 
专业委员会年度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 

宋毅，分布式发电及智能配电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10:20-10:30 全体委员合影 

10:30-10:50 茶歇 

10:50-11:50 交流讨论，安排下一步工作 

11:50-12:00 
会议总结 

李鹏，分布式发电及智能配电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四）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闭门） 

时间：11 月 14 日（星期三） 10:00-12: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B 会议室 

主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 

承办：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王继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0:00-10:10 
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筹备组建工作汇报 

蒲天骄，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10:10-10:15 宣读专业委员会成立批复文件 

10:15-10:35 
学会领导讲话、颁发委员聘书 

郑宝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

10:35-10:45 
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发言 

孙正运，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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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0:55 

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单位领导发言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10:55-11:10 茶歇 

11:10-12:00 讨论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相关文件、工作计划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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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宣讲及张贴交流 

（一）信息一览表 

1. 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年会论文宣讲电网 1 组 PE1 三层 301A 会议室 

年会论文宣讲电网 2 组 PE2 三层 301B 会议室 

年会论文宣讲发电组 PE3 三层 303A 会议室 

11 月 12 日

14:00-17:30 

协作网年会论文宣讲组 PE4 三层 303B 会议室 

11 月 13 日

09:00-17:00 
年会论文张贴 1 组 PS1 三层 会议室 回廊 

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年会论文张贴 2 组 PS2 

协作网年会论文张贴组 PS3 
三层 会议室 回廊 

2. 论文宣讲指南 

论文宣讲的作者准备好分组发言的 PPT 电子文档，报告时间为 10 分钟，其中 8 分

钟介绍、2 分钟专家点评。 

（1）执行指南 

作者已通过会议注册系统上传宣 PPT，会场提供笔记本电脑和投影仪，介绍前仔细

检查放映的资料，所有的介绍文字使用中文。 

（2）注意事项 

请论文宣讲作者在会议召开前 10 分钟到达会场，与会议主持人沟通，了解分组会议

进行的各项程序等。请论文宣讲作者严格控制发言时间，会议主持人有责任及时提醒发

言人控制时间。 

3. 论文张贴指南 

大会给每篇张贴论文提供张贴板，按照会议指南中规定的时间张贴。作者已通过会

议注册系统提前将张贴论文提交至会议秘书处，经审核后统一由会议秘书处印刷。逾期

未完成的按照作者意愿组委会提供张贴板自行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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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张贴尺寸 

A0 幅面×1 （A0：宽 841mm×高 1189mm），应在距离张贴版 2 米处能看清。  

（2）论文张贴准备 

论文张贴内容要有引言、概要和结论，内容能简要阐述研究的问题和见解，能回答

阅读者提出的具体问题。重要技术内容应尽可能多用图表，少用文字。 



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 

 
 

- 30 -

4. 论文宣讲分组 

按论文所在栏目及编号排序 

PE1 电网 1 组 PE2 电网 2 组 PE3 发电组 PE4 协作网年会组 

201807300000013 201808210000003 201806170000001 201807130000002

201808050000067 201805140000006 201806190000003 201807300000007

201808050000093 201807030000004 201807060000006 201808010000007

201808050000099 201807120000008 201807300000008 201808080000101

201808050000103 201808050000075 201807300000015 201808080000104

201808080000094 201808080000022 201808020000003 201808080000180

201808080000152 201808230000018 201808050000003 201808080000188

201808080000157 201805280000067 201808050000056 201808080000200

201808080000253 201807030000002 201808080000029 201808080000236

201808080000439 201807270000002 201808080000134 201808080000483

201808080000451 201808040000020 201808080000159 201808150000005

201806050000003 201808050000046 201808080000285 201808170000008

201806060000003 201808080000043 201808140000016 201808020000040

201807100000008 201808080000468 201808160000008 201808080000464

201807100000010 201806080000008 201808080000131 201808080000156

201808120000003 201806270000002 201808080000132 201808140000015

201808130000006 201808080000040 201808080000471 201807050000006

201808050000073 201808250000001 201807300000018 201807050000007

201808080000332 201808050000004 201808040000001 2018080800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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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370  201808080000068 201807130000012

  201808130000005 201808010000021

  201808220000014 201808080000229

  201808080000492 201808080000358

   2018080800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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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文张贴分组 

PS1 张贴 1 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4220000003 电力系统 

201804230000014 电力系统 

201805090000007 电力系统 

201806070000004 电力系统 

201806110000005 电力系统 

201806200000001 电力系统 

201807020000002 电力系统 

201807130000009 电力系统 

201807130000010 电力系统 

201807150000002 电力系统 

201807200000005 电力系统 

201807230000002 电力系统 

201807230000003 电力系统 

201807240000003 电力系统 

201807300000019 电力系统 

201807300000025 电力系统 

201807300000026 电力系统 

201807310000006 电力系统 

201807310000009 电力系统 

201808010000009 电力系统 

201808030000006 电力系统 

201808030000011 电力系统 

201808040000016 电力系统 

201808040000017 电力系统 

201808040000021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002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017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024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030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037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044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064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070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072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084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086 电力系统 

201808050000112 电力系统 

PS1 张贴 1 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8050000118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004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020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025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048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077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081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090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096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097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107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148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150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218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232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249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250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266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268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270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340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346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356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434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435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437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452 电力系统 

201808080000485 电力系统 

201808210000017 电力系统 

201808220000016 电力系统 

201808220000018 电力系统 

201808230000001 电力系统 

201808230000002 电力系统 

201808230000019 电力系统 

201808280000002 电力系统 

201805160000001 电力综合 

201805240000006 电力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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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 张贴 1 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6070000003 电力综合 

201806080000012 电力综合 

201807090000003 电力综合 

201807090000006 电力综合 

201807100000002 电力综合 

201807110000006 电力综合 

201807170000001 电力综合 

201807170000007 电力综合 

201807260000002 电力综合 

201807260000006 电力综合 

201807270000001 电力综合 

201807300000005 电力综合 

201807300000024 电力综合 

201807310000001 电力综合 

201808020000038 电力综合 

201808050000019 电力综合 

201808050000094 电力综合 

201808050000105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018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027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056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064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073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108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122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267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269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291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295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407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460 电力综合 

201808080000493 电力综合 

201808150000006 电力综合 

201808160000004 电力综合 

201808220000009 电力综合 

201805280000033 发电技术 

201805280000060 发电技术 

201805280000312 发电技术 

201806080000010 发电技术 

PS1 张贴 1 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6140000002 发电技术 

201807030000005 发电技术 

201807060000005 发电技术 

201807100000011 发电技术 

201807110000005 发电技术 

201807130000008 发电技术 

201807250000002 发电技术 

201807310000017 发电技术 

201808020000029 发电技术 

201808030000028 发电技术 

201808050000076 发电技术 

201808050000120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095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099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96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19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21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22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52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64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71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74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78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87 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433 发电技术 

201808150000011 发电技术 

201808160000009 发电技术 

201808160000010 发电技术 

201808160000012 发电技术 

201808210000010 发电技术 

201808210000012 发电技术 

201808210000016 发电技术 

201808230000008 发电技术 

201808230000011 发电技术 

201808230000012 发电技术 

201808230000013 发电技术 

201808230000016 发电技术 

201805040000009 输变电技术 

201806080000011 输变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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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 张贴 1 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6220000005 输变电技术 

201806280000006 输变电技术 

201807020000001 输变电技术 

201807040000005 输变电技术 

201807110000002 输变电技术 

201807200000006 输变电技术 

201807240000001 输变电技术 

201807250000008 输变电技术 

201807250000009 输变电技术 

201807300000014 输变电技术 

201807300000016 输变电技术 

201808020000031 输变电技术 

201808050000074 输变电技术 

201808050000091 输变电技术 

201808050000092 输变电技术 

201808050000104 输变电技术 

201808080000011 输变电技术 

201808080000013 输变电技术 

201808080000021 输变电技术 

201808080000141 输变电技术 

201808080000247 输变电技术 

201808080000288 输变电技术 

201808080000480 输变电技术 

201808150000001 输变电技术 

201808230000003 输变电技术 

201808230000009 输变电技术 

201807090000001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201807190000001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PS2 张贴 2 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8020000008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201808050000028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201808050000031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201808080000164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201808080000227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PS2 张贴 2 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8080000369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201808080000413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201808080000415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201808080000455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201808080000462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201808080000495 电力电子设备应用

201804260000097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6280000001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7060000008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7300000004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8050000090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8050000127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8080000273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8080000276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8080000293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8080000393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8080000478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8080000484 能源系统优化理论应用

201805030000013 电气技术 

201807210000004 电气技术 

201807230000005 电气技术 

201807250000001 电气技术 

201807260000007 电气技术 

201808050000069 电气技术 

201808050000124 电气技术 

201808050000126 电气技术 

201808080000045 电气技术 

201808080000118 电气技术 

201808080000130 电气技术 

201808080000500 电气技术 

201807130000001 综合能源 

201808020000004 综合能源 

201808020000005 综合能源 

201808030000004 综合能源 

201808030000027 综合能源 

201808080000015 综合能源 

201808080000071 综合能源 

201808080000170 综合能源 

201808080000300 综合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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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2 张贴 2 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8080000313 综合能源 

201808080000363 综合能源 

201808170000009 综合能源 

201804250000066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201804250000070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201806260000004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201807230000001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201808020000023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201808050000023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201808050000068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201808080000169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201808080000296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201808080000428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201806110000006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6230000001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7030000003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7310000010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8020000039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8050000055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8050000101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8050000109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8050000115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8080000028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8080000113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8080000154 电力工程材料与电力市场

