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电 力 科 技 网  
 

                             科技学[2020]14号 

关于“智慧电厂建设技术交流 2020 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当前，落实《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促进能

源和信息深度融合，实施“智慧电厂”建设发展战略，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力，十分必要，且正逢其时。在国家两化融合、节能减排、“上云用数赋

智”等战略和政策驱动下，发电企业智能与智慧化转型进一步加速。我国发

电行业在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做出大量研究和实践，飞速发展的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机器视觉、虚拟现实、区块链、5G-

URLLC等技术为实现智慧电厂提供了技术支撑。发电企业当从自身出发，推

进业务规范和标准化、数据集成和信息化、管控集中和智能化、整体协同和

智慧化，逐步实现“创新引领、智慧发电”战略发展目标。 

中国电力科技网将于 9 月 15 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召开“智慧电厂建

设技术交流 2020 年会”，参观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有限公司智慧发电联合

创新实践基地，旨在让与会嘉宾、研学大牛、技术大咖、应用精英、产业领

袖碰撞思想、分享洞见、相得益彰！ 

一、年会主题 

建设智慧电厂，引领能源转型 

二、年会议题 

1、国内外智慧电厂研究现状、建设探索及发展趋势； 

2、智慧电厂整体解决方案、信息安全建设； 

3、数字化、智能化在电厂各系统中的应用； 

4、信息挖掘与远程专家诊断预警研究； 

5、智慧电厂顶层设计研究； 

6、三维空间定位与可视化智能巡检； 

7、炉内智能检测与掺配、燃烧优化研究； 

8、数字化煤场与燃料智能化管理； 

9、工业互联网在发电企业应用及数据处理技术； 



10、网源协调，灵活发电、多能互补与电力市场辅助决策研究； 

11、仿真培训与 AR辅助检修维护研究； 

12、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检修； 

13、发挥创新技术示范引领作用，提高智慧电厂环保节能水平。 

30位专家及演讲具体内容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 

三、年会事项 

日程安排：9 月 14 日报到；15 日主旨演讲、专家对话、主题报告；16

日专题报告、案例分析、综合报告、互动交流、专家答疑；17日技术参观。 

参观单位：国电东胜热电完成并发布国内首套火电智慧企业建设规范

《国电电力智慧火电企业建设规范》，“两平台三网络”智慧火电体系在国家

能源集团推广实施；打造全新国产智能发电平台，首次实现火电机组底层控

制系统人工智能算法与控制一体化“智慧大脑”。“智能发电运行控制系统研

发及应用”项目通过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含 2名院士专家组鉴定，填补国内行

业空白，整体技术国际领先；智慧电厂创新团队获“鄂尔多斯市产业创新创

业人才团队”称号。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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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题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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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会指南：鉴于《年会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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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能源局，新五大发电集团及二级单位、省公司主管领导

免 1人会务费；发电厂、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会务费 1700元/人；学生持学

生证 1000元/人；制造厂商（限制名额）2700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

自理：190元/床/天；380元/间/天。 

四、联系方式 

周丽：15010503361；闫晓英：13561638966；邮件：dlkjw@188.com 

《年会指南》、“参会回执表”及相关附件可来电索取 

年会详情登陆中国电力科技网：www.eptchina.cn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附件 1： 

演讲信息 

智慧电厂建设技术交流 2020 年会 

序 演讲内容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1.  参观单位致欢迎辞。 孙同敏 

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2.  主办单位致主题辞。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3.  

上海电气智慧电厂整体解决方案：a.智能化服务系统

整体方案构架（平台+模块+服务）；b.智能化服务解

决方案（监测预警、健康管理、控制优化）；c.智能化

服务部署方案；d.应用模块功能（含机、炉、电、辅）；

e.典型案例。 

李立伟 

上海电气电站集团服

务公司技术与市场开

发部技术服务处处长/

高级工程师 

4.  

化石能源能量和物质同时高效利用的智慧电厂路线

设计：a.课题背景；b.化石燃料能量和物质同时高效

利用的智慧电厂路线设计；c.二氧化碳基低内能材料

的开发；d.总结。 

朱维群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

学院教授 

5.  

数字化赋能的未来能源系统：a.未来能源系统基本特

征；b.数字技术应用渐入佳境；c.变革推动能源数字

化转型。 

李璟涛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副总工程师/高级工

程师 

6.  
智慧电厂先进控制的关键技术：a.智慧电厂体系架

构；b.控制目标及任务；c.先进控制关键技术。 
陈宝林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电研公司副

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7.  

京能集团智慧火电厂建设总体思路与示范建设：a.智

慧电厂建设总体思路；b.示范项目建设历程；c.示范

性项目阶段成果；d.后续深入应用计划。 

孙岩 

京能集团信息中心北

京英贝思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三维

数字化技术部主任 



8.  

智慧核电厂规划与初步实践：a.智慧核电厂背景；b.

