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电 力 科 技 网 
 

                             科技学[2020]08号 

关于召开电力行业储能技术与应用研讨2021年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双碳战略为储能行业发展带来巨大市场增量和跨越式历史发展机遇，

作为支撑可再生能源发展关键技术，储能受到越来越密集关注。随着我

国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能源体系快速转变，储能产业发展和技术

应用纳入国家能源发展规划，成为能源互联和智能化体系下不可缺少一

部分。坚定推进储能产业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4 月

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首次明

确储能产业发展目标——2025 年实现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3000 万千瓦

以上，为储能行业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定下基调、为储能产业积

极健康长远发展保驾护航。面对未来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和消纳，储能与

新能源发电、电力系统协调优化运行已成为实现双碳目标必由之路。 

为交流储能领域新思路、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探讨储能技术在

高安全、低成本、长寿命以及资源再利用全生命周期研究与布局，推动

社会用能成本持续降低，加快储能人才培养和储备，中国电力科技网将

于 6 月 17 日在北戴河召开“电力行业储能技术与应用研讨 2021 年会”。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储能专业委员会担任技术支持单位。  

一、 年会主题 

加快储能创新研发，助力新能源发展 

二、 年会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 

三、 年会议题 

1.“十四五”储能需求分析及核心指标解读； 

2.碳中和目标下储能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路径； 

3.各类储能发展现状、产业政策及前景； 



4.储能示范项目建设、运行情况； 

5.储能在电网侧、发电侧及用户侧的应用； 

6.发电厂储能调频技术的工程应用； 

7.液流电池、超级电容器、钠基电池等最新技术； 

8.退役电池的梯级利用； 

9.现代数字技术和通讯技术在储能中的应用； 

10.储能电站运行、运维效率、安全性和标准化研究； 

11.储能与光伏及风电等新能源发电多能互补联合应用； 

12.储能的商业化模式探讨； 

13.储能设备资源化回收利用。 

21位专家及演讲具体内容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 

四、 日程安排 

  6月 16日报到；17日主旨演讲，院士、专家对话，主题报告，深度

交流；18日专题交流，案例分析，综合阐述，专家答疑与互动。 

五、 相关事项 

  提交问题: 为提高效率和质量，可将本单位亟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及

热点、焦点发至邮箱，以便专家提前准备、重点解答。 

  报名注册：登录中国电力科技网下载“参会回执”，填写完整加盖单

位公章尽快发至会务组，以待“报到通知”。 

  会议指南：鉴于《会议指南》定稿印刷和代表证（姓名+单位+编号）

制作，“参会回执”请按要求填写完整回复。 

  会务住宿：发电厂、电网公司、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会务费 1400元

/人，学生持学生证 1000 元/人，厂商限额 24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

宿费自理。 

六、 联系方式 

  周丽 15010503361；杨伟 18001252968；邮箱 dlkjw@188.com 

  《会议指南》、“参会回执表”及相关附件来电索取 

  官网报名及详情请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附件 1： 

演讲信息 

电力行业储能技术与应用研讨 2021 年会 

序 演讲内容 专家 单位/职务/职称 

1.  主办单位致主题辞。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2.  特邀嘉宾致主持辞并主持年会。 李若梅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原

秘书长 

3.  年会主席发表主旨演讲。 周孝信 中国科学院院士 

4.  

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技术进展及前景展望：a.压缩空气储

能发电系统发展背景与技术历程；b.当前非补燃式压缩

空气储能发电系统技术进展；c.技术前景展望；d.金坛盐

穴压缩空气储能发电系统国家示范项目工程进展。 

梅生伟 

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

青海大学常务副校长，

博导/IEEEFellow,IET 

Fellow/长江学者 

5.  

大规模储能辅助火电机组调频和评估技术：a.分析储能

调频的优势及调频市场；b.运用实际数据阐明储能参与

AGC调频效果；c.辅助调频评估技术。 

常潇 

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电网技术

中心副主任/高工 

6.  
熔融盐储热技术研究：a.熔融盐储热在电力行业应用现

状；b.熔融盐储热技术及研究；c.结论。 
廖志荣 

华北电力大学储能科

学与工程教研室讲师 

7.  

储能在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中的应用：a.储

能是能源综合规划重要环节；b.储能在电力源网荷储一

体化中应用；c.储能在多能互补中应用；d.西北电力设计

院助力国家能源结构转型。 

刘成 
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设总/高工 

8.  