201805240000013 能源政策及智慧用能

201807300000017 能源政策及智慧用能

201808030000026 能源政策及智慧用能

201808050000077 能源政策及智慧用能

201808080000017 能源政策及智慧用能

201808080000114 能源政策及智慧用能

201808080000115 能源政策及智慧用能

201808080000241 能源政策及智慧用能

201808080000297 能源政策及智慧用能

201808080000400 能源政策及智慧用能

201808080000466 能源政策及智慧用能

201805080000001 能源互联网 

201806260000003 能源互联网 

201806290000003 能源互联网 

PS2 张贴 2 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8020000019 能源互联网 

201808050000106 能源互联网 

201808080000088 能源互联网 

201808080000105 能源互联网 

201808080000265 能源互联网 

201808130000003 能源互联网 

201808150000007 能源互联网 

201808210000005 能源互联网 

201807310000011 能源互联网 

201808080000096 能源互联网 

201808080000241 能源互联网 

201808080000445 能源互联网 

201808080000490 能源互联网 

201808080000497 能源互联网 

 

PS3 协作网年会张贴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4220000009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4270000197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4270001241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5100000010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7040000006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7160000002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7160000005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7160000006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7200000003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7200000007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7250000003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20000015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20000035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40000007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50000065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50000080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061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072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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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3 协作网年会张贴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8080000086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53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58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71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78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81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89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90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91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97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37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43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90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333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377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392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454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463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170000002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280000003 清洁高效火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069 水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55 水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366 水力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473 水力发电技术 

201807190000004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7260000003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030000018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83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85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86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187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26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51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309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350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426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501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150000012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150000019 新能源发电技术 

PS3 协作网年会张贴组 

论文编号 栏目 

201808150000020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150000021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8170000003 新能源发电技术 

201804260000048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5190000002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5210000005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7120000002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7120000006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8010000016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8030000003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8030000019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8030000020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8080000084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8080000228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8080000378
发电设备制造及

新材料技术 

201807240000005 新形势下的清洁发电

201808020000036 新形势下的清洁发电

201808030000015 新形势下的清洁发电

201808050000009 新形势下的清洁发电

201808080000177 新形势下的清洁发电

201808080000245 新形势下的清洁发电

201808080000420 新形势下的清洁发电

201808080000496 新形势下的清洁发电

201808150000002 新形势下的清洁发电

201806190000007 智能发电技术 

201808040000022 智能发电技术 

201808080000261 智能发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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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宣讲信息 

1. 年会论文宣讲电网 1 组 PE1 

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1A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7300000013 超导直流限流器在南方电网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的应用及配置

研究 

肖磊石，等 

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1329664853@qq.com 

201808050000067 运行中的隔离开关触头放电原因分析与异常处理 

杨绍昆，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 

yndjxh@126.com 

201808050000093 基于当前配网参数的铁磁谐振仿真与试验研究 

刘红文，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75346530@qq.com 

201808050000099 C5-PFK 及其混合气体的绝缘性能试验研究 

邓云坤，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ykdeng1314@163.com 

201808050000103 浅析云南水电弃水原因 

吉祥，等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1549870@qq.com 

201808080000094 降低杆塔接地电阻提高输电线路的耐雷水平的一种论证分析

方法 

冀宏领，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山供电局 

1294716925@qq.com 

201808080000152 交直流微网集群柔性控制及小信号建模 

李志旺，等 

天津大学 

55235947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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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1A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80000157 风速相关性下的电网安全风险评估 

张里，等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技能培训中心 

285020155@qq.com 

201808080000253 自备电网机组功率骤降判别及稳控方案 

方健，等 

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 

stevenf@foxmail.com 

201808080000439 变电站二次设备差异化改造方案研究与应用 

吴圣芳，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wusf@nrec.com 

201808080000451 过渡电阻对于应用于含分布式电源配电网的距离保护的影响

宋益 

广西大学 

1126674057@qq.com 

201806050000003 火电机组利用蓄热的变负荷能力研究 

付龙龙，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fulonglong@tpri.com.cn 

201806060000003 广东电网应急通信综合应用平台研究及建设 

李杰，等 

广东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gzpcclijie@163.com 

201807100000008 基于可插拔式变电站通信电源综合监测装置的研究与应用 

岳纲毅，等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ygythebest@163.com 

201807100000010 基于配电网的 WDM-PON 星型分组式组网 

闫丽景，等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89401914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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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1A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210000003 变电站事故油池轻型化阻燃成套方案研究 

刘博，等 

国家电网公司交流建设分公司 

bianxiujie@126.com 

201808120000003 联合循环电厂运行分析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黄纪新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36399637@qq.com 

201808130000006 M701F3 型燃气轮机氮氧化物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及特别环境

条件下超标实例与应对方案 

黄纪新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36399637@qq.com 

201808050000073 优化地线金具连接方式降低悬垂线夹磨损 

杨波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大理供电局 

994780991@qq.com 

201808080000332 短期风电功率组合预测及其不确定性的研究 

张晋华，等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415279146@qq.com 

201808080000370 大规模储热协调调度提升风电消纳能力 

葛维春，等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1380401258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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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会论文宣讲电网 2 组 PE2 

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1B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5140000006 油浸式变压器内部检测机器人的设计与应用 

李勋，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epcman@vip.qq.com 

201807030000004 基于 3-正则图的新型无母线一个半断路器(3/2)电气主接线 

刘志学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 

3294822492@qq.com 

201807120000008 一种高压标准电流互感器的设计与实现 

刘刚，等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计量中心 

lg400044400044@163.com 

201808050000075 一起换流变压器跳闸分析 

袁春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山供电局 

279840970@qq.com 

201808080000022 光伏组件功率衰减率分析 

王俊杰 

云南大唐国际宾川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904585742@qq.com 

201808230000018 中国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技术发展综述 

韩先才，等 

国家电网公司 

xiancai-han@sgcc.com.cn 

201805280000067 基于燃煤电厂高压变频器应用问题研究 

曹绍国，等 

华能长春热电厂 

caoshaoguo@126.com 

201807030000002 一种通过光耦和 SR 锁存器实现的快速差动保护系统 

刘志学，等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 

32948224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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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1B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7270000002 考虑锁相环的 LCL 型并网逆变器小信号阻抗建模及稳定性分析

陈燕东，等 

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yandong_chen@hnu.edu.cn 

201808040000020 基于残差生成器的逆变器容错控制策略研究 

胡长斌，等 

北方工业大学 

changbinlove@163.com 

201808050000046 配电网柔性直流换流站主接线方案设计 

金忠德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jinzd@nrec.com 

201808080000043 鲁棒下垂 VSG 与 SG 小信号模型的一致性比较 

张昌华，等 

电子科技大学 

315471178@qq.com 

201808080000468 单相 LCL 型并网逆变器的频率耦合机理分析及其建模方法 

王伊，等 

湖南大学 

604018918@qq.com 

201806080000008 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南方电力大系统研究 

段树乔，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 

kmbfgs@163.com 

201806270000002 基于可靠性和经济性的高渗透率可再生能源并网规划方法研究

蔡晖，等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79595050@qq.com 

 201808080000040 考虑开关型负荷离散响应特性的智能家居分布式协同控制策略

孔德印，等 

南京师范大学南瑞电气与自动化学院 

212317812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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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1B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250000001 盘式磁流体发电机中通道出口背压对发电机性能影响分析 

方秀珍，等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xiuzhenfang@mail.iee.ac.cn 

201808050000004 基于标杆值的火电厂运行操作指导的研究和应用 

李湘，等 

华润电力湖南有限公司 

443046662@qq.com 

201807310000011 霍林河煤 SCR 脱硝催化剂砷中毒失活研究 

姚燕，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yaoyan1114@126.com 

201808080000096 NoSQL 和内存数据库在海量数据 GIS 高速渲染出图中的应用

刘雨，等 

云南省电网公司信息中心 

35852937@qq.com 

201808080000241 碳普惠机制在新能源微电网项目中的应用 

赵国涛，等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lenlen22@163.com 

201808080000445 基于多能优化的微电网群技术研究 

孟杰，等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mj-jie.meng@sac-china.com 

201808080000490 燃气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及经济性分析 

邓华，等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hua-deng@sac-china.com 

201808080000497 基于功率平衡的风-光-抽水蓄能电站复合系统容量规划仿真

研究 

刘艳娜，等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yanna-lu@sac-china.com 



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 

 
 

- 43 -

3. 年会论文宣讲发电组 PE3 

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3A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6170000001 水电站机组调节引起 AGC 功率波动的仿真与研究 

肖亮 

华能龙开口水电厂 

505183794@qq.com 

201806190000003 供热改造中的能量梯级利用技术研究 

李启明，等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liqiming@hnceri.com 

201807060000006 超超临界二次再热锅炉炉膛换热计算模型研究及应用 

李皓宇，等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火力发电技术研究院 

lihaoyu@cdt-kxjs.com 

201807300000008 300MW 机组高背压供热改造方案及试验研究 

陈晓利，等 

中电投东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henxiaoli3@163.com 

201807300000015 超超临界机组汽水品质诊断技术 

王金宝，等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wangjinbao1111@126.com 

201808020000003 大型异步电动机定子铁芯拉紧螺杆发热分析 

雷向福，等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315221577@qq.com 

201808050000056 一种改进的高压直流连续换相失败抑制方法 

景柳铭，等 

清华大学 

liuming_mark@126.com 

201808080000029 核电厂气溶胶再夹带研究 

江斌，等 

国核华清（北京）核电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jiangbin01@sp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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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3A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80000134 高压施工现场数字化采集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周成 

甘肃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315752590@qq.com 

201808080000159 基于天然气热值的 F 级燃机燃烧动态控制功能开发及应用 

秦晏旻，等 

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qinym@lgccgt.com 

201808080000285 苏通 GIL 管廊综合监控系统方案研究 

沙海源，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shahy@nrec.com 

201808140000016 9E 燃气轮机零启升速失败的分析与探讨 

卞成才，等 

苏州工业园区蓝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bianchengcai_sz@gcl-power.com 