智慧核电厂构想；c.智慧核电厂规划；d.智慧核电厂

要素；e.智慧核电厂建设思路；f.智慧核电厂初步实

践。 

王勤湖 

中国广核集团苏州热

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 

9.  

新基建时代背景下的燃煤智慧电厂建设与技术升级：

a.新基建政策要求与燃煤智慧电厂建设的联系；b.电

厂新基建战略核心和智慧电厂建设四大领域；c.基于

电厂物联网三角链的安全作业管控；d.智能芯片边缘

计算+大数据中心云计算组合的“云边结合”。 

赵俊杰 

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高

级工程师 

10.  

深度调峰背景下基于人工智能的大容量火电机组建

模与优化控制研究及实践：a.背景与问题分析；b.基

于人工智能火电机组建模与优化控制方法；c.汽温及

协调系统智能优化控制仿真研究实例；d.智能优化在

实际机组应用实践与思考；e.总结。 

马良玉 
华北电力大学自动化

系教授 

11.  

巴西、英国大停电对电厂安全防御的启示：a.巴西

2018 年 321 大停电事故；b.巴西大停电对电厂涉网

保护启示；c.英国 2019年 89大停电事故；d.英国大

停电对电厂涉网保护启示。 

濮钧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2.  

企业工作管理平台规划：a.概述；b.软件设计原则；

c.任务分解落实系统；d.任务管理小程序（移动端工

具）；e.标准化管理系统；f.检修管理系统；g.消息推

送模块；h.统计分析展示平台。 

胡永哲 

国家电投内蒙古大板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生

技部副主任 

13.  

厂级 AGC调度关键技术及应用实例：a.厂级 AGC技术

发展现状；b.厂级 AGC典型架构及技术方案；c.厂级

AGC应用效果实例分析；d.厂级 AGC技术发展方向。 

施壮 
国网安徽电科院电源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14.  

智慧电厂顶层设计与建设方案：a.智慧电厂顶层设

计；b.智慧电厂建设内容；c.智慧电厂实施方案；d.

智慧电厂设计心得。 

张辉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

有限公司智慧能源事

业部主管/高级工程师 

15.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能电站中的应用研究：a.新一代 杨金芳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



信息技术发展现状；b.物联网在电站应用分析；c.5G

技术在电站应用分析；d.工业互联网在电站应用分

析；e.卫星互联网在电站应用分析；f.展望。 

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热控室主任/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6.  

基于数据中台的能源行业智慧检修国内外技术研究

和应用：a.设备管理信息化数字化现状分析；b.设备

管理业务驱动数据与数据驱动业务闭环解决方案；c.

案例分享；d.智慧检修在能源行业发展趋势。 

银奇英 
国家特聘专家/西安交

通大学客座教授 

17.  

智能发电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实践：a.智能发电技术

发展与存在问题；b.燃煤机组智能发电技术整体布

局；c.智能控制关键技术开发；d.工程实践案例分享。 

王然 

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

程师 

18.  

利用电动车的电池打造分布式虚拟电厂：a.电动车电

池保有量与未来发展趋势；b.云大物移智构架分布式

源网荷储体系；c.能源互联网插座扮演角色；d.能量

流、数据流、业务流三流合一电厂数字化商业模式。 

张罗平 
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

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19.  

燃煤电厂状态检修技术研究与实践：a.状态检修与智

慧电站；b.状态检修建设原则；c.状态检修关键技术；

d.状态检修实践效果；e.总结与展望。 

汪勇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

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智慧电站技术研究

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20.  

基建电厂智慧电厂建设：a.基建电厂智慧电厂总体规

划设计；b.基于安全风险管控的智慧工程建设初步实

践；c.后期发展规划。 

朱龙飞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

院有限责任公司信息

档案部工程师 

21.  

优化控制系统在智慧电厂的设计和应用: a.优化控

制系统在智慧电厂规划设计；b.协调优化和汽温优化

控制应用情况；c.锅炉燃烧优化控制应用情况；d.机

组深度调峰优化应用情况。 

刘伟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

院有限责任公司发电

分公司自控科高级工

程师 

22.  
智慧电厂 SIS 上云：a.电厂 SIS 数据现状；b.电厂

SIS企业私有云构想；c.智慧电厂 SIS上云解决方案。 
冷杉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

学院教授 

《会议指南》“日程安排”已对专家演讲顺序、时间及全程整体，重新做出具体安排，可微信或来电索取。 



附件 2： 

发言回执 

智慧电厂建设技术交流 2020 年会 

单位名称：  

报告人  
职称 

职务 
 部门  手机  

电话  传真  E-mail  

报告题目 大题目……：小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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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电厂建设技术交流 2020 年会 

序号 姓 名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件 
住房要求 

包房 合住 

            

            

            

            

地址、邮编及其他内容：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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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扫描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附件 4： 

疑难问题及需求 

智慧电厂建设技术交流 2020 年会 

序号 疑难问题、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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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务必提供 word版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