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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电 力 科 技 网  
 

                             科技学[2023]01号 

关于召开“智慧电厂建设技术交流 2023 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方兴未艾，5G+实时数据监控等创新应用不断

涌现，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正推进能源革命进

程，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按下“加速键”。“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精神为加快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发展指明方向，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强有力支撑。各大发电

集团均发布“十四五”数字化转型路线，集团层面制定计划，自上而下，

推进实施。 

智慧电厂建设不分阶段、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本质是将信息技术

与传统机组深度融合，实现数字化信息在发电过程的全覆盖。电力系统

将持续向电力化、数字化融合，分布式微电网的大量接入将更加智慧和

高效。以需求为牵引，综合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边缘计算

技术，全面整合能源控制参量、能源运行、能源使用数据，电、气、冷、

热多种能源灵活接入，实现生产控制、智能巡检、运行维护、安全应急

场景技术验证及深度应用，构建“源—网—荷—储”互动调控体系，实

现安全生产、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绿色环保。  

为交流各发电集团“智慧电厂”建设经验，分享前沿成果，研讨先

进数字化技术在传统能源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我国电厂系统化、标准化

建设，实现管控集中、整体协同，中国电力科技网决定 3 月 22～23 日

在三亚召开“智慧电厂建设技术交流 2023年会”。 

一、年会主题 

聚焦火力发电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二、年会议题 

1、国内外智慧电厂现状研究、建设探索及发展趋势； 

2、智慧电厂整体解决方案、信息安全建设及标准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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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G+技术在智慧电厂中的应用； 

4、信息挖掘与远程专家诊断预警研究； 

5、三维空间定位与可视化智能巡检； 

6、炉内智能检测与掺配、燃烧优化研究； 

7、数字化煤场与燃料智能化管理； 

8、工业互联网在发电企业应用及数据处理技术； 

9、网源协调、深度调峰、多能互补与电力市场辅助决策研究； 

10、智慧电厂业务能力探索及对新技术应用下管理模式； 

11、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对发电设备支撑能力需求。 

三、日程安排 

3 月 21 日报到；22 日：主旨演讲、专家对话、主题报告、颁发证

书；23 日：专题报告、案例分析、综合报告、互动交流、专家答疑。 

四、年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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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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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

理：220元/床/天；390元/间/天（均含单早）。 

五、联系方式 

周丽 15010503361；杨晓容 18001252968 同微信；邮箱 dlkjw@188.com 

《年会指南》、参会回执、疑难问题调查表等附件可来电索取 

年会详情登录中国电力科技网：www.eptchina.com   

 

 

中国电力科技网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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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演讲信息 

智慧电厂建设技术交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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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电厂智能化探索与展望：a.火电厂智能化技术背景；b.

火电厂智能化技术研究；c.火电厂智能化技术应用；d.火

电厂智能化技术展望。 

陈世和 

华润电力技术研究院副

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3.  

基于云平台发电设备远程智能诊断研究：a.远程智能诊断

系统；b.前端数据采集和边缘计算；c.基于云平台的原型

系统开发；d.汽轮机、燃气轮机和风力发电机组应用案例。 

蒋东翔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系教授 

4.  

智能电厂理想形态“四梁八柱”：a.智能维护：一次设备可

靠度管理+二次设备可靠度管理；b.智能运行：运行优化+

协调深调；c.智能安全：行为警戒+技术拒止；d.智能经

营：精益管理+自动竞价。 

何立荣 
北京必可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5.  

面向智能发电的燃煤发电机组运行数据分析方法：a.深度

调峰和快速变负荷对机组控制方式变革的需求；b.发电机

组运行数据的稳态分量和动态分量及其分析；c.利用运行

数据分析风煤比、水煤比对发电煤耗的影响及其优化控

制；d.燃煤发电机组运行数据分析潜力展望。 

周怀春 

中国矿业大学低碳能源

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6.  