201808160000008 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机组末级过热器 S30432 钢的力学行为及

组织演化 

李季，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liji@tpri.com.cn 

201808080000131 600MW 机组低氮燃烧器改造后汽温偏低的分析及防治 

袁福计，等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64764538@qq.com 

201808080000132 600MW 超临界锅炉主蒸汽管道取样管焊缝开裂原因分析

及优化处理措施 

张巍，等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36274100@qq.com 

201808080000471 光学电流互感器插入损耗检测仪设计与实现 

王红星，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hxwang201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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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3A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7300000018 带有熔盐储热的分布式能源多联供系统方案研究 

陈晓利，等 

中电投东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henxiaoli3@163.com 

201808040000001 某 F 级联合循环发电机组汽机液压盘车故障分析与处理 

李庆有，等 

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lvyg@lgccgt.com 

201808080000068 平凉电厂 600MW 机组深度调峰探讨与经济分析 

袁福计，等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64764538@qq.com 

201808130000005 制氢和燃料电池在电力行业中的应用与发展 

许世森，等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xushisen@hnceri.com 

201808220000014 分布式能源站大型蓄热蓄冷装置工程建设探讨 

朱斌帅，等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binshuai-zhu@chder.com 

201808080000492 向火侧氧化膜对 T22 钢管剩余寿命的影响 

唐家志 

大唐信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031846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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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作网年会论文宣讲组 PE4 

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3B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7130000002 火电机组宽负荷节能技术-理论和应用 

蒋寻寒，等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电力试验研究院 

xunhanjiang@163.com 

201807300000007 基于电热泵的火电灵活性改造技术及效果分析 

张勇，等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zhangyluck@163.com 

201808010000007 氨逃逸分区测量综合控制优化在大型火电机组的应用案例分析 

张晓远 

许昌龙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02293960@qq.com 

201808080000101 300MW 超临界二氧化碳一次再热燃煤锅炉设计及炉膛分区计算 

佟勇婧，等 

华北电力大学 

1819285073@qq.com 

201808080000104 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熔盐储能调峰方案论证 

张世刚，等 

华北电力大学 

13253680665@163.com 

201808080000180 1010MW 超超临界机组两级低温省煤器运行控制策略 

夏克宁 

神华国华寿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xkn999@126.com 

201808080000188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氮氧化物超低排放研究及应用 

王凯 

神华国华寿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87116352@qq.com 

201808080000200 改变传统煤质监督方式，引领现代监卸科技革命——煤质比重

仪在燃料管理中的应用 

黄从水，等 

阳城国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huangcongshui@yangcheng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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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3B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80000236 一起 500kV 组合式三相变压器绕组温度异常升高分析 

王立楠，等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wln20082003@163.com 

201808080000483 火电厂 MGGH 循环水系统管道腐蚀堵塞问题的治理研究 

刘武，等 

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3314544@qq.com 

201808150000005 燃煤机组回转式空气预热器堵塞治理改造的实践应用 

王世杰 

大唐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wsj0619@163.com 

201808170000008 基于斜率前馈及超温强降技术在主蒸汽温度控制系统优化中

的应用 

刘永红，等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778475287@qq.com 

201808020000040 华能东方电厂二号机组全负荷投脱硝运行经验总结 

项强 

华能东方电厂 

xiang.huai.min@163.com 

201808080000464 大渡河流域中上游水华调查分析与治理 

郭振兴 

四川华电泸定水电有限公司 

9812554@qq.com 

201808080000156 兆瓦级风电机组超速故障机理分析与治理方案 

高伟，等 

大唐可再生能源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497124321@qq.com 

201808140000015 新发现的存在电磁场中可以利用的能量 

贾博麟，等 

绍兴市第一中学 

25621642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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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7: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3B 会议室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7050000006 300MW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实践及探讨 

徐昊 

南京化学工业园热电有限公司 

469675885@qq.com 

201807050000007 液压顶升在直排烟囱结构的吸收塔改造中的应用 

徐昊 

南京化学工业园热电有限公司 

469675885@qq.com 

201808080000060 660MW 超超临界机组高中压进汽插套管异种钢焊缝修复技术

研究 

蒙殿武，等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678073477@qq.com 

201807130000012 华能东方电厂废水综合治理和再利用工作 

项强，等 

华能东方电厂 

xiang.huai.min@163.com 

201808010000021 大数据空间理论分析在除氧器水位变频控制策略优化中的创

新与实践 

王安生 

大唐三门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731151096@qq.com 

201808080000229 基于 VR 及三维数字化技术的火电厂锅炉设备管理平台研发和

应用 

常毅君，等 

华能玉环电厂 

cv5618@126.com 

201808080000358 基于大数据智能化风力发电技术的探索与实践 

张新斌，等 

大唐新能源黑龙江公司 

shiyuanhui_vip@163.com 

201808080000417 智能化煤场数据联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李号彩 

湖南大唐先一科技有限公司 

lihc@dtxy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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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文张贴信息 

1. 年会论文张贴 1 组 PS1 

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4220000003 混压同塔线路对保护的影响及对策实证研究 

赵志宏，等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zhaozhihong@sf-auto.com 

201804230000014 一种电力通信 DDF 单元研制 

林炳花 

国网三明供电公司 

379828023@qq.com 

201805090000007 三明电力光网络优化分析 

林炳花 

国网三明供电公司 

379828023@qq.com 

201806070000004 西门子 T-XP 系统 OM 软硬件升级及网络融合技术应用

叶明星，等 

河北国华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zbx888918@163.com 

201806110000005 基于风功率区间预测的抽蓄-风电互动调度方法研究 

史军，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epjshi@qq.com 

201806200000001 基于双位置刀闸和虚拟电流差动母线保护系统的可靠

性分析与应用 

刘子俊，等 

深圳电力局有限公司 

tedlzj@163.com 

201807020000002 深圳电网母线风险控制目标及方式优化研究 

何晓峰，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hxf3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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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7130000009 蓄电池远程放电技术中并联二极管的作用及研究 

李爱东，等 

广东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happbaby@163.com 

201807130000010 基于VRLA电池放电初期数据的电池容量快速评估机制

张华琛，等 

广东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huahua1024@qq.com 

201807150000002 变压器介损试验接线及数据分析 

郅静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13914019937@139.com 

201807200000005 新东直流接入对深圳电网安全稳定影响及稳控策略研究 

何晓峰，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hxf303@163.com 

201807230000002 面向复杂数据的新能源并网发电远程测试与试验 

张用，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wanzhangyong@163.com 

201807230000003 基于云平台的新能源并网发电远程测试数据接入方法

的研究 

张用，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wanzhangyong@163.com 

201807240000003 国调中心国、分、省调度视频远程会商系统应用功能

提升设计与研究 

张道农，等 

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zhangdaonong@163.com 

201807300000019 差异化缴费服务信息推送模型研究 

刘宏国，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lhg01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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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7300000025 防雷型穿刺绝缘子雷击断线故障的分析与建议 

江伟俊，等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衢州供电公司 

1678174379@qq.com 

201807300000026 一种基于数据映射表的隔离装置设计 

林丹生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lindansheng1014@qq.com 

201807310000006 思林电厂 7.6 低频振荡事故分析 

张俊峰，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16116240@qq.com 

201807310000009 基于大数据挖掘的新能源电站设备故障诊断方法的研

究与应用 

孙树敏，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epri@163.com 

201808010000009 基于超级电容储能的串-并联模块化变流器研究 

雷二涛，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leiertao2008@163.com 

201808030000006 独立于 DEH 的 OPC 系统设计 

冀树春 

神华国神集团技术研究院 

shuchunji@126.com 

201808030000011 ALSTOM无刷励磁系统DNC装置调试方法研究与应用

陈俊华，等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chenjunhua@cgnpc.com.cn 

201808040000016 昭沂直流输电工程受端安全稳定控制系统的研究和应用

戴汝虎，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dairh@nr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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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40000017 预制舱空调及通风系统优化设计研究 

郑诗威，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zhengsw@nrec.com 

201808040000021 变电站施工感应电触电伤亡防控措施探讨 

张真涛，等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平顶山供电公司 

zhzht588@163.com 

201808050000002 基于重要性采样的交叉熵算法在电力系统风险评估中

的研究与应用 

钟臻，等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北供电分公司 

zzhensmile@qq.com 

201808050000017 稳控装置在陕北电网输变电工程中的应用 

孙彦武，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sunyw@nrec.com 

201808050000024 基于云平台的新能源发电集中监控及运行分析技术研究

顾博川，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gubochuan@gddky.csg.cn 

201808050000030 基于小波包能量比的配电网多端柔性直流故障区段快

速判别的研究 

程春和，等 

中电普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chengchunhe@sgepri.sgcc.com.cn 

201808050000037 节能变频发电机保护研制及应用 

季遥遥，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jiyy@nrec.com 

201808050000044 实现二次一体化的智能远动方案研究 

马力，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hexd@nr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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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50000064 一体化电网运行智能系统厂站端系统试验平台设计与

实现 

冯善强，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13602216978@139.com 

201808050000070 ±500kV 永仁换流站一起 FCS 信号丢失导致极 2 

ESOF 事件的分析与改进措施 

杨寿源，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楚雄供电局 

477917736@qq.com 

201808050000072 特定情况下利用绑扎线法停电更换 500kV 耐张单片

绝缘子 

杨博，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大理供电局 

261847460@qq.com 

201808050000084 一种低频振荡主要振荡模式识别方法 

司大军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网规划建设研究中心 

yndjxh@126.com 

201808050000086 低温高压绝缘技术研究现状 

黑颖顿，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yndzhyd@163.com 

201808050000112 输电线路经电阻或同杆并架跨线接地弱馈侧的选相 

许群，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xuqun@nrec.com 

201808050000118 存量变电站掏屏改造方案的应用 

栾霄雷，等 

南瑞集团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luanxl@nrec.com 

201808080000004 就地化保护在车载移动式变电站中的应用研究 

顾健雨，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gujy@nr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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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80000020 从巴西“3.21”大停电事故反思电网安全风险 