储能及其技术经济性方案比较：a.能源结构调整；b.储能

需求分析；c.技术路线比较；d.典型案例技术经济性分

析。 

胡蕴成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成都科技发展中心联

合研发中心主任/高工 

9.  

铅酸蓄电池转极再生技术、长效大容量铅锂电池技术创

新与突破：a.阀控铅酸蓄电池转极再生工艺流程；b.牵引

动力电池转极再生流程；c.长效大容量铅锂电池制造工

艺；d.长效大容量铅锂电池结构与二、三次生命实现。 

常承立 

淄博职业学院教授、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常

承立技术创新工作室

主任/全国技术能手 

10.  

风光储典型应用及廿大关键技术：a.储能系统应用领域

及作用原理；b.风光储十大示范工程；c.廿大关键技术；

d.几点建议。 

李建林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储能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教授 

11.  新型铁-铬液流电池从研发走向产业化最新进展：a.高比 王含 国家电投中央研究院



例新能源发展下储能发展展望；b.长时储能需求及应用

场景；c.铁-铬液流电池技术示范及研究进展；d.储能发

展计划。 

储能所所长/教高 

12.  

规模化电池储能系统规划配置与运行控制及应用实践：

a.规模化电池储能系统规划布局与优化配置技术；b.规

模化电池储能系统能量管理与监控技术；c.调度控制技

术；d.源网荷不同场景下电池储能系统应用案例及经验。 

李相俊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电工所储能系统集成

与配置技术研究室主

任/教高 

13.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储能电站运行状态评估方法：a.储能

电站运行状态评估背景分析；b.传统储能电站运行状态

评估方法；c.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储能电站运行状态评估

方法；d.储能电站运行状态评估技术展望。 

周喜超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高工 

14.  
安徽六安兆瓦级氢能科技示范工程：a.项目背景；b.国内

外研究示范；c.六安兆瓦级氢能科技示范工程；d.展望。 
缪春辉 

安徽省电力科学研究

院电源技术中心博士 

15.  
压缩空气储能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进展：a.研究背景；b.压

缩空气储能技术；c.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d.结束语。 
纪律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

理研究所储能研发中

心产业化办公室主任 

16.  

高功率储能电池研究及在电力调频系统中示范应用：a.

高功率储能电池电网系统中应用；b.风电、水电启动中应

用；c.大功率源网荷储系统中应用；d.安全性是高功率储

能应用第一考量。 

马福元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浙能集团研究院电化

学储能首席研究员 

17.  
先进储能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a.华能储能发展情况；b.

储能发展趋势及作用；c.储能产业发展建议。 
刘明义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

源技术研究院储能技

术研究所所长/高工 

18.  

锂离子电池热失控传播机制：a.单体锂离子电池热失控

特性与演变机制；b.锂离子电池热失控传播机制与影响

因素分析；c.热失控传播动力学模型及阻隔机制研究。 

李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

灾科学与国家重点实

验室博士后 

19.  

布雷顿循环热泵储能性能分析与多目标优化：a.储能系

统热力学分析模型；b.设计参数对系统性能影响；c.储能

系统优化；d.面向更高温度布雷顿循环热泵系统集成。 

杜小泽 

华北电力大学能动学

院院长/兰州理工大学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  
含有储能微电网实时仿真与测试技术：a.研究背景；b.储

能微电网地位；c.微电网实时仿真技术；d.结束语。 
崔秋实 

重庆大学电气学院研

究员 
 
《会议指南》对专家演讲顺序、时间重新进行具体安排，可微信或来电索取，包括“参会回执”。



附件 2 : 

发言回执 
电力行业储能技术与应用研讨 2021 年会 

单位名称：  

报告人  职务/职称  部门  手机  

电话  传真  E-mail  

报告题目 大题目……：小题目 a.……；b.……；c.……；d.……。 报告时间 分钟 

报告简介  

有何建议  

注：请将此表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附件 3： 
参会回执 

电力行业储能技术与应用研讨 2021 年会 

参会者姓名 职务/职称 手机 传真 E-mail 
住房要求 

包房 合住 

      

      

      

      

地址  邮编  

 

参会单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此表复印有效；请务必将各项内容填写完整并加盖单位公章。 

2、回执请扫描或拍照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附件 4： 

疑难问题及需求 

电力行业储能技术与应用研讨 2021 年会 

序号 疑难问题、需求、建议、预邀请单位或专家 备注 

   

   

   

   

   

   

   

 
备注： 

1、此表复印有效；可附加详细机组型号等具体表格。 

2、此表请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