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对发电设备支撑能力需求：a.背

景；b.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面临问题；c.新型电力系统

对发电设备能力需求。 

濮钧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系

统所主任/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7.  
热力过程自抗扰控制（ADRC）：a.ADRC 简介；b.ADRC 算法；

c.ADRC仿真；d.ADRC 试验；e.ADRC 展望。 
吴振龙 

郑州大学电气与信息工

程学院副教授 

8.  

发电企业状态检修和智能电厂技术研究与实践：a.状态检

修技术实践；b.数字孪生技术实践；c.智能燃料技术实践；

d.智能巡检技术实践；e.小结。 

邓志成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清

洁高效火电技术中心技

术总监/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9.  

基于 5C 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a.5C基本内涵；b.一体化

智能管理目标；c.一体化智能管理内容和效果；d.电厂智

能化管理展望。 

江永 

华能（广东）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安生部主管/高

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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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主可控 ICS集成技术开发及工程实践》：a.ICS集成技

术研究；b.基于 ICS智慧电厂架构设计；c.工程实践。 
高春雨 

中国大唐集团科研总院

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热

控技术研究所所长/正

高级工程师 

11.  

分布式智慧能源系统架构及其关键技术：a.分布式智慧能

源发展分析；b.系统架构；c.关键技术；d.生光风储-电热

气肥多能融合及多联供系统设计。 

曹生现 
东北电力大学自动化工

程学院院长/教授 

沙浩 
东北电力大学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物理专业博士 

12.  

数据驱动的低碳智慧供热关键技术与工程：a.低碳智慧供

热系统构建；b.智慧供热系统优化设计；c.智慧供热平台

研发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 

周志刚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 

13.  

通向可预测的未来——华电燃机智慧运维平台关键技术

及应用实践：a.背景；b.智慧运维平台建设；c.应用实践

案例；d.结论。 

黄小光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汽燃机部专业首

席研究员 

14.  

基于大数据的燃煤电厂关键设备状态预警及评估项目实

施经验：a.项目背景；b.实施方案；c.实施应用；d.核心

价值和意义。 

宋光雄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动力

与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 

15.  

智能控制技术机理及应用实现：a.智慧电厂建设核心技

术；b.智能控制技术机理与优化方向；c.智能控制应用实

现与展望。 

陈宝林 

国家能源集团科学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主任/

正高级工程师 

16.  

东方汽轮机智慧电厂解决方案——智云创源系统：a.系统

功能目标；b.总体算法及数据安全；c.预警、诊断及优化

功能；c.三维可视化交互；e.故障预警及诊断案例。 

袁超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电

站服务事业部技术部负

责人/高级工程师 

17.  

燃煤机组智慧化建设规划及工程实践：a.概述；b.智慧电

厂建设工程实践；c.智慧电厂重点规划方向；d.关于智慧

电厂建设的思考。 

袁世通 

中国大唐集团科研院中

南电力试验研究院热控

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正

高级工程师 

18.  

智能化数字检修管控平台在台山电厂的应用：a.项目背

景；b.台山电厂智慧化电厂建设；c.智能数字化检修管控

平台功能及应用；d.后续工作及展望。 

沈小兵 

国能粤电台山发电有限

公司生技部副主任/高

级工程师 

19.  

火电厂智能化应用及智能控制关键技术：a.常见火电厂智

能化应用；b.火电厂智能控制系统(ICS)技术要求；c.智能

控制系统（PIC)特点及应用案例。 

王志杰 

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能源技术

中心高级工程师 

20.  

基于工业互联网构建智慧发电群脑体系——思考与实践：

a.对智慧发电群脑体系的思考; b.云边协同的智慧发电

群脑体系;c.智慧发电群脑体系核心功能。 

刘胜军 

国家能源集团数智科技

公司咨询总监/高级工

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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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发言回执 

智慧电厂建设技术交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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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附件 3： 

参会回执 

智慧电厂建设技术交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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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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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疑难问题及需求 

智慧电厂建设技术交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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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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