李玲芳 

云南电网规划建设研究中心 

llf99@sina.com 

201808080000025 发变组保护改造中的相关问题与解决方案 

徐华斌，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xuhb@nrec.com 

201808080000048 引射汇流技术在调峰机组中的应用 

刘军，等 

山东电力研究院 

971705556@qq.com 

201808080000077 异步联网对广东电网安全稳定影响研究 

金楚，等 

广东电网规划研究中心 

jinchu1990@163.com 

201808080000081 基于精英策略遗传算法的主动配电网扩展规划 

谢潜，等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 

xieqiansjtu@163.com 

201808080000090 基于 PSCAD 的经过渡电阻单相接地时非故障相阻抗

继电器的动作行为分析与仿真 

钟臻，等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北供电分公司 

zzhensmile@qq.com 

201808080000096 NoSQL 和内存数据库在海量数据 GIS 高速渲染出图

中的应用 

刘雨，等 

云南省电网公司信息中心 

35852937@qq.com 

201808080000097 云南省宣威市万家口子水电站工程右岸 1315m 排水

洞涌水处理研究 

李继祥，等 

大唐云南发电有限公司 

yndjx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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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80000107 智能机器人在变电站巡视中推广应用 

刘薇，等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jzy2041@sina.com 

201808080000148 基于二次预制盒的就地化保护变电站实施方案 

黄志华，等 

浙江省电力公司湖州供电公司 

13511220729@139.com 

201808080000150 基于在线率分析的配电自动化终端运维关键技术研究

张晓平，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zhangxiaoping771@163.com 

201808080000218 就地化保护在智能变电站的接入方案 

顾健雨，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gujy@nrec.com 

201808080000232 基于电力云平台的虚拟资源负载研究 

田博今，等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tianbojin@163.com 

201808080000249 一种多类型时间信号检测装置的设计与实现 

张蕊，等 

郑州威科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antelle@qq.com 

201808080000250 基于暂态能量平衡的电力系统失步振荡影响因素研究

高玉喜，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gaoyx@nrec.com 

201808080000266 基于 VSC 的交直流系统潮流算法文献综述 

戴则梅，等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daizemei@sgepri.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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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80000268 地县一体化负荷预测管理系统在巴彦淖尔电网的应用

与研究 

王鲜花，等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电业局 

bmdlwxh@126.com 

201808080000270 基于实测数据的线路参数辨识中数据选择方案的研究

张亚萍，等 

国网山东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 

yuqiangqiu_iu_sdu@126.com 

201808080000340 考虑分布式电源接入的配电网孤岛复电策略 

宋旭东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xudongsong_ee@163.com 

201808080000346 PMU 中文件系统的技术研究 

许保落，等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xubaoluo@ieslab.com.cn 

201808080000356 励磁涌流对直流功率波动机理及治理措施研究 

金明亮，等 

国家电网公司华中分部 

xjvhj@163.com 

201808080000434 全业务统一数据中心建设助推电力人工智能发展 

那琼澜，等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naqionglan@vip.163.com 

201808080000435 公共电网侧防孤岛检测技术研究 

奚汉江，等 

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 

hanjiang-xi@sac-china.com 

201808080000437 电缆接头用冷缩硅橡胶材料的力学和电气性能研究 

陈子涵，等 

深圳福田供电局 

76413008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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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452 含高温超导限流器的 500kV 电网短路电流计算方法

研究 

洪海峰，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网规划研究中心 

hf_hong@126.com 

201808080000485 画面远程调阅实用化技术研究及应用 

宾灿，等 

广西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bin_c.dd@gx.csg.cn 

201808210000017 超低频试验在高压电气设备的应用 

刘金玉，等 

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 

L15153577563@163.com 

201808220000016 共箱封闭母线改造中发现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唐鹏程 

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 

15962272823@163.com 

201808220000018 SF6 断路器母线气室压力降低处理 

肖立军 

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 

39055873@qq.com 

201808230000001 浅谈电厂水务管理及节水方案 

李冲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十里泉发电厂 

lichong5451@126.com 

201808230000002 凝汽器系统高效节能保压设备研究与应用 

李冲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十里泉发电厂 

lichong5451@126.com 

201808230000019 汽机基础中间层的振动控制 

王红焰，等 

福建华电可门发电有限公司 

90706937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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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80000002 大规模风电并网后系统调峰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劳金旭，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1686844029@qq.com 

201805160000001 智能电厂“智”与“能”的探讨与思考 

苏晖 

河北国华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suhui_11111@163.com 

201805240000006 基于数据包络模型的电力行业效率评价 

刘纲，等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826919793@qq.com 

201806070000003 火力发电厂辅助系统 dcs 改造探索 

杨超，等 

大唐三门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51097780@qq.com 

201806080000012 基于有限元法的高压出线装置稳态电热场模拟 

姚强，等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526793305@qq.com 

201807090000003 钝化剂对绝缘纸绝缘寿命及电气性能的影响研究 

钱艺华，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qianyh2001@163.com 

201807090000006 电网闲置物资再利用经济性分析研究 

吴鸿亮 

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 

whlhhu@qq.com 

201807100000002 基于低功耗广域网无线通讯技术的配电网监测通信终

端的设计与实现 

韦盈释，等 

深圳福田供电局 

10097938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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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10000006 配网 PT 低频振荡机理及抑制的仿真研究 

赵晓凤，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jiangzhu322@qq.com 

201807170000001 防控供电服务投诉需三管齐下 

汪岳荣，等 

国网衢州供电公司 

wyr6699@163.com 

201807170000007 SCR 法烟气脱硝改造后烟道阻力异常分析 

李广伟 

中电华创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82564060@qq.com 

201807260000002 基于 Heller 冷却方式的空冷机组蓄冷式降背压技术

研究 

靖长财，等 

神华国华（北京）电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jingc_c@126.com 

201807260000006 练好四“自”诀，打好组合拳，用心铸安全 

应俊，等 

国网浙江江山市供电有限公司 

604632446@qq.com 

201807270000001 惯性分离器分离特性研究 

张海珍，等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haizhen-zhang@chder.com 

201807300000005 电力监控系统移动存储介质及主机病毒防治综合管控

方法 

伍晓泉，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wuxiaoquan07@126.com 

201807300000024 湿式电除尘器脱除细微颗粒物的技术研究 

张海珍，等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haizhen-zhang@ch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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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310000001 预制舱前接线装置组合机架式布置方案研究 

赵雷，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zhaol@nrec.com 

201808020000038 PMU 检定装置提高精度的方法 

朱晓鹏，等 

北京博电新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zhuxp@ponovo.cn 

201808050000019 1.5MW 双馈水冷风力发电机转子故障分析 

马勇，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mayongd@tpri.com.cn 

201808050000094 双馈型风力发电机绝缘状态检测方法综述 

马勇，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mayongd@tpri.com.cn 

201808050000105 基于 OpenStack 和 Ceph 的开源私有云平台设计和

实现 

张榆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 

1073122610@qq.com 

201808080000018 中缅孟电力互联网的政治意义 

韩兵，等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5754735@qq.com 

201808080000027 基于多天线技术的电力无线专网通信系统信道估计技

术研究 

赵洋，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liuxingf4001@163.com 

201808080000056 海上风电场运维策略研究及应用 

赵文超，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56381041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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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064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变电站仿真 

廖晓辉，等 

郑州大学 

liaoxiaohui0001@zzu.Edu.cn 

201808080000073 基于集约化方针的地县调管理创新示范探索 

任明远，等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白银供电公司 

240072768@qq.com 

201808080000108 基于无人机的杆塔边坡智能巡检与管理 

裴慧坤，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283755920@qq.com 

201808080000122 以客户为中心的网格化服务管理研究与实践 

王林信，等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63405644@qq.com 

201808080000267 基于相关系数的电力需求成因分析模型研究及应用 

陈海峰，等 

国网浙江温岭市供电公司 

565020176@qq.com 

201808080000269 电力需求预测方法研究及其在地区电网中的应用 

高强，等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台州供电公司 

gaoqiang242@163.com 

201808080000291 喷丸处理对 HR3C 蒸汽氧化性能的影响 

唐丽英，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rczhou@163.com 

201808080000295 低温多效海水淡化运行可靠性探究 

田水鑫，等 

河北国华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6115553@shenhu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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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407 基于 D5000 平台的次同步振荡在线监测及扰动源定

位系统研发 

施秀萍，等 

中电普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shixiuping@sgepri.sgcc.com.cn 

201808080000460 质量管理支持系统研发与及在大别山项目的应用 

张蜀静，等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317860605@qq.com 

201808080000493 电力通信传输网网管系统安全防护架构研究 

赵景隆，等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578537732@qq.com 

201808150000006 某电厂 9E 燃气轮机两例故障的分析与处理 

杨建，等 

苏州工业园区蓝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630230079@qq.com 

201808160000004 支撑营配调业务融合的园区中低压配电网信息智能识

别方法研究 

黄毕尧，等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huang_dianqi@126.com 

201808220000009 探析电站锅炉钢架柱底板垫块支撑工艺 

杨家权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506129242@qq.com 

201805280000033 可控热管式空气预热器可行性研究 

刘龙，等 

国电菏泽发电有限公司 

manke3@126.com 

201805280000060 华东 500kV 仲洋变站域失灵保护试点技术方案与实现

鲁东海，等 

江苏省电力设计院 

ludonghai@jspd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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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80000312 330MW 亚临界自然循环锅炉制粉系统爆燃原因分析

赵永国 

国电菏泽发电有限公司 

zhaoyongguonihao@126.com 

201806080000010 分布式风力发电系统并网对电能质量的影响分析 

王蕊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物资装备分公司 

wangrui_gjdl@126.com 

201806140000002 660MW 火力发电机中性点套管密封漏氢诊断及解决

技术探讨 

魏大帅 

大唐信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851047945@qq.com 

201807030000005 基于 G1-熵权法的县域电网评价体系研究 

程春萌，等 

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chengchunmeng@163.com 

201807060000005 监盘辅助系统设计 

李熙，等 

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li172684812@126.com 

201807100000011 600MW 等级火电厂实际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李媛园，等 

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85983963@qq.com 

201807110000005 户外 6KV 引风机电机接线盒防凝露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魏大帅 

大唐信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851047945@qq.com 

201807130000008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高压旁路阀振动问题的分析

与处理 

李俊峰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500223621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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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50000002 基于等效热降法的 0 号高压加热器经济性分析 

张彦鹏，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zhangyanpeng19883@163.com 

201807310000017 华电宁波杭州湾屋顶光伏组件防雷接地措施问题及探讨

张晓宇，等 

杭州华电下沙热电有限公司 

571840951@qq.com 

201808020000029 用于降低输煤细碎站内筛碎系统粉尘浓度的新工艺 

韩全文，等 

辽宁调兵山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48362484@qq.com 

201808030000028 不同海拔±800kV 直流线路鼠笼式跳线起晕电压试验

研究 

赵录兴，等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zhaoluxing@126.com 

201808050000076 某 9FA 燃气轮机发电机转子接地的分析与处理 

吴森飚，等 

广州珠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wusb@gdg.com.cn 

201808050000120 核电厂励磁系统辅助强励回路故障原因分析与对策 

段琰璞，等 

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duanyanpu@snpdp.com 

201808080000095 基于 Matlab 的径流式水电站短期优化调度数值化研究

殷鑫亮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yxl274061056@126.com 

201808080000099 悬吊式水力发电机组轴承测温电阻故障分析及改进措施

王茹玉，等 

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 

1512051294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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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196 辽宁调兵山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固体电蓄热调峰在

循环流化床机组的“火电灵活性改造”应用成果研究 

杨洪亮，等 

辽宁调兵山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tmryhl@163.com 

201808080000219 M701F3 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在两种不同负荷

控制方式下启停机的经济性对比 

张建军，等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厂 

zhangjianjun@sec.com.cn 

201808080000221 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凝结水水质劣化机理分析及运

行维护策略 

孟建雄，等 

华能玉环电厂 

403476628@qq.com 

201808080000222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搪瓷蓄热组件断裂分析及处理 

郭雪涛，等 

河北国华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983guoxuetao@163.com 

201808080000252 1000MW 机组循环水泵电机回装工艺及消振措施 

牛永哲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玉环电厂 

niuyongzhe@163.com 

201808080000264 200MW 机组深度调峰后再热蒸汽温度低运行影响 

分析 

包伟伟 

国家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 

alndr@163.com 

201808080000271 HP 磨煤机主轴密封研究与应用 

刘伟，等 

神华河北国华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692069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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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274 HP 磨煤机一次风室内刮板装置的研究与应用 

刘伟，等 

神华河北国华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69206950@qq.com 

201808080000278 混凝土塔筒在高轮毂风机中的应用 

李鲁，等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53181521@qq.com 

201808080000287 浅谈 1000MW 火电机组二次风门控制改造 

李肖肖，等 

华能玉环电厂 

13656569376@163.com 

201808080000433 S-MPPT 设备影响发电效率分析 

金才智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161467975@qq.com 

201808150000011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光伏电站厂用电率分析与优化措施

陈涛，等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67771606@qq.com 

201808160000009 对冲旋流燃烧锅炉前后墙布置贴壁风试验研究 

陈国庆，等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chengqhit@163.com 

201808160000010 高温服役后 S31042 钢的脆化及微观组织演变 

李江，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lijiang@tpri.com.cn 

201808160000012 烟气再循环对某 1000MW 超超临界二次再热锅炉运

行参数的影响 

孙峻威，等 

国电南京电力试验研究有限公司 

yunxiao204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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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10000010 基于小波变换和稳定图算法的 PSS 试验阻尼比辨识 

李振清，等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672382684@qq.com 

201808210000012 新建超超临界锅炉水冷壁壁温偏差控制研究 

张世宏，等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技术信息中心 

995535864@qq.com 

201808210000016 烟气协同治理控制技术在福建华电邵武电厂三期 2×

660MW 工程的应用及探讨 

张何境，等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3850692335@139.com 

201808230000008 核电厂关键设备防护用密闭空间研究 

范少磊，等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fanshaolei@powerchina-ne.com 

201808230000011 “汽电双驱”引风机在电厂中的应用 

吕春俊，等 

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 

339212686@qq.com 

201808230000012 1000MW 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全工况运行性能诊断技术 

付鹏 

神华国华（北京）电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16810126@chnenergy.com.cn 

201808230000013 水泥基防腐体系在火电厂中的应用 

韩晶，等 

神华国华（北京）电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16850089@chnenergy.com.cn 

201808230000016 大中型燃气轮机选型与应用 

李政，等 

中国华电集团电力建设技术经济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lizheng@ch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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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5040000009 对影响 35 千伏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树障防范 

姚旭 

关岭供电局 

1318530760@qq.com 

201806080000011 计及 SF6 气体绝缘结构材料温度非线性的电热模型解

析推导及其热稳定性分析 

张施令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526793305@qq.com 

201806220000005 一起 220kV 主变低压侧母线故障的分析 

赵全胜，等 

郑州供电公司 

zzgdzqs@126.com 

201806280000006 变电站通用五防闭锁逻辑的建模及实现 

万华舰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749958231@qq.com 

201807020000001 卫星遥感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王彤，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wangtong_csg@163.com 

201807040000005 避雷器计数器带电更换方法的探讨 

苏剑锋，等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供电局 

412394106@qq.com 

201807110000002 基于 e 类整流器的磁共振式无线电能传输调谐新方法

毛骏，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100084098@qq.com 

201807200000006 基于通道植被特征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山火防控措施研究

叶卓儒，等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衢州供电公司 

99387559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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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7240000001 高地震烈度地区一种新型 220kV 配电装置布置和连

接方式 

刘江敏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ELJM0805@163.com 

201807250000008 输电塔斜材 T 形双拼角钢加固构件承载力数值模拟及

试验研究 

谢文平，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kevinxwp@foxmail.com 

201807250000009 输电塔外包组合角钢加固构件承载能力试验研究 

谢文平，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kevinxwp@foxmail.com 

201807300000014 基于两点估计法的直流偏磁不确定因素建模 

韩明明，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nangua84123@163.com 

201807300000016 基于频变传输线模型的 VFTO 幅频特性分析 

韩明明，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nangua84123@163.com 

201808020000031 输电线路所处复杂地形的风场数值模拟研究 

罗啸宇，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lxy86@163.com 

201808050000074 氧化锌避雷器阻性电流带电测试及分析判断 

马思哲，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普洱供电局 

ben_ben_z@126.com 

201808050000091 基于 Arcgis 的雷电分布图绘制方法研究 

黄然，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5027615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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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50000092 基于 CSO-LSSVM 的复杂气象条件下污区等级评估

方法 

黄绪勇，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yndjxh@126.com 

201808050000104 高海拔架空输电线路直升机巡视设备选型研究 

沈志，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带电作业分公司 

ysshz@sina.com 

201808080000011 一起 PT 二次反送电导致的 220kV 变电站失压事件原

因分析 

刘斌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溪供电局 

yndjxh@126.com 

201808080000013 基于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的输电线路边坡三维建模的

应用试验探究 

裴慧坤，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icecood@163.com 

201808080000021 高压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常见故障分析 

蔡应祥 

云南大唐国际红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kyxltcyx@126.com 

201808080000141 弹性滑板支座在隔震生产综合楼中的应用研究 

李天天，等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litiantian@sdepci.com 

201808080000247 变压器局放对电缆局放测量的干扰效果及其在电缆线

路中的传输特性 

聂章翔，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45780447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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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80000288 广东电网架空线路风灾概率预警方法研究 

魏瑞增，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weiruizeng@foxmail.com 

201808080000480 基于拉曼光谱分析的变压器油中溶解乙酸甲酯检测方

法研究 

顾朝亮，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zhaoliang_gu@foxmail.com 

201808150000001 解体运输式特高压交流变压器的工程应用 

郭慧浩，等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guohuihao@epri.sgcc.com.cn 

201808230000003 ±1100kV 昌吉-古泉直流工程极线电压影响因素分析

季一鸣，等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jiyiming44@163.com 

201808230000009 特高压直流线路工程均压屏蔽环系列化试验研究 

朱聪，等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cong-zhu@sgcc.com.cn 

201807090000001 多业务融合技术对用电信息采集终端的影响分析 

全巧艳 

南瑞集团（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quanqiaoyan@sgepri.sgcc.com.cn 

201807190000001 气动调节执行机构电-气机械定位器升级应用探讨 

臧伟斌 

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 

qdpowe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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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会论文张贴 2 组 PS2 

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20000008 绝缘子串内嵌无线电能传输线圈的特性分析 

黄明欣，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zitakitty@163.com 

201808050000028 基于单级升压谐振逆变器的无线电能传输系统 

葛学健，等 

重庆大学 

syue@cqu.edu.cn 

201808050000031 水轮发电机组电气制动的仿真及在刘家峡电厂的应用 

田波，等 

国网甘肃省刘家峡水电厂 

botian@126.com 

201808080000164 输煤程控 PLC 与远程站数据丢包问题探讨 

唐士奇，等 

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tsq2236@163.com 

201808080000227 基于 ATP 的静止无功补偿器电磁暂态仿真模型建模 

李成博，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licb@nrec.com 

201808080000369 一种风电叶片生产过程智能控制系统 

程朗，等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连云港）有限公司 

chenglang@gdupc.cn 

201808080000413 超临界锅炉锻造堵阀的研究及应用 

于凌浩，等 

河北国华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yulinghao2007@126.com 

201808080000415 超临界锅炉纳米陶瓷喷涂技术研究及应用 

王天伟，等 

河北国华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yulinghao20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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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80000455 基于智能振动传感器与移动终端的振动诊断分析仪的研发 

李崇晟，等 

西安西热电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lichongsheng@tpri.com.cn 

201808080000462 光伏组件隐裂形成的原因危害及预防措施 

许源 

青海大唐国际共和光电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85558070@qq.com 

201808080000495 大容量 STATCOM 装置在直流换流站的控制策略及响应特

性分析 

邢超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497336360@qq.com 

201804260000097 异步联网后省级电网三道防线构建研究 

张丹 

云南电网云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13577000797@139.com 

201806280000001 迭代算法在火电机组控制优化中的应用研究 

李小煜，等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技术信息中心 

23415192@qq.com 

201807060000008 多煤种掺烧对超临界直流锅炉壁温影响及控制 

侯建军 

内蒙古京能盛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640072081@qq.com 

201807300000004 中速磨煤机直吹式制粉系统热力计算程序设计与计算实例 

李媛园，等 

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85983963@qq.com 

201808050000090 基于负荷曲线智能分段的电力系统动态无功优化分析 

宋子豪，等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连云港供电分公司 

rockysz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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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50000127 基于燃料成份在线计算燃气轮机排气流量方法的研究 

柴胜凯，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chaishengkai@tpri.com.cn 

201808080000273 一种基于多物理模型的风电场尾流计算方法 

张亦澄，等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zhangyicheng@gdupc.cn 

201808080000276 一种 CFD 流体力学模型的风场尾流订正方法 

张亦澄，等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zhangyicheng@gdupc.cn 

201808080000293 基于热电厂全厂调峰能力 大化的热负荷分配研究 

祝令凯，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414776374@qq.com 

201808080000393 基于风电场图像式定位系统的伺服控制平台设计 

王仕俊，等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angelofkill@126.com 

201808080000478 直接空冷汽轮机主轴驱动给水泵方案的动态特性分析及仿

真验证 

蔡宝玲，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caibaoling@tpri.com.cn 

201808080000484 基于改进帝国竞争算法的微电网群优化调度 

李咸善，等 

三峡大学电气与新能源学院 

lixianshan@ctgu.edu.cn 

201805030000013 配电变压器抗短路能力的仿真建模分析 

张施令，等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52679330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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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7210000004 660MW 发电机电刷恒压簧断裂分析处理及降耗改造 

张桔 

华润电力（六枝）有限公司 

zjie51268@163.com 

201807230000005 浅析各领域对供电系统 TN-S 方式的误解及当前直流充电

桩接地方式的安全隐患 

谢鹰，等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供电分公司 

1209556993@qq.com 

201807250000001 叠片铁芯等效电导率智能反演计算方法研究 

程文锋，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chengwf2006@163.com 

201807260000007 火力发电厂辅控车间常用 PLC 之间通讯研究 

刘鹏飞，等 

北京华能新锐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liupengfeia@tpri.com.cn 

201808050000069 10kV 复合绝缘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抽样检测分析 

朱启龙，等 

云南电网公司红河供电局 

1834214162@qq.com 

201808050000124 偏 小二乘法在油浸纸光谱定量分析中的应用 

唐峰，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tangfeng@sz.csg.cn 

201808050000126 基于分布电容的暂态电压传感器研制 

唐峰，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tangfeng@sz.csg.cn 

201808080000045 基于 EEMD 和 Prony 算法的谐波检测方法 

王开铭，等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白银供电公司 

106036083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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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80000118 直流偏磁下特高压变压器励磁电流特性分析及等效缩比模

型试验研究 

冯寒珂，等 

西安交通大学 

fhke212717@stu.xjtu.edu.cn 

201808080000130 电动调速给水泵组出力不足原因分析及处理 

赵惠存，等 

国电靖远发电有限公司 

zhaohuicun@163.com 

201808080000500 清溪水电站接地电阻超标分析及处理 

向龙海，等 

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绥阳县溪溪水电站 

510834366@qq.com 

201807130000001 基于服务质量的能源互联网能量流交换设备调度策略研究 

张延旭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13560121482@139.com 

201808020000004 异步起动永磁同步电动机的优化设计及样机验证 

关世海，等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海上风力发电技术与检测国家重点

实验室 

315221577@qq.com 

201808020000005 永磁同步电动机的节能计算 

关世海，等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海上风力发电技术与检测国家重点

实验室 

315221577@qq.com 

201808030000004 基于新能源与火电分区运作的西北电网调峰辅助服务改进

机制研究 

王鹏，等 

国家电网公司西北分部 

wangp@nw.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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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30000027 考虑多设备冗余能流路径的综合能源系统运行优化 

杨建林，等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656727087@qq.com 

201808080000015 燃气轮发电机励磁机转子接地故障的分析与处理 

李治泳 

佛山市福能发电有限公司 

383072203@qq.com 

201808080000071 电站锅炉 SCR 脱硝催化剂活性及寿命管理 

芮文明，等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1090962985@qq.com 

201808080000170 基于改进 QPA 的项目效益评价方法研究 

焦丰顺，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497940490@qq.com 

201808080000300 M701F 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终止或暂停启停程序的

可行性分析 

杨占辉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厂 

yangzhanhui@sec.com.cn 

201808080000313 一种基于无线传输的工业园区综合能效管理系统 

王建勇，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wangjianyong@nrec.com 

201808080000363 基于厂级控制的智慧能源管理系统架构设计 

郝飞，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haof@nrec.om 

201808170000009 生物质直接电解制氢技术的生命周期综合评价 

王桂洲，等 

华北电力大学 

1522745053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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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4250000066 600MW 超临界机组灵活性全负荷脱硝运行技术 

杨召伟，等 

河南华润电力首阳山有限公司 

ybwang@crpsys.com.cn 

201804250000070 脱硫系统改造介绍和技术经济分析 

梁国柱 

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liangguozhu-gx@163.com 

201806260000004 某 110kV 半户内变电站噪声污染与控制 

刘辉，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liuhui_jeff@163.com 

201807230000001 简易电磁场测试仪在变电站和线路工频电磁场测试中的应

用效果评价 

王宇，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wangyu_0306@126.com 

201808020000023 高加危急疏水泄漏对性能试验结果和机组经济性的影响 

郑威，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zw0927@126.com 

201808050000023 基于遗传算法优化设计的配电网近电告警器技术研究 

陈皓，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13925092768@126.com 

201808050000068 输电线路热镀锌酸雾的控制与处理 

王子云，等 

浙江盛达铁塔有限公司 

wangziyung@163.com 

201808080000169 火电厂海水脱硫工艺研究及工程实践 

聂鑫 

神华国华（印度尼西亚）爪哇运维有限公司 

71014310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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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80000296 燃煤电厂湿烟羽综合治理政策研究 

申智勇，等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ruochen68@vip.sina.com 

201808080000428 袋除尘与低低温电除尘在火电厂超低排放应用的技术对比 

吕群，等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vq@dteg.com.cn 

201806110000006 市场化下双边调峰辅助服务撮合交易方法研究 

史军，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epjshi@qq.com 

201806230000001 某电厂锅炉省煤器泄露原因分析 

范志东，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fanzhidong@tpri.com.cn 

201807030000003 C4F7N-CO2 混合气体工程绝缘特性研究 

唐念，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tangnian_2005@163.com 

201807310000010 燃煤机组过-再热器用 Super304H 锅炉管内壁铝化物涂层

制备及性能研究 

鲁金涛，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 

lujintao@tpri.com.cn 

201808020000039 浅析深圳电网经济调度 

张炀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gdcyzy2003@163.com 

201808050000055 电力市场阻塞费用与交易盈余研究 

赖菲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laifei@tpr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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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50000101 电力市场交易机制综合评价模型研究 

王帮灿，等 

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wangbangcan@yn.csg.cn 

201808050000109 电厂用钛合金材料的超声表面强化技术研究 

李刚，等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421078005@qq.com 

201808050000115 基于光纤加速度传感器的输电线路舞动在线监测设计 

裴慧坤，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peihuikun@sz.csg.cn 

201808080000028 两种 A-USC 电站用候选合金的微观组织及演变规律 

党莹樱，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dyy1630@126.com 

201808080000113 电力体制改革背景下增量配电区域电网规划流程及配电业

务政策环境的研究 

滕婕，等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tengjie3039@163.com 

201808080000154 630℃超超临界机组金属材料关键问题探讨 

张学星，等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zhangxuexing@cdt-kxjs.com 

201805240000013 镇江电厂储能系统辅助机组 AGC 调频项目可行性研究 

史旭东，等 

江苏镇江发电有限公司 

gundamlc@vip.sina.com 

201807300000017 考虑配电网运行的电动汽车有序充电策略 

卢艺，等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luyi07huago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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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30000026 环保气体绝缘环网柜发展现状及关键技术研究 

兰剑，等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jianjian_52@126.com 

201808050000077 基于功率预测误差修正的日前风电出力分布估计 

吴晓刚，等 

云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wuxiaogang1949@yeah.net 

201808080000017 混合式储能提高光伏发电可调度性分析 

胡金，等 

巴彦淖尔电业局 

dshujin@163.com 

201808080000114 基于模型预测控制的多微电网能量管理 

王正花，等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459877315@qq.com 

201808080000115 时间序列预测和机器学习算法预测在电动汽车电力负荷中

的应用研究 

王仕俊，等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angelofkill@126.com 

201808080000241 碳普惠机制在新能源微电网项目中的应用 

赵国涛，等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lenlen22@163.com 

201808080000297 商务智能 BI 在配电网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应用 

张世栋，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13396417797@163.com 

201808080000400 基于自动化监控系统的计划曲线软件设计与实现 

王建锋，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wangjianfeng@nr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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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466 基于非可信接入的 VoWiFi 网络部署研究 

包震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15052456697@163.com 

201805080000001 一种基于 IMS 的智能电网通信架构的研究 

褚宇宁，等 

国家电网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377077079@qq.com 

201806260000003 基于风量预测前馈的风电场与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厂功

率协调控制系统的研究 

李晓枫，等 

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lxf139@139.com 

201806290000003 基于电力线传输链的受控无人机在巡线中的应用 

张正峰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13802975516@139.com 

201808020000019 风电场群分布式远程集中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麻红波，等 

北京华能新锐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mahongbo@tpri.com.cn 

201808050000106 弹性光网络中的高效数据迁移和大数据备份技术研究 

彭晓平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 

774594320@qq.com 

201808080000088 面向智能电网的 RPL 路由协议的研究与改进 

项明明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 

529404407@qq.com 

201808080000105 基于大数据融合的风电场发电能力评估技术研究 

马明，等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风电技术中心 

2832576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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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265 含虚拟同步机的微电网协调控制系统研发及应用 

姜淼，等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jiangmiao@nrec.com 

201808130000003 特高压半波长交流输电线路故障选相方案 

唐震，等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tz_19660401@163.com 

201808150000007 基于“光路同步扫描模式”光纤监测系统的研究 

胡新，等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huxin@cq.sgcc.com.cn 

201808210000005 考虑天然气传输特性的气电耦合系统的联合运行与紧急过

负荷控制研究 

焦在滨，等 

西安交通大学 

jiaozaibin@mail.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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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20000009 四角切圆锅炉掺烧高挥发分烟煤试验研究 

梁国柱，等 

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liangguozhu-gx@163.com 

201804270000197 1000MW 发电机转子绝缘低处理案例分析 

杨建龙 

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 

574638205@qq.com 

201804270001241 煤粉细度对 W 火焰锅炉水冷壁热负荷的影响 

李广伟，等 

中电华创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82564060@qq.com 

201805100000010 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石膏-氨（有机胺）吸收剂体系吸收 CO2

气体研究 

李有续 

华电渠东发电有限公司 

1728706080@qq.com 

201807040000006 陶瓷膜增强烟气对流凝结换热性能实验研究 

谢天，等 

华北电力大学 

xietian@ncepu.edu.cn 

201807160000002 10kV 热缩电缆终端头故障处理案例分析 

杨建龙 

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 

574638205@qq.com 

201807160000005 大型火电机组节能减排探索创新与科学管理 

杨志宇，等 

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九台电厂 

hnjtdcyzy@163.com 

201807160000006 低温省煤器及广义回热系统在大型火电机组上的应用 

刘利军，等 

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九台电厂 

285566891@qq.com 



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 

 
 

- 85 -

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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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00000003 锅炉给水加药自动控制技术在沧东电厂的应用 

岳鹏 

河北国华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wuyue0805@163.com 

201807200000007 某 300MW 机组右侧主汽门门杆漏汽原因分析及处理 

张荣欣，等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306560140@qq.com 

201807250000003 闭式燃气发电机组热力循环设计思路的探讨 

刘建生 

浙江大唐国际绍兴江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70852860@qq.com 

201808020000015 1000MW 机组汽泵密封水改造前后机组节能降耗分析 

贺小峰 

三门峡华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02577639@qq.com 

201808020000035 基于煤种燃烧特性的掺配煤研究 

黄伟珍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60690509@qq.com 

201808040000007 水环真空泵工作水温对凝汽器真空度影响的分析及对策 

王坤 

大唐贵州发耳发电有限公司 

739088282@qq.com 

201808050000065 1000MW 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锅炉降低省煤器出口 CO

浓度数值模拟与试验研究 

陈辉，等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649156385@qq.com 

201808050000080 670MW 燃煤机组全负荷脱硝改造技术应用与展望 

孙嘉伟，等 

大唐黄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sjw_ned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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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061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全负荷脱硝投运控制策略与应用 

康强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97131628@qq.com 

201808080000072 浅谈电蓄热锅炉在电网深度调峰中的应用 

陈洪涛 

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 

363961765@qq.com 

201808080000086 百万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汽轮机结构特点及质量控制 

田督，等 

西安益通热工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tiandu132@163.com 

201808080000153 电动机冷却系统优化研究与应用 

董满利 

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dtdongmanli@126.com 

201808080000158 空预器压差控制技术分析 

张世宏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技术信息中心 

995535864@qq.com 

201808080000171 脱硝控制系统特性分析及控制策略改进 

游俊杰 

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6746659@qq.com 

201808080000178 浅谈发电厂冷却器与滤网的改进与设计 

管炜 

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 

gw8303280@163.com 

201808080000181 发电厂闭式水系统问题诊断与处理 

刘阳，等 

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 

gw830328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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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189 WESP 的技术应用和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 

郝延钦，等 

阳城国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haoyanqin@yangchengpower.com 

201808080000190 脉冲荷电除尘+高效除雾喷淋塔工艺改造应用 

李树华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马头热电分公司 

hdlishuhua@126.com 

201808080000191 发电厂给水系统节能改造实例 

张文龙，等 

阳城国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zhangwenlong@yangchengpower.com 

201808080000197 空湿冷机组联合运行在阳城电厂的应用 

张天胜，等 

阳城国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zhangtiansheng@yangchengpower.com 

201808080000237 SCR 脱硝系统自动供氨调节方式的研究 

易智勇，等 

大唐辽宁分公司 

13940092827@793.com 

201808080000243 SCR 脱硝系统积灰原因分析及改进案例 

易智勇，等 

辽宁大唐国际锦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yzy132602@126.com 

201808080000290 煤基与燃气分布式能源系统性能及经济性比较 

杨佳霖，等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 

yangjialin@cdt-reri.com 

201808080000333 复合相变式换热器在电厂节能改造项目中的应用 

崔超 

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cuic@cd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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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377 电除尘高效稳定达标排放的研究 

杨昱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yanyuhong1218@163.com 

201808080000392 新型汽封在哈汽 310MW 汽轮机组上的应用 

周建军，等 

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 

595802930@qq.com 

201808080000454 600MW 机组 SCR 脱硝蜂窝催化剂磨损原因分析 

贾翔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jx670616@163.com 

201808080000463 火电厂除尘高频高压电源故障快速判定的分析 

罗雪梅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耒阳分公司 

zhuzhuluoluo@sina.com 

201808170000002 燃煤电厂新型废水零排放工艺路线研究 

刘宁，等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race201221@126.com 

201808280000003 W 火焰锅炉多煤种高效分级混合燃烧技术研究 

高大伟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火力发电技术 

研究院 

gaodawei@cdt-kxjs.com 

201808080000069 发电企业继电保护技术监督若干问题探讨 

石桂学 

大唐水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120386896@qq.com 

201808080000255 一例水电厂接地网改造分析 

罗志刚，等 

云南大唐国际那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lzg6769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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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0000366 浅析小型水力发电站集水井的防污处理 

姚旭 

关岭供电局 

1318530760@qq.com 

201808080000473 苗家坝水电站备用厂变自启动容量计算校核 

冶鹏飞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碧口水力发电厂 

274194524@qq.com 

201807190000004 AP1000 压水堆核电厂中非能动技术浅析 

许娜娜，等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 

xunana@sdwgs.chng.com.cn 

201807260000003 采用自动跟踪控制系统以提高光伏发电效率 

魏江浩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WeiJianghao929@163.com 

201808030000018 云南省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探讨 

杨子俊，等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851079544@qq.com 

201808080000183 风电场 35kV 电力电缆绝缘降低及改进效果分析 

李文才 

大唐洱源凤羽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631442487@qq.com 

201808080000185 采样频率对湍流强度计算影响分析 

张磊 

大唐可再生能源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94101123@qq.com 

201808080000186 基于“棒-板相反”理论降低风电机组雷电灾害的研究 

吴立东 

大唐可再生能源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371801166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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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080000187 无刷双馈风力发电机矢量和直接功率结合的控制策略 

段琦玮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 

dqwforfly@163.com 

201808080000226 基于威布尔分布与 Meteodyn WT 风资源评估比较 

付晓敏，等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fxm168400@163.com 

201808080000251 水平轴风力机流场特性数值分析方法对比 

刘燕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 

yanliu@cdt-kxjs.com 

201808080000309 风电叶片自重对叶片螺栓预紧力的影响 

袁凌，等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yuanling@gdupc.cn 

201808080000350 水平轴风力机组尾迹偏移控制策略研究 

刘燕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 

yanliu@cdt-kxjs.com 

201808080000426 高电压等级光伏发电技术先进性浅析 

王涛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insist2014@126.com 

201808080000501 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典型山地风电场开发技术实践比较研究

姚杰，等 

大唐西北电力试验研究院 

511370646@qq.com 

201808150000012 基于自动清洗机器人的光伏组件灰尘分析、清洁预警系统的

现场应用 

陈涛，等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0800186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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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150000019 光伏组件发电量差异分析 

樊国顺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8097207031@189.cn 

201808150000020 西科集中式逆变器与华为组串式逆变器对比分析 

雷宗毅 

大唐青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 

1453473919@qq.com 

201808150000021 并网光伏系统对电网影响的研究 

雷宗毅 

大唐青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 

1453473919@qq.com 

201808170000003 核态沸腾过程换热量的分配规律 

黄林滨，等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zjshlb@qq.com 

201804260000048 烟气脱硝尿素水解制氨系统仪控设备选型 

田野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iany@dteg.com.cn 

201805190000002 汽轮机轴系盖振测点波动分析及改进 

徐坤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594290357@qq.com 

201805210000005 超超临界锅炉奥氏体不锈钢管高温腐蚀爆管分析 

林琳，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linlin@tpri.com.cn 

201807120000002 基于逆向分段解耦的流量特性优化算法 

曲晓荷，等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电力试验 

研究院 

xiaohe021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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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7120000006 电力系统高压 GIS 开关站电压互感器铁磁谐振及预警分析 

童松，等 

国电大渡河瀑布沟水力发电总厂 

464175271@qq.com 

201808010000016 3MW 风机叶片根部连接螺栓断裂原因分析 

郑准备，等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42101768@qq.com 

201808030000003 ABBUNS3020a型与RCS-985型转子接地保护实际应用分析

邱晓天 

大唐黄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17251070@qq.com 

201808030000019 大坝渗漏排水系统故障诊断 

钱文华 

大唐宣威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994780991@qq.com 

201808030000020 600MW 水轮发电机转子磁极极间支撑件应用研究与优化

改进 

舒安稳 

云南华电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梨园发电分公司 

sawfresh@126.com 

201808080000084 Alloy 783 材料高温螺栓断裂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田督，等 

西安益通热工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tiandu132@163.com 

201808080000228 热控一次组件防渗油方案 

李吉东 

国电电力酒泉发电有限公司 

158260733@qq.com 

201808080000378 “光轴技术”在丰润热电公司的应用 

夏荣海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myduoduogou@163.com 



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 

 
 

- 93 -

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7240000005 创新应用精细化微观选址技术制定新能源项目全局发展 

战略 

李斌 

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347382203@qq.com 

201808020000036 百万机组现有设备条件下全负荷投脱硝 

黄伟珍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60690509@qq.com 

201808030000015 基于断面安全约束的高渗透率风-光-水电有功控制策略 

李天权，等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楚雄供电局 

67409107@qq.com 

201808050000009 微观选址技术在风电场全生命周期的应用 

李斌，等 

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347382203@qq.com 

201808080000177 发电厂机组凝汽器循环水智能优化 

管炜 

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 

gw8303280@163.com 

201808080000245 燃煤电厂废水零排放技术应用研究 

于喜文，等 

大唐辽宁分公司 

508529@qq.com 

201808080000420 新时代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综述 

张蓉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ever103@163.com 

201808080000496 发电集团碳资产信息化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郑守忠，等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zhengshouzhong@cwe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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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4-15 日 0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会议室 回廊 

论文编号 文章信息 

201808150000002 电厂储煤筒仓智能安全监控系统的研究 

李亚超，等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iyc@dteg.com.cn 

201806190000007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燃机喘振预警模型研究 

徐搏超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电力试验 

研究院 

ncepu_xbc@163.com 

201808040000022 瀑布沟水电站智能巡检系统应用探索 

伍林，等 

国家能源集团国电大渡河瀑布沟水力发电总厂 

wulin19891215@sina.cn 

201808080000261 软测量技术在火电机组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李小煜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技术信息中心 

234151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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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议相关信息 

（一）注册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报到时间：11 月 11 日-12 日 

报到地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C1、C2 门入口 

报到人员：出席年会代表  

（二）会议资料 

1．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会议指南 

2．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U 盘） 

版号：ISBN 978-7-89470-690-4 中国电力出版社 

3．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荣誉册 

4．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展览会刊 

5．会议资料 

已注册参会的代表可以获得：资料包、会议资料、会议证件。 

6．会议代表证 

参会代表出席会议和就餐，请出示会议代表证，将扫描二维码入会场和用餐。 

（三）会议用餐 

用餐日期 中餐 晚餐 
就餐地点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11 月 12 日 自助餐 12:00-13:30 套餐 17:30-19:00 一层多功能厅 ABC 

11 月 13 日 套餐   12:00-13:30 套餐 17:30-19:00 一层多功能厅 ABC 

11 月 14 日 套餐   12:00-13:30 套餐 17:30-19:00 四层大会堂 B 

11 月 15 日 自助餐 12:00-13:30 套餐 17:30-19:00 四层大会堂 B 

（四）技术参观 

线路 1：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 

11 月 15 日  第一批 13:20-16:00；第二批 14:20-17:00 

 （1）第一批 

13:20-13:30 第一批参观人员在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 C1 门口集合 

13:30-14:00 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门口乘车前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

14:00-15:15 技术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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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6:00 乘车返回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等酒店 

（2）第二批 

14:20-14:30 第二批参观人员在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 C1 门口集合 

14:30-15:00 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门口乘车前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

15:00-16:15 技术参观 

16:20-17:00 乘车返回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等酒店 

线路 2：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 

11 月 15 日  第一批：13:20-16:30；第二批：14:20-17:30；第三批：15:20-18:30 

 （1）第一批 

13:20-13:30 第一批参观人员在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 C1 门口集合 

13:30-14:30 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门口乘车前往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 

14:30-15:30 技术参观 

15:30-16:30 乘车返回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等酒店 

 （2）第二批 

14:20-14:30 第二批参观人员在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 C1 门口集合 

14:30-15:30 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门口乘车前往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 

15:30-16:30 技术参观 

16:30-17:30 乘车返回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等酒店 

（3）第三批 

15:20-15:30 第三批参观人员在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 C1 门口集合 

15:30-16:30 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门口乘车前往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 

16:30-17:30 技术参观 

17:30-18:30 乘车返回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等酒店 

参观地点简介 

线路 1：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中国高科技产业中心，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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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公园北部，面积达 1.6 万多平方米。在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成果展上共设置了中关村创新发展历程、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创

新创业生态、创新成果、未来展望等展区。创新成果展区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料、生物与健康、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智能交通与智能装备、文化科技、军民融合以及

企业风采等。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汇聚了中关村八大产业集群中 具引

领性、代表性的近 200 家重点企业，既是中关村示范区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

又是反映中关村核心区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还是北京市重要科普基地。 

线路 2：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 

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区，占地 390

亩。试验基地在功能设计、设备研制、控制及试验技术和工程应用方面创造了 15 项世

界第一，取得 55 项重大技术创新。 

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试验研究能力覆盖超/特高压直流输电关键技术领域，定位在

对特高压电磁环境、外绝缘、系统运行安全、设备试验技术与运行特性等方面进行全方

位的试验研究，能满足特高压直流输电关键技术研究的需求，具备更高电压等级（±

1000kV，± 1200kV）研究能力。主要包括特高压直流试验线段、电晕笼、户外试验

场、试验大厅、污秽及环境试验室、绝缘子试验室、避雷器试验室等 7 个试验室。由八

位院士在内的 14 名知名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综合试验

能力达到国际同类试验基地的领先水平。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已经成为一个示范和展示

特高压输电技术的窗口，至今接待国内外参观、学习团组近六百批次，两万余人次，具

有较大的国内外影响力。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先后被授牌为“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和

“中国电力科普教育基地”。 

（五）电力企业支持单位和科技成果展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南瑞集团有限

公司、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国网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国网雄安金融科技集团）、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山东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平高集

团有限公司、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唐纳森（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联宏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金风科技北

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亨通电力产业集团、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英大传媒集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期刊中心、国网电力科学研

究院院期刊中心、上海科梁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电气化杂志、 山东元星电子

有限公司、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瓦特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为华

新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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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服务 

1. 会议秘书处 

地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东部广场一楼观光电梯签到处（C2 门入口） 

时间：11 月 11 日-15 日 08:00-18:00 

2．会议秘书处联系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负责内容 

周  缨 18612869977 会议协调 

申彦红 18612868855 会议协调 

赵建军 18612869978 外宾和会议颁奖 

王剑英 18612868836 会议协调 

王海茹 18612868809 会议协调 

刘  佳 18612869960 分会场协调 

李武峰 13811065509 主题 1：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院士专家论坛 

汤  竑 13693662351 主题 2：2018 年度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学术建设发布会

杜明生 18910985955 主题 3：2018 年清洁高效发电技术协作网年会 

王春莉 18612868831 主题 4：第一届两岸四地电机工程学术研讨会 

王春莉 18612868831 主题 5：2018 年国际大电网会议专题报告会 

张莹莹 18612869980 主题 6：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女工程师论坛 

李  蓓 

房  凯 

13810298689 

15652391403 专题 1：2018 年储能泛在技术专题研讨会 

李  君 13811769651 专题 2：2018 年能源系统优化专题研讨会 

章立杨 13605166954 
专题 3：2018 年新一代电力系统中的继电保护与稳定

控制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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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振亚 13851836392 
专题 4：2018 年电动汽车与电网互动及多网融合专题

研讨会 

孔红磊 13851933253 
专题 5：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系统自动化专

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吴  鹏 

蒲元吉 

18811196592 

13801056720 专题 6：2018 年全国智慧用能与节能技术发展论坛 

周长城 13829714993 专题 7：2018 年综合能源技术及发展专题研讨会 

张雨佳 15600486021 专题 8：2018 年核能发电技术专题研讨会 

张继平 13560790492 
专题 9：2018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燃气轮机发电专业

委员会学术年会 

陈予尧 

赵  婷 

13501055342 

13811085525 专题 10：2018 年人工智能技术专题研讨会 

靳  笠 13520493172 专题 11：2018 年能源互联网专题研讨会 

杨松迎 13451905180 
年会论文宣讲、张贴安排、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优秀论文表彰文件及证书发放 

李  凤 18612868805 会议颁奖 

孟  锟 13911691819 展览展示服务 

赵冬晖 18513506889 财务发票 

张斗发 15298379168 会议信息系统 

张恒康 18612869982 会议信息系统 

周  文 18612869968 新闻媒体 

贾健莹 18612868826 新闻媒体 

裴艳杰 15901381786 会议注册 

杜旭迪 13810911304 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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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福 18601069920 餐饮管理 

惠  娜 18611220374 技术参观 

程鹏申 13051615086 志愿者管理 

孙淑红 

（医师） 13522800939 医疗保障 

张  婷 

（护士） 13439932296 医疗保障 

李国民 13716096578 保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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